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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 
不能局限于 
医生只能为 
患者现场诊疗。
患者不能总是亲身前往拜访医护人员，但对高
质量医疗服务的需求并不会因为距离而减少。
临床医生之间需要相互咨询，以便在不需要出
差的情况下提供最好的患者护理，因为这事关
生死，需要立即作出决定。 

医护人员需要掌握最新的技能、与同事开展协
作并管理医疗设施，这些情况虽不太受关注，但
仍然很重要。通过音频和视频会议技术，医疗专
业人员能够认识到所有这些功能的显著效率。

Poly 博诣解决方案每月能够为全球 50,000 多
位患者提供支持。Poly 博诣独具优势，能够为
不断变化的医疗领域提供高质量的端到端通信
和协作体验。通过远程患者护理、医疗教育进修 
(CME) 和日常业务管理，Poly 博诣音频和视频
协作解决方案推动了 21 世纪医疗服务的交付。 

 “虽然出于多种复杂因素而需
要为患者提供现场就诊服务，
但医生应努力将不需要现场就
诊的患者转为虚拟就诊（例如，
使用远程医疗视频或电话服
务），否则考虑推迟就诊，直到
没有及时提供护理时可能造成
的伤害超过益处为止。” 

美国医师协会
非紧急现场医疗护理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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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人数不断增加，医护人员不足，而且医疗成本持续增长。医疗专
业人员如何开始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通过他们自己的计算机、个人设备或基于标准的视频系统来轻松安
全地与患者建立联系。高清音频和视频让医生和患者能够获得高效
的现场就诊体验。非常适合远程精神病治疗、语言治疗、远程中风检
查及大量其他应用。特别是在危机时刻，远程医疗是帮助健康患者
隔离潜在风险的首选方法。

对于有症状的患者，视频协作提供了易于接受医生和护士诊疗的方
法。紧急/专业护理设施必须能够接纳门诊患者和计划就诊患者，并
且通过将患者与相应的医护人员联系起来，从而实现高效、有效的
护理。当通过高清视频连线进行符合 HIPAA 标准的咨询时，可以更
快的速度做出时间紧迫的决策。远程医疗使患者无需先去急诊室即
可接受自己医生的诊疗。

而且，临床医生变得更高效。他们无需奔波于不同的地方就能为更
多的患者提供就诊服务。与此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患者分布广
泛、远离医疗设施，患者无法接受专业现场医疗护理，而 Poly 博诣
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将患者、医生、专家和医疗管理人员连接在一起。

 “使用 Poly 博诣解决方案时，我
们消除了距离障碍，因此我能够为 
4 小时路程的患者和 40 分钟路程
的患者提供相同水平的护理服务，
而且这项技术使我可以同时身处
多个地方。”

DR. SHAYLA SULLIVANT 
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科医生

远程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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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下方面，每月有超过 250 次借助 POLY 博诣产品完
成的通话
• 儿童精神病学 
• 语言治疗 
• 常规检查 

特色产品
• Poly RealPresence Group 系列 
• Poly RealPresence Web 套件 

产品特性
• 将专家覆盖范围惠及农村儿科病患者 
• 减少旅途时间和患者开销 
• 麻醉师协作与培训

儿童慈善
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以客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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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很少有一家机构能够拥有每位患者所需的全部专业知
识。当医生需要与国内或全球的同事展开咨询时，视频
互动意味着获得所需的技能和经验。无论地点在哪里，
将一流的人才和专业知识齐聚一堂都意味着更有效的
诊断。借助更深入且更广泛的覆盖，让提供高质量的护
理变得更加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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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力资源、董事会会议和预算规划等方面，开
展高质量的音频和视频会议可让更高程度的员
工协作从中受益。借助 Poly 博诣解决方案，可轻
松与所有参与者共享内容，确保每个人都拥有需
要贡献的信息。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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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为医疗专业人员提供了无
需差旅即可开展学习的机会。采用最
新的诊断技术和研究，与时俱进，这
意味着大多数农村医生也能拥有最
好的患者护理工具。无论是在全球动
荡时期还是正常时期，医生的教育始
终是重中之重。需要向临床医生教授
快速、准确地抗击全球各种疾病和病
症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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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全世界的外科医生继续学习新
技术并改善最终结果……这正是我
们开展外科手术直播的目的。”

DR. ROBERT VINCENT, 
SURGEON
法国 Clinique Jean Causse 专科诊所

医疗 
教育 
进修



视频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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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系统 摄像头
适用对象 

• 以真实的色彩饱和度和亮度拍摄 
1080p60 高清画面，可获得最准确的色
彩再现和逼真的图像

• 4 倍电子变焦和 74 度广角视野

• 同步播放视频流

• 安装只需几秒钟 - 无需驱动程序

EAGLEEYE MINI

需要紧凑型 USB 摄像头的患者或医
疗专业人员工作场所

适用对象 

• 通过 USB 便捷连接至 PC 或 Mac，可运行
所有视频应用程序或云服务

• 同类产品中出色的音频质量

• 自动发言人追踪

• 集中化管理，减轻 IT 负担

• 支持有线和无线耳机

POLY STUDIO
新款

需要通过 USB 连接至多个“视频即
服务”(VaaS) 平台的诊所和诊察室

适用对象 

• 智能群组取景功能，无需手动操作

• 4K 传感器和 5 倍数字变焦

• 两个内置麦克风可清晰拾音，令会议更富成效

• 共有两种版本：

HDCI：通过与 Group 系列和具有 VisualPro 
的 Poly Trio 集成，为小型团队提供一致性能

USB：通过 USB 便捷连接至 PC 或 Mac，可
与所有视频应用程序或云服务搭配使用

EAGLEEYE CUBE

需要自动发言人跟踪摄像头的患者或
医疗专业人员

适用对象 

• 设备内置领先的云视频服务支持功能，使用简单，无
需 PC 或 Mac

• 先进的声学算法可提供出色的  
音质表现

• 4K 超高清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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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有线和无线耳机

• 电子白板和注释

POLY STUDIO X30 和 X50
新款

需要一站式视频解决方案的诊所
和诊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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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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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对象 

• 连接至 PC 和 Mac（通过 USB/USB-C）、智
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通过 3.5 mm 插孔）

• 直观的内嵌式控件可应答/结束通话、  
控制音量和静音

• 动态 EQ 功能可自动调节用于通话语音和
多媒体播放的音频

• 兼容 Zoom

BLACKWIRE 5200 系列

需要将有绳耳机用于 PC 电话的高通话量医
疗专业人员

有线耳机
适用对象 

• 灵活的降噪麦克风，采用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 

• 先进的混合主动降噪 (ANC) 功能，可优化
三项设置 

• 通话中指示器可让其他人知道您是否在打
电话 

• USB-A 或 USB-C 连接

• 兼容 Zoom

BLACKWIRE 8225

在有干扰的地点工作且寻求优质解决方案
的医疗专业人员

适用对象 

• 主动降噪 (ANC) 技术可帮助屏蔽噪音干扰

• 先进的无杆耳机设计，采用了 Poly 博诣清晰通话
技术 

• 如果您在静音时说话，动态静音提醒功能将感知
并通知您

• USB-A 或 USB-C 连接

• 兼容 Zoom

BLACKWIRE 7225

需要将有绳耳机用于 PC 电话的高通话
量医疗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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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无线耳机
适用对象 

• 主动降噪 (ANC) 有助于在嘈杂环境中隔绝周围声音

• 智能传感器可转接、自动接听和自动静音呼叫

• 高保真立体音效可打造环绕式声音体验

• 当您试图在静音模式下进行通话时，动态静音指
示功能会立刻侦测并提示

• 兼容 Zoom

VOYAGER FOCUS UC
客户首选

需要优质立体声蓝牙耳机的医疗专业
人员

适用对象 

• 两种可选佩戴方式：高保立体声  
或单声道

• 灵活的麦克风杆和人体工学设计，可实现长时佩
戴的舒适性

• 可在远至 30 米/98 英尺的范围内实现与 1 类蓝
牙® 设备的连接，允许您随心所欲自由走动

• 长达 12 小时的通话时间以及长达 15 小时的收听
时间

• 兼容 Zoom

VOYAGER 4200 UC 系列

经常在医疗中心走动并需要从 PC 和移动设
备接听电话的医疗专业人员

适用对象 

• 通过蓝牙功能连接座机、PC/Mac 或手机

• 使用 1 类蓝牙技术，范围长达 75米（视线内）

• 可选择最新的 USB-C 或现有的 USB-A  
蓝牙连接

• 利用充电底座全天保持连通

VOYAGER 5200 OFFICE 系列

想要在办公室和外出时拨打和接听免提电话的
医疗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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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无线耳机
适用对象 

• 采用增强数字信号处理 (DSP) 技术的无杆式双对
全向麦克风

• 双重模式主动降噪 (ANC) 功能  
允许您选择自己偏爱的降噪级别

• 智能传感器可转接、自动接听和自动静音呼叫

• 兼容 Zoom

VOYAGER 8200 UC

在噪音干扰环境中、在外出途中或诊所中工作
的医疗专业人员

适用对象 

• 无杆设计，拥有四对全向麦克风和主动降噪功
能 (ANC)

• 佩戴舒适的耳塞，提供高保真立体声

• 颈带会振动，以提醒您有来电

• 可与八个设备配对，并且可同时连接两个设备

• 兼容 Zoom

VOYAGER 6200 UC

需要带耳塞的舒适型蓝牙颈带式耳机的医
疗专业人员

适用对象 

• 全天舒适佩戴，低调稳重风格

• 沟通清晰、专业

• 多种连接方式（座机、PC/Mac 或手机），让用户可
按自己的方式工作 

• 便携式充电盒助您随时随地电力十足

• 兼容 Zoom

VOYAGER 5200 UC
客户首选

需要精致的便携式蓝牙耳机的移动医疗专业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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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无线耳机
适用对象 

• 通过蓝牙功能连接座机、PC/Mac 或手机

• 使用 1 类蓝牙技术，范围远至 91 米（视线内）

• 可选择最新的 USB-C 或现有的 USB-A  
蓝牙连接

• 利用充电底座全天保持连通

• 兼容 Zoom

VOYAGER 4200 OFFICE 系列

想要在办公室免提拨打和接听电话且不被噪
声干扰的医疗专业人员

适用对象 

• 专为移动优先型用户设计的功能强大的触点

• 内置拨号盘与耳机、扩音器和听筒选项，使用方便

• 多线圈无线和有线手机充电选项

• 专用 Microsoft Teams 按钮

检查区域状况

POLY ELARA 系列
新款

需要桌面通话和方便充电的移动优先型医
疗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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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
适用对象 

• 即插即用的 USB 连接  
配线管理非常便利

• 卓越的音质，全双工音频、室内 360 度全覆盖和动
态静音提醒

• 紧凑便携，随附便携盒

• 兼容 Zoom

CALISTO 3200

需要即插即用 USB 连接的医疗远程通信者

适用对象 

• 即插即用的 USB 连接  
配线管理非常便利

• 选配蓝牙适配器，实现无绳连接至 PC

• 内置蓝牙，适用于连接移动电话

• 搭载回音消除功能的全双工音频

• 通话时间长达 16 小时

• 兼容 Zoom

CALISTO 5300

需要具有蓝牙功能的个人便携式扬声器的医疗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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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电话
适用对象 

• 7 英寸多点触控 LCD 显示屏，2 个 USB 端口（A 型
和 C 型），集成蓝牙和 Wi-Fi 

• 专用 Microsoft Teams 按钮 

• 可选择电话听筒型，或选择无电话听筒型，以便与
耳机配套使用

CCX 600

需要大屏幕原生 Microsoft Teams 电话的医疗
专业人员

新款

适用对象 

• 原生 Microsoft Teams 支持；Skype for Business 
和 OpenSIP 支持将于 2020 年推出

• 可反转支架支持壁挂或桌面使用

• 5 英寸多点触控 LCD 显示屏；1 个 A 型 USB 端口

• 通过选配 USB 硬件保护装置，来支持 Wi-Fi 和蓝
牙技术

CCX 400

需要适用于 Microsoft Teams 的公共区域或
入门级电话的医疗专业人员

新款

适用对象 

• 5 英寸多点触控 LCD 显示屏、2 个 USB 端口（A 型
和 C 型）、集成蓝牙 

• 专用 Microsoft Teams 按钮 

• 可选择电话听筒型，或选择无电话听筒型，以便与
耳机配套使用

CCX 500

需要原生 Microsoft Teams 电话的医疗专
业人员

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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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电话
适用对象 

• 12 路高性能 IP 桌面电话，带彩色显示屏 

• 屡获殊荣的音频系统，采用 Poly HD Voice 和 
Poly Acoustic Fence 技术

• 支持通过 USB 和 RJ9 连接的耳机

• 10/100/1000 双以太网端口，支持 Wi-Fi，可选 
OBiWiFi5G USB 适配器

VVX 450

拨打中等数量电话的医疗专业人员，或者需要多
路密钥系统配置的小型办公室。

适用对象 

• 四线路入门级 IP 桌面电话，带彩色显示屏

• 屡获殊荣的音频系统，采用 Poly HD Voice 和 
Poly Acoustic Fence 技术

• 支持通过 USB 和 RJ9 连接的耳机

• 10/100/1000 双以太网端口，支持 Wi-Fi，可选 
OBiWiFi5G USB 适配器

VVX 250

需要可靠有线电话的医疗专业人员和一线员
工

适用对象 

• 6 路 IP 桌面电话，带有彩色显示屏 

• 屡获殊荣的音频系统，采用 Poly HD Voice 和 
Poly Acoustic Fence 技术

• 支持通过 USB 和 RJ9 连接的耳机

• 10/100/1000 双以太网端口，支持 Wi-Fi，可选 
OBiWiFi5G USB 适配器

VVX 350

需要可靠连接且拨打中等数量电话的医疗
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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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软件
适用对象 

• 在您的硬件服务器、私有云中灵活部署，或二者相
结合

• 根据您的需要轻松进行授权 

• 包括桌面、移动和软网络客户端，以便用户可以从
任何地方无缝连接

REALPRESENCE CLARITI

需要能够提供语音、视频和内容的一体化基础设施解决
方案的医疗组织。

18          POLY 博诣医疗解决方案手册



©2020 Plantronics, Inc. 保留所有权利。博诣和螺旋桨设计是 Plantronics, Inc. 的商标。 
其他所有商标均为其相应所有者的财产。 08.20 81162

要详细了解关于 Poly 博诣医疗解决方案的信息，请访问 www.poly.com/healthcare

https://www.poly.com/cn/zh/solutions/industry/healthc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