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普通底座更智能。

罗技智能底座
罗技™ 智能底座是一个能够为 Skype Room System
协作体验带来颠覆性升级的音视频控制台。只需
走进会议室并轻触加入开始您的会议。
与 Microsof t ® 合作设计而成，智能底座可为
Surface® Pro 提供扩展接口，可支持双 HDMI 显
示器1、三个 USB 3.1 端口与千兆位以太网，让 IT

管理员能够连接罗技视频会议系统等推荐设备。
内置运动传感器能够在有人进入房间时激活系
统。借助 1080p HDMI 输入，与笔记本电脑的
内容共享易如反掌。选配智能底座集线盒套件
将 HDMI、USB 和电源线整合到单条 CAT6 网线
中，进一步减少线缆，让桌面更清爽。可旋转式

铸造金属底座为 Surface Pro 提供更为稳固的保
护。防松螺丝加上肯辛通锁的组合，让平板电
脑始终就位并随时可用于会议。
智能底座集优雅的外形与全面掌控的功能于一
体，始终如一地带来出众的 Skype for Business
协作体验。

罗技智能底座

智能底座 + 延长线盒

智能底座

智能底座 + 集线盒套件

功能与特性
音视频控制台
智能底座与 Microsoft Surface Pro 搭配，可优化会议空
间内的 Skype Room System 协作体验。将笔记本电脑留
在您的座位上不动，直接去往开会场所，仅需轻触加入
即可开始优化的 Skype for Business 视频会议。
Surface Pro 强大且稳固的支持
防松螺丝与肯辛通锁可提供更强的安全性，帮助确保
Surface Pro 始终就位、保有电力、随时可用于最为重要
的会议——您的会议！
可旋转的铸造金属制成平台
结构坚固且外形优雅的底座以高端的工业设计为 Surface
Pro 提供坚实支撑。
与 Microsoft 合作设计
罗技与 Microsoft 紧密合作，确保完全且无缝地与 Surface
Pro 及 Skype Room System 集成。

产品规格

Surface Pro 4 的扩展接口
配备双 1080p 显示端口、一个用于 1080p 内容共享的
HDMI 输入、三个 USB 3.1A 型接口、千兆位以太网和一
个耳机麦克风迷你插座。
红外运动传感器
方便易用，当在会议空间感测到运动物体时唤醒系统，
并在房间无人时启用节能休眠模式。
方便快捷的布线解决方案
通过各自线缆将音视频设备和电源连接至智能底座，或
在两款布线解决方案中选择适合您的方案来优化设备部
署。对于较小的房间，智能底座延长线盒随附一根 5 米
线缆，以及一个可放置于房间前端的集线器，可方便连
接音视频设备和网络连接。对于较大的房间和更高标准
的线缆管理，智能底座集线盒套件将 HDMI、USB 和电
源线集成至单条 CAT6 网络线缆（最长 15 米）中，可轻
松在标准 3/4 英寸线管中进行布线。

产品尺寸

智能底座
部件号：960-001112
UPC：6920377905392

智能底座
239 x 334 x 209 毫米
2738 克

延长线盒 + 5 合 1 线缆
部件号：960-001119
UPC：6920377905408

HDMI: 3 米
网线：3 米
电源线：3 米

智能底座集线盒
部件号：960-001216
UPC：6920377907952

延长线盒 & 5 合 1 线缆
34 x 128 x 128 毫米
360 克
线缆长度：5 米
线缆直径：14 毫米

价格不含 Microsoft Surface Pro 和 Skype for Business
会议室客户端1。

系统要求
Core i5 版 Microsoft Surface Pro 4 或
Core i5 版 New Surface Pro 或更高版本 (2017)
Microsoft Windows 10 企业版
Skype Room System 软件
适用于 Skype for Business 2015 或更高版本的会议室资
源账户

智能底座集线盒
基座：
46 x 206 x 206 毫米
集线盒套件延长线盒：
30.9 x 143 x 143 毫米
CAT6 线缆：
5 米（随附）
最长 15 米

认证
FCC
质保
2 年有限质保

罗技视频协作产品（建议）或其他 Skype 认证音视频
设备2
100-240v 交流电源

2018 年 8 月发布

兼容 USB 摄像头和扬声器麦克风
智能底座兼容可支持 Skype 的多数主流音视频设备，包
括罗技的一体式和模块化视频协作产品系列。
已针对 Skype Room System 优化
智能底座能够以低成本提供共享会议空间内优质的 Skype
Room System 协作体验。

盒内包装物品

通过支持 DHCP 的以太网接入互联网
带 HDMI 输入的外部显示器或投影机

www.logitech.com/SmartDock

罗技 CC3500e 集线器
智能底座延长线盒和智能底座集线盒套件均集成了罗技
CC3500e 视频协作集线器。使用智能底座集线盒，可直
接将 CC3500e 的扬声器麦克风连接至集线盒基座，以减
少桌面线缆。

悦达 889 中心
上海市静安区长寿路 1111 号 25 楼
邮编：200042
1
获取价格信息，请联系您的渠道经销商。
2
获取罗技视频协作产品的捆绑套装，请联系您的渠道经销商。

智能底座
电源线缆
以太网线
两条 HDMI 线缆
安装工具
用户文档
罗技智能底座
延长线盒 + 5 合 1 线缆
延长线盒
5 合 1 线缆（5 米）
VESA 安装板（100x100 毫米）
钩环垫
用户文档
智能底座 + 延长线盒 + 5 合 1 线缆
智能底座全部配件以及
延长线盒 + 5 合 1 线缆
智能底座集线盒
集线盒套件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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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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