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灵巧 
更强大

罗技® 智能底座集线盒将庞杂的 AV 线、数据线和电源线整合到单条 CAT 网线中，简化了智能底座的布线。智能底座集线盒
包括一个安装于罗技智能底座下部的基座和一个可隐藏在房间前部显示设备背后的小巧延长线盒。不必再贯穿全屋布设数条
线缆，安装人员只需用 CAT6 线缆（最长 15 米）连接智能底座集线盒的基座和其延长线盒，再将 AV 线、USB 线和电源线连
接到延长线盒即可。

对于 Microsoft® 软件体系之外的会议，智能底座集线盒提供了 AV 直连功能，可直接调用会议室摄像头、扬声器麦克风和显
示设备。现在，您的 Skype 会议室中的设备可以与 Cisco WebEx®、Zoom、BlueJeans 等多数主流会议或网络会议服务搭配使
用了。

搭配了集线盒的罗技智能底座，让安装更清爽快捷，提供更大的房间布局空间，让 Skype Room Systems 的应用范围更加
广泛。

罗技智能底座集线盒

线缆整合 
智能底座集线盒让会议桌与前部的线缆管理变得简单，
并且无需购买和安装单独的 USB 和 HDMI 延长器。智能
底座集线盒配有一个外观沉稳的智能底座连接基座，以及
一个轻便小巧的延长线盒，创造性地将 USB 线、双 HDMI 
线、数据线和电源线缆整合到单根 CAT6 网线中。

扩展房间布局
将智能底座放置于会议参与者可轻松操作的位置，即使
与壁装显示设备分踞房间两端也无妨。智能底座集线盒
通过一根最长 15 米的 CAT6 网线传输数据、音频、视频
和电源，您可以在桌下、墙内，天花板之上以及标准线
槽和线管中轻松布线。

AV 直连
为更好地利用 Skype Room Systems 的丰富功能，智能 
底座集线盒增加了直连功能，可进行本地演示以及参加
外部会议。要使用房间内显示设备进行幻灯片和文稿的
演示，只需通过 HDMI 连接笔记本电脑即可。需要参加  
Microsoft 软件体系之外的会议或网络会议？在笔记本
电脑中加入会议，并通过 HDMI 和 USB 连接至智能底座
集线盒。现在，笔记本电脑可以调用房间内的摄像头、
扬声器麦克风和显示设备搭配 Cisco WebEx、Zoom、 
BlueJeans 及多数主流会议或网络会议服务使用了。

轻松插拔线缆
连接稳固且插拔轻松的安装机制，让 AV 线缆与智能
底座集线盒基座稳固连接。通过连接两端的 CAT6 网
线，用户可以轻松移动智能底座集线盒而不会影响电
源、USB 和 HDMI 连接。

罗技 CC3500e 集线器
通过集成的罗技 CC3500e 视频协作集线器，可将扬声
器麦克风连接至智能底座集线盒基座，将摄像头连接至
其延长线盒，减少桌面布线。

特性与优势



罗技智能底座搭配 Microsoft Surface Pro

兼容性 
Microsoft：Skype Room Systems 软件

其他供应商：智能底座集线盒让房间内的摄像头、扬声
器麦克风和显示设备可通过 AV 直连功能搭配用户的笔
记本电脑使用，使 Skype 会议室可为 Cisco WebEx、 
Zoom、BlueJeans 及多数主流会议或网络会议服务所用。

智能底座集线盒基座

罗技智能底座至智能底座集线盒基座： 

双 HDMI 输出端口，最高支持 1080p60 

HDMI 输入端口，最高支持 1080p30 内容共享 

USB 2.0 端口 

电源接口

智能底座集线盒基座至桌面电脑： 

HDMI 输入和 HDMI 直连适配器 

USB 2.0 端口（用于 AV 直连时连接笔记本电脑和室内摄
像头及扬声器麦克风） 

罗技 CC3500e 扬声器麦克风接口

智能底座集线盒基座至其延长线盒： 

一个千兆以太网 (RJ45) 端口

HDMI 直连适配器

HDMI 输入，用于内容共享和 AV 直连显示 

HDMI 输出，用于连接智能底座集线盒基座

 
智能底座集线盒套件延长线盒

两个增强 HDMI 输出端口，最高支持 1080p60 

两个 USB 2.0 端口

罗技 CC3500e 摄像头接口电源（使用智能底座随附的
电源线缆）

FCC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智能底座集线盒基座

智能底座集线盒套件延长线盒 

HDMI 直连适配器

5 米 CAT 6 AWG 23 SFTP 以太网线（支持最长 15 米线
缆，需另配）

3 米 Micro USB 至 USB Type A 线缆，用于 AV 直连

3 米 HDMI Type A 至 HDMI Type A 线缆

线缆扎带

基座螺丝 

螺丝刀

用户文档

CN：960-001216

智能底座集线盒基座 
高 x 宽 x 深：  
46 毫米 x 206 毫米 x 206 毫米

智能底座集线盒套件延长线盒 
高 x 宽 x 深：  
30.9 毫米  x 143 毫米 x 143 毫米

HDMI 直连适配器 
高 x 宽 x 深：  
13.5 毫米 x 26 毫米 x 123.2 毫米

系统需求

产品规格 - 连接 认证

质保

盒内包装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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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罗技 SKYPE 会议室解决方案

兼容 Microsoft Surface Pro

可通过标准线管布线

集成罗技 CC3500e 连接端口

CAT6 延长线盒

HDMI 内容共享

AV 直连

线缆类型 CAT 6 AWG 23 SFTP

最长 15 米（6毫米）

5 合 1 专用线缆

5 米（14 毫米）

各端口线缆

3 米（大于 14 毫米）线缆长度（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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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线盒套件

智能底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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