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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协作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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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技视频协作产品系列
概述

好的会议不仅只是一次出色的演讲。更重要的是与参
与者的交流。

罗技® 正在改变团队协作的方式 - 通过一系列兼具创
新性和精美设计的视频协作解决方案，以实惠的价格
满足不同尺寸房间的需求，跨越旧有边界，为视频协
作开辟全新可能。 

罗技视频协作产品系列均可提供清晰视频和通透音
频，为会议场所提供出色的视频协作性能。罗技网络
摄像头以高品质高清视频加强了桌面协作性，同时 

USB 耳机麦克风可提供清晰通透的音频性能。

此外，罗技视频协作解决方案均易于部署，并且可搭
配绝大多数视频会议软件应用程序，让您轻松上手。2 

凭借前瞻性的视野，罗技不断创新，致力于为用户
提供集前沿技术和以用户为本的设计于一体的优秀
产品。罗技 RightSense™ 主动技术可提供高效省心的
会议体验，清晰拍摄并收音会议桌旁的每个人。3 其
中，罗技 RightSight™ 摄像头控制技术可自动取景拍
摄与会者，罗技 RightLight™ 可优化光线以提供自然
肤色表现，同时罗技 RightSound™ 可自均衡语音音
量并抑制噪音，合力为用户提供效果更佳更智能的视
频会议体验。 

无论身处何地、采用哪种方式进行协作，视频会议都
轻松流畅。

增强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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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房间
团队协作

根据 Wainhouse Research 的调查数据4，有 40％ 的视频会议是从小型房间发起的，占比大于其他场
所。这些房间均有其独特的需求，例如一个可平移和俯仰拍摄的广角镜头，方便拍摄屋内的每个人，还
应内置音频以节省空间。罗技的小型房间解决方案专为这些严苛要求进行了优化，帮助商业客户充分利
用此类小型会议空间。此外，罗技视频协作产品均可兼容常用视频会议应用程序5，提供更轻松便捷的
协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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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技 CC4000e

小型房间

罗技 CC2000e

罗技 BCC950

CC4000E 配件

一体式视频协作产品，具有 120° 宽广视野、4K 光学5性能以及集

成音频组件。小型房间的理想之选。

货号 960-001104

配备蓝牙® 扬声器麦克风的便携视频协作产品，无论是在小型房

间、家庭办公室还是在旅途中，均可带来出色表现。

货号 960-001036

适用于私人办公室、家庭办公室和大部分各类半私密空间的桌面

视频会议解决方案。

货号 960-001005

•  即使座位离摄像头很近也能轻松拍摄。

•  紧凑设计，简化繁杂线缆

•  兼容多数视频会议应用程序5

• 3 英寸小巧外形内蕴含出众视听效果

•  内置可充电电池，无需外接电源，灵活便携

•  兼容多数视频会议应用程序5

•  一体式设计，小巧易用

•  清晰的高清视频和音频，实惠的价格

•  兼容多数视频会议应用程序5

最多 6 个座位

最多 6 个座位

最多 4 个座位

CC4000e TV 安装支架 

CC4000e 视频协作的可选安装方案。 

TV 安装支架 货号 939-001499 

TV 安装支架 XL 货号 939-001652 

CC4000e 扩展麦克风

添加扩展麦克风，提高在小型房间内的灵活性。

将音频覆盖范围扩展至 8 个座位。

货号 989-000407

NFC

90º

78º

120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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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到大型会议室 
团队协作

一款合适的视频会议解决方案，可助您充分利用中到大型会议室的宽敞空间。此类会议室是做出关键决
策、执行重要演示以及建立全球关系的重要场所。罗技提供一些列模块化解决方案，可根据不同的房间形
状或布局灵活搭配。罗技 RightSense 技术可以轻松自动地带来更好的会议效果，不会遗漏会议室内的任
何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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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5000e 安装套件 

罗技 CC5000e 推荐选配安装套件。 

货号 939-001645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让罗技 CC5000e 的麦克风部署更灵活。 

货号 939-001648

CC5000e 麦克风

最多支持 7 只麦克风。每只额外麦克风可额外覆盖最

多 6 个座位。

货号 989-000431

CC5000e 扬声器 

为大型房间添加第二只扬声器。 

货号 960-001231

•  超高清视频，搭配 4K 光学6

• RightSense 技术具有自动摄像头控制功能7，并且可以优化光
线与声音表现3

•  模块化音频，配有一只前置扬声器和一只麦克风

•  最多可部署七只麦克风，以扩展音频覆盖范围

•  兼容多数视频会议应用程序5

中到大型会议室

罗技 CC5000e
优质模块化视频会议系统，具有出众的音视频表现，适用于中型

房间。

货号 960-001220

最多 10 个座位

CC5000e 配件

90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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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3500e 扩展麦克风 

包括两个全向麦克风。将 CC3500e 的音频覆盖

范围扩展至 20 个座位。 

货号 989-000173

CC3500e 15 米线缆 

15 米线缆，适用于在更大房间内的安装部署。 

货号 939-001494

CC3500e 10 米线缆 

10 米线缆，适用于在更大房间内的安装部署。 

货号 939-001488

•  高清 1080p/30，搭配 10 倍无损变焦6

• 90° 视野和电动平移及俯仰特性 

•  波束成形全双工扬声器麦克风

•  声学回音消除和降噪技术

•  兼容多数视频会议应用程序5

NFC

中到大型会议室

罗技 CC3500e
经济实惠的视频会议系统，拥有高清视频、10 倍变焦和桌面扬声

器麦克风。

货号 960-001058

最多 14 个座位

CC3500E 配件

90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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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房间沟通无限。
让每一个人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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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房间
团队协作

多功能房间需要的是一款功能丰富的摄像头，可适应教室、培训室和礼堂等多种不同应用需求。罗技 

CC2900ep 是此类可容纳更多参与者的更大空间的理想之选，它可以方便清晰地拍摄整个空间，并可轻松
放大聚焦于指定细节，如演讲者、团队成员、演示白板或任意与会者。无论是会议、研讨会还是演示会，
罗技的 USB 摄像头均可为遍布各地的视频会议参与者带来如果共处一室的协作体验，使沟通密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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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ight 自动取景7和 RightLight 自动光线平衡以及色彩
优化3

• 4K 光学，支持 15 倍高清变焦6 

• 90° 视野

•  电动平移、俯仰和变焦

•  兼容多数视频会议应用程序5 

 

 

•  高清 1080p30，搭配 10 倍无损变焦6

• 90° 视野

•  电动平移、俯仰和变焦

•  兼容多数视频会议应用程序5 

多功能房间

罗技 CC4900e 摄像头

罗技 CC2900ep 摄像头

优质 PTZ 摄像头，配备超高清成像系统系统和自动摄像头控制，

带来会议室品质的视频性能。  

货号 960-001228

高清视频摄像头，具有增强的平移、俯仰和变焦功能。 

货号 960-001185

超过 20 个座位

超过 20 个座位

90º 90º

90º 90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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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解决方案
团队协作

从小型房间到大型会议室，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均可带来流畅轻松商业视频协作体验。用户可以直接走进
会议室，轻轻一按便开始会议。这意味着无需大量培训，以及更少的维护需求，即可为整个办公场所带来
更好的视频会议体验。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可提供一致的协作体验，经过专门优化配置，便于快速部署和
与多种视频会议云服务的自助服务连接。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让用户可以更轻松地召开和加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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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收纳 Microsoft® Surface® Pro 

•  提供更丰富连接性能，而不会增添繁乱线缆，提供支持双 
1080p 显示的 HDMI 端口、三个 USB 端口、千兆以太网以及
耳机麦克风插孔

•  通过支持 1080p30 的 HDMI 输入端口简化内容共享和捕捉
性能

智能底座集线盒*

推荐扩展套件，将 AV、USB 和电源线整合至单条 

CAT6 网线中，并添加 AV 直连功能，方便用户利用

房间内的显示设备、摄像头和扬声器麦克风。

货号 960-001216

智能底座延长线盒

基础扩展套件，提供一条 5 合 1 专用线缆以简化横

跨整个房间的线缆部署（14 毫米直径，不支持通过

标准线管布线）。

货号 960-001119

会议室解决方案

罗技智能底座音视频控制台 

适用于 Skype® Room Systems 的音视频控制主机，可一键加入、

流传输视频协作以及进行桌面共享。

货号 960-001112

智能底座配件

• 5 米线缆，可满足小型房间需求 

•  添加一个 HDMI 输入端口，可用于有线内容共享

•  可在距离房间内音视频设备最远 15 米距离处部
署智能底座 

•  添加一个 HDMI 输入端口，可用于有线内容共享

* 强烈推荐，以简化安装部署

•  通过会议室电脑进行有线内容共享

•  从支持 HDMI 输出的设备共享内容

•  兼容多种会议或网络会议服务5 

罗技传屏器

通过 HDMI 连接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可轻松即时地将内容共

享至会议室电脑。  

货号 939-00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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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工作。
智能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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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空间进行视频通话时需要避免分心，并时刻掌控摄像头的拍摄画面。罗技个人协作解决方案可以将
桌面立即变成即时协作空间。通过即插即用 USB 高清网络摄像头和/或耳机麦克风或移动免提扬声器麦克
风的组合，让面对面的桌面协作变得更轻松。优质网络摄像头拥有 RightLight 技术，可优化图像以获得更
自然的光线和色彩。所有音频解决方案均可提供清晰的音频和降噪技术，让您无论在开阔空间还是私人办
公室均能获得清晰的沟通效果。

桌面解决方案
个人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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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技 C1000e

罗技 C930e 网络摄像头

罗技 C925e 网络摄像头

超高清网络摄像头，适用于视频会议、视频流及视频录制。 
货号 960-001107

•  最高 4K 的优异视频质量

• HDR 和 RightLight 3 让您在各种光线条件下均可光彩照人

•  搭配 Windows Hello™ 面部识别登陆技术提升安全性

•  兼容多数视频会议应用程序5

具有宽广视野和高清数字变焦的商业网络摄像头。 
货号 960-001006

• 1080p 高清画质，视频会议的理想之选

• RightLight 2 带来优异的暗光表现

•  优质玻璃镜头

•  兼容多数视频会议应用程序5 

集成保密罩的 1080p 高清网络摄像头，价格实惠之选。 
货号 960-001180 

•  专为桌面视频会议设计

• RightLight 2 技术可在典型办公光照环境下提供清晰视频画面

•  滑动式集成保密罩为隐私提供保障

•  兼容多数视频会议应用程序5

桌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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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会议。
自在。无拘无束。



 

 

了解更多关于罗技协作解决方案的信息。
请访问 www.logitech.com/vcresourcecenter

版权所有© 2018 年罗技。罗技、罗技标志、Logitech 和其他罗技商标均归罗技所有，并或已注册。所有其他商标均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罗技对于本出版物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不承担任
何责任。本出版物中包含的产品、定价和功能信息如有更改，恕不事先通知。

1 罗技提供的完整会议室解决方案支持与会者迅速开始和进行视频会议。
2  查看罗技协作项目当前合作伙伴名单，请访问 www.logitech.com/lcp。 
3  RightSense 技术因产品和软件版本而异。请参考您的罗技设备规格，并安装最新固件，以获得更佳
性能。

4 https://www.logitech.com/en-us/video-collaboration/resources/think-tank/infographics/the-
  huddle-room-meeting-experience.html 
5  罗技视频协作和网络摄像头兼容和/或经过以下产品认证：Microsoft Skype® For Business、Microsoft 
Teams、Google® Hangouts™ Meet、Zoom、BlueJeans、GoToMeeting®、WebEx™ 和其他支持 USB 
摄像头和音频设备的视频会议、流传输和录制应用程序。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产品网页 

  www.logitech.com/vc。
6 支持视频格式视应用程序而定。
7  RightSight 将通过软件下载启用，并初步支持 Windows® 10。  
  可用性相关信息，请访问 www.logitech.com/right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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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C

连接性 注意

USB 即插即用

蓝牙无线技术

近场通信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