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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晰度（HD）技術早已在十多年前出現，促使科技公司在研製高清電視和高清音頻方面
展開競爭。高清語音技術亦為 IP 電話帶來更清晰與更自然的電話交談，一度為商務電話行
業帶來同樣的熱潮。然而，儘管高清技術更趨成熟並在電視和音樂行業產生重大影響，但高
清語音已無法滿足當今的商務通信需求。

Deltapath 從來都不滿足於“足夠好”。
經過多年的研究，Deltapath 推出了一系列新產
品。這些產品不但可以改變和革新通信方式，解
決長期存在的協作問題，且能滿足不斷變化的工
作場所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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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比以其創新的音頻技術，享譽全球，Deltapath 現與其合作，為您帶來
一系列由杜比 Voice 支持的 Deltapath 產品。使用這些產品就如同擁有一
隊音控人員，為您提供演播室般的音頻品質和無與倫比的協作體驗。

體驗驚艷

我們日常生活與工作處處都需要互相通信。有見及此，Deltapath 重點開發允許不同的通信方式共同協作
的產品。以往因使用不同系統或品牌的設備而不能有效通信的員工，可以使用現有設備互通協作，維持用
戶體驗。企業也不必為了保持勞動力之間的互聯互通而局限所有的通信設備於單一品牌，或者被逼購買整
個新產品系列。

釋放您員工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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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頻和視頻會議已經成為了商業通信的強大工具，既可簡化協作，也可打破地域限
制，促進大量信息的實時交換；而通過 Deltapath 與杜比 Voice 的集成，音視頻會議更
提升到一個全新的境界。

聽而知聞

通話有了杜比 Voice 的支持就如同被我們的虛擬音控服務著，參會者將不
必
再調整席位，以便更接近會議設備。此外，沒有人會再需要重複剛剛在會
議室角落的發言，所有聲音都可以被拾取並傳達到會議設備的另一端。

會議永遠不會再被無休止的干擾影響！

有了 Deltapath 解決方案，不管參會者
身處會議室的任何角落，聲音都能被拾
取，並且始終清晰。 Deltapath 的虛擬
音控實時監督並調整您的每次發言，以
確保整個通信體驗流暢舒心。使用了適
合的解決方案，公司從此就可以投入最
小的工作量和時間來實現最大的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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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path 移動應用 Deltapath Mobile 讓您快速、安全且
靈活地通信和協作。Deltapath Mobile 讓用戶能隨時隨地應
付各種情況，同時保持高保真度的非凡音質。Deltapath
Mobile 也同樣採用了杜比 Voice 技術，這意味著您無需身
處辦公室使用固定設備也可享受良好的通信和協作。您的虛
擬音響人員將與您同行。

通過 Deltapath 的移動應用隨時體驗杜比 Voice

Deltapath Mobile 是員工桌面電話的擴展。當員工
的桌面電話響鈴時，Deltapath Mobile 也會同步響
鈴。倘若員工需要經常離開辦公桌，它可以杜絕未
接來電，並提高客戶滿意度和客戶關係。

致電其他人進行協作對話，或通過
視頻通話擴展通信。

發送文字消息給個人或群組以保障機密性和隱私。
通過發送圖片和其他文件來豐富您的文本對話。

如果您屬於呼叫/代接組，並且需要接聽指定分機
的來電，可以將代接鍵添加到 Deltapath 
Mobile。

使用 Deltapath Mobile 推動並加速
業務成果，提高專業生產力，並加
強工作關係。



Deltapath® Acute™ | 5

» 使用 Deltapath的 Meet Me Now Conference 在任何地方發起音頻會議。
• 直接從移動應用邀請參會者。
• 可根據每個與會者的參與級別來控制與會者是否可以在會議期間收聽和
   說話、只聽或只說話。也可以將管理權限授予會議參與者。

在 Deltapath Mobile 上主持音頻會議

口袋裡的會議設備

無論您身在何處，每個聲音和想法都一定能被聽到

試想，您與您的團隊正在會議室裡就一個議題埋頭討論；此時，你們突然希望以
電話接入另一位隊員加入討論，但會議室裡卻沒有任何會議設備，那麼您該如何
聯繫那位參會者呢？

當設備另一端的參會者也使用 Deltapath Mobile 或杜比會議電話，您可以輕鬆地
將 Deltapath Mobile 轉換為隨身的音頻會議設備。您只需撥打或接聽電話，然後
將手機置於揚聲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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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工作場所有一個新的準則。機場、火車站、甚至人行道都可以成為那些希望隨時保持聯繫和生產力
的人士的臨時工作場所。因此，Deltapath 為您提供具有音頻會議功能和最佳噪音消除技術的移動應
用。在辦公室外打電話時，您不再需要擔心背景噪音。您也永遠不必將自己的麥克風靜音以阻止背景噪
音。故此，您也不會因為在談話時忘記取消靜音，而浪費了與您的團隊共享信息的時間。使用
Deltapath 和杜比 Voice，背景噪音像魔術一樣消失，揚聲器裡只留下發言者清晰透徹的聲音。

杜絕噪聲污染

在這兩種場景下，採用杜比 Voice 技術的 Deltapath Mobile 都能提供清晰、高品
質、噪音消除的音頻，讓每個人都能清楚聽到會議內容。同樣重要的是，參與者不必
笨拙地蜷縮在設備周圍以便被聽到，因為最先進的拾音技術讓您的麥克風可
以拾取拾取4.5米範圍內的聲音。

或者，您可以使用 Deltapath Mobile 移動應用上的 Meet Me Now Conference 按
鈕加入音頻電話會議。只需呼入會議並將手機置於揚聲器模式即可。

為會議創造一個舒適的對話環境，溝通不受干擾，
大家共商協作，就能提高生產力。

Deltapath® 支援杜比 Voice®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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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path Mobile 產品規格 | 世界級沉浸體驗手機

» iPhone, iPad – iOS 9 或以上
» 安卓電話及平板 – Android 4 或以上

兼容硬件

» 提供錄音室般的音質
» 因應聲音變化（太柔和或遙遠）自動調整至理想音質
» 最大收音範圍4.5m（硬件）
» 背景噪聲消除（不影響人聲語音）
» 空間語音技術使與會者聲音猶如在不同位置發聲
   • 各與會者的語音分離
   • 空間感使聲音不相互干擾
» 與其他業界領先的高清編碼相比，使用更低的帶寬
   • 平均帯寬: 上載12.46 kbps / 下載 47.71 kbps
   • 最高帶寬: 上載49.36 kbps / 下載 128.03 kbps

杜比 Voice

可能您曾希望自己在語音會議中可以有個能預知一切的水晶球，讓您
您知道會議中誰已準備發言，以免多個對話交織在一起，導致最後
所有人都不得不再講一遍。

有了 Deltapath 解決方案，每個發言者的聲音都來自一個獨立的方
位；聲音就好像是從您身後，左邊或右邊，甚至您面前發出。我們的
虛擬音控為您提供高辨識度的通話體驗，即使參會者們同時說話，聲
音也不會混合在一起，所以您總能聽到其他人的發言。

清透如晶

在 Deltapath，我們不會以未來的願景來博取關注，卻不兌現我們的承諾。立即行
動，體驗 Deltapath 與杜比 Voice 為您帶來的新時代非凡音質、溝通和協作平台。

立即行動

來體驗 Deltapath 方案引人入勝之處 - 每個人都可以平等參與，以便推展
團體協作，提高工作效率。

» 無論何時何地，簡易接入語音電話會議
» 主動接入與會者參與語音會議
» 鎖定語音會議室，防止竊聽
» 中斷與會者語音連綫
» 控制與會者開關靜音模式
» 管理與會者的接入權限
   • 管理員權限
   • 允許收聽及發言
   • 只允許收聽
   • 只允許發言

應用杜比 Voice 的 Meet Me Anywhere 會議

» 與用戶的公司分機號配對
» 可選擇在公司座機電話或使用手機應用接聽來電

來電同步響鈴



通話記錄
» 通話記錄：未接、已接和已撥
» 列出每個通話的接聽時間及持續時間
» 一鍵撥號
» 從通話記錄儲存電話號碼到設備的電話簿
» 從通話記錄發送即時訊息

通話
»語音或視像通話 
   •可設定開關視像通話
   •可設定視像通話速率
        - 256 kbps
        - 384 kbps
        - 512 kbps
        - 768 kbps
        - 1152 kbps
»多方通話
    •列出通話名單
    •在多個通話中切換
    •支援最大10個來電等待或多方語音會議
    •合并多個通話至多方語音會議
    •將電話會議分拆為個別通話
»縮小或移動視像會議視窗
    •實時小視窗
    •視像會議中仍能使用其他功能-發送即時訊息、查看通      
      話記錄、搜尋聯絡人等
»支援 SIP URL 撥號
»一鍵收聽語音留言
»直接增加聯絡人至手提電話電話簿或 Deltapath 電話簿
»盲轉綫
»咨詢式轉接
»來電轉駁
»管理號碼及時段狀態

    

聯絡人
 » 整合及使用多個電話簿
    • 在電話薄增加、查找及撥打聯絡人電話
          - 設備上的電話簿
          - Deltapath 上的私人、部門或全平台電話薄
    • LDAP/Microsoft AD 企業通訊錄

即時訊息
» 即時單對單或群組訊息
» 支援最大100人群組
» 跨服務器訊息傳遞
» 訊息提示（開/關）
» 字體大小設定 - 小、中、大
» 訊息時間顯示
» 未讀訊息提示
» 複製、刪除或轉發訊息
» 回復指定訊息
» 發送語音或視像訊息
» 發送圖片
» 支援表情圖標Emoji應用
» 每個對話均設獨立媒體櫃（僅限iOS）
» 預覽
    • iWork 文件
    • Microsoft Office文件 (office ’97 或以上)
    • RTF 文件
    • 圖像
    • csv 文件
    • PDF 文件
    • USDZ 格式的3D 模型文件
    • MOV
    • MP4
    • public.text格式的UTI文本

» 呼叫/代接組成員可添加最多三個快捷鍵

呼叫代接

» SIP over TLS
» SRTP
» 手機被盜或遺失時遠端鎖定 Deltapath Mobile

安全與加密

» DVC-2, G711U, G711A, G722, iLBC, H264

編解碼

» WiFi
» 3G/4G

網絡

» 自動在用戶登入時將配置數據發送到用戶設備
• 電話薄
• SIP賬戶憑證
• 語音編碼協定偏好

自動配置

用戶界面

•語音會議室
•即時訊息群組設定
•轉接規則設定

» 掃描QR碼登入

關於 Deltapath
Deltapath 將企業從阻礙有效通信的障礙中解放出來，並通過能滿足企業需求的創新技術革新企業的通
信方式。

我們專營於將不同的通信平台、音頻和視頻設備、電話，台式機和移動設備結合在一起的解決方案，以
使通信變得容易且直觀。

我們相信，每個解決方案都應體現簡單性，並在適當的時候為用戶提供合適且觸手可及的通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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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信息
如有意了解更多有關 Deltapath 統一通信平台的資訊，請聯繫您就近的 Deltapath 銷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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