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助 POLY 博诣迁移至云端
折价贴换旧款 POLYCOM GROUP 系列或竞品

体验最新版 MICROSOFT TEAMS ROOMS（WINDOWS 版）
现在正是升级的大好时机。适用于 Microsoft Teams Rooms（Windows 版）的 Poly Studio 会议室套件适用于包括小型/微
型会议空间、小型会议室、中型会议室以及大型会议室在内的各种规模会议室，能够提供优质原生 Teams 会议体验。

仅呈现发言人画面，实现等同会议体验
无论您是在家还是在会议桌旁，开会是为了交换想法，而不是您只需坐在位置上。Poly 博诣先进的 AI 技术可追踪发言人、
进行群组取景、消除干扰，让团队能够畅所欲言，提高效率。Poly 博诣的终极目标是让会者无论是远程参与还是在现场都感
觉是身临其境。立即升级，享受优质本地会议体验，这一切都包在我们身上！ 

选择 POLY 博诣的四大理由
在 Poly 博诣，我们了解使会议变得更加人性化的关键，也明白是什么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同等体验，不仅是对于会议室内
的与会者，还有从世界各地拨入的与会者。凭借安装便捷、管理简单、使用方便的解决方案，我们助您的用户在每一场会议
中取得最大收获。无论您是采用 BYOD、室内 PC 还是专用设备，我们都能根据您独特的需求和协作环境提供指导。以下是 
Poly 博诣可提供更佳原生视频会议体验的 4 个原因。 

对于小型协作空间/小会议室
需要通过 USB 连接至多个视频即服务 
(VaaS) 平台的小型协作空间

对于小型/微型会议空间

POLY STUDIO

• 同类产品中出色的音频质量和语音清
晰度

• NoiseBlock 噪声屏蔽技术可帮您消除
干扰噪音

• 麦克风拾音范围远至 3.6 米

• 超广角 120 度视野

• 4K 摄像头可在放大与会者时保持高品
质画面

POLY STUDIO 小型/微型会议空间套件
Poly 博诣小型/微型会议空间套件 + 适用
于 Microsoft Teams Rooms 的 Poly 博
诣会议室 PC (Dell/Lenovo)
• 旨在提供没有杂乱无章的线缆的 Teams 

会议室体验，非常适合 1 至 2 人的焦点
会议空间

• 单人自动取景功能，提供动态视频体验。
• 采用 NoiseBlockAI 人工智能噪声屏蔽

技术和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
提供强大的 Poly 博诣经典音质

• 单一扬声器优化了语音质量，非常适合
焦点会议空间

• 8 英寸触摸控制台，还支持 HDMI 内容
和 USB 端口

最广泛的原生设备组合
• 经 Microsoft Teams 和 

Zoom 认证的耳机、扬声器、
桌面电话和视频解决方案。

• 通过 RealConnect 将           
Microsoft Teams 与旧版及基
于标准的视频会议无缝关联。  

始终如一的专业级用户体验
• 提供发言人跟踪功能，让发

言人可在会议室内随意自然
走动。

• Poly 博诣音频创新技术，如 
NoiseBlockAI 人工智能噪声
屏蔽技术和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可让与会者专
注于会议内容。 

补充性的洞察和管理
• Poly Lens 使 IT 管理员能够

轻松管理设备和软件。

• Poly Lens Desktop 应用使用
户能够轻松自定义个人设备
和调整设置。 

全球服务和支持
• 一家供应商即可提供专

业、托管和支持服务。
• 一套专为 Microsoft 

Teams 设计的 Poly 博诣
专业服务套件。

• 借助 Poly+，提供全面的
设备支持和服务。

POLY STUDIO X30 和 
POLY STUDIO X50
• 此视频设备使用起来极为简单，无需 PC 

或 Mac 
• 先进的声学算法可提供出色的音频质量
• 无与伦比的音频质量，高达 4K 超高清
• 内置无线内容共享：使用 Miracast、   

Airplay 和 Poly Content 应用程序（仅限
基于标准的情形） 

• 电子白板和注释

POLY STUDIO 小型/中型会议室套件
Poly 博诣中小会议室套件 + 适用于 Mic-
rosoft Teams Rooms 的 Poly 博诣会议
室 PC (Dell/Lenovo)
• 旨在提供没有杂乱无章的线缆的 Teams 

会议室体验
• 带发言人跟踪功能的摄像头，提供动态

视频体验
• 强大的 Poly 博诣经典音质，麦克风拾音

范围远至 4.5 米/3.6 米
• 立体声扬声器可为会议室提供饱满音

效，非常适合中小会议室
• 8 英寸触摸控制台，还支持 HDMI 内容

和 USB 端口

POLY G7500*

• 4K 超高清视频和内容分辨率
• 可选择搭配各种类型的摄像头和麦克

风，满足会议室需求
• Poly NoiseBlock AI 人工智能噪声屏蔽

和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隔绝音
频干扰

• 既支持 USB 摄像头，又可以通过以太网
布线支持麦克风，简化了设置

*Poly G7500 正在申請 Microsoft Teams 認證。

POLY STUDIO 大型会议室套件
Poly 博诣大型会议室套件 + 适用于 Mic-
rosoft Teams Rooms 的 Poly 博诣会议
室 PC (Dell/Lenovo) + DSP 或 Trio C60

• 旨在提供没有杂乱无章的线缆的 Teams 
会议室体验

• Studio E70* 摄像头采用 Poly DirectorAI 
技术，提供智能摄像头体验，让与会者的
画面清晰可见

• 8 英寸触摸控制台，还支持 Dell 或            
Lenovo PC 的 HDMI 内容和 USB 端口

• 添加了一个经过验证的 Trio 电话或通过 
Poly 博诣测试的 DSP 兼容设备

*Poly Studio E70 正在申請 Microsoft Teams 認證。

对于中会议室
完全大会议室级别的音频和无比震撼的视
频体验

对于小型/中型会议室

对于大会议室
灵活且易于设置的模块化系统，让您尽享丰
富的协作体验。

对于大型会议室

立即折价贴换现有视频设备
借助 POLY 博诣打造等同会议体验
立即联系您的客户经理

如果您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在 Poly 博诣分销商
处将现有 Poly 博诣视频产品或符合条件的竞争对手视频设备折价贴换，您
将有资格获得新的视频解决方案的大幅度折价贴换折扣。

* 需遵守适用的条款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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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高达 

20% 折扣*

立即与我们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