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数据表

适用于 WINDOWS 版
MICROSOFT TEAMS ROOMS
的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
通过一触式加入或接近加入、
有线和无线内容共享以及使
用 TP100 进行房间中心控
制，轻松地将任何空间转变为
Windows® 的 Microsoft Teams®
Room。Logitech® 会议室解决方
案提供小型、中型或大型配置，
并提供适合各个空间的配件。

适用于会议室的预配置视频会议
适用于 Microsoft Teams 的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包括打造几乎任何尺寸或形状的
会议室所需的一切，包括迷你 PC、PC 安装配件、采用 RightSense™ 技术的超高
清罗技视频协作摄像头和罗技 TP100 触摸控制器。另外，通过 Microsoft Teams
Admin Center 或罗技 Sync 进行设备管理也十分简便。
系统配置完善，安装方便安全，并随附罗技 Jumpstart 服务，包含配置和支持资源。
通过优质组件、巧妙的线缆管理和灵活的安装方式，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让在整个
办公场所轻松部署 Microsoft Teams Rooms 变得更加容易。

WINDOWS 通用会议室解决方案

小型

中型

大型

采用罗技 CC4500e1 的小型房间配置
以紧凑的一体式外形提供出众的音
频和视频表现。整洁的布线和灵活的
安装选项让您可以安心地进行大规模
部署。

罗技 CC5500e2 是专为中型房间打造
的一体式视频会议系统，为您的中型
房间配置带来出色的光学效果和洪亮
的音频。整齐地安装在显示器或墙面
上，或置于架子上。

罗技 CC5000e Plus 适用于大型房
间，这是一款优质的会议摄像头，拥
有超高清 PTZ 摄像头和模块化音频，
可扩展支持多种尺寸和布局的大型房
间，为您提供出众的灵活性。

同样适用于 CC40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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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适用于 CC50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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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组件

罗技 CC4500e

罗技 CC5500e

罗技 CC5000E PLUS

适用于小型房间的优质一体式视频会议
系统，提供石墨灰和白色可选

适用于中型房间的一体式视频会议系
统，提供石墨灰和白色可选

适用于大型房间的模块化视频会议
系统

电动平移和俯仰镜头可提供广阔的房间
覆盖范围

高达 5 倍光学变焦的无损图像质
量，数字增强至 15 倍总体变焦

可针对几乎所有尺寸和形状的大型房
间自定义配置

超低失真扬声器可提供清晰的声音

大型超低失真扬声器，声音更加洪亮

AI 取景器可增强 RightSight™ 自动取景
和人数统计性能

AI 取景器可增强 RightSight 自动取景
和人数统计性能

高达 5 倍光学变焦的出色光学效果，
数字增强至 15 倍总体变焦

最多添加两只 CC5000e 麦克风，扩展音
频覆盖范围

最多添加三只 CC5000e 麦克风，扩展
音频覆盖范围

罗技 TP100

适用于办公空间协作的触摸控制器
响应迅速的 10.1 英寸触摸屏
无风扇设计，运行宁静
商用级布线和线缆管理
HDMI 输入端口，用于即时内容共享

两只 CC5000e 扬声器和两只
CC5000e 麦克风（可扩展至七只），实
现清晰的沟通

其他组件

MINI PC

PC 安装配件

来自多家合作伙伴的小尺寸电
脑选择。Microsoft 认证。

使用集成的线缆固定装置将
PC 和线缆固定于墙面和桌面下
方。

CC5000E 安装套件（适用于
CC5000E PLUS）

包含用于摄像头和两只扬声器的
墙面安装支架，以及用于显示器
和桌面集线器的带线缆装置的安
装配件。随附于大型房间配置。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最多连接三只 CC5000e 麦克风，实
现集线器至发言者的布局，大幅减
少布线。随附于大型房间配置。

配件

视频会议系统电视安装配件

视频会议系统墙面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

将 CC4500e 或 CC5500e 悬浮安装于房间显
示器上方或下方。

将 CC4500e 或 CC5500e 安装于墙面，减少
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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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5000E 麦克风安装配件

TP100 桌面、加高或墙面安装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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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TP100 平放于桌面、提高视角或安装于墙面上，节省空间、减少线缆
连接并优化用户体验。

技术规格

小型房间

中型房间

大型房间

罗技 CC4500e

罗技 CC5500e

罗技 CC5000e Plus

罗技 TP100 触摸控制器







PC 安装配件







Microsoft 认证MINI PC







Windows 10 IOT 企业版







房间尺寸
会议摄像头

CC5000e 安装套件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可选配件

TP100 桌面安装配件

TP100 桌面安装配件

TP100 桌面安装配件

TP100 加高安装配件

TP100 加高安装配件

TP100 加高安装配件

TP100 墙面安装配件

TP100 墙面安装配件

TP100 墙面安装配件

视频会议系统电视安装配件

视频会议系统电视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最多 7 只）

视频会议系统墙面安装配件

视频会议系统墙面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CC5000e 麦克风（最多 2 只）

CC5000e 麦克风（最多 3 只）

CC5000e 麦克风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CC5000e 麦克风延长线

CC5000e 麦克风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延长线

CC5000e 麦克风延长线
印刷版设置指南
罗技支持服务

支持资源

Jumpstart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质保

购买硬件时，可以购买额外的一年延长保修。
请与您的经销商联系以获取可用性信息。

产品信息
适用于 Windows 版 Microsoft Teams 的罗技
解决方案：
www.logitech.com/microsoft/rooms

罗技 TP100：
www.logitech.com/tap

RightSense 技术：
www.logitech.com/rightsense

罗技 CC4500e：
www.logitech.com/rallybarmini

罗技 CC5500e：
www.logitech.com/rallybar

罗技 CC5000e Plus：
www.logitech.com/rally

罗技亚太有限公司
电话：852-2821-5900
传真：852-252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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