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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活动、 辅助功能以及包容性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沟通、 协作
方式和地点。 种种现实都大大地要求组织加快适应更灵活的工
作场所和工作方式的速度。

IT 必须支持多种方式， 让最终用户能够从任意位置， 可能是家
庭办公室、 总园区抑或是旅途中， 轻松安全地沟通。 这为 IT 带
来了新的挑战， 令他们需要支持使用各种类型、 规模和质量的
网络的各类技术与非技术用户。

与此同时， 竞争激烈的市场还要求世界各地的团队团结起来，
更加高效地工作并改进业务流程， 以便最终能够更快地作出正
确决策。 简而言之， 组织必须找到更加行之有效的合作方式， 
才能在快节奏的世界取得成功。

无论您希望改善沟通体验、 提高工作效率、 组建更好的团队， 
还是想要提升企业文化， Poly Clariti 都能让您利用简单、 强大
且灵活的解决方案掌控对话。 Poly Clariti 通过视频、 语音和内
容共享将员工联系起来， 可跨越任何距离、 设备或时间线。 

试想一下， 如果每位员工都可以在专门打造的端点或个人设备
中使用一致、 功能丰富的协作技术会怎样？现在， 如果您可以通
过轻松授权来实现这一点， 并满足您对私人一体化解决方案的
需求， 会怎样？ 

如果您有机会部署自己的硬件、 专用云、 虚拟机或者采用混合
部署， 会怎样？ 如果您可以将这些协作优势集成到您的业务流
程和生态系统中， 让每个人都能轻松使用， 会怎样？ Poly Clariti 
协作软件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让您把握更多有利机会， 取得更
加有价值的成果。 

最后， 如果贵组织没有内部专家， 但却希望拥有规划和设计部
署、优化管理或监控他们的协作平台， 您该怎么办？ Poly 博诣
在由值得信赖、 有资质的专家和客户成功拥护者所组成的 Poly 
博诣全球团队的助力下， 利用最佳实践所提供的经验， 采用一
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提供各种管理和专业服务。 对于只需要更
新现有基础设施投资的客户来说， Poly 博诣专业服务具备快速
精准执行所需的专业知识。 即使如此， 您也仍然可能需要 Poly 
博诣为您提供最佳精益求精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托管服务可减
轻您内部团队的负担， 同时确保您的协作解决方案经济高效且
安全可靠。    

随时随地展开沟通， 满足您的需求



强大的视频协作软件

Poly Clariti 具备组织在私人软件实例中部署、 管理以及监控完
整的端到端视频、 语音和内容协作所需的一切。 再加上一款基
于 Web 的简单应用， 可无缝连接到基于会议室的任何规模系
统， 并具有无可比拟的互操作性， 确保每位与会人员都能获得
更好的视频会议体验， 而无需担心技术问题。 

灵活部署

您可以选择如何在现场、 专用云中部署 Poly Clariti 或通过 
Poly 博诣托管服务部署 Poly Clariti。 Poly Clariti 许可证基于并
发用户的数量而定。 通过确定需要同时通信的人数， 您可以在
任意设备上使用协作工具为整个组织提供支持， 并且可以随时
灵活地添加更多许可证。 对于可能需要“特殊事件”支持的组织， 
Poly 博诣托管服务能够提供定制的“突发事件”选项。 您可以从
订用或永久授权模式中选择一个来选择最契合您需求的选项。
有了循序渐进的向导， 远程和现场安装过程得到精简， 即使最
复杂的情况也可以在数小时内完成安装并运行， 而无需数天时
间。 凭借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 冗余度和高可靠性， 您将永远
不会用尽连接方式。

集中化管理

Poly Clariti 帮助客户有效地规划、 管理并监控视频网络， 确保
关键任务的交付。 对于任一规模的部署来说， 至关重要的是及
时了解设备库存和软件控制， 这样才能确保一致且可靠的运行
时间。 Poly Clariti 提供必要工具， 可确保贵组织顺畅高效地展
开协作。

卓越的会议体验

用户维护熟悉的工作流程， 使用常规日历和活动目录维护会议
安排， 邀请同事加入。 Microsoft Outlook 专用的 Poly Clariti 
Workflow Lite 插件提供简单点击呼叫环境， 让人们可以快速
按需召开视频会议， 而不会将重要时间浪费在安排会议和根据
日历协调时间上。

最广泛的集成和互操作性

Poly Clariti 提供行业领先的 Microsoft Teams 与 RealConnect 
集成， 是一款经 Microsoft 认证的视频互操作性解决方案， 支
持 Poly 博诣、 Cisco、 Logitech 及其他品牌的基于标准的会议
室设备无缝加入 Microsoft Teams 会议。

B2B 和 B2C 协作

视频会议和内容共享不仅限于贵组织之内。 Poly Clariti 支持您
与合作伙伴、 客户、 供应商以及贵组织外的几乎所有人员展开
协作。 借助内置的安全防火墙穿越技术， Poly Clariti 让您只需
点击呼叫， 即可从几乎任何设备、 任意地点轻松加入会议。

高级选项

通过开放式 API 将其他应用从 Google 日历服务连接到 CRM 
应用（如 Salesforce）， 定制并构建最适合贵组织工作流程的解
决方案。 针对高级分析、 记录和流式传输以及远程管理的可选
升级选项使解决方案得到扩展， 功能更加强大。

POLY 博诣全球服务

Poly 博诣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提供客户所需的专业知识， 确保客
户成功实现业务成果， 充分发挥协作解决方案方投资的全部潜
力。 从在统一通信环境中规划和设计、 部署和集成到支持、 操
作和优化协作解决方案， Poly 博诣都可为您提供专业服务， 帮
助您完成整个协作之旅。

我们提供解决方案设计和就绪服务， 确保您获得的协作解决方
案能恰到好处地满足贵组织的独特需求， 助您实现目标。 实施
服务可缩短解决方案就绪时间； 集成服务可确保解决方案在您
现有的 UC 和业务应用环境中无缝运行。 Poly 博诣凭借专为满
足您具体需求而设计的全面支持服务组合， 助您应对各种业务
挑战。 鉴于每种业务环境都与众不同， 我们提供灵活支持服务
选项， 随时随地满足您的需求， 并为您提供适当级别的帮助和
专业知识， 让您的最终用户保持高效和满意。 我们的最终目标
是促使您成功取得业务成果。

POLY 博诣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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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有关 Poly Clariti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poly.com/cn/zh/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clariti

www.poly.com/cn/zh/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clari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