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1 月 

本次评测赞助者： 

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实测可为基于 PC 的视频会议室增加 BYOD 

（自带设备）支持的创新会议室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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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Logitech International S.A.（罗技）成立于 1981 年，是业内领先的 PC 外设制造商，致力于

提供网络摄像头、键盘、标准和“游戏”电脑鼠标、PC 扬声器、移动扬声器、平板电脑配件、

家居控制设备和遥控器等产品。 

2011 年，罗技成立了“罗技视频协作”部门，为商业和企业用户提供多种产品及配件。 我们团

队成员已使用并评测了公司业务部门提供的多款产品，包括罗技 BRIO C1000e 4K 网络摄像

头、罗技 GROUP、罗技 CC4000e、罗技 CC5000e 和罗技 TP100。 

2020 年 8 月，罗技推出了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这是一款自动切换解决方案，让用户能使用

已连接至 Zoom Rooms、Microsoft Teams Rooms 和 Google Meet 硬件套件等系统的会议

室 AV 外设（USB 麦克风、扬声器和摄像头），在笔记本电脑上主持视频会议。 

2020 年 11 月，罗技委托 Recon Research (RR) 测试团队对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开展

了独立第三方评估。  

本文档包含我们对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的实测结果。 

会议室视频设备的演变 
在过去十年中，会议室视频会议市场在很多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包括硬件、软件、总拥有

成本 (TCO)、获益时间、易用性、管理简便性等等。 

领域 过去 现在 

硬件 专有 
基于 PC 的系统  

标准操作系统 

软件 专有 
专为在运行标准操作系统的 PC 上使用而

设计的应用程序 

总拥有成本 (TCO) 
前期成本较高 

持续成本较高 

前期成本较低 

持续成本较低 

获益时间 慢 – 通常需要数月 快 – 通常只需数小时 

易用性 
弱 – 专有用户界面，复杂的工作
流程 

强 – 熟悉的用户界面，简化的工作流程
（例如一键加入） 

管理简便性 弱 – 专有系统 强 – 使用云门户简化管理 

规模（部署） 通常较低 显著提升 

图 1：会议室视频会议 – 过去十年来的转变 

上述所有变化将视频会议从新奇事物转变为每天有数百万人使用的核心业务利器。 

http://www.reconres.com/
http://cp.wainhouse.com/content/evaluation-logitech-group-solution
https://reconres.com/evaluation-logitech-meetup/
https://reconres.com/evaluation-logitech-rally/
https://reconres.com/eval-logitech-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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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推动行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关键动力是，从基于标准（SIP、

H.323）的视频会议系统向附带服务的系统（采用 Microsoft、Zoom 和 Google 等提供商提供

的云服务平台）的持续迁移。 

 

下图列举了数款附带服务的套装。  

 
图 2：适用于 Zoom、Teams 和 Google 的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 

上图中显示的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均包含以下内容： 

- 一台迷你 PC，其中预装了各个服务提供商的会议室软件应用程序 – Zoom Rooms、

Microsoft Teams Room 或 Google Meet  

- 一套罗技 CC4000e 系统（USB 麦克风、扬声器和摄像头系统）1 

- 一台罗技 TP100 触摸控制器，可用作解决方案的用户界面 

此类套装提供了众多突出的功能与优势。 例如，这些套装都易于购买、成本效益高而且安装快速。 

这些解决方案还具有很高的易用性，因为它们采用的是用户早已熟悉和用过的个人协作应用程序

的会议室友好版本。 如果用户在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或移动设备上用过 Zoom Meetings，那么

在会议室使用 Zoom Rooms 应用程序时会感到得心应手。 使用 Microsoft Teams 和 Google 

Meet 的用户也是如此。 

不过，许多解决方案都存在一个根本缺陷 – 为了简化用户体验，它们只支持一款协作应用程

序。2 Microsoft Teams Rooms (MTR) 系统仅支持 MTR 应用程序。 Zoom Rooms (ZR) 和 

Google Meet 会议室系统也一样。 

即使与会者带着一台运行其他协作应用程序的笔记本电脑来到会议室，许多视频系统也无法让他

 

1 在本项研究中，“USB 视频系统”一词是指采用外置 USB 麦克风、扬声器和摄像头的系统。 

2从技术上说，管理员可以将其他协作应用程序加载到系统内已安装的 PC 中。 但是，标准会议室用户难以访问这些第

三方应用程序。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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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轻松将该笔记本电脑连接至已安装的 AV 外设和显示器。 

公正地说，这种网亭式单一应用程序方法提供了一站式功能和强大可靠性等优势。 然而，这些优

势是以牺牲灵活性为代价的。 

用户如何才能在一个看似封闭的会议室环境中运行其他协作应用程序？ 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

换器由此应运而生。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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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是一款自动切换解决方案，可为配备使用外置 USB AV 外设（麦克

风、扬声器、摄像头）和 HDMI 显示器的视频系统的会议室增加 BYOD 功能。3 

BYOD（自带设备）会议是指在会议室内使用与会者的笔记本电脑主持协作会议。 

借助 BYOD，用户可以将会议室内已安装的 USB AV 外设与运行在用户笔记本电脑上的各种协

作应用程序（例如 Amazon Chime、BlueJeans Meetings、Cisco Webex、Facebook 

Workplace、Fuze Meetings、Google Meet、GoToMeeting、Microsoft Skype、

Microsoft Teams 和 Zoom Meetings 等等）搭配使用。  

实际上，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不仅允许客户部署默认使用首选协作应用程序（例如 Zoom 

Rooms、Microsoft Teams Rooms 或 Google Meet）的视频会议室，还允许他们使用用户

笔记本电脑上运行的各种协作应用程序。 

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适用于支持 USB 3.0 连接的 Windows、Mac 和 Chromebook 笔

记本电脑。 

 
图 3：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 连接线（左）、带连接线的扩展器（右上）、集线器（右下） 

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套装内容包括： 

•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连接线（Y 型），支持连接至用户笔记本电脑的 USB-C 和 USB-A 

端口 

•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扩展器，安装在会议室桌面下方，用于将笔记本电脑的 USB 和视

频信号传输到集线器。 

  

 

3 BYOD 会议也称为 BYOC（自带编解码器）或 BYOM（自带会议）。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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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集线器，安装在室内前方，通过在以下各方之间自动切换信号，起

到系统流量调度的作用： 

o 主机 PC、已安装的 AV 外设与会议室显示器之间（如果未将 Swytch 音视频切

换器连接线连接到任何笔记本电脑）  

o 笔记本电脑、已安装的 AV 外设与会议室显示器之间（如果已将 Swytch 音视频

切换器连接线连接到用户的笔记本电脑） 

• 各种 USB 线缆、HDMI 线缆和电源 

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的制造商建议零售价 (MSRP) 为 999 美元，购买渠道包括罗技网

站、罗技渠道合作伙伴以及其他零售商/电子零售商。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标准套装包括有一根 5 米（16 英尺）长的 USB 线缆，用于将扩展器连

接到集线器。 如果会议室面积较大或在线管内铺设 USB 线缆，可使用选配的 10 米或 25 米长

罗技强化 USB 线缆来延长扩展器和集线器之间的距离。 

系统安装和配置 
在本次评测中，罗技为 Recon Research 提供了以下设备： 

- 一套包装完好的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 一个适用于 Microsoft Teams Rooms (MTR) 的罗技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 一个适用于 Zoom Rooms (ZR) 的罗技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 一个适用于 Google Meet 的罗技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物理安装 

我们在南佛罗里达办公室的一个小型会议室内安装了上述罗技设备，并配备了一个 55 英寸的 

4K 触控显示屏。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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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安装了适用于 Microsoft Teams Rooms (MTR) 的罗技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见下图）。 如图所示，使用罗技强化 USB 线缆将罗技 TP100 触摸控制器连接至预装了 MTR 

软件的迷你 PC。 

图 4：罗技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 安装示意图 – 包含罗技 TP100 和 CC4000e 

随后，我们进行了几次测试通话，以验证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接着，我们按下图所示增加了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解决方案。 

图 5：罗技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安装示意图 – 包含罗技 TP100、CC4000e 和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如上图所示，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集线器： 

- 使用 USB 和 HDMI 线缆连接至主机 PC 

- 使用 USB 线缆连接至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扩展器 

- 使用 USB 线缆连接至罗技 CC4000e 

- 使用 HDMI 线缆连接至会议室显示器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集线器通过这些连接可检测笔记本电脑何时连接到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扩展器，并相应地路由音频、视频和 USB（控制）信号。 

安装罗技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和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时，这些设备便于安装的设计让我们

惊叹不已。 

例如，罗技 TP100 触摸控制器设有一个凹陷线缆区域，就隐藏在设备背部的可拆卸盖板下面。 

如下图所示（见右图中的红色圆圈），电源、HDMI 和 USB 线缆整齐地卡在线缆导轨中，可适

当地消除应力。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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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罗技 TP100 – 设备背面凹陷的线缆井 

罗技还设有 180° 线缆导轨（见底部红色圆圈），以防止线缆损坏或被意外拔出。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组件也非常便于安装。 例如，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集线器、Swytch 音

视频切换器扩展器及其各自的电源上都清楚地贴上了熟悉的罗技蓝色贴纸。 

 
图 7：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扩展器 - 凹陷的线缆井和集成式线缆应力消除系统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扩展器采用与罗技 TP100 相似的线缆应力消除系统。 所有连接都在一个

凹陷的线缆舱口内完成，且线缆由线缆舱盖机械式地固定到位。 一旦用黑色手旋螺钉锁紧线缆舱

盖，线缆就几乎无法拔出。  

此外，可使用桌下安装配件或索环安装配件（两者都包含在 Swytch 包装中）将 Swytch 音视频

切换器扩展器安装在桌面下方。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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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所示，索环安装配件正好穿过桌面上的孔和扩展器中心的孔。 最后，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连接线从索环安装配件内部穿过。 这样无需特别的专业知识或工具（假设桌面上已设有索环安装

孔）即可实现整洁有序的安装。 

 

图 8：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扩展器 – 桌面

下方的索环安装配件 

对于任何会议室，我们都一丝不苟地对待设备稳固安装和线缆适当管理。 在这些方面，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一向不负众望。 

我们的团队在不到 15 分钟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上述连接，并将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部署到我们

测试环境中的罗技小型会议室。 在实际安装中，可能需要额外的时间来整理线缆，并在扩展器和

集线器之间铺设 USB 线缆。 

 

 

右边示意图所示正是我们的测试环境。  

红色字母 A 代表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集线

器，B 代表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连接线，

C 代表罗技 TP100 触摸控制器，D 代表罗

技 CC4000e。 

 

 

 图 9：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 典型小型会议室安装图 

需要强调的是，一旦安装完毕，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便能立即投入使用。 无需更新或配

置软件。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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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 
总的来说，我们测试了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的 12 种不同硬件组合（3 个会议室解决方案 

x 2 台笔记本电脑 x 2 个 USB AV 设备）。 

会议室解决方案  BYOD 笔记本电脑  USB AV 设备 
Microsoft Teams Rooms 

(MTR) 

Zoom Rooms (ZR) 
Google Meet 

 

Windows (Lenovo 

ThinkPad) 

macOS (MacBook Pro) 

 
罗技 CC4000e（小型会议室） 

罗技 CC5000e（中型会议室） 

 

图 10：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 已测试的硬件组合 

我们首先测试了罗技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与 Microsoft Teams Rooms 配合使用的情况。 

第 1 步 - 使用安装在迷你 PC 上的默认协作应用程序（在本示例中为 Microsoft Teams 

Room）进行了几次通话。  

第 2 步 - 将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连接线

连接至 Windows 笔记本电脑上的 USB 端

口（见右图）。4  

几秒钟后，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检测到了

笔记本电脑，并在笔记本电脑、罗技 

CC4000e 和会议室显示器之间建立了连

接。 

第 3 步 - 使用 Windows 笔记本电脑、CC4000e 的麦克风、扬声器和摄像头、会议室显示器

以及来自多个提供商的协作应用程序（如 BlueJeans Meetings、Cisco Webex、Google 

Meet、Microsoft Teams、Zoom Meetings 等）进行了几次 BYOD 通话。 

第 4 步 - 断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连接线与 Windows 笔记本电脑的连接。 几秒钟后，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重新在笔记本电脑与安装的迷你 PC 之间建立了 USB 和 AV 连接。 

第 5 步 - 在迷你 PC 上使用默认协作应用程序再次进行测试通话。 

  

 

4 在 Windows 笔记本电脑上，测试了使用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连接线进行 USB-A 和 USB-C 连接。 

图 11：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连接线 – 已连接至 Windows 笔记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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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步 - 将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连接线连接至 MacBook Pro 笔记本电脑上的 USB 端口。 

不出所料，几秒钟后，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在 MacBook、罗技 CC4000e 和会议室显示器之

间建立了连接。 

第 7 步 - 使用 macOS 笔记本电脑、CC4000e 的麦克风、扬声器和摄像头、会议室显示器以

及来自多个提供商的协作应用程序进行了几次 BYOD 通话。 

在完成上面的 Microsoft Teams Rooms 测试后，我们重新配置了环境以使用 Zoom 

Rooms，并重复执行了上述所有步骤。 

然后，我们重新配置了环境以使用 Google Meet 硬件套件，并重复执行了上述这些步骤。 

接下来，我们用罗技 CC5000e 系统替换罗技 CC4000e 系统，重新配置环境以使用罗技中型

会议室解决方案。 

随后，我们对 3 个会议室解决方案逐一重复执行了上面的测试。 

在各次测试中，我们都能成功使用 Windows 和 Mac 笔记本电脑进行 BYOD 视频通话，3 个会

议室解决方案与罗技 CC4000e 和罗技 CC5000e USB AV 设备、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都能顺畅配合使用。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运行流畅、表现出色，可以使

用 Windows 和 Mac 笔记本电脑成功进行高质量的 BYOD 视频通话。 

最重要的是，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增加了从笔记本电脑进行视频会议的功能（支持 BYOD），

而不会给用户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进行 BYOD 会议时，用户只需将一根 USB 线缆连接至笔记

本电脑即可， 一切就是如此简单。 

通过测试，我们还发现了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的一些其他功能和优势，包括： 

- 支持 4K -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内置 4K 支持，不会降低视频质量，而且兼容消费级与

专业级 AV 设备和系统。 

- 双 USB 接头 -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连接线支持 USB-A 和 USB-C 连接，几乎兼容所

有笔记本电脑，无需 USB 适配器或接口。 

- 为笔记本电脑充电 -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接头可为连接的笔记本电脑充电（通过 USB-

C 充电，最大功率为 60 瓦），因此通话过程中笔记本电脑的电池电量不会耗尽，用户也

不需要连接电源。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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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 DisplayLink -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集成了 DisplayLink 技术，用户只需将一根线

缆连接到笔记本电脑即可。 此 USB 连接可以传输所有必需的音频、视频和控制信号。5  

- 罗技强化 USB 线缆 - 在某些情况下，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包装中随附的 5 米长 USB 

线缆可能长度不够。 不过无需担心，罗技还提供 10 米和 25 米长的兼容强化 USB 线

缆。 强化线缆为 Plenum 级，已获得 ECA 认证，可在墙壁内、天花板上方、线槽中和

线管内进行安装。 

- USB 设备无限制 - 在测试过程中，我们将 USB 集线器连接至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集

线器上的“USB-A AV”端口， 然后，将罗技和其他厂商的 USB 网络摄像头和麦克风/

扬声器设备连接至 USB 集线器，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与所有这些 USB AV 外设都可

以顺畅配合使用。 

- 协作应用程序无限制 - 在 BYOD 测试过程中，我们在笔记本电脑上使用了各种个人协作

应用程序，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与所有这些应用程序都能顺畅配合使用。  

 

5 首次将笔记本电脑与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搭配使用时，必须安装一些驱动程序（例如 DisplayLink 驱动程序）。 对于 
Windows 笔记本电脑，系统会自动进行该安装过程。 对于 Mac 笔记本电脑，必须手动下载相应的 DisplayLink 驱动程

序。 此外，组织还可以在全局部署过程中预先安装所需驱动程序。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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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测试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与 Swych 音视频切换器无关的小问题。它们可能会影

响用户体验，包括： 

- 将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连接线连接至笔记本电脑时，安装的迷你 PC 上正在进行的通

话不会自动断开。 

- 在 BYOD 模式下使用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时，罗技 TP100 触摸控制器显示的用户界
面是安装的迷你 PC 上的主协作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这可能会给一些用户带来困扰。 

- 在某些情况下，笔记本电脑无法自动选择正确的麦克风、扬声器和摄像头源。 只需在协
作应用程序中选择正确的源，即可轻松解决此问题。 

- 在安装的迷你 PC 和笔记本电脑之间进行过快的切换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 

但是，只要正确使用系统并合理运用常识，便可缓解或完全避免这些与操作系统相关的问题。6 

总体而言，我们的团队对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的设计、制造、可用性和性能都非常满意。 

远程监控/管理 

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还可以与罗技的云监控平台罗技 Sync 配合使用。 

在进行这项测试时，我们之前已针对 Microsoft Teams Rooms 配置了罗技小型会议室解决方

案，以使用罗技 Sync 帐户。 因此，安装完成后，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已自动添加至我们的 

Sync 帐户。7  

下面的罗技 Sync 截屏显示，Sync 正在主动监控罗技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中的各种设备，包括

安装的迷你 PC（“会议室”）、CC4000e 设备、TP100 控制器和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绿色圆圈表示各个设备工作正常。 

  

 

6 我们了解到，罗技正在与会议室系统合作伙伴携手解决这些问题。 

7 迷你 PC 上运行的罗技 Sync 代理可作为罗技 Sync 云和会议室中已安装设备（罗技和受支持的第三方设备）之间的管道

使用。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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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罗技 Sync – 监控 CC4000e、TP100 和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设备 

当我们将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与笔记本电脑搭配使用时，Sync 显示 CC4000e 设备与会议室

系统的连接已断开（见下面截屏中的红色圆圈）。 从技术上讲，至少对于安装的迷你 PC 来说，

这是有利的。 但是，这样较为片面。 

 
图 13：罗技 Sync – 显示通知，提示 CC4000e 已离线 

在这种情况下，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已经将 CC4000e 从迷你 PC 重新连接到笔记本电脑。 

因此，CC4000e 设备实际上是处于在线状态且一直在工作…只是笔记本电脑正在使用它来进行 

BYOD 通话。  

系统可以自动检测到 Swych 音视频切换器设备并将其添加至 Sync 帐户，这一点令人颇为满

意。 但理想情况下，当 Swych 音视频切换器处于 BYOD 模式时，Sync 会通知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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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评价 
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是一款支持 4K 的 USB 3.0/HDMI 自动切换解决方案，可以为基于 

PC 的会议室视频会议系统（如 Microsoft Teams Rooms、Zoom Rooms 和 Google Meet 

硬件套件）增加单线缆 BYOD（自带设备）功能。 

换言之，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使用户可以在不支持第三方协作应用程序的视频会议室里，使用

笔记本电脑上的协作应用程序进行视频会议。 在看似封闭的视频会议环境中，灵活性显著提高。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拥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功能，包括支持 4K、支持通过 USB-A 和 USB-C 连

接笔记本电脑、单线缆操作、为笔记本电脑充电以及原生 DisplayLink 支持。 此外，还可以使

用罗技 Sync 管理平台远程监控和管理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不仅如此，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专为非 AV 专业人士快速轻松地进行安装而设计，无需使

用专门的工具。 

为便于开展本次测试评估，罗技为 Recon Research 团队提供了一套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

器系统和其他各种罗技设备。 

在本次评测中，我们的测试团队在众多通话平台上使用 12 种不同的硬件配置进行了数百次视频

通话。 

在各种情况下，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的表现始终令人满意， 未出现任何意外情况。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我们使用了众多的通话平台和多种硬件配置，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的表现始终无懈可击。 

过去，许多组织部署了基于 PC 的现有会议室解决方案，获得了出色的易用性和性能，但往往牺

牲了应用程序灵活性。  

在实验室中对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进行测试后，我们的团队可以明确地回答在这项研究早

些时候提出的问题： 

用户如何在看似封闭的会议室环境中运行其他协作应用程序？ 

答案非常简单。 部署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只需不到 1000 美元，就能为您的会议空间

增加多平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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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技 
（以下信息由罗技提供） 

罗技通过设计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为用户带来出色的数字化体验。早在 35 年前，罗技

就开始通过电脑使人们实现互联。现在罗技旗下拥有众多品牌，通过设计视频、音乐、游戏和计

算产品实现互联。 

罗技视频协作产品的目标是，在不牺牲质量的前提下，让每个企业和每个人都能享受方便快捷、

经济实惠的视频会议。我们希望每间会议室、每个工作空间和每个家庭都能开展视频会议。如需

详细了解罗技及其视频协作产品，请访问 www.logitech.com/vc 和公司博客，还可关注 

@LogitechVC。  

关于 Recon Research 
 

Recon Research (RR) 是一家专注于企业通信领域的分析/市场研究公司。 我们公司的研究范

围广泛，覆盖了统一通信、视频会议、协作和创想、视听 AV 解决方案、无线演示等多个领域。 

RR 为企业客户、供应商、渠道合作伙伴和投资专业人士提供所需的信息和详情，帮助他们基于

事实做出明智决策。 

RR 不走寻常路，15 年来一直致力于提供各种公司简报，开展市场分析，并对相关领域的产品和

服务进行实测，积累了深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 

如需了解详情，请访问 www.reconres.com。 

http://www.reconres.com/
http://www.logitech.com/vc
https://blog.logitech.com/
https://twitter.com/logitechvc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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