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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晋网站：http://www.Linj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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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通讯



400-716-8668

联晋云通信系
统概括

云通信解决方案是由控制中心MCU、视频终端、语音网关和周边视频语音

设备等组成的统一沟通解决方案。统一沟通技术已经将我们日常工作及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沟通工具，如音频、视频会议、VoIP电话系统、电子邮件系统、即

时消息、移动通信、Web 会议等融合到一个单一的平台，这种融合还提供了可

以通过互联网路由电话呼叫的功能。联晋云通信解决方案基于用户体验为基础，

适合多分支机构、不拘泥于办公桌前或办公室内的便捷沟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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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 云通信 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身临其境而又不必置身其中

视频库

与会者的高清视频或高分辨率照片

支持H.264 SVC 

根据会议类型而优化的演讲者控制台

与会者自选视图

跨设备、跨平台的一体化统一客
户端体验

云通信采用专为 Windows 而打
造的零距离触控体验

专为移动设备而设计的移动客户
端体验

云通信web让浏览器变身为参加
会议的途径

与 Skype 用户进行沟通

联机状态提醒

即时消息

点到点语音通话

直接在 Office 中进行沟通

单一身份

共享联系人卡片

共享 会议 笔记



联晋云通信 为企业带来的收益

实现并提高移动办公生产
力

随时随地与同事、客户以
及合作伙伴进行实时沟通

借助语音、视频、以及统
一的客户端，开辟崭新的
协作与沟通渠道

共享创意，时刻保持团队
的协调同步

降低视频会议、电话和差
旅等成本

通过简化管理和系统整合
来降低成本

使用通用且熟悉的工具来
执行管理

借助系统集成和共享基础
架构来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加速推进联机服务的使用
范围

降低 IT 运营成本

迈向统一沟通之路——符
合客户的发展规划



联晋云通讯解决方案



云通信解决方案 集成日常通信工具到统一平台

统一的企业沟通平台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

桌面应用 会议室应用 远程接入 移动接入

语音

SharePoint

WEB协作

视频/在线状态

邮件系统



企业语音

协同会议

手机

协作即时消息

会议录制和流媒体

高清视频语音

总部分公司

会议室

个人视频

桌面电话

Microsoft Lync™

为用户提供全面的端到端的统一通讯体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wHbjl51z7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wHbjl51z7U


联晋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企业语音
Web 会议/ 视频会议

极致高清
统一会议

http://planetpolycom/sites/marketing/cm/imagelibrary/Polycom Images/Immersive Telepresence/RPX HD 218M/Applications/High Resolution_Print/RPX_218-Angle.tif
http://planetpolycom/sites/marketing/cm/imagelibrary/Polycom Images/Immersive Telepresence/RPX HD 218M/Applications/High Resolution_Print/RPX_218-Angle.tif


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

桌面用户

VoIP音频接入

视频会议室
大会议室

智能设备

会议接入方式简单

连接所有用户及会议室

http://planetpolycom/sites/marketing/cm/imagelibrary/Polycom Images/Telepresence and Video/Room Telepresence/Accessories/HDX Media Center/Product/Low Resolution_Web/HDX_MC_DualMonitor_Front.jpg
http://planetpolycom/sites/marketing/cm/imagelibrary/Polycom Images/Telepresence and Video/Room Telepresence/Accessories/HDX Media Center/Product/Low Resolution_Web/HDX_MC_DualMonitor_Front.jpg


用户体验



丰富的用户体验

点击即可加入会议
日历

用户联系人
& 搜索

会议呼叫& 会
议控制



400-716-8668

随时发起视频
和电话会议

功能包括常见的呼叫功能：

1. 应答、转接、转移、保持、转向、释放、停靠

2. 支持音频录制

3. 众多种 IP 和 USB 用户设备



400-716-8668

多方高清视频
和 H.264 SVC 
支持

部门会议 集团会议演示

员工桌面端 移动用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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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密可以
控制的会议

1. 唯一的会议ID识别

2. 会议组织者可审查参与者信

息，然后允许其加入会议

会议组织者视图参会者大厅等候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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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外部电话
和邀请参加在
线会议

联晋云通讯可以通过该系统直

接拨打外部电话，组织电话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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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移动设备
而设计的移动
客户端体验

既熟悉又耳目一新

的沟通体验，适用

于多种设备和平台



400-716-8668

智能手机同步
日历和邮件

iPhone、安卓手机可以和电脑同步日历邮件



灵活选择部署方式

Online云通信
合作伙伴托管的多租户

云部署

企业自建
私有云 / 专属服务

本地部署

更加灵活的控制成本
为不同用户打造最合适的部署方式

灵活部署



本地部署模式



本地部署具有哪些好处？

所有企业信息和用户资
料保留在企业本地

企业独立基础架构保证
用户环境稳定安全

数据不出内网或需要权
限验证

云通信本地部署数据保
存在企业内部

用户直接访问公司内部
服务器速度将更加快速

企业独享网络自由控制
网络环境

专门针对外部员工访问
服务器进行优化

独立部署云通信所有用
户都需要通过唯一的身
份认证登录系统

保证云通信系统的随时
可控

直接在 Office 中进行沟
通

会议信息和邮件信息保
存在本地

随时推送企业公告

共享 会议 笔记

V S

云通信硬件加软件为一
次性投入

每年只需要缴纳很少的
维护费用即可



本地部署硬件清单

会议终端设备

视频会议画面处理，输出

会议控制中心服务器

云通讯系统部署平台，用户

分配等管理

语音网关

用于E1和模拟电话接入系统

or 

周边设备

高清摄像头，可旋转式摄像

头，会议室专用拾音器

or or 

声明：MUC控制中心和会议终端设备由DELL厦门工厂OEM生产，提供三年质保，可由Dell原厂发货；

视频会议系统基于微软统一沟通技术研发，其强大功能简化了人员与组织间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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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晋 云通信

注：摄像头、拾音器、显示器、投影仪可以自行选择品牌。

名称 型号 设备参数 维保

视频控制主机

Linjin UC-V1021
视频会议功能主机，机架式1U标准结构，最
大20支持用户，自带5个用户授权

三年

Linjin UC-V2102
视频会议功能主机，机架式2U标准结构，最
大100支持用户，自带20个用户授权

三年

邮件控制主机

Linjin UC-@1021
电子邮件、会议记录和电话功能主机，机架
式1U标准结构，最大20支持用户，自带5个
用户授权

三年

Linjin UC-@2102
电子邮件、会议记录和电话功能主机，机架
式2U标准结构，最大100支持用户，自带20
个用户授权

三年

集团控制主机 Linjin UC2505
视频会议、电子邮件、电话功能一体主机，
机架式5U标准结构，最大2000支持用户，
自带200个用户授权

三年

视频终端

Linjin PV100
高清视频终端，支持720P/1080P分辨率，
支持单屏输出

三年

Linjin PV101
一体式小型会议室高清终端，自带720P高清
摄像头，数字阵列麦克风，拾音范围3米

三年

Linjin PV200
高清视频终端，支持720P/1080P分辨率，
支持双屏输出

三年

语音网关 E1和模拟电话接入系统 一年

摄像头

固定全景式
固定角度，全景式展示会议效果，支持
720P/1080P

一年

遥控定焦式
预置会议位置，遥控调焦，聚焦发言人，支
持720P/1080P

一年

拾音器
多人会议型 USB接口，建议3-8人小型会议室使用 一年

个人话机型 个人桌面式话机 一年

®



云部署租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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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视频会议
基于 Microsoft 技术平台。

免费试用14天

即日起，联晋的所有客户可以免

费申请网络视频会议试用14天。

每位客户最多可以申请2个账户进

行体验。如需帮助，请联系您的

专属客户经理。

SaaS租用服务

原价2000元/用户/年，促销价

1500元/用户/年，即可畅享高清视

频会议体验。（1500元包含基础

会议功能，其中企业语音、企业

邮箱及网络传真费另计）

认证硬件设备

联晋推荐您使用微软认证的视频

会议设备。专用网络会议拾音器、

网络会议摄像头、网络会议耳机

等设备，可以帮助您提升在视频

会议过程中的沟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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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716-8668

租用视频会议

网络音频、视频会议

• 多方语音视频会议，高质量沟通体验

• 支持点对点的高清视频

• 最多支持六位参会者视频同时在线

• 程序共享、PPT共享及桌面共享

• 会议录制管理

企业语音电话（通话费用以电信收费为准）

• IP 语音 (VoIP) 服务

• 增强或取代传统专用交换机 (PBX) 系统

• 与音频、视频会议集成

• 呼叫组织外的传统电话号码

• 通过在键盘上键入名称或电话号码或者使用

屏幕中显示的拨号盘来发起呼叫

基于 Microsoft 技术平台。

联晋网络视频会议2013年更给力！
原价￥2000元/用户/年，
现价只需￥1500元/用户/年。



本地部署、云部署区别

本地部署

优势

• 信息资料都在本地保证安全

• 企业内部系统处理速度快

• 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 便于企业管理，统一部署

• 部署以后只要交纳少量维护费

劣势

• 本地化信息建设要求高

• 网络带宽质量要求高

• 适合有一定规模人数的企业

优势

• 可弹性控制功能服务

• 按需求实现应用交付

• 不需要专业IT管理人员

• 按年购买，避免失误投资

• 专业机房优质网络资源

劣势

• 所有数据存放在云端

• 需要年年续费

云部署



立即开始

在联晋客户体验中心

（LCEC），了解并亲

身试用云通信

由联晋云通信专业工

程师评估云通信给贵

司带来的价值

2 3

提交云通信体验申请

致电400-716-8668

了解详情

1



关于联晋



关于联晋公司

◆ 广州–联晋客户体验中心

◆ 广州耀中商务中心 ◆ 深圳金丰城大厦



400-716-8668

资质



400-716-8668

品牌影响力

联晋公司解决方案及服务理念荣获新浪网、腾讯网、

搜狐网等一线媒体权威报道。



联晋 云通讯

智慧，让企业更美好
尊贵服务热线：400-716-8668

广州总部

广州市联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联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612号金海花园金瀚阁1001室

总机号码：020-37198888

传真号码：020-38735145

深圳分公司

广州市联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深南东路金丰城大厦B座1504B

室

总机号码：0755-88840851

传真号码：0755-88840852

成都分公司

成都联晋科技有限公司

总机号码：028-68225690 

传真号码：028-68225698

成都分公司重庆办事处

成都联晋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办事处

总机号码：023-61660851 

传真号码：023-6166085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