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 POLY 博詣移轉至雲端
舊有 POLYCOM GROUP 系列或競爭對手品牌產品的舊機換購方案

在 WINDOWS 上體驗最新的 MICROSOFT TEAMS 會議室。
現在正是升級至頂級原生 Teams 體驗的大好機會。適用於 Windows 版 Microsoft Teams 會議室的 Poly Studio 會議室套
件，是所有會議室空間大小 (包括微型、小/中型和大型會議室) 的理想選擇。 

逐步實現優質均一的會議體驗。
無論您是在家裡還是在會議桌前，會議重點應放在討論內容，與您當下所在位置無關。Poly 博詣的先進 AI 可追蹤講者、進
行群組取景，並排除干擾，讓團隊能完成更多工作，並且更自由地彼此聯繫。Poly 博詣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完全順暢無縫的
會議體驗，讓與會者甚至忘記彼此是在現場還是透過螢幕在開會。立即利用我們的換購方案，升級至頂級的原生會議體驗！ 

選擇 POLY 博詣的 4 大理由
在 Poly 博詣，我們深知如何讓會議更加人性化，為每個人提供更公平的體驗，無論是在會議室裡，或是從世界各地撥話連
接至會議室皆然。我們易於安裝、方便管理且簡單易用的解決方案，能協助您的使用者在每一場會議均能充分發揮。無論您
想要使用 BYOD、室內 PC 或專用設備，我們都能根據您的獨特需求和協同合作環境提供指引。Poly 博詣之所以能提供更好
的原生視訊會議體驗，有 4 項理由。 

彈性空間 /小型會議室
需要透過 USB 連接多個視訊即服務 
(VaaS) 平台的狹小會議室

微型會議室

POLY STUDIO
• 同級最佳音訊品質和語音清晰度

• NoiseBlock 技術可消除干擾聲響

• 麥克風收音範圍長達 12 英呎

• 120 度超廣角視野

• 4K 攝影機可在放大參與者畫面時提供
最高畫質

POLY STUDIO 微型會議室套件
Poly 微型會議室套件 + 適用於 Microsoft 
Teams 會議室的 Poly Room PC (Dell/
Lenovo)
• 專為提供整齊有序的 Teams 會議室體

驗而設計，極適合 1-2 人的微型會議室
• 具備個人自動取景功能的動態視訊
• 透過 NoiseBlockAI 與 Acoustic Fence 

技術提供強大的 Poly 博詣出色音質
• 針對語音品質最佳化的單一喇叭，最適

合微型會議室
• 8 英吋觸控式主控台同時支援 HDMI 內

容和 USB 連接埠

最廣泛的原生裝置產品組合
• 通過 Microsoft Teams 和 

Zoom 認證的耳機、免持聽
筒、桌上型電話和視訊解決
方案

• 透過 RealConnect 將 Micro-
soft Teams 順暢無縫地連線
至傳統與標準式視訊會議 

一致的專業級使用者體驗
• 講者追蹤功能可讓您在室內

隨意走動

• Poly Audio 的 NoiseBlockAI 
和 Acoustic Fence 等創新技
術，可讓會議參與者更能保
持專注 

補充洞見與管理
• Poly Lens 儀表板可讓 IT 管

理員輕鬆管理裝置與軟體

• Poly Lens 桌面應用程式可讓
使用者輕鬆自訂個人裝置以
及調整設定

全球服務與支援
• 由單一廠商提供專業化、

集中管理和支援服務
• 專為 Microsoft Teams 設

計的 Poly 博詣專業服務
套件

• Poly+ 提供完備的裝置支
援與能見度 

POLY STUDIO X30 和 
POLY STUDIO X50
• P極為簡易的視訊列，不需要 PC 或 Mac 

便可使用
• 先進的聲學演算法提供一流的音訊品質。
• 極佳音訊品質，最高可達 4K Ultra-HD
• 搭配 Miracast、Airplay 和 Poly Content 

App (僅限標準化版本) 使用內建無線內
容分享功能

• 電子白板和註解

POLY STUDIO 小/中型會議室套件
Poly 中小型會議室套件 + 適用於 Mic-
rosoft Teams 會議室的 Poly Room PC 
(Dell/Lenovo)
• 專為提供整齊有序的 Teams 會議室體

驗所設計
• 配備講者追蹤攝影機的動態視訊
• 強大的 Poly 博詣出色音質，涵蓋 15 英

呎/4.5 公尺/3.6 公尺的麥克風收音範圍
• 聲音飽滿的立體聲喇叭音訊，最適合中

小型會議室
• 8 英吋觸控式主控台同時支援 HDMI 內

容和 USB 連接埠

POLY G7500*
• 4K Ultra-HD 視訊和內容解析度
• 從彈性的攝影機與麥克風選項中進行選

擇，以滿足會議室需求
• 透過 Poly NoiseBlock AI 和 Acoustic 

Fence 技術排除音訊干擾
• 透過 USB 攝影機支援和麥克風的乙太

網路纜線簡化安裝

*Poly G7500 正在申請 Microsoft Teams 認證。

 

POLY STUDIO 大型會議室套件
Poly 大型會議室套件 + 適用於 Microsoft 
Teams 會議室的 Poly Room PC (Dell/
Lenovo) + DSP 或 Trio C60

• 專為提供整齊有序的 Teams 會議室體
驗所設計

• 由 Poly DirectorAI 與 Studio E70* 攝影
機驅動的智慧型攝影機體驗，讓每個人
都能清楚看見

• 8 英吋觸控式主控台同時支援 Dell 或 
Lenovo PC 的 HDMI 內容和 USB 連接埠

• 新增經認證的 Trio 電話或經 Poly 博詣
測試過的 DSP 相容裝置

*Poly Studio E70 正在申請 Microsoft Teams 認證。

中型會議室
完整的會議室品質音訊，以及令人讚嘆的
視訊體驗

小/中型會議室

大型會議室
模組化系統配置靈活且容易設定，可帶來精
彩豐富的協同合作體驗

大型會議室

立即用您現有視訊設備進行舊機換購
與 POLY 博詣共同創造優質均一的會議體驗。

請立即和您的客戶經理聯絡。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止，凡透過 Poly 博詣轉售商以
現有之 Poly 博詣視訊端點或符合資格之競爭對手品牌視訊裝置進行舊機換
購者，均有資格在新視頻解決方案上獲得豐厚的換購折扣優惠*。 

*需遵守適用的條款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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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享 20% 

的折扣優惠*

立即聯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