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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ynergy Research Group，2021 年第一季度全球传统视频会议和云会议市场份额报告
2 Frost & Sullivan 最佳实践全球视频会议设备市场引领者大奖

混合办公空间的视频协作

我们的办公方式已经永久改变。如今的办公方式非常灵活，不再局限于特定
位置。而且，办公地点可能不在办公室中。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办公。

这种新的办公方式使得视频成为协作的关键要素，让我们能够打破位置和时
区的限制，实现面对面一样的联系。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环境中的每个人
在桌旁都拥有平等的席位。

罗技视频协作解决方案专为混合办公空间打造。这些解决方案易于设置和管
理，并且简单易用。我们的解决方案使每个与会者都可以进行清晰的沟通并
享受出色的画质，实现公平和平等的参会体验。

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让我们的产品深受终端用户的喜爱，并成为 IT 主管
的首选。目前，罗技在视频会议硬件领域全球排名第一1，而且 Frost & 
Sullivan 将罗技评为视频会议设备领域的市场引领者2。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ogitech.com/vc

罗技® 通过视频协作解决方案
支持混合办公，为人人创造公
平的会议体验。我们帮助员工
和团队随时随地更好地开展合
作，同时不影响质量、工作效
率或由协作产生的创造力。

https://logitech.com/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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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会议室解决方案

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可针对几乎任何规模或布局的会议室进行预配置。会议室
解决方案包括：

 � 专为会议室优化的罗技超高清摄像头或视频会议一体机，配备电动平移和
俯仰功能以及自动取景等 AI 技术

 � 罗技 TP100 触摸屏控制器或罗技 TP100 无线触控屏，提供简单的一触
式参会体验

 � 计算平台，以下面两种配置之一提供：

  •   迷你 PC 或 RoomMate 软硬件一体式计算设备
   •   作为独立的软硬件一体式设备部署时，内置于视频会议一体机中

 � Sync 设备管理平台，可与视频服务管理工具配合使用，优化会议室设备
并提供 AI 驱动的会议室分析结果

为保持会议空间的整洁和安装的安全性，会议室解决方案组件提供灵活的安装
选项和企业级线缆管理。您还可以使用以下可用产品增强会议室解决方案：

 � Scribe AI 驱动的白板摄像头，用于在各种视频会议中轻松共享白板内容

 � 罗技 TS100 日程显示屏，可帮助办公室员工轻松找到或预订会议室

 � 扩展麦克风、安装配件、布线和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等配件 

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已通过相关认
证或兼容各种主流视频协作服务，
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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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小型、中型和大型会议室的解决方案

小型会议室
2 至 6 个座位

要在小型会议室或微型空间内获得出色的音质和画
质，请选择 CC4500e。获享 AI 驱动的功能，例如 
RightSight 自动取景。

或者，选择更紧凑的 CC4000e，这是适合小型会议室
的另一理想选择。

罗技 TP100 可以放在桌上，也可以使用墙面安装配件固
定来进一步节省空间。

中型会议室
8 至 12 个座位

会议室越大，桌子就越长，员工距离摄像头也就越远。
对于此类会议室，可以选择一体化 CC5500e 或模块化 
CC5000e 系统。

两种解决方案均提供具有先进超高清分辨率的优质会议
摄像头，可以支持各种尺寸和布局的会议室。

大型会议室
16 至 20 个座位或更多

大型配置包含可扩展的 CC5000e Plus 系统、超高清 
CC4900e、两个扬声器和两个麦克风，可在整个会议室
内提供非常清晰的视频和音频。

最多可扩展至 7 个麦克风，从而满足更大空间或独特布
局的需求，例如可容纳多达 46 个座位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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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会议一体机和会议摄像头

罗技提供一系列针对不同会议室和空间优化的视频会议一体机和会议摄像头。我们的视频和 AI 技术高度精密，这是组织为其
会议室配备罗技设备的关键原因，罗技设备在视频会议硬件解决方案领域全球排名第一。

有关其他摄像头选项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CC5500e 是适用于中型会议室的罗技优质一体化视频会议一
体机。出色的光学效果、强大的音频和出众的易用性，为视频
协作树立了全新标准。以 USB 或一体化设备模式部署。

罗技出色的视频会议系统 CC5000e 
Plus 适用于大型和超大型会议室，集
强大功能与灵活性于一身。CC5000e 
Plus 配备超高清 PTZ 摄像头、模块
化音频和 AI 驱动性能。最多可扩展到 
7 个麦克风，实现更广的拾音范围。

罗技先进的一体化视频会议一体机 CC4500e 适用于小型
会议室或微型空间，集多功能性和简便性于一身。以 USB 
或一体化设备模式大规模部署。

CC5500E

CC5000E PLUS

CC4500E

CC4000e 是适用于小型会议室的即
插即用会议摄像头，外形紧凑，易于
安装，配备支持电动平移和俯仰功能
的超广角镜头以及高达 5 倍的变焦功
能。

CC4000E

CC4900e 是一款优质的独立 USB 
摄像头，提供高达 4K 分辨率的
清晰视频，非常适合中大型会议空
间。CC5000e 可与第三方解决方案
结合使用，也可在较大会议室、教室
和礼堂中用作辅助摄像头。

CC4900E

https://www.logitech.com/video-collaboration/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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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控制屏和日程安排面板

TP100
会议室触摸控制屏，提供一触式参会和轻松内
容共享功能，并且易于设置。凭借整洁稳固的
布线方式和多种安装选项，TP100 可以便捷地
置于与会者附近，实现整洁、专业的安装。通
过 HDMI 输入或连接的会议室系统，即时共享内
容。TP100 随附于使用 USB 连接的触摸控制屏
的会议室解决方案。

罗技 TP100 无线触控屏
会议室触摸控制屏通过网络连接，提供一触式加
入和轻松内容共享功能，并且易于设置。罗技 
TP100 无线触控屏使用单根以太网供电线缆实
现连接，提供整洁稳固的布线方式和多种安装选
项，安装方便，可持续正常运行，为下次视频会
议做好准备。随附于使用 IP 联网触摸控制器的
会议室解决方案。

罗技 TS100 日程显示屏
专为会议空间打造的日程安排面板。远程指示空
闲状态，并近距离显示会议详细信息。为临时会
议领用空间，或为安排的会议提前预订空间。
借助整洁的线缆管理和随附的安装配件，罗技 
TS100 日程显示屏可专业地安装于各种会议空
间之外，实现快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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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技 SC100 AI 白板摄像头
罗技 SC100 AI 白板摄像头是一款由 AI 驱动的白
板摄像头，可用于微软 Teams Rooms、Zoom 
Rooms 和其他领先视频会议服务，让您可轻松将
白板共享到视频会议中。借助内置的 AI 和定制镜
头，SC100 可将白板内容清晰呈现于视频会议之
中。SC100 的无线共享按钮可让用户一键轻松共
享内容。您还可以使用 TP100 触摸控制屏轻松启
动共享。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能够解决各种兼容性问题，让用户可以使用微
软 Teams Rooms 和 Zoom Rooms 等附加服务的会议室解决方案。借助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会议室内的 AV 设备可与任何视频会议、网络研讨
会或流媒体应用程序搭配使用：只需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相应的软件，然后
通过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进行连接即可。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配备通用 
USB Type A + C 接头，能够整齐地固定到桌面，无需使用多根线缆和各种
转接环，也不需要执行复位步骤，从而避免给用户造成困扰和减少故障技术
支持。

会议室解决方案增强功能

计算设备

CC5500e 和 CC4500e 内置相同的
一体化设备平台，该平台也可用作独立
设备，您可在会议室解决方案中将其与
兼容会议摄像头（例如 CC4000e）
或者模块化 CC5000e 或 CC5000e 
Plus 系统结合使用。RoomMate 
是一款小型一体化设备，支持在 
Android、Zoom Rooms 一体化设备
和其他受支持的服务上轻松部署微软 
Teams Rooms。

经 Google 认证的小型电脑系统，可
用于基于 Google Meet 构建的会议
室解决方案。

一款适用于 Windows 会议室
解决方案的小型电脑设备。可从 
Dell、HP、Intel 和 Lenovo 等精选
电脑供应商处购买。

ROOMMATE GOOGLE MEET 电脑系统迷你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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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扩大音频覆盖范围，以及轻松的静音
控制。兼容 CC4500e、CC5500e 
和 CC5000e 系统。提供石墨灰和
白色供选择。

通过 3 个 CC5000e 麦克风连接端口，
支持更大桌面的自定义麦克风放置。 
随附于大型会议室配置。

将线缆和麦克风固定在桌面或天花板上，保持整洁美观。
提供石墨灰和白色供选择。

CC5000E 麦克风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CC5000E 麦克风安装配件

为 CC5000e 麦克风或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延长 10 米的布线距
离，以便满足更大空间中的布线需
求。

CC5000E 麦克风延长线

为模块化 CC5000e 系统中的组件 
（包括摄像头、扬声器、显示集线器
和桌面集线器）添加安装支架。

CC5000E 安装套件 
（适用于 CC5000E PLUS）

将 CC5500e、CC4500e 或 CC5000e 安装到配备 
VESA 安装点的显示器上方或下方。

视频会议一体机的电视安装配件

使用丰富的配件自定义您的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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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线缆，使用 100 毫米 VESA 安装面
板将 RoomMate 和其他小尺寸计算设备
安装到墙面、桌子下方和显示器后侧。

电脑安装配件

添加适用于 CC4000e 扩展麦克风的 
10 米延长线。

CC4000E 麦克风延长线

添加配备静音控制的麦克风，用于扩
展 CC4000e 的拾音范围。

CC4000E 扩展麦克风

使用 VESA 安装点将 CC4000e 安
装于显示器上方或下方。提供标准尺
寸和 XL 尺寸，最大支持 55 英寸或 
90 英寸的显示器。

CC4000E 电视安装配件

使用桌面安装配件将罗技 TP100 触摸控制屏水平固定到桌
面，或使用加高安装配件提高视角，获得更佳的可视性。在
空间较小的会议室内，您可以使用墙面安装配件，节省桌面
空间。

将 CC4500e 或 CC5500e 安装于墙面，减少占用空间。

视频会议一体机的墙面安装配件

适用于 TP100 的桌面、加高和墙面安装配件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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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协作解决方案

正如远程与会者需要看到会议室中的人员并听到他们的声音一样，居家办公或在其他地方办公的人也需要保持出色的视听体
验。罗技个人协作解决方案可将任意工作区域转变为即时协作空间，提供出色的音质和画质，大幅减少干扰，让您自行管理
展示方式。

LOGI DOCK
Logi Dock 是一款一体化扩展坞，配备会议控件和内置扬声器，可与领先视
频会议服务顺畅配合使用。Logi Dock 专为个人工作空间、私人办公室和焦
点室而设计，支持一键轻松加入会议*，为通话和音乐提供清晰通透的音质。
它易于设置，可连接桌面外围设备，消除工作空间杂乱情况，从而提高工作
效率。

* 需要 Logi Tune 才能与 Google Calendar 和 Office 365 进行日历集成并使用一触式会议控件。若要免费下载 Logi Tune，请访问
www.logitech.com/tune。支持性依视频会议服务提供商而异。获取最新信息请参阅兼容性页面。

借助 Zone True Wireless 耳机和 C1000e 4K 网络摄像
头，在视频会议中展现清晰声音、保持连接并充满自信。

使用专为嘈杂办公空间设计的 C925e 高清 1080p 网络摄
像头和 Zone Wired 有线耳机麦克风，畅享视频会议和控
制音频环境。

借助 Zone Wireless 蓝牙® 耳机麦克风和 C1000e 4K 网
络摄像头，在各种个人办公空间（包括办公室、家和远程）
均可享受出色的视频通话体验。

使用 C920e 高清 1080p 网络摄像头和罗技 Zone Wired 
Earbuds，以适合大规模部署的价格在视频通话中展现出色
画质和音质。

优质个人视频协作套件

有线个人视频协作套件

专业级个人视频协作套件

必备款个人视频协作套件

https://prosupport.logi.com/hc/articles/440619487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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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视频

使用通过商业认证的高清网络摄像头，让您看起来既专业又自信。这些配备自动光线校正和数字变焦功能的小而强大的设备
有助于您在每次视频通话时保持出色状态。无论您在何处办公，我们都有一款合适的网络摄像头满足您的需求并提升您的视
频体验。

支持 HDR 和 Windows® Hello 的优
质 4K 网络摄像头。这款网络摄像头
采用创新技术，可进行多种调节，让
您在各种光线条件下都能展现出色状
态。它是可提供专业级视频会议体验
的理想网络摄像头。C1000e 网络
摄像头提供 5 倍高清变焦、可变视
野 (90°/78°/65°) 和双立体声麦
克风。

这款 1080p 商用网络摄像头易于使
用，非常适合大规模部署，让您随时
随地呈现专业风采。C920e 网络摄
像头提供 78° 视野和双立体声麦克
风。

使用先进的 1080p 商用网络摄像头提
升视频会议体验，几乎在各种环境下
均提供高分辨率视频并支持 H.264。 
C930c 网络摄像头提供 4 倍高清变
焦、90° 视野和双立体声麦克风。

自动光线校正可根据会议空间自动调
节，提供清晰流畅、色彩绚丽的画
质。这款网络摄像头提供高清 720p 
和长达 3 米的长距离麦克风。C505e 
提供 60° 视野和单声道麦克风。

增强的 1080p 商用网络摄像头，具
备高清自动对焦功能，提供身临其境
般的清晰度。C925e 全天候提供专业
级视频，支持 H.264、78° 视野和
双立体声麦克风。

C1000E

C920E

C930C

C505EC92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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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音频

罗技 Zone 耳机系列是企业级产品，专为当今的知识工作者打造，并通过多数主流通话平台认证。下载 Logi Tune 应用程
序，轻松管理耳机并自定义音频偏好设置。

这款蓝牙® 入耳式耳机通过先进的波束成形技术和自适应混合式 
ANC，在提供出色音质的同时还可去除噪音。

ZONE TRUE WIRELESS

这款蓝牙® 耳机麦克风音质出众，配备折叠静音麦克风并支持 Qi 
无线充电，旨在协助您在各地自由方便办公。即使是在嘈杂的办
公空间，ANC 也可帮助减少干扰。在智能手机和电脑之间无缝
切换，轻松聆听音乐和通话。Zone Wireless Plus 无线耳机麦克
风包括罗技 Unifying 优联 + 音频接收器，最多可连接六个罗技 
Unifying 优联无线外设。

ZONE WIRELESS (PLUS) 无线耳机麦克风

USB 有线耳机麦克风通过降噪双麦克风技术提供优质音频，让您
专注于通话，并享受可靠的通话清晰度。大尺寸 40 毫米驱动单
元可输出饱满的低音，为视频通话和音乐带来令人满意的音质。

ZONE WIRED 有线耳机麦克风

这款有线耳机具有降噪和嵌入式麦克风技术，可清晰捕捉语音。
通过便捷的即插即用连接，始终保持互连：3.5 毫米，USB-C 和 
USB-A。

罗技 ZONE WIRED EARB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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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随着视频部署规模的增大，需
要管理的设备数量也不断增
加。Sync 与您的服务提供商
管理工具配合使用，帮助您构
建和维护组织可信赖的视频
部署。

不管是在家、在办公室，还是
在路上，用户随时随地都能掌
控视频会议体验。借助 Logi 
Tune，轻松自定义网络摄像
头和耳机麦克风设置。此外，
通过将日历与 Logi Dock 相
集成，加入视频会议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便捷。

SYNC LOGI TUNE

CollabOS 是可在罗技视频会议设备（例如 CC5500e、CC4500e、RoomMate、罗技 
TP100 无线触控屏和罗技 TS100 日程显示屏）上运行的统一操作系统。使用 CollabOS，
会议室解决方案可以与第三方视频服务和设备一起顺畅运作，为会议组织者和与会者提供始
终如一的体验。

COLLABOS

罗技软件技术是会议室和个人协作会议体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软件可在各种设备和会议室中提供一致、统一且可自定义
的体验，并且支持远程管理这些解决方案，从而增强罗技硬件。

识别摄像头视野中的人体轮廓并自动
控制平移、俯仰和变焦，轻松拍摄每
一名与会者。

RIGHTSIGHT RIGHTLIGHT RIGHTSOUND

优化光线平衡和色彩，优先考虑面部
效果并呈现自然的肤色，即便在昏暗
或背光环境中也是如此。

通过抑制背景噪音和回声、自动调节
音量和捕捉发声扬声器等方式提高语
音清晰度，让每一个与会者的声音都
响亮清晰。

RIGHTSENSE 技术

罗技 RightSense 主动技术通过自动化功能提升会议体验。



服务

视频协作延长质保

选择服务计划

延长质保* 自罗技视频协作会议室系统和设备购买之日起可为其提供长达五
年的保障，让您不受这些系统和设备缺陷的困扰，安心无忧。延长质保可在
初始的罗技两年质保之外提供一年或三年的质保。

* 受条款和条件约束。并非在所有国家/地区都提供。请联系您的分销商。

罗技服务专为希望
保护或延长视频会
议解决方案生命周
期价值的组织而设
计。

Logitech Select 是一项全面的服务计划，借助您了解并信赖的供应商提供
的商务级服务，确保视频协作解决方案在您的团队需要时始终准备就绪、运
作正常。Select 提供全天候支持、专属客户保障经理、加速 RMA、现场备
件和高级 Sync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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