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技视频协作产品能够以非常实惠的价格
为您带来水晶般清晰通透的音质和清晰入
微的画质，让各种会议场所瞬间转变为视
频协作平台。从紧凑房间到中大型会议
室，罗技让视频会议成为远程交流的不二
之选。 

我们的视频协作产品正在改变团队间的协
作方式，开启全新可能，消除旧有界限。
可与任何视频会议应用程序配合使用，当
然也包括您正在使用的应用程序。即插即
用、操作简单，配备全双工全向发声扬声
器电话，并能提供宽广的视野，所有与会
人员均能够将会议内容一览无余，且不会
漏听一字一句。

罗技视频协作产品为实现高标准视频协作
而设计开发，通过关键商业认证，设计屡
获殊荣，出色功能和可靠性能一应俱全。
我们的出发点：罗技视频协作产品是您进
行商务应用的正确选择。

品质卓越，使用简便，价格实惠

让每一房间沟通无限。 
让每一个人参与其中。

团队视频协作

罗技视频协作系列产品提供高品质视频和音频，与您选择的视频会议软件相得益彰。
从紧凑房间到私人办公室再到会议室，现在召开视频会议没有空间限制。



罗技视频协作产品系列
BCC950 CC2000e

视频质量 全高清 1080p @ 30 fps 全高清 1080p @ 30 fps

H.264 UVC 1.1/SVC UVC 1.5/SVC

视野 对角线 78° 对角线 90°

平摇/俯仰 180° 平移/55° 俯仰 数字平移和俯仰

全高清变焦 1.2 倍数码变焦 4 倍数码变焦

扬声器麦克风特性 全双工全向扬声器麦克风 全双工全向扬声器麦克风

回声消除 • •

降噪技术 • •

拾音范围 直径 1.8 米/6 英尺 直径 3.7 米/12 英尺 
（360° 音频）

360° 宽频音频 •

蓝牙TM 和 NFC 技术 • •

麦克风 (Tx) 1 个全向麦克风 2 个全向麦克风 

扬声器 (Rx) 单声道 单声道

无线屏幕镜像1 •

便携设计 •

遥控器 • •

可收纳遥控器 •

Kensington 防盗锁插孔 •

可充电电池 •

预计电池寿命/通话时间

不适用
可达 3 小时视频通话/屏幕镜像 
扬声器麦克风：可达 15 小时 
（电池充满状态下）

兼容性 通过 Skype® for Business 认证， 
兼容 Cisco®2 以及与罗技协作计划成员的增强集成3

通过 Skype for Business 认证， 
兼容 Cisco2 以及与罗技协作计划成员的增强集成3

质保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部件号 960-001005 960-001036

多达 4 位与会者 多达 6 位与会者



罗技视频协作产品系列
CC4000e CC3500e

视频质量 4K 超高清、1080p 全高清、720p 高清视频通话 @ 30 fps4 全高清 1080p @ 30 fps

H.264 UVC 兼容即插即用 UVC 1.5/SVC

视野 对角线 120° 对角线 90°

平摇/俯仰 170° 电动平移/俯仰 260° 平移/130° 俯仰

全高清变焦 5 倍高清变焦 10 倍无损变焦

扬声器麦克风特性 全双工全向扬声器麦克风 全双工全向扬声器麦克风

回声消除 • •

降噪技术 • •

拾音范围 直径 2.4 米/8 英尺 
（搭配选配扩展麦克风直径 4.2 米/14 英尺）

直径 6 米/20 英尺 
（搭配选配扩展麦克风直径 8.5 米/28 英尺）

360° 宽频音频 高保真音频

蓝牙TM 和 NFC 技术 • •

麦克风 (Tx) 3 个全向麦克风 4 个全向麦克风 

扬声器 (Rx) 自定义调音扬声器 单声道

无线屏幕镜像1

便携设计

遥控器 • •

可收纳遥控器 •

Kensington 防盗锁插孔 • •

可充电电池

预计电池寿命/通话时间 不适用 不适用

兼容性
通过 Skype for Business 和 Microsoft Cortana®认证， 
兼容 Cisco2 以及与罗技协作计划成员的增强集成3

通过 Skype for Business 认证， 
兼容 Cisco2 以及与罗技协作计划成员的增强集成3

质保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部件号 960-001104 960-001058

搭配扩展麦克风
多达 20 位与会者

多达 14 位与会者

搭配扩展麦克风

多达 6 位与会者

多达 8 位与会者



视频会议效果明显好转
欲了解有关罗技视频协作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logitech.com/VC。

1 兼容 Android 和 Windows 8.1 版本 – 请查阅产品规格了解相关技术要求。
不同设备上“屏幕镜像”功能或有不同名称，如“投射屏幕 (Cast Screen)”
和“投影我的屏幕 (Project My Screen)”。请与移动设备制造商联系，确认
屏幕镜像技术的兼容性。

 
2 获取最新版本，请访问 www.logitech.com/ciscocompatibility。 
 
3 查看当前计划成员名单，请访问 www.logitech.com/lcp。
4 支持视频格式视应用程序而定。需要 USB 3.0 线缆，未随附。

想了解有关我们视频协作产品的更多
信息吗？ 
请访问 www.logitech.com/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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