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利通 TPX 远真解决方案

            带给您身临其境的非凡体验

实现商业沟通无界限

商业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未来企业需要的解决方案应该是：

能够使他们拥有新的工作方式、迅速适应环境变化、加强团

结协作，并随时随地为客户提供服务。宝利通远程呈现解

决方案能够实现无界限的商业运营模式；比您的竞争对手

反应更快，工作更有效；与客户和合作伙伴建立更密切的

关系；并进一步优化运营体系。可以想象，如果距离不再

是障碍，界限从此消失，您的业务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宝利通Telepresence Experience™ High Definition（宝利通
TPX™ HD）远真解决方案令身处不同城市、不同国家，甚
至地球另一端的人们消除了距离障碍，使团队能够与他们

的客户、合作伙伴和同事实现面对面交流。

改变您的业务方式

如果您的企业正在寻求更简便、更有效的协作方式，那么

宝利通TPX HD远真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您加速业务转型。
宝利通可以帮您实现：

•  降低差旅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  减少差旅费用，降低预算。
•  定期会面，加强业务关系。
•  提高远程协作能力，加强信息交流。
•  加快决策进度，提高生产率。
•  减少员工出差，提高生活质量。

TPX 远真解决方案满足各种需求

不论您是希望加强分散团队间的协作，还是希望对关键业

务迅速做出决策，宝利通TPX HD远真解决方案都能够在
中、小型会议场所为您带来融入式远程呈现体验，每个会

议室均可实现6名与会者与其他会场互通。宝利通TPX HD
远真解决方案拥有多种配置，可以满足以下各种应用：

决策层会议：令决策层、董事会成员和专项负责人，即使

不在同一办公室、甚至不在同一个国家，也能够在极短的

时间内做出决策。通过改善沟通方式，您的企业可以更有

效地提高竞争力，更好地接近和满足您客户的需求，实现

投资回报最大化。

项目管理：优化运营和工程审查，促进卓有成效的供应链

谈判。通过更频繁、更稳定地召开面对面会议，实现更有

效的新业务流程，更快使各方加强协作。

对客户的承诺：使团队能够与重要客户定期会面，并建立

更密切、更有效的客户关系。通过更多互动，提高客户满

意度，加快决策速度和销售周期。

合作伙伴协作：与战略合作伙伴建立更密切的协作关系，

加快项目进程，使新型解决方案快速推向市场，并取得竞

争优势。

Polycom 上海办事处

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268号
      来福士广场2902室
邮编：200001
电话：+86 21 63403450
传真：+86 21 63403470

Polycom 成都办事处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19号

      威斯顿联邦大厦1116室

邮编：610041
电话：+86 28 66801900
传真：+86 28 66801906

Polycom 沈阳办事处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67号

      北方国际传媒中心2005室

邮编：110014
电话：+86 24 23182080-85
传真：+86 24 23182086

Polycom 广州办事处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9号
　　　耀中广场A座1102室
邮编：510610 
电话：+86 20 22028018
传真：+86 20 22028019

Polycom 北京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5号
           北京发展大厦1208室
邮编：100004
电话：+86 10 85884800
传真：+86 10 65908368

特 点

特点及优势

这种极具价格优势的解决方案需要的带宽更少，与同类产品相比准备时间更短，每月的维修

费用更低。所有这些节省都加快了成本摊销的速度并获得更快的投资回报，这两个关键因素

对于企业成功运营非常重要。

由于不使用遥控器也没有用户界面，因此不需要学习过程。通过中控系统来满足所有的交互

需求，这样人们就更乐于使用这一设备。使用率增加了，对企业来说就是加快了投资回报。

通过对通话的语音、视频和数据流进行AES软件加密，可以确保重要会议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也可采用外置加密系统确保会议安全。

通过内容共享与协作，结合真实视频呈现，加强了跨距离的信息交流。分散在不同地点的团

队之间的创造力得到了加强。

将员工从一个地点虚拟到另一个地点的应用减少了差旅需求。用于差旅的有限财力和人力资

源，可以转化为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价值。作为企业所期待的绿色倡议，TPX 
HD远真解决方案可以在帮助促进和执行这一举措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训练有素的远程呈现专业团队将帮助您成功安装系统，并与您专门委派的项目经理，从

规划到执行协调TPX HD安装各方面的事宜。这使您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目标，而由
我们来打理具体的实施工作。

综合维护方案包括零部件更换、软件升级和更新。

视频通信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高效率的手段，将分散的团队成员联系起来，鼓励更加频繁

的相互协作，使您的团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

远程呈现环境和逼真的会议效果，鼓励更加动态的交流。因此，项目小组感受到加快决策速

度和缩短新产品上市时间所带来的优势。

性价比高

方便易用

安全

数据协作

削减差旅

无缝实施

运营保证

公认的技术

功能性技术

优 势



特 点 优 势

方案优势及特点

使用简便的宝利通TPX HD远真解决方案能够令您和与会者

集中精力在会议主题上，完全忽略技术问题，从而能够自

然、有效地沟通。宝利通TPX HD远真会议通过融入在专门

设计环境中的逼真视频、立体声音频以及互动元素，令所有

与会者实现真实互动。

身临其境的感受：真正融入其中，

感觉与远隔千里的伙伴共处一室。

卓越的高清视频品质和自然的“面对面”
效果，每一位与会者都能够生动的呈

现出来。

采用宝利通远程呈现高清解决方案，可以轻

而易举地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团队保持联系，带

来前所未有的视频沟通体验。

实现高效会议：分散在各地的团队可以体会到轻松会议环境

中的自然交流。身临其境的感受有助于集中精力，实现高

效会议。所有的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和技术设备都隐

藏起来。只需轻点触摸屏的按钮即可召开会议，并自由调节

音量。

加强团队沟通与协作：通过逼真的影像实现自然的面对面沟

通。宝利通极致高清™令您体验到难以想像的视频、音频和

多媒体效果。借助高清视频，您可以看清对方的面部表情，

进而实现目光交流，解读肢体语言。通过集成式高分辨率内

容显示屏，或外置内容显示屏，进一步加强团队的参与。宝

利通整合这些独特的优势，实现了更有效、更自然的体验，

使每个与会者都能感受到共处一室的会议体验。

通过宝利通业内领先的音频质量和专业集成的音响系统以及

吸顶式、全向麦克风，您可以听到谈话的每个细微差别。

保护投资：可利用您现有的网络设施和系统，再结合新型

高性能的远程呈现解决方案。宝利通TPX HD远真解决方案

                 型 号 配置的视频显示屏数量 屏幕可显示的参会者人数

     Polycom TPX HD 306M 3 6

     Polycom TPX HD 204M* 2 4

     Polycom TPX HD 104M* 1 4

     Polycom TPX HD 100M* 1 2 或 4

* 致电您的宝利通销售代表，了解更多关于宝利通TPX HD定制产品的现货情况

宝利通TPX HD远真解决方案可与所有标准视频会议产品实现完全互操作，以确保最终用

户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投资成本,并继续使用传统视频解决方案。

采用三块60英寸高清等离子显示屏横向拼接，拥有宝利通极致高清视频，您可以获得一对

一会议中的每一个细节，屏幕上的人也以真实大小，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根据需要您可以有多种选择对网络进行设置，以支持TPX HD远真解决方案。您可以从现有

网络设施中划分出一部分带宽，也可以另行安装一个单独的网络，以支持远程呈现体验。

随着宝利通HDX和极致高清视频解决方案的推出，在60英寸等离子显示器上可实现超高清

视频，这已在横向评测中得到验证。这意味着您将可以随时体验最高质量的视频，犹如身

临其境。

采用宝利通 HDX吸顶麦克风阵列和22 kHz StereoSurround环绕立体声音频，以及专业级

音响系统，TPX HD远真带来超乎寻常的感官体验。与会者都会自动转向发言者，如同共

处一室。

用户可以同时连接多个 TPX HD远真系统。您还可以连接更多传统视频系统用于进一步扩

展协作和提高全球覆盖能力。多种分屏模式，可以使所有与会者同时出现在屏幕上。

TPX HD远真会议套件还提供了一个不仅用于视频通信的多用途会议环境。关闭视频，与

会者可以围坐在会议桌前召开会议。这样一来，该会议室既可作为远程呈现会议室，又可

作为传统会议室，从而实现最大化利用企业资源。

设计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独立电视墙和会议桌相结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这种设计为企

业迁入新址或在现有办公空间重新规划提供了便利。该系统可以完全拆卸后运到新的位

置，保持原有空间的完好无损。

强大的互操作性

高清视频等离子显示屏

网 络

卓越的视频质量

极佳的音频设计

多点能力

多用途会议室

会议室移动性

TPX HD 306M 特点及优势

符合开放式标准，可与标准化视频会议解决方案实现无缝

兼容。包括高清、标清以及传统视频会议系统在内的多种系

统均可以加入到同一会议中来。

多用途方案：可以从多种不同配置中选择：同一房间可容纳

2至6人参加会议。灵活方便、多功能会议桌既可当作融入式

远程呈现系统的一部分，也可作为传统会议室使用。方便多

人围坐在会议桌前召开会议。这样双重功能的会议系统对于

房屋成本高或办公空间有限的场所来说非常有好处。

宝利通服务为您带来更多好处

宝利通TPX HD远真解决方案具有灵活的多席位设计 

由于企业对设备管理、员工动态和沟通需求有着不同的要

求，因此我们有不同的TPX HD型号可供选择。该系列产品

在标准和定制产品中均可配置，可容纳2至6个参会者。此

外，宝利通还为您提供选购指导，帮助您选择最恰当的系统

配置。



特 点 优 势

方案优势及特点

使用简便的宝利通TPX HD远真解决方案能够令您和与会者

集中精力在会议主题上，完全忽略技术问题，从而能够自

然、有效地沟通。宝利通TPX HD远真会议通过融入在专门

设计环境中的逼真视频、立体声音频以及互动元素，令所有

与会者实现真实互动。

身临其境的感受：真正融入其中，

感觉与远隔千里的伙伴共处一室。

卓越的高清视频品质和自然的“面对面”
效果，每一位与会者都能够生动的呈

现出来。

采用宝利通远程呈现高清解决方案，可以轻

而易举地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团队保持联系，带

来前所未有的视频沟通体验。

实现高效会议：分散在各地的团队可以体会到轻松会议环境

中的自然交流。身临其境的感受有助于集中精力，实现高

效会议。所有的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和技术设备都隐

藏起来。只需轻点触摸屏的按钮即可召开会议，并自由调节

音量。

加强团队沟通与协作：通过逼真的影像实现自然的面对面沟

通。宝利通极致高清™令您体验到难以想像的视频、音频和

多媒体效果。借助高清视频，您可以看清对方的面部表情，

进而实现目光交流，解读肢体语言。通过集成式高分辨率内

容显示屏，或外置内容显示屏，进一步加强团队的参与。宝

利通整合这些独特的优势，实现了更有效、更自然的体验，

使每个与会者都能感受到共处一室的会议体验。

通过宝利通业内领先的音频质量和专业集成的音响系统以及

吸顶式、全向麦克风，您可以听到谈话的每个细微差别。

保护投资：可利用您现有的网络设施和系统，再结合新型

高性能的远程呈现解决方案。宝利通TPX HD远真解决方案

                 型 号 配置的视频显示屏数量 屏幕可显示的参会者人数

     Polycom TPX HD 306M 3 6

     Polycom TPX HD 204M* 2 4

     Polycom TPX HD 104M* 1 4

     Polycom TPX HD 100M* 1 2 或 4

* 致电您的宝利通销售代表，了解更多关于宝利通TPX HD定制产品的现货情况

宝利通TPX HD远真解决方案可与所有标准视频会议产品实现完全互操作，以确保最终用

户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投资成本,并继续使用传统视频解决方案。

采用三块60英寸高清等离子显示屏横向拼接，拥有宝利通极致高清视频，您可以获得一对

一会议中的每一个细节，屏幕上的人也以真实大小，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根据需要您可以有多种选择对网络进行设置，以支持TPX HD远真解决方案。您可以从现有

网络设施中划分出一部分带宽，也可以另行安装一个单独的网络，以支持远程呈现体验。

随着宝利通HDX和极致高清视频解决方案的推出，在60英寸等离子显示器上可实现超高清

视频，这已在横向评测中得到验证。这意味着您将可以随时体验最高质量的视频，犹如身

临其境。

采用宝利通 HDX吸顶麦克风阵列和22 kHz StereoSurround环绕立体声音频，以及专业级

音响系统，TPX HD远真带来超乎寻常的感官体验。与会者都会自动转向发言者，如同共

处一室。

用户可以同时连接多个 TPX HD远真系统。您还可以连接更多传统视频系统用于进一步扩

展协作和提高全球覆盖能力。多种分屏模式，可以使所有与会者同时出现在屏幕上。

TPX HD远真会议套件还提供了一个不仅用于视频通信的多用途会议环境。关闭视频，与

会者可以围坐在会议桌前召开会议。这样一来，该会议室既可作为远程呈现会议室，又可

作为传统会议室，从而实现最大化利用企业资源。

设计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独立电视墙和会议桌相结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这种设计为企

业迁入新址或在现有办公空间重新规划提供了便利。该系统可以完全拆卸后运到新的位

置，保持原有空间的完好无损。

强大的互操作性

高清视频等离子显示屏

网 络

卓越的视频质量

极佳的音频设计

多点能力

多用途会议室

会议室移动性

TPX HD 306M 特点及优势

符合开放式标准，可与标准化视频会议解决方案实现无缝

兼容。包括高清、标清以及传统视频会议系统在内的多种系

统均可以加入到同一会议中来。

多用途方案：可以从多种不同配置中选择：同一房间可容纳

2至6人参加会议。灵活方便、多功能会议桌既可当作融入式

远程呈现系统的一部分，也可作为传统会议室使用。方便多

人围坐在会议桌前召开会议。这样双重功能的会议系统对于

房屋成本高或办公空间有限的场所来说非常有好处。

宝利通服务为您带来更多好处

宝利通TPX HD远真解决方案具有灵活的多席位设计 

由于企业对设备管理、员工动态和沟通需求有着不同的要

求，因此我们有不同的TPX HD型号可供选择。该系列产品

在标准和定制产品中均可配置，可容纳2至6个参会者。此

外，宝利通还为您提供选购指导，帮助您选择最恰当的系统

配置。



宝利通 TPX 远真解决方案

            带给您身临其境的非凡体验

实现商业沟通无界限

商业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未来企业需要的解决方案应该是：

能够使他们拥有新的工作方式、迅速适应环境变化、加强团

结协作，并随时随地为客户提供服务。宝利通远程呈现解

决方案能够实现无界限的商业运营模式；比您的竞争对手

反应更快，工作更有效；与客户和合作伙伴建立更密切的

关系；并进一步优化运营体系。可以想象，如果距离不再

是障碍，界限从此消失，您的业务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宝利通Telepresence Experience™ High Definition（宝利通
TPX™ HD）远真解决方案令身处不同城市、不同国家，甚
至地球另一端的人们消除了距离障碍，使团队能够与他们

的客户、合作伙伴和同事实现面对面交流。

改变您的业务方式

如果您的企业正在寻求更简便、更有效的协作方式，那么

宝利通TPX HD远真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您加速业务转型。
宝利通可以帮您实现：

•  降低差旅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  减少差旅费用，降低预算。
•  定期会面，加强业务关系。
•  提高远程协作能力，加强信息交流。
•  加快决策进度，提高生产率。
•  减少员工出差，提高生活质量。

TPX 远真解决方案满足各种需求

不论您是希望加强分散团队间的协作，还是希望对关键业

务迅速做出决策，宝利通TPX HD远真解决方案都能够在
中、小型会议场所为您带来融入式远程呈现体验，每个会

议室均可实现6名与会者与其他会场互通。宝利通TPX HD
远真解决方案拥有多种配置，可以满足以下各种应用：

决策层会议：令决策层、董事会成员和专项负责人，即使

不在同一办公室、甚至不在同一个国家，也能够在极短的

时间内做出决策。通过改善沟通方式，您的企业可以更有

效地提高竞争力，更好地接近和满足您客户的需求，实现

投资回报最大化。

项目管理：优化运营和工程审查，促进卓有成效的供应链

谈判。通过更频繁、更稳定地召开面对面会议，实现更有

效的新业务流程，更快使各方加强协作。

对客户的承诺：使团队能够与重要客户定期会面，并建立

更密切、更有效的客户关系。通过更多互动，提高客户满

意度，加快决策速度和销售周期。

合作伙伴协作：与战略合作伙伴建立更密切的协作关系，

加快项目进程，使新型解决方案快速推向市场，并取得竞

争优势。

Polycom 上海办事处

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268号
      来福士广场2902室
邮编：200001
电话：+86 21 63403450
传真：+86 21 63403470

Polycom 成都办事处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19号

      威斯顿联邦大厦1116室

邮编：610041
电话：+86 28 66801900
传真：+86 28 66801906

Polycom 沈阳办事处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67号

      北方国际传媒中心2005室

邮编：110014
电话：+86 24 23182080-85
传真：+86 24 23182086

Polycom 广州办事处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9号
　　　耀中广场A座1102室
邮编：510610 
电话：+86 20 22028018
传真：+86 20 22028019

Polycom 北京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5号
           北京发展大厦1208室
邮编：100004
电话：+86 10 85884800
传真：+86 10 65908368

特 点

特点及优势

这种极具价格优势的解决方案需要的带宽更少，与同类产品相比准备时间更短，每月的维修

费用更低。所有这些节省都加快了成本摊销的速度并获得更快的投资回报，这两个关键因素

对于企业成功运营非常重要。

由于不使用遥控器也没有用户界面，因此不需要学习过程。通过中控系统来满足所有的交互

需求，这样人们就更乐于使用这一设备。使用率增加了，对企业来说就是加快了投资回报。

通过对通话的语音、视频和数据流进行AES软件加密，可以确保重要会议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也可采用外置加密系统确保会议安全。

通过内容共享与协作，结合真实视频呈现，加强了跨距离的信息交流。分散在不同地点的团

队之间的创造力得到了加强。

将员工从一个地点虚拟到另一个地点的应用减少了差旅需求。用于差旅的有限财力和人力资

源，可以转化为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价值。作为企业所期待的绿色倡议，TPX 
HD远真解决方案可以在帮助促进和执行这一举措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训练有素的远程呈现专业团队将帮助您成功安装系统，并与您专门委派的项目经理，从

规划到执行协调TPX HD安装各方面的事宜。这使您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目标，而由
我们来打理具体的实施工作。

综合维护方案包括零部件更换、软件升级和更新。

视频通信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高效率的手段，将分散的团队成员联系起来，鼓励更加频繁

的相互协作，使您的团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

远程呈现环境和逼真的会议效果，鼓励更加动态的交流。因此，项目小组感受到加快决策速

度和缩短新产品上市时间所带来的优势。

性价比高

方便易用

安全

数据协作

削减差旅

无缝实施

运营保证

公认的技术

功能性技术

优 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