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空间
大创意

罗技 CC3500e
CC3500e 是一款专为中到大型会议室打造的价
格实惠且性能出色的视频会议系统，可以让任意
会议场所瞬间变身为视频协作平台。如手机般易
于使用，性价比高，它可以轻松地让所有人参与
到会议交谈当中。

支持 USB 即插即用，可快捷部署和使用 CC3500e。
您甚至可以搭配任何视频会议软件应用程序（包
括您已经使用的软件应用程序）在自己熟悉的计
算环境中使用。

清晰入微的画质和设计精美的全双工扬声器电话
可带来卓越的协作体验，呈现出人人都能看到和
听到的惊艳效果。用户仅需连接笔记本电脑并发
起会议，或者使用配有支持蓝牙™ 无线技术的移
动设备，即可获得音效非常出色的音频通话。

罗技 CC3500e
CC3500e 会议室解决方案

视频会议更上一层楼。
罗技 CC3500e 是我们专为 14-20 人小组量
身打造的视频会议解决方案，它可以呈现细
致入微的高清画质和水晶般清晰通透的音
质，让任何会议场所都立刻转变为视频协作
平台。诸如回声消除、降噪技术和直观控制
键之类的先进功能，让所有人都能轻松地参
与到会话当中。

罗技 CC3500e 摄像头可以提供 10x 无损变焦，对沟通对
象和白板内容进行清晰特写，让您的团队可以清楚明了
地看到每一处细节。

CC3500e + 扩展麦克风
会议室解决方案

视频协作更加简便。
支持 USB 即插即用，让您轻松使用
CC3500e。只需连接笔记本电脑即可在您
熟悉的计算环境中召开视频会议，而且它可
以与任何视频会议软件应用程序搭配使用，
包括您目前使用的应用程序。此外，用户使
用配有支持 蓝牙 ™ 无线技术的移动设备，
即可获得音效非常出色的音频通话。

您的会议场所。随心而行。
CC3500e 具有多种摄像头安装选项，您可以
灵活地自定义会议室设置。可使用随附的五
金件将摄像头放置于桌面或安装到墙上。摄
像头的底部带有标准的三脚架安装螺纹，从
而提供更多的安装选择。此外，会议参与者
也可以在底座直径 6 米内清晰交谈，或者利
用可选扩展麦克风将此范围扩展到 8.5 米。

罗技 CC3500e

视频

音频

连接和使用

高清 1080p 画质 (30 fps)
为会议通话呈上生动逼真的高清视频，清晰展现人们的
表情、非语言暗示和动作。

全双工扬声器电话
造就清脆、清澈且非常清晰的双向逼真声音。此外，铸造
金属基座控制台还配备先进的音频功能和直观的控制键。

与优秀云通信应用程序紧密集成
罗技与优秀的通信开发商密切合作，以确保在用户使用
CC3500e 时为其带来无缝集成的体验。

H.264 搭配可分级编码 (SVC) 和 UVC 1.5
由摄像头执行视频处理任务，从而节省 PC 处理和电池电
量，根据可用比特流进行动态调节，令 Microsoft® Lync®
2013、Skype for Business 等应用程序以及 Windows® 8
和 Windows® 10 中的视频播放更为流畅。

声场广阔的音频
会议参与者可以在扬声器电话直径 6 米内轻松交谈，而
且远程参会者也能清晰地听到对话内容，仿佛在同一间
会议室开会一样。

兼容 Mac 和 PC
仅需连接 PC 或 Mac 即可在用户熟悉的计算环境中召开
会议。

90 度广角，机械式云台
260 度平移和 130 度倾斜
宽广的视野加上丝绸般顺滑的平移和倾斜控制，让对方
能轻松地看到会议室中的每一个人，从而增强视频效果。
10X 无损高清变焦
通过特写功能锁定沟通对象和白板内容，从而带来惊艳
的细节和清晰度。
自动对焦
高精度镜头可以自动聚焦人和物体，无论镜头指向哪里
皆能呈现清晰入微的画质。
清晰入微光学效果
让面对面协作更进一步。罗技镜头技术提供不可思议的
视频质量，拥有不凡的分辨率、速度、流畅性、色彩平
衡和细节。
远端摄像头控制
控制远端另一罗技视频会议系统或摄像头 C930e 的摄像
头平移、倾斜和变焦功能1。
5 个摄像头预置
多种摄像头预置可以轻松地将镜头锁定和聚焦在常用视
角上（例如会议桌、白板和特写），而且仅需点触按钮
即可迅速返回每一视角。
即插即用摄像头设置
仅需利用随附的 5 米连接线将摄像头连接至有源集线
器，即可轻松上手使用。

可选的扩展麦克风
可以将对话区域从 6 米扩展到 8.5 米，这样即使参与者
距离扬声器电话较远，其声音也能被清楚地听到。用户
仅需将麦克风（需另外购买）插入 CC3500e 扬声器电
话即可自动识别和配置。
配备四个全向发声麦克风的波束成形技术
最大限度地降低声音反射（回声）和使人分心的音频内
容，让会话听起来逼真自然。
回声消除
先进的音响工程技术可以减少回声，使通话听起来更为
自然。
降噪技术
可以抵制环境噪音和其他使人分心的声响，从而为通话
双方带来舒适、自然的交谈体验。
高保真音频
高带宽音频可以出色地再现说话者的语调，让通话双方
可以享受如临其境的沟通体验。
可视通话状态指示灯
当用户正在通话、接到来电和来电静音时，内置 LED 会
闪烁，为其提供可视化提示。
LCD 显示呼叫者 ID 和其他信息
在 LCD 显示屏上可查看相关通话信息2（呼叫者 ID、通
话时长等）以及扬声器电话/摄像头功能指示（音量控
制等）。
即插即用扬声器电话设置
仅需利用随附的 5 米连接线将扬声器电话连接至有源集
线器，即可轻松上手使用。

适用于大多数统一通信和视频会议应用程序
用户可根据需要自由选择桌面视频会议应用程序。

蓝牙 无线技术和近场通信 (NFC) 技术3
将扬声器电话与支持蓝牙 无线技术的设备连接即可进行
音质出色的音频通话，或者通过将其与支持 NFC 的移动
设备贴近放置来实现配对。
专业级认证
杰出的商务认证（针对 Microsoft® Lync® 2013 优化
设计，通过 Skype for Business 认证、腾讯会议认证、
飞书会议认证、钉钉会议认证、兼容Cisco Jabber®和
WebEx® 4），以及与罗技协作计划(LCP) 成员5 的增强
的集成，可确保与大多数商业应用级视频会议平台的集
成性。
可选的 CC3500e 延长线
可选的 CC3500e 10 米延长线可将罗技 CC3500e 集线器与
摄像头/扬声器电话间的距离翻倍，从 5 米延长到 10
米。若会议规模更大需要更长线缆，可选用 CC3500e 15
米延长线，使距离达到原来的 3 倍，从 5 米延长至 15 米
6
。
多种摄像头安装选择和设备设置配置
摄像头和扬声器之间长达 10 米的连接线能使您灵活设置
您的会议室。可使用随附的五金件将摄像头放置于桌
面或安装到墙上。摄像头的底部带有标准的三脚架安
装螺纹，从而提供更多的安装选择。
可收纳的遥控器
在基座扬声器电话控制台上，或借助不用时收纳在控
制台上的遥控器控制摄像头平移/倾斜/变焦、音量大小
和应答/结束7 功能。
PTZ（云台全方位）应用程序
通过简单易用的软件应用程序，在 PC 或 Mac 上控制本
地摄像头平移、倾斜和变焦功能。

罗技 CC3500e
技术规格
摄像头

扬声器电话

集线器/连接线

平滑的机械式平移、倾斜和变焦，可在远程端或控制台
进行控制

全双工性能

中心可安装集线器，用于连接所有组件

回声消除

包括用于台下安装的粘接解决方案

降噪技术

两条连接线，用于连接集线器和摄像头/扬声器电话（长
度：5 米）

260 度平移，130 度倾斜
10X 无损高清数字变焦
90 度广角
全高清 1080p 30fps
H.264 搭配可分级编码 (SVC) 和 UVC 1.5
自动对焦

超宽频带音频

一条 USB 连接线，用于连接至 PC/Mac（长度：3 米）

蓝牙和 NFC 无线技术
LCD 指示呼叫者 ID、通话时长和其他功能响应

交流电源适配器（长度：3 米）

LED 指示扬声器电话播放、静音、锁定和蓝牙无线配对

5 个摄像头预置

可通过触控实现来电接通/挂断、音量调节和静音、蓝牙
以及摄像头 PTZ、“home”预设和远端控制

带云台的罗技视频会议系统产品远端控制 (PTZ)

麦克风 (Tx)

底座
双用途底座，在墙面安装或桌面垂直安装摄像头时使用

Kensington 防盗锁插孔

四个全向发声麦克风，支持 6 米直径范围

LED 指示视频播放

频率响应：100Hz – 11KHz

兼容性与工具

标准三脚架安装螺纹

灵敏度：-28dB +/-3dB

兼容 USB 2.0

失真：106dB 下 <1% @ 1KHz

UVC 兼容视频和音频，可兼容广泛的应用程序

扬声器 (Rx)
遥控器
可收纳
8.5 米范围

频率响应：120Hz – 14KHz
灵敏度：1W/1M 下 83dBSPL +/-3dB
最大输出功率：91dBSPL
失真：200Hz 下 <5%

产品规格

针对 Microsoft® Lync® 优化，经过Skype for Business认
证、腾讯会议认证、飞书会议认证、钉钉会议认证且兼容
Cisco Jabber® 和 WebEx®。增强与罗技协作计划 (LCP)
成员的集成。
可下载的诊断工具
现场可升级固件工具
可下载应用程序插件，用以获得高级功能支持

Kensington 防盗锁插孔

罗技 CC3500e
零件号：960-001058
UPC：6920377904319
扩展麦克风
零件号：989-000173
UPC：6920377904524
CC3500e 10 米延长线
零件号：939-001488
UPC：6920377906542
CC3500e 15 米延长线
零件号：939-001494
UPC：6920377906962

系统要求
Windows® 7、Windows® 8 或 Windows® 10
Mac OS X 10.7 或更高版本
Google Chromebook 版本 29 或更高版本
注意：为实现全高清支持，请向软件应用程序提供商咨
询系统要求

产品尺寸 + 重量

盒内包装物品

摄像头
130 x 170 x 138 毫米
585 克

扩展麦克风
83 x 83 x 21 毫米
230 克

扬声器电话
240 x 65 x 240 毫米
1223 克

CC3500e 10 米
延长线
线缆/中继器
10 米 x 4 毫米/50 x 12 毫米
278 克

集线器
94 x 34 x 74 毫米
83 克
遥控器
50 x 120 x 12 毫米
51 克

CC3500e 15 米
延长线
线缆/中继器
15 米 x 5 毫米/50 x 12 毫米
510 克

摄像头、扬声器电话、遥控器、两根用于连接扬声器电
话与集线器以及摄像头与集线器的 5 米连接线、一根用
于连接集线器与 PC 的 3 米连接线、用于收纳连接线的尼
龙搭扣、用于固定集线器与桌面的尼龙搭扣、有源集线
器、带地区通用插头的电源适配器、底座、入门指南、质
保卡。

质保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包装
500 x 152 x 310 毫米
4.1 千克
墙面/桌面底座
210 x 120 x 99 毫米
255 克

www.logitech.com.cn
悦达 889 中心
上海市静安区长寿路 1111 号 25 楼
邮编：200042

可与 Microsoft® Lync® 2010 和 2013，腾讯会议, 飞书会议
钉钉会议以及罗技协作计划（LCP）成员搭配使用，包括
Vidyo、Zoom和Lifesize Cloud
1

（请参考www.logitech.com/lcp以获得最新信息）
2

搭配使用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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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 Microsoft® Lync® 2013、Skype™ 和 Cisco Jabber®
可与支持 NFC 的移动设备搭配使用
请参见 www.logitech.com/ciscocompatibility以了解最新

版本

包括 Blue Jeans、BroadSoft、Lifesize、Vidyo 和 Zoom。请参
见 www.logitech.com/lcp 以获得完整清单和最新信息

5

了解有关 CC3500e 延长线缆的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logitech.com/accessories。

6

7
可与 Microsoft® Lync® 2013、Skype for Business、Skype™、
Cisco Jabber® 和完全集成的 LCP 参与者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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