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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Skype会议体验推广至每间会议室
通过Skype Room Systems实现覆盖整个组织的视频会议

简介

为了让会议真正高效，视频会议、屏幕共享和白板等功能
已成为所有与会者的必备工具。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估
计，超过 96% 的会议室目前仅配备传统投影机或显示器
以及音频通信设备。因此，很大一部分用户错过了可使会
议更高效和带来更佳业务成功的丰富互动。阻碍视频会议
推广的传统障碍包括复杂的技术和昂贵的设备。Microsoft 
与音/视频技术合作伙伴一起，正在打破这些障碍，将高
清音/视频体验和丰富内容共享带入每间会议室，用户体
验与触摸屏幕一样简单。

Microsoft 与罗技、Polycom 和 Crestron 这样的业内领先
音/视频技术供应商合作，致力于将 Skype 会议体验推
广至每个会议场所，无论紧凑空间、开放空间、大型会
议室、教室还是礼堂。罗技是首家推出专为 Skype Room 
Systems 优化的完整解决方案的公司，所有组件均经过认
证，可一键发起会议和在本地或远程共享内容。本文阐述
了新 Skype Room Systems 的功能。还介绍了使用合作伙
伴设备搭建实惠易用的 Skype for Business 视频会议系统的
步骤，为每名员工带来符合现代工作方式的丰富视频会议
体验。

现代会议现状

会议是每个组织机构协作文化与构架中的核心沟通支柱。
研究表明，多数商务人士每个月约有 60 小时的会议时
间，几乎占到他们工作时间的 40％，而其中只有一半会
议时间是有效率的。1 那么其中每位员工每个月都有约 30 
个小时被浪费在低效会议中。2 如此算来，仅在美国，每
年低效率会议的估计成本就有数百亿美元。1

在当今的全球化移动世界中，在分布式企业崛起的同时，
这些会议中的很大一部分会涉及到至少一位远程参与
者。在 Microsoft 对商业用户的一项调查中，78% 的用户
表示每天都会与身处异地的合作伙伴或同事进行沟通。3

然而，全球仅有约 3.6% 的会议室配备了某类视频会议技
术。4 这意味着当今 96% 的会议还依赖于传统的音频通信
技术，这些远程与会者均因受限而归入到次级参与者。他
们无法参与分享关键内容，也完全无法接收到任何视觉信
息，而这些正是提高会议效果和加强决策的重要因素。

在大规模数字化转型的时代，企业正在改变他们使用技术
的方式，以从根本上改善其表现和覆盖范围。人工智能、
云计算、分析学、移动化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技术进步正
在重新定义现代工作场所。为构筑更好的沟通桥梁，企业
应着眼于打造可以传达所有人类表达方式的全方位协作体
验，包括语言、书面和视觉。现代会议带来的是以直观和
自然的交流形式为核心的流畅对话，因此，必须抛弃仅依
赖音频通信的过时会议形式。

视频会议：战略价值日趋重要

沟通方式正从传统商务电话系统逐渐过渡到支持丰富音
频、视频和数据应用的多元通信平台。这种巨大的转变得
益于组织决策者们希望其对通信技术的投资能成为战略性
业务资产，并且要比之前采用的只能提供拨号音和语音信
箱的简单设备带来更多功能和实用性。各组织机构对通信
技术越来越重视，视其为一种可带来战略性收益的手段，
如开拓新市场、加速产品创新、提高营销效率、加强协
作、获得竞争优势、缩短决策流程以及改善客户体验。

在弗若斯特沙利文近期对 C 级别高管的一项调查中，绝
大多数用户都将视频会议视为缩短会议时间并提升会议效
果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收入的关键（图表 1）。

视频会议可在组织内外多职能团队之间带来丰富且
灵活的协作体验，因此正在成为进行数字化转型的

企业的标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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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6月，弗若斯特沙利文在“视频会议市场的增长机
会：对技术引进和增长趋势的整体评估》中，进行了广泛
的分析。报告指出，“用户对视频通信的需求一直在增
长。移动设备的激增和对各种形式视频的消费渴望成为打
破阻碍新技术应用的传统壁垒的主要因素。”整体视频会
议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轨道上，预计2015年至2020年间
的会以13.2%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发展，到2020年市场
规模将达到114.4亿美元。尽管视频已成为全球消费者现
代通信方式的主要模式，但在商业用户的应用上仍充满挑
战。主要的挑战在于操作依旧复杂，大规模部署也很 
昂贵。

Skype Room Systems 改变了现状

Microsoft 已成为当今商业通信市场的领先供应商。Skype 
for Business作为Microsoft的统一通信(UC)平台，提供了一
套密切集成的实时同步通信应用程序，让用户可以进行即
时通信(IM)、音视频通话、内容及桌面共享和文件传输。

Skype for Business 有超过1.4亿授权用户，并在持续
快速增长中。 

除了基础庞大的本地用户，Skype for Business在云端
的用户数量也在稳步增加。Office 365商用许可的销
售已达到月活跃用户量8500万。

Microsoft 的报告称，包括Skype for Business在内的高
级工作负载已占到Office 365商用许可量的60。 
Office 365商用用户同比增长40%，收入同比增长 
54%。

弗若斯特沙利文估计，2016年Microsoft已占有UC市
场50%的份额。

图表 1：视频会议日趋增长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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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Microsoft正在成为商业通信领域的主导力量。
在前文提到的UC的战略优势以及Skype for Business的独特
性质等因素驱动下，Skype for Business的用户在持续快速
增长。

越来越多个人用户每天都会使用Skype for Business会议与
同事保持联系，并加强与合作伙伴或客户的协作。

为了将用户熟悉易用的Skype for Business会议体验推广到
各种规模的会议室，任何规模的会议室，Microsoft推出了
Skype Room Systems（原代号为Rigel项目）。该系统使用
户可以轻松快速加入会议、拨打电话，以及在本地或远
程即时共享内容-所有这些皆可在配有定制Windows 10并
预装Skype Room Systems软件的Surface Pro 4的优雅触摸
屏上完成。Skype Room Systems设备旨在将每间会议室转
变为功能丰富的协作会议场所，并与其技术合作伙伴罗
技、Crestron和Polycom的音/视频外设作为解决方案套装
一起提供。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图表2：用Skype Room Systems转化您的会议室

用户体验 – 用户体验是重中之重，并为技术应
用设定了令人瞩目的成长轨迹。据估计，现在一
次典型的视频通话大约需要8到10分钟时间启动
和开始。新的Skype Room Systems设备着眼于产
品设计和易用性，使用户可以“一键加入”即时会
议。用户的会议日程会突出显示，一按即可发起
会议。若并未安排会议日程，用户可在设备上邀
请参会者或将会议室加入正在进行的会议通话
中。

利用现有设备 – Skype Room Systems设备让用户可
以在无需更换现有AV设备的情况下升级会议体验。
无需更换的早期设备包括已安装的音频设备、显示
器和投影机。售价2千美元起的Skype Room Systems
为每个会议场所提供了一个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

丰富内容 – Skype for Business会议室解决方案
让内容共享变得简单。用户想在本地共享内容
时，Skype for Business会议室解决方案会自动
将放映内容共享给所有与会者。智能底座和
Microsoft Surface Pro 4可优化会议场所的Skype for 
Business协作体验。用户可以不用再携带笔记本电
脑参加会议，只需一按即可发起经过优化的Skype 
for Business视频会议。

一致体验 – 设备提供了可应用于世界各地各种会议
场所的一致的用户体验。Skype会议室解决方案的主
要优势是，随着AV硬件标准和功能的发展，基于软
件的用户体验可保持良好的一致性，用户不必因两
间会议室设备的安装时期不同而不得不适应不同的
技术方案。

扩展性 – 持续推出的Skype for Business增强功
能，比如增加PSTN通话和视频功能、集成Teams
工作区、Skype Meeting Broadcast网络广播及更多
套件，旨在不断提高该平台的适用性和吸引力。

易于管理 – 因为Skype Room Systems设备均运行于
Windows10上，企业内部使用的策略、操作流程和
管理工具也可应用于Skype Room Systems设备上。
这大大简化了视频会议室系统的管理，因为不再需
要独立的管理工具或特定的IT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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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议扩展至紧凑空间和小型会议场所

在现代移动工作人员的需求和IT消费化影响的推动下，如今
的数字化工作场所让用户可以轻松快捷地进行视频协作，提
高了员工的灵活性和参与度。会议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会议
愈加频繁和自发，形式更灵活，持续时间也更短。因此，丰
富的音频、视频和内容协作已不受空间局限，在办公桌前、
在紧凑空间内和开放空间中均可进行协作。紧凑空间是较小
的工作/会议区，通常可容纳至多四人，更适合进行临时的
协作和互动。在各企业内部，小型会议室和微型空间的数量
都在快速增长。预计全球共有3至4千万个紧凑空间，而其中
只有不到2%具有配备了视频功能。5

 

罗技– Skype for Business的重要搭档

智能底座是罗技为Skype Room Systems推出的解决方案，可
将多个AV组件集成到一个专门构建的Skype Room Systems
认证解决方案中，让会议室远离繁杂线缆。

得益于其易用性、低廉的价格和集中管理功能，Skype 
Room Systems设备非常适合部署于紧凑空间，带来丰富的
视频协作和内容共享。与其他会议室系统相比，Skype for 
Business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实现丰富的体验，因此有很大
几率客户会为所有数字工作人员配备这套先进的协作 
体验。

智能底座是一个AV控制台，使罗技CC3500e和CC2000e摄
像头可与Surface Pro 4和Skype Room Systems软件搭配使
用。罗技是第一家推出专为Skype Room Systems优化的完
整解决方案的公司，并且组件均经过认证。

图表3：日趋增多的紧凑空间协作

过去

行政办公室，
小型会议场所、

专用会议室

未来

紧凑空间和开放空间
（适于协作的多用途场所）

专用会议室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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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易用性和高质量体验以及高品质终端设备，可以塑
造或改变整个通信体验。在 Microsoft 志在将丰富视频和
内容共享推广到每一间会议室的计划中，罗技等公司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罗技是 Microsoft 的长期技术合作
伙伴，在全球市场累积售出超过 1700 万台 Skype 认证设
备。

智能底座为Skype Room Systems设计了众多出色功能，可
为现代工作场所中的每位用户带来丰富互动：

使Surface Pro 4成为优雅的控制台和Skype for  
Business客户端。关联的日历程序可显示所有会议日
程，用户可以一键加入会议，并在本地或远程即时
共享内容。此外，用户也可以在Skype Room Systems
界面发起临时会议。

罗技为Skype Room Systems提供两种配置的智能底
座，均可提供高清视频和音频，增强Skype会议体
验。智能底座搭配罗技CC2000e视频协作摄像头套
装适用于紧凑空间和较小的会议空间。对于较大
的会议室，套装搭配的是全新罗技CC3500e视频协
作摄像头，提供1080p 10倍光学变焦镜头、无线遥
控器以及最多可支持20位参会者的高保真音频基
座。对于更大的空间，如教室或礼堂，可采用罗技
CC2900e 1080p 10倍变焦摄像头，内置音频解决方
案，可独立使用。

安装基座可为平板电脑供电并提供保护，限值时可
放心将Surface Pro 4留在装配有SmartDock的会议室
内。安装基座具有独特的180度旋转功能，因此房间
内的用户均可轻松进行屏幕控制。

智能底座具备用户所需的各类接口，包括支持1080p
显示的双HDMI输出端口、用于本地内容共享的
HDMI输入端口、3个USB端口、千兆以太网端口和
一个耳机麦克风插孔，无需另配适配器，摆脱繁杂
线缆。

选配延长线盒适用于在大型会议室布线，保持桌面
整洁清爽。如需共享笔记本电脑中的展示、演示或
其他内容，只需通过智能底座内置 HDMI 输入端口
进行连接，即可从个人设备共享内容进行演示。

用户可将内容本地保存至已安装的Surface Pro或通过
云服务（即Microsoft OneDrive）共享文件，也可在
会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内容。

通过智能底座和Surface Pro 4，用户可使用熟悉的
Skype for Business用户界面和包括即时通讯/聊天在
内的应用程序。

内置运动传感器会在有人进入会议室时自动激活系
统。在监测到室内无人且无通话进程时，智能底座
和 Surface Pro 4 自动会切换为省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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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 Morgan Franklin选择罗技智能底座扩展视频
应用范围

MorganFranklin 咨询公司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是一家专
注于战略和执行的商业咨询公司和专业顾问。公司提供战
略性思维及实践支持，为跨国上市公司、快速增长的私人
公司和政府客户管理业务增长并提高绩效。公司提供策
略、会计和业务服务；风险和合规性；以及信息管理和技
术解决方案。

作为Microsoft技术采纳计划(TAP)客户，MorganFranklin是
Office 365和Skype for Business的早期采用者。Office 365发
布后六天内，所有员工即已登入该平台。MorganFranklin
在寻找能以低廉成本实现让其员工可以与身处异地的团队
成员、合作伙伴和客户进行面对面交流以及分享丰富内容
的方法，减少在路上无谓浪费的时间。

在此行业内，建立和维护信任关系至关重要，视频会议提
供的面对面交流的体验可强化与客户的关系。而 IT 部门
则力图避免传统视频会议解决方案带来的种种使用上的麻
烦。因此，MorganFranklin 选择了罗技智能底座来简化用
户会议体验，并将视频会议应用于更多场所。

结论

有效的协作和会议应能以流畅的方式将人员、内容和想法
汇集在一起。人们需要能让他们不受地点和设备限制而自
然表达自我的沟通工具。新一代 Skype for Business 会议室
解决方案正是这么做的，聚焦于用户体验，使用户可以专
心处理业务，使技术成为幕后英雄。

资料来源

1.《美国式会议：对商务旅行和电话会议的趋势、成本和看法及其对工作效率的影响的研究》Verizon Conferencing白皮书

2. 你在工作上浪费了不少时间，信息图表；Atlassian.com

3. Microsoft：Lync接受度和使用情况调查，2014

4. 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视频会议市场的增长机会：对技术引进和增长趋势的整体评估》，2016年6月

5. 出处同上

“用户对设备的采用是我们IT部门最大的成
功，罗技智能底座搭配Skype Room Systems 

让用户可以轻松实现视频协作。”

-Franzuha Byrd, Director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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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与我们的全球团队安排一次会议，听听我们的见解和建议，讨论
您的想法、机遇和挑战。

对本文内容有兴趣并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在 877.GoFrost 上联系
我们，并留言告诉我们您感兴趣的文章。我们会安排分析师联络
您。

参加我们的成长创新与领导力 (GIL) 项目以发掘潜在增长机会。

请访问我们的数字化转型页面。

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贵公司的成长伙伴，致力于与客户合作以富有远见的开拓创新精神，直面将重塑或打
破现有市场规则的全球性挑战和增长机遇。50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为全球 1000 强公司、新兴企业、公共部门和
投资机构制定发展战略。贵公司是否已准备好迎接行业融合、技术革新、日趋激烈的竞争、大趋势、突破最佳实
践、不断变化的客户动态和新兴经济体等下一波浪潮？

有关授权信息，请联系： 
Frost & Sullivan 
斯科特大街3211号 
圣克拉拉 CA, 95054

硅谷 
斯科特大街3211号 
圣克拉拉, CA 95054 
电话 650.475.4500 
传真 650.475.1571

圣安东尼奥 
西部10号州际公路7550 
号400室, 
圣安东尼奥, TX 78229 
电话 210.348.1000 
传真 210.348.1003

伦敦 
5 号楼，3楼, 
奇西克商业园奇西克高速 
566号伦敦 W4 5YF 
电话 +44 (0)20 8996 8500 
传真 +44 (0)20 8994 13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