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dyo™ 软件可让用户使用常见的台式电脑
以及移动设备，经互联网以及常用的无线网
络来进行具有网真品质的视频会议通讯。

与 Adobe®、 
IBM® 和 微软® 的
协作工具整合

无需 MCU 设备， 
就可提供分辨率
高达 1440p 的多
点视频通讯

Video 针对每个
终端和网络的实
际情况进行动态
优化

面向台式电脑和手机用
户的应用程序

Vidyo™ 软件



主要特色 Vidyo 的独家优势 

• 超高分辨率 (XD)：高达 1440p 的分辨率
• 直接拨号或在自己的虚拟会议室里召集多位与

会者参加会议
• 采用连续分屏方式最多可显示 8 名与会者的画

面，是进行团队讨论的理想选择
• 自动分配的永久许可证可最大程度提高利用率

并减少费用

难以置信的用户体验

• 超低延迟,自然流畅的通信，不会产生马赛克
或冻结停顿的图像

• 在用户已有的设备上运行
• 一键式发起会议操作 
• 访客链接和 PIN 码（可选）让 B2B 会议更便

捷与安全

轻松部署

• 完全针对多方协作应用而设计 
• 自动穿越 NAT 和防火墙 
• 借助 VidyoGateway™ 可兼容传统的视频会议

终端

降低购买成本

• 利用通用网络即可获得出色性能 

• 软件客户端可与每一种 VidyoConferencing 解
决方案捆绑销售 

• 无需按每用户或每月计费 

VidyoDesktop™ 独特之处 

• 将基于 Windows™、Mac™ 以及 Linux 平台
的个人电脑转换成高性能的网真终端 

• 对于超级执行桌面（Executive Desktop）解
决方案，可在 27 英寸的 iMac 上以 720p 的分
辨率同时显示 4 名与会者，或者以总计 1440p 
的分辨率显示多个与会者的组合 

• 在独立窗口中或第二显示器上将共享数据显示
• 编码支持720p/30  
• 通过无线网络和移动热点的卓越性能，使远程

和移动与会者也能加入会议

VidyoMobile™ 独特之处

• 为 Android™ 及 iOS™ 系统的智能手机及平
板电脑提供免费的应用程序 

• 可在 WiFi、3G 和 4G 无线网络中运行 
• 自带手指操作功能：缩放和平移 
• 完整的布局控制，动态分屏模式或有源音箱的

切换选择 
• 在前端和后端摄像头之间进行动态切换 

只需动动手
指，本软件
就可为您提
供网真功能

Vidyo™ 软件让人们可随时随地利用现有的设备，通过日
常使用的有线和无线网络加入视频会议。
现在，您可以将 VidyoConferencing™ 的功能扩展到您的整个组织中，从总部到分公司、家庭办
公室以及现场作业的场所，从而加强工作流管理并加速决策。借助强大的视频通信功能，与合作
伙伴、供应商和客户保持沟通并加强联系，从而加速新产品和服务上市的时间。在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上，部署和管理 Vidyo™ 软件都非常容易；而且还可与传统的
终端以及您正使用的统一通信工具进行整合。

Vidyo 解决了那些长期困扰传统系统的问题，这类系统基于 MCU 设备且需实现编解码功能。在 
VidyoConferencing 基础设施范围内，我们已获专利的自适应视频分层™ 技术可根据各终端的处
理能力和本地网络的状况实时优化视频流。无论用户是通过移动设备或桌面设备来参加会议，还
是身处波士顿、班加罗尔或任何其它地方，利用 Vidyo，他们能够相互体验具有网真品质的视频
通讯。

显然，Vidyo 是医疗、教育和商业界专业人士的首选，因为他们真正希望将视频协作融入日常工
作中。Vidyo 软件客户端提供统一、直观的界面，以及一键加入会议的快捷功能。这样，人们就
可自己快速上手并熟悉操作，而不用呼叫服务台。与会者可在数秒内安排一次预定的会议或临
时会议，与世界各地的其它与会者建立连接，并共享正在进行的工作；在此期间，您可体验到 
Vidyo 独有的高清视频及清晰语音互动。



Adobe® Connect®、IBM Sametime® 和 Microsoft® Lync®

数以千计的企业依靠 Adobe、IBM 和 Microsoft 的统一通
信工具来帮助其雇员协同工作，但是仅仅依靠文字和语音
来完成工作显然不够。有了 Vidyo 的软件插件，您即可将
多方视频通讯自然融入到所在组织的工作流程之中。

共同特点

•  只需轻轻一点即可将语音聊天升级为视频聊天 
•  可与任何终端进行协作：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台式电脑或会议室系统
• 根据其他与会者的状态显示来确定他们是否有空 
• 与外界与会者共享访客链接 
• 同步用户账户 

系统需求

• Adobe：Adobe Connect 8 或以上版本
•  IBM：IBM Sametime Connect Client 7.5.1、8.0.2 或 

8.5.0；IBM Lotus Domino Community Server 7.5.1
•  Microsoft：采用标准 CAL 最低许可级别的 Microsoft 

Lync 2010 或 Office Communicator R1 或 R2

Microsoft® Outlook® 

没有会议室也没有关系！

针对 Microsoft Outlook 开发的插件 Vidyo™ Plug-in 增加了一键式的视频会议时间安排功能，此简
便功能有利于小型或大型团体以及成员分散的团队进行视频会议安排。在安排会议时，只需点击 
Outlook 工具栏中的 VidyoConferencing™ 按钮，就可将独一的 URL 添加到会议邀请邮件中。与
会者甚至那些在其他组织的人，只需点击 URL 就可加入视频会议，或者拨打 Vidyo 拨入号码以语
音方式参与会议。

Vidyo™ 
软件插件

Vidyo™ 与 Microsoft Outlook 的整合

Vidyo™ 与 Microsoft Lync 的整合



规格 VidyoDesktop™ VidyoMobile™
视频

内置视频编解码器 H.264 可扩展视频编码 H.264 可扩展视频编码 
视频编码 最大 720p/30 fps 最大480 x 270 

视频解码 最大1440p/60 fps 最大720p 
摄像头 USB 网络摄像头 整合的前置和后置摄像头 
可在运行中选择并改变视频设备 是 是
远端摄像头控制 是（仅支持 Windows） 否
对与会者进行双指缩放操控 否 是（取决于设备）
同时显示与会者数量 8个，加上自己的视频 4个，加上自己的视频 
私密模式 是 是
音频 

编码 采样速率高达 32 Khz 的 SPEEX 宽带音频 设备自带 
自动回音消除 是；无需内置回音消除功能的设备 设备自带 
耳机 支持标准的USB耳机和蓝牙耳机 支持标准的有线耳机和无线耳机 
可在运行时选择、更改以及静音等. 是 是
支持DTMF信令，以便与原有客户端以及只有音频的客户端进
行通讯 

是 否

内容共享 

共享应用或桌面 是，支持多个与会者 否
查看共享内容 是 是
弹出新窗口来显示共享内容 是 否
可手指缩放操控共享内容 否 是
基于 H.239 协议，经 VidyoGateway™ 与传统终端实现数据共享 是 是
管理

在 VidyoPortal™ 上创建用户账户 是 是
全局目录显示，个人快速拨号列表 是 是
目录中表明与会者的状态 是 是
与会者姓名显示选项 是 是
屏幕显示与会者呼叫统计数据 是（切换） 是（切换）
呼叫详细记录 是 是
客户端软件下载 通过网站或 VidyoPortal  iOS:应用商店；安卓：安卓市场 
安全

自动防火墙穿越 是 是
用于 NAT 穿越的 STUN 和 ICE 协议 是 是
SSL 和 AES-128 位加密(具有第三方认证证书) 是 是
系统需求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XP、Vista、7；Mac：OS X 10.5 或更
高；Linux：9.1 和 10.4 (beta) 

iOS：4 或更高；安卓：3 或更高 

最低配置 Windows XP、奔腾4 CPU； 1 GB内存；40 MB 可
用磁盘空间 无

推荐配置 酷睿 2 双核2GHzCPU；2 GB 内存；40 MB 可用
磁盘空间 

双核处理器（如 ARM Cortex A9， 1 GHz CPU）；
内存 512 MB 设备和配件 

网络摄像头 

网络摄像头 标准：USB 网络摄像头已测试：罗技 C910、 
VisionPro（苹果）和 Webcam Pro 9000；苹果 
iSight；微软 LifeCam 9000; 苹果 iSight；微软 
LifeCam 

无

耳机 标准：带回声消除功能的 USB 耳机  
已测试：罗技 USB ClearChat；缤特力 USB

标准耳机和蓝牙耳机 

扬声器麦克风 标准：带回声消除功能的 USB 扬声器麦克风  
已测试：ClearOne Chat-50，Chat-150

集成扬声器 

智能手机 无 标准：带前置摄像头的苹果和安卓智能手机  
已测试：iPhone 4、 iPhone 4S；摩托罗拉 Atrix 

平板电脑 无 标准：带前置摄像头的苹果和安卓智能手机  
已测试：已测试：iPad 2；摩托罗拉 X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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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yo公司（总部） 
地址：433 Hackensack Avenue, Hackensack, NJ 07601, USA   
电话：201.289.8597 或免费电话：866.998.4396 
电子邮件：vidyoinfo@vidyo.com|

Vidyo 亚太业务部 
电话：+852 3478 3870  
电子邮件：apac@vidyo.com

Vidyo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部 
电话：+33 (0) 488 718 823  
电子邮件：emea@vidyo.com

Vidyo印度业务部 
电话：+91 124 4696759 
电子邮件：india@vidy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