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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在使用腾讯会议时的协作感受
更加轻松和自然



POLY x 腾讯会议
强强联合 更好开会

当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总会碰撞出无限的可能。使用Poly博诣的协作解决
方案，搭配“会开会”的腾讯会议，即获得真实的沟通和协作体验。通过全
方位的智能终端，易于使用的创新技术，使得跨越个人和群组之间的统一通
信成为可能，让每次远程协作都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Poly拥有广泛的腾讯认证解决方案，从个人摄像头、耳机、会议扬声器到会
议室视频和音频解决方案。通过使用已经腾讯会议认证的解决方案，让每一
次会议都更富有意义。

赋能客户与合作伙伴

企业领导者：

IT管理者：

合作伙伴：

专业服务：

有更多的方法来改善沟通和协作，从而提高生产
力和利润

Poly设备内置腾讯会议Rooms，并且易于安装
和管理

用户正忙于办公桌前，但Poly与腾讯会议对其
业务的支持无处不在

为您的协作旅程提供最佳体验，从规划设计、实
施到支持

出色的端到端体验

Poly有多款已经过腾讯会议认证的适用于不同
协作空间的解决方案

无论您在哪里使用腾讯会议进行协作，Poly都
能为您提供工程设计的音频和视频产品

Poly专门针对腾讯会议设计的解决方案，可在
几分钟内启动和运行

Poly作为全球专业耳机技术创新领导者，让您
的团队实现清晰通话，在每次通话中展现自
我，脱颖超群



预装腾讯会议Rooms安卓版，无需额外PC

120度广角4K镜头，您可以在通话中与他人更好地沟通

通过有线或无线连接轻松共享内容

凭借机器学习支持的 NoiseBlockAI 人工智能噪音屏蔽技术，可有效排除声音干扰

设计紧凑轻便，可轻松安装在显示屏顶部或下方

Studio X30
专为小型工作空间和小会议室打造的
一体化视频设备

Poly Studio 专为小空间里的大创意而打造的高端智能USB外设

120度广角4K镜头，您可以在通话中与他人更好地沟通

为您提供同类产品中绝佳的音频质量，并阻隔可能会中断会议的干扰噪声，让通
话双方都能够清晰聆听与被聆听

通过群组取景和发言人自动跟踪功能，您可以享受个性化的连接体验

所有重要细节都尽收眼底，包括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让小型协作空间变得更好

Poly Studio
通过腾讯会议认证
完美适配腾讯会议Rooms

小型会议室



小型会议室

多麦克风可控阵列凭借回声消除和降噪技术，让与会
者专注于会议发言，免受背景噪音干扰

全双工音频让通话自然流畅，即使讲话人同时发言，
依然清晰流畅

高性能大型扬声器，使员工听得清楚，保持工作高效

带双无源辐射器的低音反射系统提供自然语音和深沉低音，让通
话音质更加清晰，多媒体音效令人惊叹

用户只需通过蓝牙无线连接或通过组合USB-A/USB-C 线缆有线连
接，即可轻松连接设备，让工作随心所愿 

Sync 40
搭配腾讯会议ROOMS
设计简约且易于使用

Sync 20
通过腾讯会议认证
小空间里的协作神器

多麦克风可控阵列凭借回声消除和降噪技术，让与会者专注于您的声
音，免受背景噪音干扰

支持全双工音频，实现对话同步、自然， 不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集便携式扬声器、便携式充电器和高性能音乐扬声器于一体，可让您事
半功倍

可提供自然流畅的语音和重低音效果，让您在每次通话时都能畅享更高
的清晰度

电池续航长达 20 小时

Poly Sync 20腾讯会议版

Poly Sync 20标准版



POLY SYNC 60 搭配腾讯会议ROOMS，智能扬声器专为会议
室而设计，可提供无以伦比的强劲音质

设计精良的双扬声器，音质非凡，支持两台串联，可覆盖整
间会议室

六麦克风阵列可确保会议室内的每一个人都能清晰传达语
音，同时还有助于隔绝回声和噪音

用户只需轻松连接设备，让工作随心所愿

SYNC 60
专为会议室而设计
可提供无以伦比的强劲音质

预装腾讯会议ROOMS安卓版

通过有线或无线连接轻松共享内容

支持双显示器，带来极大的灵活性

智能摄像头取景让您更好地与外界保持联系

通过 NOISEBLOCKAI 阻挡干扰，同时立体声扬声器可带来丰沛的音响效果

根据会议室需求，可轻松安装在显示屏顶部或下方

预装腾讯会议ROOMS
使用起来极为简单

中型会议室
STUDIO X50



配备 4K+ 传感器的双摄像头，可提供逼真视频体验

Poly DirectorAI 技术可提供精准的发言人追踪功能以及专业级群组取景功能

People Framing人物取景模式可自动找到会议室内的与会者并呈现每个人的特
写至一个画面中

倒装自动翻转使安装方式更加灵活、便捷

配备集成电动式电子隐私保护盖，提升了安全程度

轻松连接 Poly G7500 和 腾讯会议Rooms，简化了部署
Studio E70 
为大型会议室定制的智能摄像头

G7500 + IP Table MIC
 + Studio E70 

该产品组合承袭了前两者的技术优势和亮点，原生内置
安卓版本腾讯会议Rooms，结合智能外设，使大中型会
议室/培训室的协作体验更加丰富。

认证系统：Android

内置安卓版原生腾讯会议Rooms，软硬件性能深度优化

噪声屏蔽创新：凭借 Poly NoiseBlockAI 人工智能噪声屏蔽技术，可防止
外界噪音干扰会议

清晰画质：高清分辨率所带来的出色饱和度和清晰度，让人们感觉像是身
处同一间会议室

支持双显示屏：可连接2 台显示器，在大屏幕上同时看到人员和内容

灵活共享：通过有线或无线选项选择最适合您的轻松共享内容的方式

理想定制选择：经过简化的布线和强大的 API 使其成为集成会议室和定制
环境的理想选择

G7500 + IP Table MIC + 
EagleEye IV
获腾讯会议认证，搭配腾讯会议
Rooms，轻松开启线上会议

大型会议室/ 培训室



让智能手机保持满电状态，随时准备使用

纤薄便携，随附便携盒

通过 USB 与计算机配合使用，通过蓝牙® 与智能手机配合使用

通过随附的 BT600 适配器无线连接到计算机 (Poly Sync 20+)

IP64 级防尘和防水 

Poly Sync 20标准版

搭配腾讯会议客户端
可实现个人混合办公

移动办公 / 个人桌面 Sync 20

Poly Sync 10让您在家中或在差旅时，都可以
搭配腾讯会议使用，实现个人混合办公

可靠的企业级高保真音频和功率放大器，适
用于通话和聆听音乐

全双工音频使同步对话轻松无比

易于使用的触摸感应控件和醒目的LED指示灯
助您掌控自如

清晰、 醒目的状态光条， 通话状态, 一目了然

随附 USB-A 线缆和 USB-C 适配器

通过 USB 连接充电

IP64 级防尘和防水

纤薄、 节省空间的设计

让您在家中或在差旅时，都可以搭配
腾讯会议使用，实现个人混合办公

Sync 10

Poly Sync 20腾讯会议版



Voyager 4320

移动办公 / 个人桌面

集无线和有线于一体：拥有有线模式的无线耳机。尽
享无线自由，如有需要，亦可选择插入线缆用作有线
耳机

出色的降噪功能：灵活的降噪麦克风杆，采用双麦克
风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让对方专注于您
的声音

无忧静音：轻松掌控静音状态⸺麦克风杆上的静音
按钮便于触按，在静音状态下说话时，还会发出动态
静音提示

多设备连接：同步连接至 PC/Mac 和移动
设备。也能连接至座机（通过 Voyager 
Office 底座配件 ）

舒适自在：可调节的带衬垫头带和经过改
良的记忆泡沫耳垫，实现全天舒适佩戴
77

通话指示灯：让身边周围其他人得悉你在
通话中，从而免受干扰

获腾讯会议认证，完美适配腾讯会议客户端

Voyager Focus UC

3 个精准定位的麦克风及增强 DSP 可更好的消减背景噪音

主动降噪技术减少扰人噪音，让您专注于通话或工作

优质立体声设计让您沉浸在高保真立体声音效的绝佳临场感中

OpenMic 按钮可让您根据情况选择是否需要听到环境声

采用柔软记忆海绵的人造革耳垫

舒适型金属头带经久耐用，佩戴稳定

可平放折叠耳机，随附的便携袋可让您随时随地轻松携带耳机

获腾讯会议认证
完美适配腾讯会议客户端



H.323/SIP
会议系统兼容 无须购买新的硬件设备

使您的硬件会议室设备与腾
讯会议无缝衔接

Poly G200 
+ 
会议室连接器

提供SaaS接入方式，只需简单拨号，即可接入腾讯会议

与桌面PC/移动端互联互通

支持下沉式部署

解决复杂防火墙网络穿越及传统H.323/SIP协议抗网络丢包、抖动能
力弱的问题，保障卓越的音视频效果

兼顾传统企业视频会议系统使用习惯

支持主持人在客户端及企业管理后台对H.323/SIP硬件会议室设备进
行会议控制，如静音/解静音，及各种灵活的布局管理设置等， 确保
场内和场外的会场秩序。



跨平台
融合会议管理

专业会议管理解决方案
支持腾讯会议
为企业用户带来融合的新体验

Poly WeMeet 集成了腾讯会议的专用接口，不仅可以让企业内传统会议通过腾讯会议的会议室连接器与云会议级联在一起，实现音视频的打
通，而且 Poly WeMeet为企业用户提供统一应用入口，实现账号体系、会管会控体验的联动，使客户充分利用已有的Poly博诣原厂视频会议系
统，优化会议融合。

POLY原厂品质、原厂支持

跨平台统一会议入口

会议审批管理

线下会议室预定和管理

强大的会议管控功能

会议可靠性保证

全入口访问支持

单点登录及通讯录同步

全面数据统计分析及可视化平台监控功能

Poly WeMeet 微视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