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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Vidyo - 视频通讯行业的创新和领导者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05 

Vidyo wins 
Technology 

Pioneer award 

Vidyo named to 
WSJ Top 50 

Venture Funded 
Companies three 
years in a row 

Vidyo disrupts 
multi-screen 

telepresence at 
1/10 the cost 

Vidyo introduces 
first scalable virtual 

desktop video 
conferencing 

Vidyo introduces 
first 4K UHD 

infrastructure and 
endpoints 

Vidyo introduces 
unprecedented 

scalability with loss-
less VidyoRouter 

networking  

Vidyo licenses its 
essential patents 

for H.264 & 
contributes 

scalability IP and 
leadership to H.265 

HEVC 

Vidyo awarded first 
patents for 
VidyoRouter 
architecture 

Intel CEO uses 
Vidyo to 

demonstrate first 
video conference 
on a smartphone 

Vidyo named in list of 50 
Disruptive Companies 

VP9 

Vidyo and Google 
agree to develop 

scalable VP9 
WebRTC using 

Vidyo technology 

Vidyo introduces 
first SVC desktop 
and room system 

clients 

Vidyo introduces 
revolutionary 
VidyoRouter 

architecture and is 
first to use SVC for 

real-time video  

• Vidyo founded 
by Ofer 
Shapiro & Alex 
Eleftheriadis 

• Designed 
revolutionary 
VidyoRouter 

• Recruited #1 
leader in SVC 

• Created co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VC becomes an 
industry 

requirement 

Vidyo licenses 
platform to first 
OEM partners 

Single customer 
tops 50 Million 

minutes of Vidyo 
per year 

Ricoh selects Vidyo 
as the platform for 
their UC solutions 

Google licenses 
Vidyo technology to 
power Google Chat 
and later Hangouts 

Nintendo chooses 
Vidyo to power Wii 

U Video Chat 

Swisscom launches 
cloud UC&C service 

based on 
VidyoWorks™ 

Vidyo awarded WSJ 
Technology 

Innovation Award 

Awarded 69th patent 

超过3,000家企业、政府、健康、医疗和运营商客户 



4000+ 客户 

• 50 + 运营商  

• 金融、医疗、教育、政府 

• 巴克莱银行、美洲银行、欧洲核子研究所 

现有客户 

应用平台 

• 100+授权专利 

• 颠覆视频行业的软件架构。 

• WebRTC V9扩展，H.265 

行业创新 

Vidyo 概览 
合作伙伴 

• 150 + 开发合作伙伴 

• 300 + 分销商 

• Google, 理光, Philips, 小米，阿里巴巴，Bloomberg 



1 10 Tech Companies Proving Innovation Isn’t Dead, 4/23/2014  

Innovation 

Vidyo wins 2013 
Technology Pioneer award 

Vidyo named in 2013 list of 
50 Disruptive Companies 

Vidyo named to WSJ Top 50 
Venture Funded Companies 

three years in a row 

Vidyo Technology creates 
an Economic Disruption 

Vidyo 推动着视频通讯的创新 

世界经济论坛 

2013年Vidyo赢得年技术先锋奖 

MIT技术评论 

2013年Vidyo在50个颠覆性公司名单里 

Vidyo连续3年进入华尔街
日报前50风投公司名单 

Vidyo技术具有颠覆性 

2010年华尔街日报技术创新奖 

2012年的大事件 

创新 

http://www.eweek.com/cloud/slideshows/10-tech-companies-proving-innovation-isnt-dead.html


 

 

 

 

 

 

 

 

 

 

 

 

 

 

 

 

 

 

 

 

 

 

 

 

Vidyo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工作流   
合作伙伴 

   开发者   
合作伙伴 

 运营商合
作伙伴 

   可穿戴   
合作伙伴 



Vidyo开放平台： VidyoWorks™ 

VP9 

VidyoWorksTM 

SDK 

VidyoWorks API 

H.264 

H.265 

VP8 

开发的接口 

高品质 

广泛的适应性 
(设备和网络) 

经济实惠 

VidyoRouter™ 

视频会议TM 

企业通信& 协作 

UHD 

客户互动 
新增客户 & 保留老客户 

工作流集成 
交易系统, 电子病历, ERP 

物联网 
电子亭, 可穿戴, 无人机. 

客户应用 
企业应用的实时视频 

满足视频协作的各种需求 



全渠道通讯演变 





全渠道视频用户体验 

用户视频
体验 

自助服
务亭 

联络 

中心 

移动 

应用 

在线 

应用 
服务 

机构 

桌面视频 

可视ATM 

可视服务亭 

移动视频 

网页视频 

可视物理网亭 



传统 解决方案 -全编全解 Vidyo  解决方案-智能路由 vs 

全渠道视频挑战 -互联网丢包、抖动 



Vidyo如何帮助金融服务机构? 



选择vidyo的金融服务机构 



嵌入您现有的银行互动业务中 

客户登录获取帮
助信息 

客户点击空闲座席
交谈 

客户加入座席等待
队列 

客户做些其他“有
意义”的事情 

客户与视频座席
交流解决问题 

客户选择预约会议 



‹#›|       Vidyo Inc. Proprietary, Confidential & Patent Pending Information   |15/2/13

客户当前的用户平台

会议进度指示条

内容暂停

⾼级用户设置

用户视频通讯

网络版银行服务界面 



视频银行的三种业务 



银行超融合通信 – 全员坐席 



银行VTM – 福建农商银行 

 

 视频分行服务 
- 全委托 

- 全业务 

- 全天候 

 服务模式 
- 柜面系统做为客服应

用系统 

- 全媒体统一路由 

 

Vidyo’s solution 



覆盖全国的在线视频银行 

视频 

• 印度创新零售银行 

• B2C 策略项目，大规模全国性广告宣传活动 

• 在线零售视频银行自 2014 年夏季开始部署 

• 每日通话 1,000 次，超过 65% 的重复使用率 

• 以重要客户和新客户为目标。在线体验属于关键优势，应
当重点关注。 

• Vidyo 凭借其灵活的 API 平台，以及对客户设备与网络
的支持能力成功获选 

 

“IndusInd Bank 始终追求创新的反馈形式，不断提高客
户使用舒适度，为我们持续扩大的客户群提供最先进的服

务，” IndusInd Bank 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Romesh 
Sobti 如是说。“我们设立的视频分行‘面对面’网上银
行客户服务，由 Vidyo 研发，将是银行业发展的下一个
新领域。能够让分行经理和集中银行服务更贴近我们的客
户，让我们与客户间的互动交流更进一步。VidyoWorksTM 
是唯一达标的解决方案，无论身在何处，使用何种网络何
种设备，都能保证高质量的通信连接。我们愿为客户倾情
奉上 VidyoWorks 使用便捷的超高品质服务。” 

https://www.youtube.com/embed/7Y_tcZlLLO4?list=PLOJaMjRtKWl5K_Zgjd8Ft7Nuf6WpYLDLT
http://www.indusind.com/content/home/personal-banking/payment-service/services/video-branch.html
http://www.vidyo.com/products/extend/
http://www.vidyo.com/products/extend/


Charles Schwab, Inc. 

面临的挑战 

 

 

 

 

• Charles Schwab 面临竞争压力，迫切希望能够为其客户和内部用户提供价值更高的增值服务，
以及更加多样化的通信体验 

• 为 16,000+ 分布式用户提供 HD+ 桌面可视化协作 

• 解决方案应具有现场部署、可扩展的特点，且能够满足 Schwab 的各项需求，包括可兼容性与合
规情况 

• 解决方案须允许自定义设置，以满足未来使用情形 

Vidyo 解决方案 

• 分布式 VidyoConferencingTM 结合 
Vidyo 虚拟平台 
 

• VidyoWorks API 
 

• 专业服务 PS 

公司概览 

• 员工人数：16,000+ 

• 办事处总计：1,000+  

• 2014 年收入：60 亿美元 

• 市值：380 亿美元 



面临的挑战 

 

 

 

 

• 要将面对面视频与财富管理 ML app 集成到一起 

• 与原有视频 (cisco) 集成 

• 并未能在现有供应商中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使扩展能力、质量与灵活性达到期望水平。而 
Vidyo 满足了所有要求，在 H2 2014 中获选。 

• 在线解决方案于 2015 年夏发布 

• 其他内部 B2B 应用也正同时推出 

 

Vidyo 解决方案 

• Vidyo 基础架构 
• API 
• 用于集成移动应用的 API 平台和 ATM 
集成 

• 可扩展、性能可靠、B2C 
• 用户体验（客户） 
• VidyoGateway  
 
 

 

公司概览 

• 员工人数：160 000  

• 办事处总计：世界范围 

• 2014年收入：美国银行排名第二 

Merrill Edge 在线视频银行 



首家提供面对面视频银行服务的英国银行 

视频 

• 战略性零售银行转型项目。由首席执行官带领。适用于移动

设备及网络客户端的大规模在线视频银行。 

 

• Vidyo 在 2014 年年中的第 1 阶段中获选，第 1 阶段部署

始于 2014 年 9 月（从获选到部署间隔 4 个月） 

 

• 第 2 阶段，2015 年 5 月：Vidyo 现已正式成为 Barclays 

面对面视频平台，将部署至上千家代理商 (H2 2015 – 

2016) 

 

• Vidyo 能够在众多现有供应商中脱颖而出，皆因 Vidyo 的

客户体验水平、产品可靠性、扩展能力、安全实施等指标均

达到期望水平，并且能够提供灵活的 API 平台，打造完备

高效的集成体系 

 

全球在线零售视频银行 

“55% 的 Barclays 视频银行客户表
示，今后会更青睐以视频方式与银行
通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5ODY3MzQ4.html?from=y1.7-1.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5ODY3MzQ4.html?from=y1.7-1.2


自助消费贷款亭 

http://pan.baidu.com/s/1bpA0OUF 

 
视频 

http://pan.baidu.com/s/1bpA0OUF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5ODY3MzQ4.html?from=y1.7-1.2
file://localhost/Users/lhe/%E7%99%BE%E5%BA%A6%E4%BA%91%E5%90%8C%E6%AD%A5%E7%9B%98/%E5%94%AE%E5%89%8D%E8%B5%84%E6%96%99/%E4%BB%8B%E7%BB%8D/movies/ConsumerCreditUnion.mp4


250+ Global Interactive Services Customers  

NCR：全球关系管理技术解决方案领导供应商 
 

Deployments Spanning 44 States and 21 Countries 

2

3 



Bloomberg 

 

集成方案: 
 
• 移动端 

• 会议室 
• 电视墙 



如何设计视频银行 

视频银行的目标 视频银行 – 新品牌 

如何实现视频银行？ 
人员、技术和流程 

如何实现视频银行？ 



  现
在

 



  Video by Vidyo 未
来

 



Vidyo 是您当前最安全的选择 

B2C 视频及 
Web RTC 领导

者 

VidyoWorks 
网络服务 API 

大规模可扩展
结构 

在任何网络及
设备上提供高
品质 + 可信赖

的服务 

行业认可供应
商 

已部署、完善
可靠的平台 



Vidyo 也是您未来最安全的选择 

软件保证 

新视频标准经
过简单操作即
可集成到已有

软件 

市场领导者作
为平台合作伙

伴 

独特定位，充
分应用 WebRTC
，保障高品质

服务 

Vidyo 引领未
来技术发展 

致力于金融服
务市场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