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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发布新闻稿  

⼀体化商务平台的专业解决⽅案 

梳邦再也，2016 年 8 月 16 日——Panasonic 今日为现有的⼀体化商务解决⽅案系列推出了新的系统解决⽅案产品。
Panasonic 共推介 8 件新产品，扩⼤了⼴泛的商务解决⽅案系列。 

今日也发布了 Panasonic 的主题——代表着专业解决⽅案（Professional Solutions）的 PROs。此主题印证了
Panasonic 旨在提供端到端商务完整解决⽅案、提⾼⽣产⼒和效率的目标。 

所推出的新产品包括： 

1. KX-NSX 通讯服务器 : KX-NC1000 & KX-NC2000 
多功能的通讯服务器能让多达 2000 名用户由单⼀地点或多个地点连接⾄⼀台服务器上以加强沟通效率。
（仅限于型号 KX-NC2000）KX-NSX 系列备有最先进的功能，如⾏动装置⼀体化、监控摄像头连接，并易
于与联络中⼼和酒店应用程序连接。 

2. ⾼清视频会议: KX-VC1000 & KX-VC2000 
此系统让业者即使保持⼀定的距离也能有效率地沟通，为任何业务操作提供了便利。最⾼阶的型号，KX-
VC2000 能支援⾼达 24 个站点的同步视频会议。它能让多个设备（固定和移动）连接，达到更好的⼯作效
率。 

3. 视频管理软件：Video Insight 
动态和易于使用的视频管理软件（VMS）。Panasonic Video Insight 视频管理软件提供由单⼀地点集中监控
多个远程站点，并备有能够提升 Panasonic 闭路电视不仅仅是监控用途的智能化应用程式。此解决⽅案为
商务⼤楼提供了加强的保安管理、提供车牌识别、脸部识别，和⼀系列预防性的分析检测。 

4. IP 对讲系统 
这是⼀站式的居家安全⼀体化系统，能监视着家园的安全。轻易整合了闭路电视、紧急按钮、烟雾探测、
程控交换机（PBX）和移动系统，此系统是办公室和商业建筑的理想选择。 

5. 投影机 : PT-RZ970 & PT-RX570 
这款加强了精湛品质（影像丰富和耐用）的投影机，易于安装和激光技术的低维护要求，适用于精英专业
性能。作为预防措施，预警探测应用也⼀应俱全，能提⾼效率并减少停机时间。 

6. 多功能打印机: KX-MB500 
备有打印、扫描、传真和复印功能，这款打印机为办公场所提⾼⽣产⼒和效率。⽆线直接打印和 A3 打印
等附加功能让⽂件管理变得简易。 

7. ⾼速扫描仪 
此系列的扫描仪每分钟能够扫描多达 100 页，⾼速扫描解决了公司将资料数码化的要求需要。	
	
	
	
	

8. 专业 4K 相机 

新的 Varicam LT 体积小、重量轻，是 Panasonic ⼴播电视设备系列最新的产品。此专业相机具有逼真的⾊彩还原
度和影像稳定优化程序，是摄影师们如今竞相追求顶级影院画质的特点。	

	

马来西亚 Panasonic 的副董事总经理，Mr. Hiroyuki Muto 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向融合语音和数据平台的单⼀平台，
Panasonic 将继续推出以知识产权（IP）为 中⼼的产品，以提⾼⽣产率，同时降低整体拥有成本。” 

 “相比我们的竞争对⼿，Panasonic 的优势在于我们有⼀系列的⼴泛产品。通过整合它们，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用户提
供日常业务运营的⼀站式解决⽅案。客户不必联系多个供应商，因为我们便能够满⾜这些需求。Panasonic 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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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伙伴将能够向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其中包括咨询、系统设计、示范，产品，调配和售后服务⼀体化。” Muto 
补充道。 

Panasonic 设立了详尽的展览以展示刚刚推出的各种解决⽅案。本次展览将分隔成 5 个不同的⾏业，借此说明和展
示 Panasonic 商务解决⽅案如何能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客户的日常业务运作。 

1. 发展商产业 
这展出公寓或办公楼的管理，展示了由监控、门禁、视频对讲通讯解决⽅案和停车场管理系统组成的
Panasonic 超低压解决⽅案。 

2. 教育业 
展示教育设施的整体解决⽅案，其中包括： 
a) 教室、礼堂的通讯和视频解决⽅案 
b) 设施管理解决⽅案 
c) 后勤办公室的办公室和⽂件解决⽅案 

3. 旅游服务业 
这展示了酒店环境，现场演示了 Panasonic 通信、保全、⽹络和陈列解决⽅案 。 

4. 零售业 
这展出了零售商店的整体管理，专注于数字指示牌、橱窗展示、保全、销售点终端 POS 系统以及最新的
Panasonic 原创技术——Light ID， 通过光传送将数字指示牌和移动设备共享的详细信息说明发送的信息发
布技术。 

5. ⼴播和摄影业 
这是将电视演播室和 4K 制作团队的专业相机在⼯作室环境中展示。Panasonic 搭建了整组⼯作室就是为了
展示完整的⼴播设备设置。 

“Panasonic 企业集团将通过整合我们多元化的产品，继续推出专业解决⽅案以确保⾼⽣产率和更好的投资回报。除
了提供专业的咨询和系统设计服务，我们还致⼒于提供优良的售后保修服务，”Muto 说道。 

 

 

 

 

 

 

 

 

 

 

 

 

 



News Release                                
	

Page	3	of	3	
	

About Panasonic  

Panasonic Corporation is a worldwide lead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e electronics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for customers in the consumer electronics, housing, automotive, enterprise solutions and device 
industries.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18, the company has expanded globally and now operates 474 subsidiaries 
and 94 associated companies worldwide, recording consolidated net sales of 7.553 trillion yen for the year ended 
March 31, 2016. Committed to pursuing new value through innovation across divisional lines, the company uses 
its technologies to create a better life and a better world for its customers. To learn more about Panasonic: 
http://www.panasonic.com/global. 

About Panasonic Malaysia Sdn Bhd 

Panasonic Malaysia Sdn Bhd is a sales, service and marketing company for the Panasonic brand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ranging from audio visuals, home appliances, air conditioners, indoor air quality, solar 
business, digital & video cameras, professional broadcasting equipment, system solutions, telecommunications, 
health & beauty care, batteries and lightings. All Panasonic products are available through our authorised dealers 
nationw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anasonic brand and products,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panasonic.com.my 
or call our Customer Care Centre at 03-7953 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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