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验身临其境的视频会议现场。罗技® C930e 网络
摄像头可在几乎任何环境提供清晰的音画质量，即
便暗光条件下也不例外。C930e 具备 1080p 高清
画质、90 度宽阔视野、画面水平、垂直位移和 4 倍
数码变焦功能，出色的网络摄像头性能带来卓越的
视频会议体验。

即使在带宽有限的情况下，也能持续提供出色
清晰视频，提高会议效率。C930e 网络摄像头
支持 H.264 UVC 1.5 搭配可伸缩视频编码，大幅
降低对电脑和网络资源的需求。并且支持 USB  

即插即用，安装快捷，操作简便。 

C930e 具有商业级认证和与罗技协作计划 (LCP) 

成员3的更高集成度，您可使用任意视频会议应用
程序胸有成竹地进行下一次演示或视频会议。 

广角。广阔。 
广所未见。

罗技网络摄像头 C930e  



罗技网络摄像头 C930e

悦达889中心
上海市静安区长寿路1111号25楼
邮编200042

1 适配 Skype® for Business、Cisco®和罗技协作计划 (LCP) 成
员，包括 Vidyo、Zoom 和 Lifesize Cloud。获取完整名单及
最新信息请访问 
www.logitech.com.cn/zh-cn/video-collaboration/
partners.html。

2 了解最新版本信息请访问  
www.logitech.com/ciscocompatibility。

3 包括 BlueJeans、BroadSoft、Lifesize、Vidyo 和 Zoom。
获取完整名单及最新信息请访问 www.logitech.com/lcp。

www.logitech.com/C93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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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Webcam C930e 
部件号：960-001006 
UPC: 6920377901899

  系统要求 
 
Windows® 7、Windows 8 或 Windows 10

Mac OS X® 10.7 或更高版本

2.4GHz Intel® Core 2 Duo 处理器

2 GB 内存或更高

用于存储录制视频的硬盘空间

USB 2.0 端口（支持 USB 3.0）

产品包装内容

罗技网络摄像头 C930e

外置隐私镜头盖

入门指南

产品尺寸 + 重量

不含固定夹 
宽 94 毫米（3.7 英寸），高 29 毫米（1.14 英寸）， 
深 24 毫米（0.95 英寸）

含固定夹 
宽 94 毫米（3.7 英寸），高 43 毫米（1.7 英寸）， 
深 71 毫米（2.8 英寸），重 162 克（5.7 盎司）

包装尺寸 
180 x 135 x 81 毫米（7.1 x 5.3 x 3.2 英寸） 
重量：393 克（13.9 盎司）

高清 1080p 画质 (30 fps)

为会议通话呈上生动逼真的高清视频，清晰展现与会者
的表情和动作等非语言信息。

商务网络摄像头中前所未见的超宽视野

扩展至 90 度的宽广视野，是用白板或演示程序做演示
的理想之选。

H.264 UVC 1.5 搭配可伸缩视频编码

摄像头直接进行视频处理，并根据可用比特流进行动态
调节，解放 PC 带宽。可为 Skype® for Business 等应用
程序带来更流畅的视频流。

罗技 RightLightTM 2 技术和自动对焦

网络摄像头可进行智能调节，在不同距离的暗光条件下
均可增强画面质量。

4 倍全高清数码变焦

1080p 画质下实现 4 倍变焦，以高清晰度呈现通话、视
效和演示的丰富细节。

画面水平、垂直位移和变焦选项

进行桌面视频会议时，可通过在 90 度视野内水平、垂直 
移动画面和变焦以突出重点内容。2

专业认证

通过 Skype for Business 认证，兼容 Cisco®2，并增强与
罗技协作计划 (LCP) 成员3的集成，优化了搭配大部分商
业级视频会议平台的使用体验。

精密玻璃镜头

即便在近距离展示文档内容、白板字迹或产品演示时，
仍能享受清晰入微的图像。

便捷隐私保护

方便易用的镜头盖，让隐私性与安全性更上一层楼。

USB 连接即插即用

无需安装额外软件，即可轻松连接 PC 或 Mac®。

多种安装选择

使用随附的固定夹或三脚架安装螺纹，可根据需要自由
安装摄像头至任何位置，无论是 LCD 屏幕、笔记本电脑
上还是置于桌面。

麦克风：(TX)

类型：双向 ECM

频率响应：100 Hz – 7 KHZ

灵敏度：-45 dB ±3 dB

失真：<10% @1kHz，10dBPa (MRP) 输入

工作电压：1.4 – 5.0V DC

扬声器：(RX)

频率响应：150 Hz – 7 kHz (ITU-T TIA920)

灵敏度：1KHz 时 3dB ±3 dB，输入 1mW/4153 型仿真耳

失真：<4% @1kHz，0dBm0，1kHz

符合 EN60950-1

功能亮点

技术规格

质保

3 年有限硬件质保

兼容性 

通过 Skype for Business 认证，兼容 Cisco2，并增强与罗
技协作计划 (LCP) 成员3的集成，优化了搭配大部分商业
级视频会议平台的使用体验。

软件下载 

可选摄像头设定应用程序，提供画面的水平、垂直位移
和变焦选项。

下载请访问：www.logitech.com/support/c930e



对比 C930E 与其他摄像头。
下载视频协作网络摄像头对比表，比较我们整个网络摄像头 

系列产品的特性

欲了解有关罗技视频协作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logitech.com.cn/zh-cn/video-collaboration.html

视频库 智囊团 产品信息客户案例

下载对比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