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path Meeting Cloud
最安全的视頻会议云服务

许多企业正在踏上数字化转型之旅，展望着拥有最新最强的协作和通信方式的未来。这一趋势也推
动了云端技术的应用，因为许多企业认为这是成功的必然因素，这将成为他们的竞争优势，并使他
们与成为真正数字企业这一目标更接近。在 Deltapath，我们通过云端解决方案帮助各种规模的企
业从战略上对其数字化转型产生积极影响。

什么是 Deltapath Meeting Cloud?
Deltapath Meeting Cloud 为您提供高度安全的云端视频会议服务，所有通信数据都是通过网络传输
和存储，使您在遵守法规要求的同时，可以随意享受公共视频云端供应商所提供的便利。

它是如何运作的?
会议和协作解决方案可由企业在内部私有网路下托管。除了互操作性，用户还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喜欢
的设备参加会议，包括 Cisco、Avaya、Poly / Polycom、Lifesize、传统 H.323、笔记本电脑或移动设
备。

在网络上安装虚拟机器，用于主持和参与具有最高安全级别和加密程度的视频会议。外部参会者
可以通过输入不可重复的一次性会议代码加入您的会议。
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网络中构建多个虚拟机器，并为您的企业提供自动故障转移和自动重定向功能，以
将其部署到距离您的用户最近的服务器，从而减少延迟和跨太平洋/跨大西洋链路的带宽利用率。
绝对安全的会议记录。文件均被存储在网络上的加密数据库中。我们从不收集或出售任何数据，
您拥有绝对的数据主权。

它有什么好处？
用户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而体验到不同的互联网连线质
量。互联网在带宽、数据包丢失和延迟的影响下尽力提供最佳
的数据传输。因此，企业通常会选择租用私有电路或 MPLS 电
路用以在其企业内部创建自己的专用网络。在这类设置中，将
视频会议路由到公共互联网会使能保证连接质量的专用电路投
资落空。此外，即使已将信息加密，将敏感会议信息路由到公
共互联网也会导致其他安全风险和合规性问题。

在您需要时连接到您的下一个视频会议
Cisco、Avaya、Poly / Polycom、Lifesize、
传统 H.323、笔记本电脑或移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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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path Meeting Cloud
重要功能
✓ 开放式标准 SIP 视频会议室系统
✓ H.323 视频会议室系统
✓ 使用网页浏览器 (WebRTC) 加入会议
✓ 适用于 Windows 和 Mac 的 Deltapath Meeting 应用程序
✓ 采用杜比降噪技术的语音拨入
✓ 锁定和解锁会议
✓ 内容共享
✓ 主机密码
✓ 访客密码
✓ 一次性访客访问
额外功能
• 网络研讨会市政厅
• 视频录制

SHARE
CONTENT
TEXT

OTHER
PARTICIPANTS

TAKE

SCREENSHOTS

Deltapath Meeting Cloud | 3

了解为什么 Deltapath
是受信任的云端服务供应商
准备就绪

什么云端解决方案适合您?

Deltapath 的专有技术是从头开始构建的。这意味着
我们拥有这项技术，并且可以一直使用它。我们专注
于创新、需求、可行性和优化的技术在过去十多年日
趋成熟。因此，我们针对云端及公共互联网的技术优
化，能帮助您实现、管理和支持您的通信需求。

一体化解决方案

Deltapath 的云端解决方案可以私下托管在您的网络
上，因此您有完全控制权。对于顾虑安全风险而没有
互联网连线的企业，以及必须遵守法律和行业法规以
防止其将数据移至异地的企业而言，这是一个理想的
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您可以选择将其整个 IT 管理需
求外包，并由 Deltapath 提供所有云端服务。

减少和简化

Deltapath 提供了一个一体化解决方案，通过最大限
度地减少企业为实现愿景和目标所需供应商和专家的
数量，来简化业务。

规模

我们的云端解决方案能减低您的基础架构成本并简化
管理，因此您可以将资金和资源转移至业务转型上，
并保持竞争力。

数据主权
Deltapath Cloud 通过隔离数据将安全风险降至最
低。由于数据从未共享，因此数据也不会混合。这使
得我们的云端解决方案成为必须符合数据隔离要求的
企业的理想之选，例如金融、医疗保健和政府机构。

我们让您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并能适应您业务上的
波动。我们的按需模型可随时提供计算和存储容量，
助您实现大大小小的计划。

灵活性

质量
如果您使用 MPLS 或专用租用电路来运营网络，则可以
受益于我们的专用托管云端。在该云端上，网络中的所
有流量都以最小的延迟和优质服务水平保证传输，从而
提高文字的传输速度以及提升语音和视频质量。

操作的灵活性使您在运行的软件版本、配置选项和计
划升级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您可以持续遵
守变更的管理规则、ISO 制定的准则以及其他规则和
法规。

可用性和监控

安全性

我们的团队位于北半球和东半球，这使 Deltapath 可
以全天候监控服务器，从而为您提供 99.999％的可
用性。我们的云端基础架构托管在通过高级网络主干
网连接的多个大洲中。

隐私和安全均为核心业务问题。Deltapath 设计、构
建和维护了一个安全并具有多层防御的统一通信解决
方案。阅读我们的《隐私和安全手册》，以了解我们
为保护您而采取的步骤。

关于 Deltapath
Deltapath 将企业从阻碍有效通信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创新的技术，满足企
业所需所想，革新企业的通信方式。
我们专注于将不同的通信平台、音频和视频设备、电话、台式机和移动设备整合
在一起，通过这样的解决方案使通信变得容易且直观。
我们相信，每个解决方案都应体现简单之美，并为用户提供及时且触手可及的通
信方式。

订购信息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 Deltapath Meeting Cloud 的信息，请联系我们的
Deltapath 销售代表。

CN
HK
TW
USA
NZ
JP
PH

+86 21 8037 9566
+852 3678 9999
+886 2 7728 3099
+1 408 707 3299
+64 9 886 9799
+81 3 3527 7899
+63 2 8790 0295

cn.deltapa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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