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视 Christie Brio 助力西佛罗里达大学创新研究所实
现更多协作

客户:

案例研究

地点：

西佛罗里达大学创新研究所

美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行业/市场：
教育
合作伙伴：
Technical Innovation
要求：








使用简便
灵活
无线方式
无缝系统集成
实时视频会议
多媒体内容共享

由于科视 Christie Brio 在多媒体内容、多设备和多平台支持方面的灵活性，使得
创新研究所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变得轻松顺畅。

结论
西佛罗里达大学创新研究所最终选择了科

科视 Christie Brio 在教育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当人们为完成清晰的目标而集思广益并

在研究所创设之初，他们就对适合其独特要

对问题进行共同探讨时，可以实现有意义

求的协作解决方案展开了评估。根据其系统

的创新成果。美国西佛罗里达大学创新研

集成商 Technical Innovation 的建议，创新研究

究所主要关注对各种创新潜力的挖掘，以

所决定考虑一下科视 Christie® Brio。在研究了

便应对在环境学习方面所面临的主要挑

Brio 的功能特性后，团队发现它能够提供他们

战并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结果。他们尊重

所需的一切。

原始创新，同时又将它同一套以过程为导
向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方法结合在一起。

轻松协作

这个团队中包括各领域的专家–从教育到

“我们希望团队成员能够通过他们习惯使用

政府部门，再到工业、科学及美术领域。
为了获得创意，研究所努力确保为团队成

的任何设备参与进来，用该设备进行连通和
协作，而无需在一堆杂乱的线缆中折腾或是

员提供一个协作环境，使他们能够打破常

要依靠技术支持人员的帮助。科视 Christie

规，积极分享，并且全身心投入工作。研

Brio 为我们提供了灵活和轻松的互动性，这对

究所还为团队成员提供了一流的技术和

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工具，以保证他们始终将注意力放在解决
问题以及提出可行性的奇思妙想上。

DAVE Dawson 博士
创新研究所研究员

视 Christie Brio 来为其协作项目提供支持，
以便开发和提供能够满足教育方面最苛刻
要求的解决方案。
产品：



科视 Christie Brio

结果：
通过科视 Christie Brio，创新研究所的团队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们紧密协作、
取得了更多的成就。

作为一种即插即用式装置，科视 Christie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将用户放在体验的中

Brio 可实现无线并且实时的多媒体、多设

心位置上，打造一种能满足用户要求的可

备和多平台内容共享–每个装置可接受最

行的设计。我们能够从中采用一种‘反向设

多达 5 项内容来源。科视 Christie Brio 不

计 ’ 过 程 ， 来测 试 并 获 得 正确的 解 决 方

需要再安装额外的接线、加密狗、硬件或

案。”~ 西佛罗里达大学创新研究所

软件，可减少杂乱，使用简便。Dawson
博 士 解 释 了团 队 选 择采 用 科视 Christie

仅仅一年的时间，创新研究所就在规模扩

Brio 的原因，“我们觉得它最大的好处是解

张了一倍，承担的责任（为整个佛州诸多

决方案非常简易。科视 Christie Brio 让我

组织）也大幅度上升。他们正进一步扩展

们能够以一种非常自然的使用方式来同

现有空间，打造“更具创意的实验室”–这是

我们的系统进行交互。”

一种可以让他们采用其设计思考模型的
高度协作性环境。这些实验室将会比目前

Dawson 博士还表示，“在我们将该系统整

的实验室更加“面向公众”，参与者更多。

合到网络中并能够使用之后，我们就立即

他们心里面已经有了计划，正在盘算如何

对其性能表现感到大为满意。它完成了我

将科视 Christie Brio 整合到新的实验室中。

们让它做的每一件事。实际上甚至有一些

正如 Dawson 博士说的，“科视 Christie Brio

以前并没有期望的事，但由于 Brio 的强大

是实施这种扩展所需的一个必不可少的

功能，这些都实现了。”

组成部分。使用后，您一定会喜欢上它。”

比如有一些功能，包括在多个内容来源之

联系科视 Christie

间进行轻松的远程切换，并从任何移动设

敬请同我们联系，了解科视 Christie 解决

备上对该内容进行管理。人们不仅可以放

方案能够为您提供哪些帮助。

通过科视 Christie Brio，创新研究所可以轻
松开展音画品质俱佳的视频会议。

置内容，让其显示在一个显著位置上，而
且参与协作会议的每个人都能对音频进
行远程控制。团队成员和参与者们已经体
验到了科视 Christie Brio 的灵活性所带来
的巨大价值，Brio 能够让他们将精力放在
协作和开发解决方案上，而无需在使用技
术上分心。“我们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我们
能对信息进行轻松地比较，作出更理想的
决定，” Dawson 博士说。

通过科视 Christie Brio，创新研究所能够使
协作团队将注意力全都放在如何提供以
客户为中心的解决方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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