
适用于任何 
会议空间的 
智能会议电话

产品优势
•	Poly	博诣经典音质使用户可以享受
自然通话，提高协作体验

•	会议室技术的一致性及兼容性，	
能提高用户采用率

•	使用一触式连接在几秒钟内开始会议

•	使用	Trio	C60	进行快速、简单的控
制，为您的	Poly	博诣会议室视频解决
方案锦上添花

产品介绍

TRIO C60
让人们齐聚一堂。发挥创意。不论距离远近，此款配有	Poly	博诣经典音频的产品还
可确保桌上每个人的声音清晰。该款耳机采用	NoiseBlockAI	人工智能噪音屏蔽技
术，使通话语音自然流畅，不受干扰。扩展麦克风可为更大型的会议室提供出色的音
频。此款设备设计简约，适合在音频会议中使用或者与	Poly	博诣视频会议室解决方
案搭配使用。最为出色的一点是，该款话机极为简单易用，只需触摸一下按钮，即可
启动和加入会议。Trio	C60	适合所有人在喜爱的协作平台上无缝兼容的体验。	
如此简单，如此强大。

•	可通过	USB、蓝牙®	或	IP	连接功能连接移动设备
•	智能消除非语音噪音干扰，同时清晰地传递您的声音
•	全面的管理和分析，可实现快速部署和长时间正常工作	



POLY TRIO C60

用户界面特性

•	 基于手势的多点触控电容触摸屏

•	 5	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屏（720	x	1280	像素）
，16:9	宽高比

•	 屏幕虚拟键盘

•	 1	个	USB	2.0	Type	A	兼容端口

•	 1	个	USB	2.0	Micro-B	设备端口，可用作	
USB	音频设备

•	 集成蓝牙	5.01

•	 设备每个支脚上都有发光静音指示灯和
音量控制，方便桌子旁的所有人使用

•	 用户界面支持多种语言：中文、阿拉伯语、
丹麦语、荷兰语、英语（加拿大/美国/英国）
、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挪威
语、波兰语、葡萄牙语、俄语、斯洛文尼亚
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

音频特点

•	 三个可	360	度麦克风拾音的	MEMS	麦
克风

•	 扬声器
	- 频率：100—22,000	Hz
	- 音量：0.5	米时的峰值音量	92	dB

•	 6.1	米/20	英尺麦克风拾音范围

•	 支持编解码：	
	- G.711（	A-law	和	μ-law	）	
	- G.719
	- G.722、G722.1、G722.1C
	- G.729AB
	- Poly	Siren	7、Siren	14	
	- iLBC（3.33	Kbps	和	15.2	Kbps）
	- Opus	(8	Kbps–24	Kbps)
	- SILK
	- Poly	Acoustic	Clarity	技术提供全双工
会话、回声消除和背景噪音抑制	—	符合	
Type	1	要求（IEEE	1329	全双工）

•	 Poly	博诣	NoiseBlockAI
•	 语音活动检测
•	 舒适背景音生成
•	 DTMF	信号音生成（RFC	2833	和带内）
•	 蓝牙®	设备配对	(HFP/AD2P)1

•	 低延迟音频数据包传输
•	 自适应抖动缓冲
•	 数据包丢失隐藏

通话处理特性 
（可能取决于配置和生态系统）

•	 多达	3	条线路（Skype	for	Business	最
多	1	条）

•	 共享通话/桥接线路状态

•	 区别来电处理/呼叫等待

•	 通话计时器和呼叫等待

•	 呼叫转移、等候、转接、接听

•	 被叫方、主叫方、连接方信息显示

•	 一键快速拨号和加入会议

•	 本地	5	方音频会议

•	 多达	3	条菊花链

•	 免打扰功能

•	 本地配置的数图/拨号方案

•	 基于	LDAP	的企业目录访问

•	 可视会议管理

网络

•	 OpenSIP

•	 已获得	Skype	for	Business	认证

•	 已获得	Microsoft	Teams	认证	

•	 IETF	SIP（RFC	3261	和配套	RFC）
•	 SDP

•	 双端口千兆以太网交换机
	- 跨	LAN	IN	和	LAN	OUT	的	
10/100/1000Base-TX
	- LAN	OUT	端口支持	IEEE	802.3af	PSE

•	 Wi-Fi	网络连接	(MIMO)1

	- 2.4–2.4835	GHz（802.11b、802.11g、	
802.11n	HT-20）	
	- 5.15–5.825	GHz（802.11a、802.11n	
HT-20、HT-40；802.11ac	HT-20、HT-40
、HT-80）

管理

•	 Poly	Lens

•	 PDMS-E、PDMS-SP

•	 基于配置的	RealPresence	Resource	
Manager	云资源管理器（版本10.9	及更
高版本）

•	 手动或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网络
设置

•	 Poly	Zero	Touch		配置

•	 基于	FTP/TFTP/HTTP/HTTPS	服务器的
集中配置

•	 配置和呼叫服务器冗余支持

•	 基于	SNTP	的同步时间和日期

安全性

•	 802.1X	认证和	EAPOL

•	 通过	SRTP	进行媒体加密（包含	AES-256）

•	 传输层安全性	(TLS)	v	1.2

•	 加密配置文件

•	 摘要式身份验证

•	 密码登录

•	 支持带密码的	URL	语法，用于引导服务
器地址

•	 HTTPS	安全预置功能

•	 支持签名的软件可执行文件

•	 Wi-Fi	加密1：WEP、WPA-个人版、WPA2-
个人版、WPA2-企业版	(802.1X)（EAP-
TLS，PEAP-MSCHAPv2）

•	 QoS-	IEEE	802.1p/Q	标记	(VLAN)、第	3	
层	TOS	和	DSCP

•	 WMM（Wi-Fi	多媒体）1

电源

•	 LAN	IN：内置式自动感应	IEEE	
802.3atPoE	设备	(Class	4)（如果没有	
PSE，则	LAN	IN	以	Class	0	标准运行需要
电源输入完全符合	Class	4	标准）。向后兼
容	IEEE	802.3af

•	 LAN	OUT：内置自动感应	IEEE	802.3af	电
源设备（LAN	IN	运行要求电源输入符合	
Class	4	标准）	LAN	IN	才能运行）

产品介绍

技术规格



了解更多

有关	Poly	Trio	C60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poly.com/t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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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	 日本	MIC/VCCI	B	类

•	 FCC	第	15	部分	(CFR	47)	B	类

•	 ICES-003	B	类

•	 CISPR22	B	类

•	 VCCI	B	类

•	 EN	301	489-1、EN	301	489-3、	
EN	301	489-17

•	 EN61000-3-2；EN61000-3-3

•	 NZ	Telepermit，R-NZ

•	 RCM

•	 符合	ROHS

安全

•	 UL	60950-1	

•	 UL	62368-1

•	 CE	标记	

•	 CAN/CSA-C22.2	No.60950-1-03	

•	 CAN/CSA	C22.2	No.62368-1-14	

•	 EN	60950-1	

•	 EN	62368-1

•	 IEC	60950-1

•	 IEC	62368-1

•	 AS/NZS	60950-1	

•	 AS/NZS	62368-1-17

环境条件

•	 工作温度：	0	至	40	°C（+32	至	104	°F）

•	 相对湿度：	5%	至	95%（非冷凝）

•	 储存温度：	-20	至	+70	°C（-4	至	+160	°F）

POLY TRIO C60 随附

•	 Trio	C60	会议电话	

•	 7.6	米网线	CAT	5e

•	 安装说明书

附件（单独出售）

•	 Poly	Trio	C	系列扩展麦克风	

•	 电源套件，包括扩展单端口千兆中跨，符
合	IEEE	802.3at	Type	2	标准，本地电源线
和网络线缆

•	 1.2	米/4	英尺	USB	线缆	

 

话机尺寸（长 X 宽 X 高）

•	 38.3	x	7.7	x	33.4	厘米	
（15.1	x	3.0	x	13.1	英寸）

•	 装置重量：1.3	千克/2.8	磅

包装盒尺寸（长 X 宽 X 高）

•	 48.0	x	11.5	x	39.5	厘米	
（长	x	深	x	宽：19	x	4.5	x	15.5	英寸）

•	 包装盒重量：2.4	千克/5.3	磅

1			不适用于	Trio	C60	NR（非无线电）版本
2	不适用于	Trio	C60	(ND)	无	DECT™	版本	
3	TAA	可用于	Trio	C60	全音频和	Trio	C60	NR	版本

产品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