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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正在转变。

无论是家庭办公、旅途办公，还是办公室联合办公，团
队协作都无处不在。需要强大的工具满足不同用户、办
公空间和劳动强度的需求。

同时，IT环境变得日趋复杂。从安全性和关联度到办公空
间利用率和业务连续性都在发生一系列持续变化。

因此，您需要为您的团队提供强大的技术设备，

以便其无论身在何地都能实时协作、激发潜能或

协同移动办公。

欢迎来到
开放办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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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家庭或旅途办公团队成员设计的强大协
作办公工具。

面向创作者、制作者和执行者的高效创新
设备针对不同用户需求和桌面配置进行了
优化。

高级视频协作工具使团队在任何地方（办公
室以及各种规模会议室）均可良好沟通。

最佳人体工程学设计工具可使团队舒适放
松高效办公。

各种办公空间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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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创新设备能够帮助您的团队随时随地充满干劲

我们的智能外设和高级视频协作解决方案将为您的整个组织

提供可行、可靠、易于部署的优质办公设备，进而大幅优化

用户体验并促成生产力提高。

我们将为您的办公室、家庭、会议室甚至基层团队提供有力

支持。

每个人最终都能从中受益。

协 作 办 公
解 决 方 案



无与伦比的长期价值

长期价值是IT的重要考虑因素。罗
技设备极其耐用、可靠且经济实惠。
创新产品组合能使生产力和效率达
到新的高度并带来非一般的总产值。

2
3

通用兼容

所有设备均能与主流企业操作系统
和企业应用程序（涵盖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兼容。此外，大量可兼容产品选择
可实现全球无缝部署（整个过程只
需简单设置及最少支持请求）。

1
全球深度覆盖

无论您的企业在哪里，您都需要
能够为您提供标准科技手段的合
作伙伴。我们经过90多个国家认
证，对每个国家的文化均进行深
入了解，能在全球范围提供服务
并能及时交付产品和提供优质产
品支持（保修前后）。

罗技如何使您受益
罗技是您理想的合作伙伴
将从以下六个方面为您的企业、用户和IT部门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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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止步的办公空间
创新
我们致力于解决各种不断变化的办
公场所和终端用户面临的挑战。基
于数十年来在人机交互方面的领先
专业技能，我们对智能、软件驱动
外设和高级视频协作设备进行了创
新设计，以全面释放办公生产力。

5 6
顺畅的用户使用体验
我们的设备简单好用且便于IT部门
安装部署。我们专注于创建直观简
便且容易学习的硬件和软件。
即学即会的功能特点和即插即用的
连接方式将让您的使用过程更加顺
畅。

4
用户心仪的设计
我们的设备功能强大、外表美观且操
作简单，因此深受用户喜爱。通过严
格的设计流程，我们将有关人性化的
深入洞察转变为既令人称赞，又让办
公场所焕然一新的多种办公产品。自
2015年以来，罗技公司已斩获250多
项设计大奖，并于2018年和2020年
入围Fast Company“10大最具创意
设计公司”。

罗技如何使您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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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办公解决方案



更智能的设备
更高效地工作

现代办公空间往往要求各团队配备比以往更
高效的得力办公设备。然而，随着越来越多
运行于各种平台的显示屏和设备出现在桌面

上，工作连结与办公空间优化已成为了让人
头疼的难题。

高效办公解决方案能够让这些挑战迎刃而解。
罗技一系列高度精准的办公设备旨在提高用

户性能并优化空间利用率。罗技软件则能提
供多设备和应用程序控制等创新功能，从而
将办公生产力提升至全新水平。

更高的团队生产力即是办公场所的成功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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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冗余，提升美感。通过罗技无线技术，用户所有设备

均可通过一个USB端口进行无线连接，从而实现自由移动办公

并优化桌面空间，提高端口利用率。

一套外设。通用兼容性和系列软件意味着用户只需一套设备

即可在多台计算机和显示屏上无缝办公，而无需考虑各种操作

系统。

同一设备控制多个显示屏。利用Easy-Switch™可实现在

电脑、平板电脑和移动设备之间进行一键切换。利用Logitech 

Flow™文件拖放共享方式可实现跨计算机、跨平台无缝控制。

改进微软、Adobe等应用的工作流程。Logitech 

Options™软件具有可针对特定应用程序性能对设备进行优化的

高级预设功能。用户可自定义按钮、创建强大的快捷方式以及

进行其它操作。打开应用程序后各设备自动配置。

软件赋能的智慧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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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指定工作场所办公的团队提供可靠的生产力设备。
为鼠标、键盘、网络摄像头和耳机提供即插即用的连接和通用兼容性。

生产力套组
适用于核心技术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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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套组一

为高效而生。即插即用的无线鼠标与
全尺寸键盘套装，可为高产用户提供
熟悉感和舒适感的可应用于广泛场景。

1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c930e-webcam
2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bluetooth-headset-zone-wireless。

MK540先进无线套装 C930e高清网络摄像头

90度超广角视野，可还原真实场景，展示更多
的内容范围

提供出色是你效果，根据环境调整帧率，
即使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也能提供清晰入
微的视频效果。¹

适用于多规格显示器，带有橡胶防撞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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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Unifying™ USB接收器加密连接可在10m
范围内自由移动。

双手通用鼠标+高级追踪。

熟悉的键盘形状，集成掌托和可调节4°和8°倾
斜。

经过质量测试，60ml防水性能，按键字母
不褪色。

头戴式无线耳机PLUS

Unifying+音频接收器提供可靠连接，最远
可距离鼠标和键盘10m，距离耳机30m。

降噪麦克风和主动降噪功能可降低环境噪音，
从而使得团队可以听到和被听到。

翻转静音麦克风、主动降噪（ANC）和Qi无
线充电等简单直观的控件。

同时连接到电脑和智能手机并在其中无缝切
换。

经过认证并与主流的商业应用程序兼容。²

为品质而生。1080P视频通话，4倍
数码变焦，90度超广角，为用户提
供最有质量的通话与会议。

为专注而生。蓝牙头戴式耳机拥有
出众音质、直观控制和低噪音的特
性，可使团队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
注工作。



面向创意人员、程序员、分析师和其它高级用户的高性能设备。能提高特定应用程序生产力水平的
Logitech Options™软件以及能直观实现多设备控制和文件共享的Logitech Flow™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

工作效率。

高性能套组
适用于高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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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 MASTER 3
无线鼠标

为性能而生。专为需要独特工作流
程的设计师、程序员和分析师而设
计，通过MagSpeed™电磁滚轮实
现精准追踪和快速、安静的滚动。

手感舒适、易于控制
多项应用程序的现成预定义设置。

可在任何表面（甚至在玻璃上）实现
4000 DPI Darkfield™精准追踪。1

与Windows®、macOS、Linux®和
iPadOS兼容
可最多与3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
智能手机配对并在其中使用Easy-
Switch™。

使用Type-C充电线缆完全充电后，可
使用长达70天。2

MX KEYS
无线键盘

为创造而生。先进多操作系统键盘旨
在使程序员和创作人员更快、更简单、
更精确地进行编程和创作。

舒适、稳定且极其坚固的单一金属板体
低噪声Perfect Stroke按键。

与Windows®、macOS、Linux®、
iOS和Android™兼容。

使用Type-C充电线缆完全充电后，可
使用长达10天。2

智能背光可根据照明环境自动调节，
不使用时自动关闭。

BRIO 4K
专业网络摄像头

多种分辨率包括4K（UHD）
30 fps、30或60 fps的1080p（全高
清）可提供卓越的清晰度、平滑度和
分辨率。

RightLight™ 3和高动态范围（HDR）
可使用户在各种光线下气色都很棒。

通过Windows Hello™或其它人脸识
别软件支持高安全级人脸识别。

3视野设置可拍摄高品质视频3
+5x数字变焦实现近距离图像。

经过认证并与主流的商业应用程序
兼容。4

头戴式
无线耳机PLUS

为专注而生。蓝牙头戴式耳机拥有
出众音质、直观控制和低噪音的特
性，可使团队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
注工作。

Unifying+音频接收器提供可靠连接，
最远可距离鼠标和键盘10m，距离
耳机30m。

降噪麦克风和主动降噪功能可降低环
境噪音，从而使得团队可以听到和被
听到。

翻转静音麦克风、主动降噪（ANC）和
Qi无线充电等简单直观的控件。

同时连接到电脑和智能手机并在
其中无缝切换。

经过认证并与主流的商业应用程序兼容。5

高性能套组

1最小玻璃厚度为4mm。
2电池寿命可能因用户和计算条件而异。
3需下载软件。

4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brio。
5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bluetooth-headset-zone-wireless。

罗技商业-高效办公解决方案 12

为真实而生。技术最先进的网
络摄像头。4K优质超高清高级
摄像头可在任何环境下提供专
业级视频。



为在办公室、会议室以及其它地方均需要高效办公的高级管理人员打造的高级设备。性能一流、可靠
的定制式精英套组包括最先进的演示器以及高性能无线键盘、耳机和鼠标等工具。

精英套组
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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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 ANYWHERE 2S
无线鼠标

可在几乎任何表面（甚至在玻璃表面）实现
4000 DPI Darkfield™高精度追踪。1

无需停机即可充电，搭载快充技术，充电3分
钟可使用一整天。2

与Windows®、macOS、Linux® 、iOS和
iPadOS兼容，可最多与3台笔记本电脑、平
板电脑、智能手机配对并在其中使用Easy-
Switch™。

蓝牙及优联双重连接。

MX KEYS
无线键盘

舒适、稳定且极其坚固的单一金属板体低噪声
Perfect Stroke按键。

与Windows®、macOS、Linux®、iOS和
Android™兼容。

使用Type-C充电线缆完全充电后，可使用长达10
天。2

智能背光可根据照明环境自动调节，不使用时自动
关闭。

BRIO 4K
专业网络摄像头

多种分辨率，包括30 fps的4K（超高清）以及
30或60 fps的1080p（全高清），可提供卓越的
清晰度、平滑度和分辨率。

RightLight™ 和高动态范围（HDR）可使用户
在各种光线下气色都很棒。

通过Windows Hello™或其它人脸识别软件支持
高安全级人脸识别。

视野设置可拍摄高品质视频⁴ +5x数字变焦实现
近距离图像。

经过认证并与主流的商业应用程序兼容。⁵

1最小玻璃厚度为4mm。
2按每天8小时办公时间计算。电池寿命可能因用户和计算条件而异。
3仅需下载Logitech®Options™软件即可使用罗技Flow(仅限Windows和Mac)，下载网址：logitech.com/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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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套组

功能齐全且便于携带。外观小巧的鼠
标旨在为办公室和旅途办公均提供卓
越的舒适性、追踪性和高性能体验。

使用罗技Flow技术³，可在3台电脑之间移动
鼠标光标，甚至可在电脑之间复制粘贴文本、
图像和文件。

为真实而生。技术最先进的网络摄像头。
4K优质超高清高级摄像头可在任何环境
下提供专业级视频。

为创造而生。先进的多操作系统键盘旨在
使程序员和创作人员快速、简单、精确地
进行编程和创作。

4需下载软件
5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brio。



头戴式无线耳机PLUS
为专注而生。蓝牙头戴式耳机的出众
音质、直观控制和低噪音特性可使团
队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注工作。

Unifying+音频接收器提供可靠连接，最远可距离
鼠标和键盘10m，距离耳机30m。

降噪麦克风和主动降噪功能可降低环境噪音，从而
使得团队可以听到和被听到。

翻转静音麦克风、主动降噪（ANC）和Qi无线充
电等简单直观的控件。

同时连接到电脑和智能手机并在其中无缝切换。

经过认证并与主流的商业应用程序兼容。¹

SPOTLIGHT无线演示器

利用数字激光突出、放大或精确定位关注点。²

适用于所有数字显示屏，如显示器、智能板、多
屏会议室以及视频通话共享屏幕。

可在Windows®、Mac或可通过USB访问的主机
上通过USB接收器或蓝牙即插即用。

充电1分钟可演示3小时，充电60分钟可使用3个
月。3

1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bluetooth-headset-zone-wireless。
2通过罗技演示应用程序启用。
3可能因使用情况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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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套组

助力精彩演讲。用户可使用一流的演
示控制方式进行有说服力的演示。可
通过点击方式控制显示屏，达到强调，
突出和精确定位的效果。



协同办公解决方案

协 作 办 公
解 决 方 案



随着人们工作方式和工作地点的巨大转变，以及分
散各地的工作团队对随时随地进行有效协作的迫切
需求，视频会议已经成为了一种基本商业需求。包

括不同会议空间、公用办公桌、工作站以及居家办
公在内的各地团队均需通过视频连接，从而便于随
时协作。

任何办公场所均能充分利用我们性价比优越的视频

协作解决方案。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居家办公或者两

者皆有，我们的设备均能提供卓越的视听品质，配
有简单易用的智能软件，并与您偏爱的视频会议平
台相兼容。

成功的业务源于成功的团队协作。

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更先进的视频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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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先视频会议

出色的光学镜头与先进的音频。我们的专利型镜头技术

可实现高分辨率和高品质图像。而我们的高级音频工程则能提

供立体、饱满和自然的声音、降低噪声并传递高保真音质。

全面服务让用户只需专注于会议。罗技RightSense™

前瞻性技术可轻松实现优质会议，在用户召开会议时自动调整

每一帧、光线、音响以及视听细节，以创造最佳视频会议体验。

随时与您的平台相通相连。我们与领先视频会议提供商

密切合作，开发出一系列视频会议产品并提供预配置解决方案，

可与您现有的平台无缝连接。

易于设置和管理。会议室解决方案在大规模部署前需预先

配置，而我们的个人办公场所工具套件均可即插即用。集中设

备管理有助于团队保持联系并最大限度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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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小型会议室召开视频会议所需的全部设备，包括Logitech MeetUp、一台安装办公场所优化软件
的小型电脑以及Logitech Tap触控器。

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适用于6人以内的团队

罗技商业-协同办公解决方案 19



会议室/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TAP+会议用计算机 MEETUP

反应灵敏的10.1英寸触控屏可便于操作。

商业级电缆管理可消除应力并保持紧密连接。

多功能桌板和壁挂配件可隐藏布线并节省空间。

与Google Meet Rooms、Microsoft Teams 
Rooms或Zoom Rooms批准或认可的会议室电脑绑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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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召开会议。Tap凭借着时尚设计、
静音操作和随时准备就绪的运动传感
器为视频会议提供了便利。

多功能一体会议用摄像机。
MeetUp适用于紧凑办公空间和其
它微型办公空间，紧凑的外形下包
含强大的功能。

5X HD变焦4K超高清摄像头。

带RightSight™t自动变焦的电动摇摄/可倾斜镜头。

全方位音响系统和波束成型麦克风阵列。

紧凑的尺寸和灵活的安装方式可节省空间，并最大限度减少
了外露布线。



预配置视频会议解决方案极具便捷性与灵活性，确保在中型会议室中妥善安装并发挥高端性能。

中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适用于10人以内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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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LY MIC PODRALLY扬声器
专业品质视频有利于高效召开会议。
为连接USB的会议摄像机系统设定新
标准，将优质的设计和材料与无与伦
比的音频和视频性能相结合。

配备15X HD变焦和RightSight™自动
取景功能的4K UHD PTZ摄像头。

带WDR的RightLight™可在柔和
光线下看清参与者，即使在昏暗或
背光条件下也是如此。

通过带RightSound™的模块化音频组
件可将会议室内一个扬声器与一个反
应灵敏的麦克风盒配对，从而使得每
个人都能听到。

清晰响亮。可使中型会议室内音频清
晰饱满。RightSound™技术几乎没
有失真、削波或振动，因此在音量适
中的情况下语音非常清晰。

安装在会议室正前方时声音和视频始终来
自同一方向。

防振外壳可防止摄像头抖动并最大限度减
少对相邻会议室的影响。

也可作为附加配件设置在带两个Rally
Speaker的中型会议室内。

非常清晰、自然和响亮。采用
RightSound™技术的精致灵敏麦克
风盒可在抑制噪音和干扰的同时专
注于有源扬声器。

可形成八个声束的四个全向麦克风。

自动调节扬声器音量，使得每个声音都能
听到。

可选麦克风安装架可通过隐藏电缆布线
使桌面变得干净。

增加额外麦克风盒，以扩大覆盖范围并
可随意控制静音。

会议室/中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TAP+会议用计算机

反应灵敏的10.1英寸触控屏可便于操作。

商业级电缆管理可消除应力并保持紧密连
接。

多功能桌板和壁挂配件可隐藏布线并节省
空间。

与Google Meet Rooms、Microsoft 
Teams Rooms或Zoom Rooms批准或认
可的会议室电脑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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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LY
高效召开会议。Tap凭借着时尚设计、
静音操作和随时准备就绪的运动传感
器为视频会议提供了便利。



经过预配置的广播级视频和环绕于室的音效，部署简单且可扩展至多达46人的会议室。

大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适用于10-46人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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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LY扬声器
专业品质视频有利于高效召开会议。
为连接USB的会议摄像机系统设定新
标准，将优质的设计和材料与无与伦
比的音频和视频性能相结合。

配备15X HD变焦和RightSight™自动
取景功能的4K UHD PTZ摄像头。

带WDR的RightLight™可在柔和
光线下看清参与者，即使在昏暗或
背光条件下也是如此。

通过带RightSound™的模块化音频组
件可将会议室内一个扬声器与一个反
应灵敏的麦克风盒配对，从而使得每
个人都能听到。

清晰响亮。可使中型会议室内音频清
晰饱满。RightSound™技术几乎没
有失真、削波或振动，因此在音量适
中的情况下语音非常清晰。

安装在会议室正前方时声音和视频始终来
自同一方向。

防振外壳可防止摄像头抖动并最大限度减
少对相邻会议室的影响。

会议室/大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TAP+会议用计算机

反应灵敏的10.1英寸触控屏可便于操作。

商业级电缆管理可消除应力并保持紧密连
接。

多功能桌板和壁挂配件可隐藏布线并节省
空间。

与Google Meet Rooms、Microsoft 
Teams Rooms或Zoom Rooms批准或认
可的会议室电脑绑定。

罗技商业-协同办公解决方案 24

RALLY
高效召开会议。Tap凭借着时尚设计、
静音操作和随时准备就绪的运动传感
器为视频会议提供了便利。



RALLY MIC POD
非常清晰、自然和响亮。采用
RightSound™技术的精致灵敏麦克
风盒可在抑制噪音和干扰的同时专
注于有源扬声器。

可形成八个声束的四个全向麦克风。

自动调节扬声器音量，使得每个声音都能
听到。

可选麦克风安装架可通过隐藏电缆布线
使桌面变得干净。

增加额外麦克风盒，以扩大覆盖范围并
可随意控制静音。

会议室/大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罗技商业-协同办公解决方案 25

SPOTLIGHT无线演示器

利用数字激光突出、放大或精确定位关注点。¹

每个团队以及每个屏幕的必备品。
具有一流演示控制功能且可以操作任
何屏幕，使得团队无论在哪里都有信
心进行专业演示

1通过罗技演示应用程序启用。
2可能因使用情况而异。

适用于所有数字显示屏，如显示器、智能板、多
屏会议室以及视频通话共享屏幕。

充电1分钟可演示3小时，充电60分钟可使用3
个月。²

可在Windows®、Mac或可通过USB访问的主
机上通过USB接收器或蓝牙即插即用。



适用于在办公室接听视频电话的核心团队的高品质视频协作解决方案。
配备具有最佳音视音频质量的专用网络摄像头和降噪耳机，特别适合开放和嘈杂的办公场所。

个人协作套组
适用于核心技术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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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个人协作套组

头戴式有线耳机

为专注而生。Zone Wired为一款专为
繁忙的开放办公空间而设计的USB耳机，
可提供优质音频和可靠通话清晰度且没
有任何噪音。

40mm驱动器在视频通话和音乐播放中提供低
音饱满、频率更高和失真极低的高品质声音。

双麦克风降噪技术可隔离您的声音、抑制嘈杂
的背景声音并提供超清晰音频。

轻便舒适的设计方便全天候使用且通过无缠绕
电缆可实现直观在线控制。

与主流视频软件兼容，如Microsoft® Teams、
Skype for Business和Google Voice。1

C925e商业网络摄像头

全1080p高清视频+每秒30帧的逼真视频会议画面。

78度对角线视野可在每次视频会议中完美摄取您的
图像。

RightLight™ 2技术和自动对焦功能可在弱光条件下
进行智能调节并提供各种距离下的清晰视频。

H.264编码通过在网络摄像头内部处理视频来释放
电脑带宽并确保通话过程中视频流畅。

1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usb-headset-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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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网络摄像头。即插即用HD视频可
从几乎任何桌面获得增强的面对面协
作体验。



超高质量视频协作解决方案适用于形象专业、口才出众的团队成员。该套装包括可提供4k高品质
视频的最先进网络摄像头以及专为开放式办公场所而设计的蓝牙头戴式耳机。

专业个人协作套组
适用于高端精英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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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式无线耳机PLUS
为专注而生。蓝牙头戴式耳机凭借出
众的音质、直观的控制和降噪特性助
力团队在任何环境下均能专心工作。

Unifying+音频接收器提供可靠连接，最远可距离
鼠标和键盘10m，距离耳机30m。

降噪麦克风和主动降噪功能可降低环境噪音，从而
使得团队可以听到和被听到。

翻转静音麦克风、主动降噪（ANC）和Qi无线充
电等简单直观的控件。

同时连接到电脑和智能手机并在其中无缝切换。

经过认证并与主流的商业应用程序兼容。¹

1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bluetooth-headset-zone-wireless。
2需下载软件。
3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b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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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专业个人协作套组

BRIO 4K 专业网络摄像头

多种分辨率，包括30 fps的4K（超高清）以及30或
60 fps的1080p（全高清），可提供卓越的清晰度、
平滑度和分辨率。

RightLight™ 和高动态范围（HDR）可使用户在各
种光线下气色都很棒。

通过Windows Hello™或其它人脸识别软件支持高
安全级人脸识别。

视野设置可拍摄高品质视频²+5x数字变焦实现近距
离图像。

经过认证并与主流的商业应用程序兼容。³

为真实而生。技术最先进的网络摄像
头。4K优质超高清高级摄像头可在任
何环境下提供专业级视频。



适用于高管办公室的高级协作和演示解决方案。专为忙碌的企业高管打造的设计精美、简单易用的视频
协作、远程演示及无线充电工具可实现随时随地与任何人交流沟通。

高管协作套组
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罗技商业-协同办公解决方案 35



桌面/高管协作套组

无缝视频会议。通过适用于小型会议室
的预配置系统，高管们可以快速开始会
议并通过触控屏播放高质量视频。

Tap触控器设计时尚、可静音操作且具有随时待
命的运动传感器。反应灵敏的10.1英寸触控屏
可轻松操作。

Meetup多功能一体会议用摄像头具有4K超高
清摄像头、5X变焦、超宽视野以及集成音频，
其紧凑的外形下包含强大的功能。

与Google Meet Rooms、Microsoft Teams
Rooms或Zoom Rooms批准或认可的会议室电
脑相绑定。

利用数字激光突出、放大或精确定位关注点。1

适用于所有数字显示屏，如显示器、智能板、多
屏会议室以及视频通话共享屏幕。

可在Windows®、Mac或可通过USB访问的主
机上通过USB接收器或蓝牙即插即用。

充电1分钟可演示3小时，充电60分钟可使用3个
月。2

POWERED支持横向与纵向两种充电模式，能以
合适角度展示手机屏幕，适合使用不同应用程序
的需求。

借助U型底座，手机可时刻处于正确位置。

小巧精致的外形让POWERED可以轻松放置于办
公桌各处，简约设计更百搭。

搭载内置热量传感器，可智能管理温度并
预热过热。一旦温度过高，会自动降温。

SPOTLIGHT无线演示器 POWERED无线充电底座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1通过罗技演示应用程序启用。
2可能因使用情况而异。

3 iPhone 8及以上机型支持无线充电。
4不兼容金属部件、磁铁、手柄、支架和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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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任何显示屏均能从容演示。利用
一流的演示控制方式，让用户信心满
满地陈述己见。可控制适用于任一显
示屏的数字化指针系统。

充电时可以使用。高管在使用使手机
保持直立和可视的无线充电器的同时
可轻松完成多项任务。

U型底座可平稳承托手机。防滑橡胶覆层
可避免手机因响铃振动而滑落。



远程办公解决方案



远程办公的时代已经到来。随着宅家办公和旅途
办公越来越普遍，人们需要得力的设备来保持如
在办公室里一般无二的协作性和工作效率。此外，

由于每个员工及其工作环境不同，因此须根据各
自的需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远程办公解决方案采用创新无线设备，可轻松连
接且使用方便，包括能在家中营造办公室体验的

强大桌面系列产品以及协助用户在移动过程中扩
展笔记本和平板电脑功能的轻巧耐用套组。

随时随地保持互连和高效，将带来真正的业务连
续性。

更智能的设备
更紧密的互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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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远程办公的成功要素

使用简单。我们的设备均设计直观，便于轻松设置和使用，进
而减少技术支持需求并提高工作效率。

无与伦比的兼容性。我们的设备与包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
能手机在内的所有主要设备、商业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均可兼容。
用户办公时可即插即用。

无线带来的自由。大部分远程办公设备均为无线设计，因此
用户可享受无线连接带来的可靠性、灵活性和便携性，同时毫无
线缆杂乱的烦恼。

智能电源管理。先进的电源管理使得所有设备均可运行更长
时间，部分设备甚至可以运行36个月而无需更换电池。

经久耐用。专为台式机或移动设备日常使用而设计打造，并经
过严格测试和现场验证，能够经受住跌落、液体飞溅和其它事故。

人体工程学设计。远程办公套组采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鼠标
和键盘，在保证性能的同时保持人体自然姿势以提升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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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居家办公的弹性工作人员的桌面必备品，帮助他们能如同在办公室一样在家高效工作。大部分产品采
用无线设计且使用方便，轻松实现高产办公和视频协作。

基础必备套组
适用于家庭办公的弹性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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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545
先进无线套装

为高效而生。无线即插即用鼠标与全
尺寸键盘，为高产用户带来熟悉感和
舒适感的广泛部署组合。

通过Unifying™ USB接收器加密连接可在10m
范围内自由移动。

双手通用鼠标及高精度追踪。

熟悉的键盘形状，集成掌托和可调节4°和8°倾
斜角度，为用户提供更舒适的使用体验。

60ml以下液体防泼溅设计。

C925e
高清网络摄像头

全1080p高清视频，每秒30帧的逼真视频会
议画面。

78度对角线视野可在每次视频会议中完美拍
摄您的图像。

RightLight™ 技术和自动对焦功能可在弱光条
件下进行智能调节并提供各种距离下的清晰视
频。

H.264编码通过在网络摄像头内部处理视频来
释放电脑带宽并确保通话过程中视频流畅。

头戴式
无线耳机PLUS

Unifying+音频接收器提供可靠连接，最远可
距离鼠标和键盘10m，距离耳机30m。

降噪麦克风和主动降噪功能可降低环境噪音，
从而使得团队可以听到和被听到。

翻转静音麦克风、主动降噪（ANC）和Qi无
线充电等简单直观的控件。

同时连接到电脑和智能手机并在其中无缝切换。

经过认证并与主流的商业应用程序兼容。¹

家庭办公/基础必备套组一

1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bluetooth-headset-zone-wir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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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网络摄像头。即插即用HD视频
可从几乎任何桌面获得增强型面对
面协作体验。

为专注而生。头戴式蓝牙耳机出众音
质、直观控制和低噪音的特性，可支
持团队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注工作。



适用于创作人员、程序员、分析师和其它远程高端用户的高级精准工具，专为速度、精度和高级定制
而设计，可让远程高技能工作人员处于最佳状态。

高端精准套组
适用于高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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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 KEYS
无线键盘

舒适、稳定且极其坚固的单一金属板
体,配备低噪声Perfect Stroke按键。

与Windows®、macOS、Linux®、
iOS和Android™兼容。

使用Type-C充电线缆完全充电后，
可使用长达10天。2

智能背光可根据照明环境自动调节，
不使用时自动关闭。

+ 提供紧凑型键盘可选件

BRIO 4K
专业网络摄像头

多种分辨率包括4K（UHD）
30 fps、30或60 fps的1080p（全高
清）可提供卓越的清晰度、平滑度和
分辨率。

RightLight™ ³和高动态范围（HDR）
可使用户在各种光线下气色都很棒。

通过Windows Hello™或其它人脸识
别软件支持高安全级人脸识别。

3视野设置可拍摄高品质视频3
+5x数字变焦实现近距离图像。

经过认证并与主流的商业应用程序
兼容。⁴

头戴式
无线耳机PLUS

Unifying+音频接收器提供可靠连接，
最远可距离鼠标和键盘10m，距离
耳机30m。

降噪麦克风和主动降噪功能可降低环
境噪音，从而使得团队可以听到和被
听到。

翻转静音麦克风、主动降噪（ANC）
和Qi无线充电等简单直观的控件。

同时连接到电脑和智能手机并在其
中无缝切换。

经过认证并与主流的商业应用程序兼
容。⁵

家庭办公/高端精准套组

1最小玻璃厚度为4mm。
2按每天8小时办公时间计算。电池寿命可能因用户和计算条件而异。
3需下载软件。

4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brio。
5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bluetooth-headset-zone-wir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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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实而生。技术最先进的网
络摄像头。4K优质超高清高级
摄像头可在任何环境下提供专
业级视频。

MX ANYWHERE 2S
无线鼠标

可在几乎任何表面（甚至在玻璃表面）实
现4000 DPI Darkfield™高精度追踪。1

无需停机即可充电，搭载快充技术，充电
3分钟可使用一整天。2

与Windows®、macOS、Linux® 、
iOS和iPadOS兼容，可最多与3台笔记本
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配对并在其中
使用Easy-Switch™。

蓝牙及优联双重连接。

功能齐全且便于携带。外观小巧
的鼠标旨在为办公室和旅途办公
均提供卓越的舒适性、追踪性和
高性能体验。

使用罗技Flow技术³，可在3台电脑之间
移动鼠标光标，甚至可在电脑之间复制粘
贴文本、图像和文件。

+ 提供全尺寸鼠标可选件

为创造而生。高级多操作系统键
盘旨在提高工作效率和简化工作
流程——随时随地更快速、更简
单、更精确。

为专注而生。蓝牙头戴式耳机
凭借出众的音质、直观的控制
和降噪特性助力团队在任何环
境下均能专心工作。



MX MASTER 3
无线鼠标

握感舒适，可轻松控制六个可定制控件，从
而使工作流程变得个性化¹。

可在任何表面（甚至在玻璃上）实现4000 
DPI Darkfield™精准追踪。²

快速、安静的MagSpeed™电磁滚轮，可在
超快速和逐级滚动模式之间切换。

兼容Windows ® 、macOS、Linux®和
iPadOS；可最多与3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
脑和智能手机配对，并支持Easy-Switch™功
能。

家庭办公/高端精准套组

+鼠标和键盘可选件
部分用户可能需要更大的全尺寸鼠标或更紧凑的键盘。高端精准套组中可包含这些推荐可选件。

K780多设备
无线键盘

采用Logitech PerfectStroke™按键系统，可
在大凹键上安静、流畅地打字。

兼容Windows®、macOS、iOS、Chrome 
OS™和Android™，可自动识别其连接设备
并映射按键和功能³。

便利数字键盘、快捷键和集成移动设备支架。

24个月电池续航时间4，带自动睡眠、开/关
按钮和电池状态灯。

1需要罗技选装软件。
2最小玻璃厚度为4mm。

3配备USB或支持外部键盘的蓝牙Smart就绪设备（HID配置）。
4基于办公室办公每年约200万次按键计算电池寿命。用户体验可能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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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尺寸鼠标。性能优渥。
外形非常适合较大手掌的全尺寸鼠
标。在任何地方均能保持高性能。

配置齐全。紧凑尺寸。
带数字键的键盘-比MX按键窄10%，
所以可能更适合肩宽较窄的人。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办公设备，适用于希望缓解工作疼痛和提高舒适性的用户。该套组包括各种符合人体工程
学的产品，不同需求的用户可在自然舒适的姿势下进行操作，并通过精准追踪和精确输入保持高效工作。

人体工程学套组
适用于缓解工作疼痛

罗技商业-远程办公解决方案 46



家庭办公/人体工程学套组

MX ERGO
无线轨迹球鼠标

K380
多设备蓝牙键盘

小巧轻便的无线键盘带来安静、熟悉的笔记
本电脑般的打字体验。

兼容多操作系统、多设备的紧凑型键盘，支
持用户随时随地通过任一屏幕轻松高效地工
作。

通过外部键盘支持可连接到所有蓝牙无线设
备——Windows®、Mac、Chrome OS™、
Android™和iOS。

2年电池寿命² ，符合高质量和可靠性标准³。

MX VERTICAL
人体工程学鼠标

自然握姿在保证性能的同时减少10%2的
肌肉活动。

4000 DPI高精度传感器将手部运动减少
至1/4。¹

可定制按钮、应用程序特定功能4和可调
节光标速度。

可经受自90cm以上处跌落并经过1000
万次高质量点击。

舒适和精准的标准。一款符合人
机工程学设计的轨迹球鼠标，比
触控板和普通鼠标更舒适，而且
用户体验更佳。

减少20%手腕和手部疲劳。⁴ 0-20°角度可调。

精准模式下的高级追踪以及滚轮和中键。

可经受自90cm以上处跌落并经过1000万次
点击测试。

几乎不间断运行——充满电后使用时间长达4
个月，充电一分钟可持续使用一整天⁵。

1与带1000 DPI传感器的传统鼠标相比。
2根据办公室办公每年约200万次按键计算键盘电池寿命。用户体验可能存在差异。
3基于主要市场单独销售数据（04月19日至04月20日），仅零售渠道：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韩国、俄罗斯、瑞典、台湾、英国和美国。

4与普通鼠标相比。
5电池寿命可能因用户和计算条件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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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测试。通过了人体工程学专家
的认可。精准鼠标旨在减少手腕压
力和前臂劳损，从而为团队提供更
高舒适度。

舒适触手可及。小尺寸键盘，便于
用户将鼠标放在容易触及的区域，
从而获得更好的身体姿势和更高的
舒适度。



为使用iPad进行移动办公的团队成员提供耐用、轻便的办公设备。只需通过蓝牙®将耳机、手写
笔、演示器和鼠标进行配对，就能把您的iPad变成移动工作站。

iPad套组
适用于使用iPad的移动工作者

罗技商业-远程办公解决方案 42



iPad 键盘保护套
把您的iPad变成一台高效机器。一套
优质的键盘能让任何一台iPad点击间
变成一台笔记本电脑，以便用户随时随
地开展工作。

拥有布局合理的背光按键及一整排iOS快捷键的
优质键盘，打造出如同笔记本电脑般舒适、快速
且准确的打字输入体验。

多达4种通用模式，支持用户打字、查看、绘制
及阅读；可轻松将键盘移开，以便查看和绘制
草图。

由耐用材料制成的正面、背面和拐角保护装置
可保护iPad免受碰撞、刮伤和溅出物的伤害，
无惧日常磨损。

设置简单、电池寿命长。

罗技PEBBLE无线鼠标

高精度光学追踪和宽体橡胶滚轮。

90%降噪¹点击和超静音滚动。

通过蓝牙无线技术或内置2.4GHz USB接收
器实现双重连接。

使用单节AA电池供电长达18个月。2

移动/ iPad®系列

1罗技Pebble M350与罗技M170的声级比较。由独立实验室测量。
2电池寿命可能因用户和计算条件而异。
3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bluetooth-headset-zone-wir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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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轻薄、安静。这款便携式鼠标是
您必不可少的移动设备。高精度光学追
踪及宽橡胶滚轮为移动型用户提供最佳
性能。

头戴式无线耳机PLUS

Unifying+音频接收器提供可靠连接，最远可距离
鼠标和键盘10m，距离耳机30m。

降噪麦克风和主动降噪功能可降低环境噪音，从
而使得团队可以听到和被听到。

翻转静音麦克风、主动降噪（ANC）和Qi无线充
电等简单直观的控件。

同时连接到电脑和智能手机并在其中无缝切换。

经过认证并与主流的商业应用程序兼容。³

为专注而生。头戴式蓝牙耳机出众音
质、直观控制和低噪音的特性，可支
持团队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注工作。



移动/ iPad®系列

适用于iPad的罗技
CRAYON数码手写笔
更多的数字化。本款高级数码手写笔为用户
提供了一种可与iPad互动、简化任务的动态
方式——包括：手写笔记、签署文档、标
注PDF文档。

采用苹果手写笔技术，用户可以访问数百个兼容
应用程序。

像素精度、零延迟时间和防止手掌误触技术可让
用户自然地书写和绘制，绝不遗漏任何细节。

无需配对——只需按下“开启”键，即可马上连接
iPad并开始工作。

坚固的结构可以承受高达4英尺的跌落。独特的
平面设计可防止其滚动。

R500激光
演示器

红色激光光标有助于在会议上集中注意力。

简单的三键设计可以让任何人无需学习曲线图，
就能掌控其演示幻灯片；此外，电池续航时间
长达一年半。

通过USB接收器或蓝牙即时连接。在
Windows®系统、macOS系统中即插即用，并
兼容所有主流的演示应用程序—不需要任何软
件或驱动程序。

罗技演示应用程序可让用户自定义按键功
能，监控电池寿命，并设置屏幕时间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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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流畅、专业的演示。一个简单、可靠、
无障碍的遥控器，确保用户更专业地进行
演示。

1仅在苹果笔记本电脑和个人电脑上安装软件时才能使用。需要安装罗技演示软件。（仅兼容Windows® 7或更高版本系统/macOS® X 10.12或更高版本系统。）



为经常使用笔记本电脑远程工作的团队成员提供便携式先进生产力工具。可定制式鼠标、先进的数字指
针和降噪耳机可以让您的团队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酒店房间内都能专心工作。

笔记本电脑套组
为使用移动笔记本电脑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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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 ANYWHERE 2S
无线鼠标

可在几乎任何表面（甚至在玻璃表面）实
现4000 DPI Darkfield™高精度追踪。1

无需停机即可充电，搭载快充技术，充电
3分钟可使用一整天。2

与Windows®、macOS、Linux® 、
iOS和iPadOS兼容+可最多与3台笔记本
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配对并在其中
使用Easy-Switch™。

蓝牙及优联双重连接。

功能齐全且便于携带。外观小巧
的鼠标旨在为办公室和旅途办公
均提供卓越的舒适性、追踪性和
高性能体验。

头戴式无线耳机PLUS

Unifying+音频接收器提供可靠连接，最远可距离
鼠标和键盘10m，距离耳机30m。

降噪麦克风和主动降噪功能可降低环境噪音，从
而使得团队可以听到和被听到。

翻转静音麦克风、主动降噪（ANC）和Qi无线充
电等简单直观的控件。

同时连接到电脑和智能手机并在其中无缝切换。

经过认证并与主流的商业应用程序兼容。³

为专注而生。头戴式蓝牙耳机出众音
质、直观控制和低噪音的特性，可支
持团队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注工作。

SPOTLIGHT无线演示器

利用数字激光突出、放大或精确定位关注点。⁴

每个团队以及每个屏幕的必备品。
具有一流演示控制功能且可以操作任
何屏幕，使得团队无论在哪里都有信
心进行专业演示

适用于所有数字显示屏，如显示器、智能板、多
屏会议室以及视频通话共享屏幕。

充电1分钟可演示3小时，充电60分钟可使用3
个月。⁵

可在Windows®、Mac或可通过USB访问的主
机上通过USB接收器或蓝牙即插即用。

罗技商业-远程办公解决方案

1最小玻璃厚度为4mm。
2按每天8小时办公时间计算。电池寿命可能因用户和计算条件而异。
3关于认证和兼容性，请参见logitech.com/en-us/product/bluetooth-headset-zone-wireless。

4通过罗技演示应用程序启用。
5可能因使用情况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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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笔记本电脑套组一



健康办公解决方案



更有温度的设备
更高效率的团队

如今，数字工作者们往往在重复性工作上耗费更多时间，
而这些重复性工作会增加肌肉劳损，造成伤害，并影响
整体生产力。随着数字化健康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

的用户要求使用有助于减轻身体不适的人体工程学设备。

罗技Ergo系列产品的优势远不止于此。根据领先的人体
工学专家制定的标准进行设计，并在专门的Ergo Lab经
过测试，本系列产品经科学验证可以减少关键肌肉的活

动，改善整体姿势和舒适度，且丝毫无损性能。

在性能和数字健康方面取得的胜利必将惠及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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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工程学卓越性能

自然的人体工程学姿态。Ergo系列产品能让您的双手、

手腕和前臂以更自然的姿势放置，有助于放松上身，缓解不适。

经证明可减少肌肉活动。更自然的姿势会减少肌肉活动，

帮助用户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减轻关键肌肉的压力。

遵循科学原理。利用专门的Ergo Lab，我们对无数种设计

可能性进行了原型制作、测试和迭代——最后获得了经科学验

证的理想人体工程学模型。

更高舒适度与久经考验的性能。事实证明，Ergo系列产

品使用十分便捷，且不会影响打字输入速度或定位精度。

人体工程学产品拥有最忠实的用户。90%采用人机工

程学鼠标和键盘的用户都会放弃传统设备¹。

1罗技2019决策者和终端用户专有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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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 ERGO
无线轨迹球鼠标

舒适和精准的标准。一款符合人体工程学设
计的轨迹球鼠标，比触控板和普通鼠标更舒
适，而且用户体验更佳。

减少20%的手腕和手部压力5。0-20 可调角度。

精准模式下的高级追踪以及滚轮和中键。

可经受自90cm以上处跌落并经过1000万次点
击测试。

几乎不间断运行——充满电后使用时间长达4个
月，充电一分钟可持续使用一整天¹ 。

MX VERTICAL
人体工程学鼠标

经用户测试。通过了人机工程学专家的认可。
精准鼠标旨在减少手腕压力和前臂劳损，从
而为团队提供更高舒适度。

自然握姿在保证性能的同时减少10%2的肌肉活动。

4000 DPI高精度传感器将手部运动减少至四分之
一。²

可自定义按钮、应用程序特定功能³和可调节光标
速度。

可经受自90cm以上处跌落并经过1000万次高质
量点击。

健康办公产品

1电池寿命依用户、环境和计算条件而异、
2与带1000 DPI传感器的传统鼠标相比。
3需要罗技选装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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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80多设备
蓝牙键盘

舒适触手可及。小尺寸键盘，便于用户
将鼠标放在容易触及的区域，从而获得
更好的身体姿势和更高的舒适度。

小巧轻便的无线键盘带来安静、熟悉的笔
记本电脑般的打字体验。

兼容多个操作系统和多种设备的紧凑型键
盘赋予用户高度灵活性，可在任何场所，
通过任一屏幕舒适、高效地工作。

通过外部键盘支持可连接到所有蓝牙无线
设备——Windows®、Mac、Chrome 
OS™、Android™和iOS。

2年电池寿命¹。



营造更加人性化、更高性能的远程和办公室工作空间是一
项长期的努力，无论是为旅途中的高管打造的完美办公系
列，还是为您最重要的会议室配备创新型视频设备，每一

个小小的成就都很重要。

任何大成功都起步于这些小小的成就——针对工作场所日
新月异的种种需求，罗技不断推出特定解决方案，让通过
完美工作空间（Workspace Wins）之路顺畅无比。

如需了解完美工作空间系列产品，请访问：
logitech.com/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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