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助	VOIP	电话		
															解决常见的		
	 	 	 	 	 	 	 	 	 	 	 	 	在家办公难题

提升远程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和	
用户体验的五种方法



自 2020 年 3 月起，新冠肺炎疫情迫使 IT 部门需在仓促之中为员工在家办公提供支持。许多公司使用内置笔记本电
脑网络摄像头、入门级耳机和基于软客户端的电话应用程序部署了“尽力而为”解决方案，为在家办公的员工提供语
音和视频通话支持。将工作电话号码转接到员工的个人手机上，也是一个常见的选择。每个人都只能尽其所能来应
对这一场全球性的在家办公浪潮。

现在，许多公司都在以更长远的角度思考在家办公这种工作方式。最近的 Gartner 首席财务官调研结果显示，74% 
的首席财务官计划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将部分员工永久转型为远程办公1。据估计，美国有近 40% 的工作岗位可
以完全在家办公，而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也将有近 30% 的工作者每周至少会有一天在家办公2。因此，IT 部
门的下一步工作是找出在家办公的最佳解决方案。对许多员工而言，这将包括 VoIP 桌面电话、升级的专业耳机和优
质 USB 网络摄像头。

云通信服务提供商在支持其客户在疫情期间及过后居家办公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包括了帮助客户了解在家办公的
挑战以及如何克服这些挑战。

在本电子书中，我们将讨论一些借助 VoIP 电话可以解决的在家办公时遇到的典型挑战。我们将重点讨论五个主要
挑战：

• 家庭噪音
• 电脑问题
• 家庭网络限制
• 支持和部署
• 用个人设备进行业务通话

在评估每一个挑战和解决方案后，我们将探讨可为最终用户提供最佳在家办公整体体验的建议配置。

引言

1 Gartner，“Gartner 首席财务官调研结果显示，74% 的首席财务官计划将部分员工永久转型为远程办公”，2020 年 4 月 3 日。  https://www.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
releases/2020-04-03-gartner-cfo-surey-reveals-74-percent-of-organizations-to-shift-some-employees-to-remote-work-permanently2

2 Nicholas Bloom，“在家办公的广阔前景”，2020 年 5 月。  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https://siepr.stanford.edu/research/publications/bright-future-working-home



挑战 方案

与手机和电脑不同的是，Poly 博诣电话采用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可大幅减少家庭环境中的噪音问题。
通过拾取听筒声音或连接至受支持的耳机型号，最终用户
无需再担心厨房里的搅拌机声或外部的嘈杂声，如模拟僵
尸末日。借助 Poly 博诣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电
话会自动把噪音屏蔽，让对方能够清晰地听到您的声音。

此外，许多 Poly 博诣耳机（无论是有线还是无线）都具备降
噪功能，帮助通话双方开展更加清晰的对话。例如，仅限近
场通话有助于过滤会干扰电话远端听者的背景噪音。电话
和耳机共同构成一套卓越的组合方案，可减少家庭噪音干
扰，提高工作效率。 

  

家庭	
噪音
孩子的嬉闹声、配偶打电话的声音、吸尘器和割草
机的工作声、狗吠声。嘈杂的环境不仅会让电话另
一端的人感到心烦，而且还会干扰与同事的沟通和
协作。家庭噪音是生产力杀手。事实上，45% 在家办
公的员工表示，家中的噪音会影响其工作效率。1

 1 Recon Research，“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调查 – 已知的在家办公生产力影响因素”，2020 年 7 月 15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o69aCDC7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o69aCDC7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mUuwRcGH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mUuwRcGHE


挑战 方案

桌面电话“始终在线”——没有电池限制。这些专用设备不会
抢占电脑资源，也无需像电脑软客户端那样切换应用程序。
此外，专用通话控制按钮和按键可以轻松实现一触式通话
控制。VoIP 桌面电话始终保持连接，随时可以接通。

无论是使用听筒、免提扬声器还是选配耳机，Poly 博诣电话
都能带来逼真的高清语音质量。此外，它们还具有全双工对
话和回音消除功能，确保能清晰传达语音。没有人问“能再
重复一遍吗？”时，对话才更富有成效。

电脑和手
机问题
虽然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具有便携性且功能多样，但当
用作主要业务通信设备时，它们仍然面临诸多挑战。这些
设备的通话处理功能可能有所欠缺，您需要耳机或扬声
器这样的外接设备，才能获得最佳音频质量。随着如此多
的应用程序、窗口和浏览器分页打开并抢占电脑资源，您
是否会在通话中听到音频干扰或回声？您是否需要中止
通话，等待电脑重启或安装更新，然后再重新开始通话？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挑战 方案

IP 电话是一种专用的 VoIP 设备，通常在大多数现代家
庭路由器或网状 Wi-Fi 系统的默认情况下具有更高的
网络优先级。许多 Poly 博诣电话支持 Wi-Fi。Poly CCX 
600 具有内置 WiFi，而 Poly VVX 250、Poly VVX 350 和 
Poly VVX 450 电话可借助选配的 Poly 博诣 USB Wi-Fi 
适配器支持 WiFi 连接。请记住，大多数家庭办公室没有 
PoE（以太网供电），因此需要为在家办公的用户提供电话
电源。

Poly 博诣电话还有内置的自适应抖动缓冲区和数据包丢
失隐藏功能，有助于消除网络故障并改善通话质量。

家庭网络限
制
研究表明，32% 的员工曾在在家办公期间报告技术
问题1，而互联网和 WiFi 连接是主要的问题根源。2 
在大多数人家中，并非每个房间都铺设以太网，因
此 WiFi 是主要的连接方式。 

此外，配偶或室友工作或是孩子接受远程教育（或
在线玩游戏）都会给网络带宽造成严重负担。

POLY VVX 250
4 线

POLY VVX 350
6 线

POLY VVX 450
12 线

POLY CCX 600

1 YouGov，“在家办公人群面临的最大挑战”，2020 年 4 月 29 日，https://today.yougov.com/topics/
economy/articles-reports/2020/04/29/biggest-challenges-facing-those-working-home 

2 《纽约时报》，“我们即将在家办公。互联网能否应对？”2020 年 3 月 16 日，https://www.nytimes.
com/2020/03/16/technology/coronavirus-working-from-home-internet.html 以及“在家办公的技术
难题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难题”，2020 年 3 月 18 日，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8/technology/
personaltech/working-from-home-problems-solutions.html

https://www.poly.com/cn/zh/products/phones/ccx/ccx-600
https://www.poly.com/cn/zh/products/phones/ccx/ccx-600
https://www.poly.com/cn/zh/products/phones/vvx/vvx-250
https://www.poly.com/cn/zh/products/phones/vvx/vvx-350
https://www.poly.com/cn/zh/products/phones/vvx/vvx-450


挑战 方案

您能否为最终用户的软电话或移动设备排除故障并查
明通话质量问题？  
如果不能，也不必担心。借助 Poly 博诣电话，云通信服
务提供商和 IT 管理员可以通过 Poly 博诣云服务轻松
排除故障和管理设备，这些服务包括面向服务提供商
的 Poly 博诣设备管理服务 (PDMS-SP) 和 Poly Lens 
服务。部分服务单独出售。

使用内置于 PDMS-SP 和 Poly Lens 的预置工具，可
以轻松部署 Poly 博诣电话。这样就可以直接将电话运
送给在家办公的远程工作者。电话会自动连接预置服
务器并下载配置。插入即可打电话。正如路边取货一
样——这是零接触服务的终极目标。 

支持	
和部署
是否有最终用户表示电脑软客户端通话语音不顺畅？
是否遇到瞬时故障？是否听到“请再说一遍”或“你的
声音断断续续”等表示？他们可在通话之后打电话寻
求支持。但是在通话挂断后，就很难再找到问题所在。

在践行保持社交距离和零接触的指导方针时期，要在
远程工作者使用的各个位置和网络上部署高接触服
务水平的电话，即使有可能，也是困难重重。 



挑战 方案

云通信服务提供商可将业务电话号码分配至用户的 Poly 
博诣电话，从而避免使用员工的手机服务进行业务通话，
并将费用区分开。工作专用的桌面电话有助于客户及其
员工维持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以此保持最高效的工作状
态。而当您需要移动时（无论是在房子周围还是去更远的
地方），您只需轻触按键，就能轻松将电话从桌面电话工
作号码转接到移动设备上。

用个人设备进
行业务通话
一些公司可能会想“我们只要为员工支付话费就行了。这
对销售人员很管用，为什么不向其他人推广呢？”或者他
们可能仅仅将电话从业务电话系统转接到员工的手机
上。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不用业务电话号码拨打和接听
电话，公司会存在漏接电话和丢失业务的风险。员工也无
法获得恢复精力、回归高效工作状态所需的休息时间，因
为手机会在每周每天的任何时间接到电话。



网络

大多数家庭网络路由器都具备内置以太网端口。但是，除
非路由器位于家庭办公室中且在电话附近，否则在家办
公的用户将有可能需要通过 Wi-Fi 连接。因此，您将需要
选择具备可选或内置 Wi-Fi 功能的电话。如果电话支持
通过 USB 适配器连接 Wi-Fi，您可能需要在设备包中加
入适配器。

电源

极少数的家庭用户拥有以太网供电 (PoE) 交换机， 
这种设备常用于办公室环境中，作用是通过网络电缆为
桌面电话供电。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提供可插入标准家
庭电源插座的电源。Poly 博诣电话有相关部件号，其包括
随包装盒附的电源，又或您可以单独订购电源，以运送给
最终用户。

工作区域/角色

当设计在家办公套件时，您需要考虑工作区域的环境以
及沟通和协作在用户日常工作中的重要性。您可能需要
为经常打电话或家庭工作区域可能较为嘈杂的用户添加
耳机。如果用户既需要打电话，也需要在电脑上进行云视
频会议，那么为他们提供可同时连接电脑和电话的 USB 
网络摄像头和耳机是理想的选择。

考虑好这些因素后，您就能设计出可以满足各类远程工
作者的不同需求的在家办公套件。我们建议针对不同的
使用案例设计两种或三种不同的组合选项，每种选项中
都包含电源适配器和 Wi-Fi USB 适配器。

现在，您已经了解了为远程工作者提供 Poly 博诣电话的主要原因，接下来您需要了解如何打造合适
的套件以满足这些用户的需求。让我们来看一下打造合适的在家办公套件有哪些重要考虑因素：网
络、电源和使用情况。

疫情期间，仅 22%	的在家办公人员拥有独立的家庭办公室。剩余	78% 的人在家中的其他区域工作，如
客厅、卧室或餐厅。1

1 YouGov，“在家办公人群面临的最大挑战”，2020 年 4 月 29 日，https://today.yougov.com/topics/economy/articles-reports/2020/04/29/biggest-challenges-facing-those-working-home

打造您的	
在家办公电话套件



在家办公套件示例	
	（含电话）

使用案例/角色
• 办公室沟通人员
• 空间共享，活动区域较小
• 大多数通话为语音通话，惯用座机
• 少用甚至不用视频通话

提供支持	WI-FI、带听筒和扬声器的专用
电话。
• VVX 250（带电源）
• ObiWiFi USB 适配器

办公室沟通人员

VVX 250（带电源）

套件选项	1

OBIWIFI USB 适配器 
*中国区暂未销售



在家办公套件示例	
	（含电话）

使用案例/角色
• 办公室协作人员/办公室移动人员
• 在电脑、手机和桌面电话之间切换通话
• 在通话数量多、通话时间长时需要使用耳机
• 更经常使用视频通话/会议

提供支持	WI-FI	的专用电话，	
搭配具有舒适免提体验	
和降噪功能的有线耳机。
• VVX 350（带电源）
• ObiWiFi USB 适配器
• Voyager 4200 Office 耳机
• EagleEye Mini USB 摄像头

办公室协作人员 办公室保安人员

套件选项	2

VVX 350（带电源） OBIWIFI USB 适配器 
*中国区暂未销售

VOYAGER 4200 
OFFICE 耳机

EAGLEEYE MINI 
USB 摄像头



在家办公套件示例	
	（含电话）

使用案例/角色
• 办公室移动人员/远程工作人员/关联高管
• 很有可能在家中拥有专门的工作区域
• 在电脑、手机和桌面电话之间切换通话
• 在通话数量多、通话时间长时需要使用耳机
• 更经常使用视频通话/会议

提供支持	WI-FI	的专用电话，搭配具有移动
性和降噪功能的无线耳机，以及用于视频协
作的外接	USB	网络摄像头。
• VVX 450（带电源）
• ObiWiFi USB 适配器
• Savi 7200 Office 耳机
• EagleEye Cube USB 摄像头

办公室移动人员 

SAVI 7200 
办公耳机 

*中国区暂未销售

远程工作人员 关联管理人员

VVX 450（带电源）

套件选项	3

OBIWIFI USB 适配器 
*中国区暂未销售

EAGLEEYE CUBE  
USB 摄像头



在家办公套件示例	
	（含电话）

使用案例/角色
• 弹性工作人员/差旅员工
• 套件设备需要便携、易收纳
• 在电脑、手机和桌面电话之间切换通话， 

 移动设备的使用率更高
• 在通话数量多、通话时间长时需要使用耳机

提供支持	WI-FI	的专用电话，搭配具有移动
性和降噪功能的无线耳机，以及用于视频协
作的外接	USB	网络摄像头。
• VVX 601 商务多媒体电话
• ObiWiFi USB 适配器
• Voyager 5200 UC
• EagleEye Mini USB 摄像头

弹性工作人员 差旅员工

EAGLEEYE MINI 
USB 摄像头

套件选项	4

OBIWIFI USB 适配器 
*中国区暂未销售

VOYAGER 5200 UCVVX 601 商务  
多媒体电话（图示附带选配 
EAGLEEYE MINI 摄像头）



在家办公占比最高的行业/垂直领域

据调查，从事这些行业的公司最有机会开展远程办公，因此在疫情期间，这些行业的
远程办公员工的比例也最高。如金融服务、政府等行业中的许多公司具有监管或合
规需求，而专用桌面电话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占比最高的行业：

1. 银行、金融、保险

2. 专业性、技术或商业服务

3. 教育

4. 信息服务

5. 政府/公共行政

在家办公占比最高的职业

据调查，这些职业最有机会采取远程办公的形式，其中有 30% 或以上的工作者能够
进行远程办公。在这些职业中，有许多属于“知识工作者”的类别，这些工作更多地是
依赖知识、分析以及对数字信息和工具的使用，而非手工作业，和他们的物理身处工
作点。

1. 管理、商业和金融职业

2. 专业性和相关职业

3. 办公室和行政支持职业

4. 销售和相关职业

谁最需要在家办公套件？
某些行业和职业有更多机会远程办公，因此远程工作者的比例更高。所有类型的
组织中都会有远程办公的情况，但是某些行业和职业对远程办公的需求更大，而
在家办公套件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汇编列表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统计局 (https://www.bls.gov/opub/mlr/2020/article/ability-to-work-from-home.htm) 和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https://ec.europa.eu/jrc/
sites/jrcsh/files/jrc120945_policy_brief_-_covid_and_telework_final.pdf)



不要让不良的音频、视频和用户体验影响工作效率或客
户对公司的看法。通过为最终用户提供在家办公端点选项

（包括 Poly 博诣 VoIP 电话），您可以改善用户的整体体
验，借助熟悉的通信工具提高工作效率，确保他们获得适
当的支持。 

如需开始打造您的 Poly 博诣在家办公套件，请与您的 
Poly 博诣分销商、客户经理或经销商合作，使用 Poly 博
诣电话、耳机和视频终端端点开始设计和打造您的套件。

访问 poly.com，了解更多有关远程办公策略和解决方案
的信息。

实现最佳		
在家办公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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