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解决方案
实现会议室现代化

利用先进的视频协作解决方案升级
所有办公空间。罗技® 硬件设置简
单且便于使用，与 GoTo 软件相结
合，可确保各种办公空间都能顺畅
开展视频会议。罗技 TP100 触摸控
制器与罗技 CC4500e、CC5500e 
或 CC5000e Plus 和 RoomMate 配
合使用，构成内置计算能力的完整
即插即用型会议室解决方案。个人
协作解决方案包括 Zone 耳机麦克
风和高清网络摄像头。

罗技和 GoTo 解决方案适用于工作台、微型房间、会议室和董事会会议
室等各类办公空间。每种解决方案都完全集成并兼容 GoTo 视频会议软
件。如有需要，一流的支持服务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GoToRoom 和罗技组合提供简化的配置，只需 15 分钟即可完成房间设
置，因而备受 IT 管理员的青睐。使用 GoTo 提供的基于 Linux 的 NUC 
电脑或罗技 CollabOS 设备进行部署。个人协作解决方案即插即用，或
通过蓝牙® 连接至任何设备，以随时开启 GoToMeeting 会议。

罗技 TP100 拥有出色的视频画质、日历集成和一触式加入功能，深受
与会者和组织者的喜爱。用户甚至不用去会议室，通过移动设备和罗
技无线耳机麦克风即可开会。

随时就位

无缝设置

为员工提供便利



为每场会议带来企业级体验

 小型房间解决方案 

一体式的小巧设备提供优质的音频和视频体验。整洁的布线和灵活的安装选项让 IT 团
队安心地进行大规模部署。终端用户可以在 CC4500e 上运行 GoToRoom。借助罗技 
TP100 触摸控制器，可以轻松实现一触式加入和有线内容共享。

 � 一体式视频设备，带专为小型房间优化的 AI 驱动增强功能 

 � 先进的 4K 超高清视频，具有 120° 超宽对角线视野

 � 机械式平移和俯仰提供水平 163° 和垂直 110° 的出色房间覆盖范围

 � 对于高清视频，支持高达 4 倍的变焦

 � 内置扬声器可使声音响彻整个房间

 � 带扩展功能的波束成形麦克风阵列

 � AI 取景器可增强 RightSight 自动取景和人数统计性能

 � 无需电脑即可运行 GoToRoom

 � 操作简单、一触式加入的会议体验

通过一触式加入、便捷
的内容共享和会议室控
制中心，罗技 TP100 让
加入 GoToRoom 会议
更加轻松和快速。

CollabOS 设备替代了电脑，能够与 
CC4000e 和 CC5000e 等现有罗技会
议摄像头系统配合使用。RoomMate 
为 GoToRoom 等受支持的服务提供内
置视频会议软件。

RIGHTSENSE 技术

TP100 ROOMMATE

CC4500E 和 TP100

运行 GoToRoom 的罗技设备解决方案中包含罗技 RightSense™，这是一套可自动调节和提升视频体验的主动式技术。

自动摄像头控制 光线与色彩优化 自适应音频调节
RIGHTSIGHT™ RIGHTLIGHT™ RIGHTSOUND™



中型房间解决方案

大型房间解决方案

中型房间配置提供清晰的画质和演播室级别的音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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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用户可以在 CC5500e 上运行 GoToRoom。借助罗技 
TP100 触摸控制器，可以轻松实现一触式加入和有线内容共享。

大型会议室配置集轻松管理与出色的覆盖范围于一身，适合各种规模和布局的会议室。
为您的空间创建理想的扬声器和麦克风配置，并提供整洁的线缆管理和多种安装选择。
在 RoomMate 上运行 GoToRoom。使用罗技 TP100 触摸控制器，享受便捷的一触式加
入和有线共享体验。

 � 优质的一体式视频设备，带专为中型房间优化的 AI 驱动增强功能

 � 90° 对角线视野

 � 机械式平移、俯仰和变焦提供水平 132° 和垂直 82° 的出色房间覆盖范围

 � 4K 超高清提供无损画质，支持高达 5 倍的光学变焦

 � 对于高清视频，支持高达 15 倍的变焦

 � 超低失真扬声器，让声音响彻整个房间

 � 带扩展功能的波束成形麦克风阵列

 � AI 取景器可增强 RightSight 自动取景和人数统计性能

 � 无需电脑即可运行 GoToRoom

 � 操作简单、一触式加入的会议体验

 � 适合大型房间的理想会议摄像头系统

 � 90° 对角线视野

 � 自适应平移，俯仰和变焦

 � 4K 超高清提供无损画质，支持高达 5 倍的光学变焦

 � 对于高清视频，支持高达 15 倍的变焦

 � 配有 2 个扬声器和 2 个麦克风，麦克风最多可扩展至七个

 � 在 RoomMate 上运行 GoToRoom，可享受与在设备上运行一样的用户体验

 � 操作简单、一触式加入的会议体验

CC5500E 和 
TP100

CC5000E PLUS 
和 TP100



基于 PC 的解决方案 

个人协作空间

在个人工作空间进行视频通话不仅需要避免干扰，还要能够控制与会者接收的视频和音频内容。无论是远程办公，还是在办
公室办公，罗技个人视频协作套件都可将任何工作台转变为无缝兼容 GoToMeeting 软件的即时协作空间。RightLight 技术优
化了网络摄像头设置，呈现更自然的光线和色彩。

对于偏爱基于 PC 的房间解决方案的 IT 团队，还可选择预配置的 NUC 电脑，从而将 GoToRoom 与 CC4000e、CC5000e、 
CC5000e Plus 和罗技 TP100 的配合使用。

 � 先进的 4K 超高清 BRIO 网络摄像头，支持 90° 对角线视野

 � RightLight 3 AI 驱动调节 

 � Zone Wireless 蓝牙® 耳机麦克风提供极为清晰的音质，并可主动降噪

 � 与个人电脑和支持蓝牙® 的移动设备兼容

 � C925e 高清 1080p 网络摄像头，支持 78° 对角线视野

 � RightLight 2 AI 驱动调节

 � Zone 有线版耳机麦克风提供出众音质，并可主动降噪

专业级个人视频协作套件

有线个人视频协作套件

 � 会议摄像头带专为微型房间优化的集成音频

 � 先进的 4K 超高清视频，具有 120° 超宽对角线视野

 � 对于高清视频，支持高达 4 倍的变焦

 � 3 个波束成形麦克风和 1 个自定义调节扬声器

 � 在专用 PC 上运行 GoToRoom

 � 操作简单、一触式加入的会议体验

 � CC5000e 适用于中型房间，带 1 个扬声器和 1 个麦克
风。CC5000e Plus 适用于大型房间，带 2 个扬声器和 
2 个麦克风

 � 90° 对角线视野

 � 4K 超高清提供无损画质且支持高达 5 倍的光学变焦， 
高清视频则支持高达 15 倍的变焦

 � 在专用 PC 上运行 GoToRoom

 � 操作简单、一触式加入的会议体验

CC4000E、GOTO NUC 和 TP100 CC5000E/CC5000E PLUS、GOTO NUC 和 TP100



会议室解决方案组件和配件

将 CC5000e 的摄像头安装
在墙面上或天花板附近。
低平扬声器支架，呈现悬
浮式外观。

根据桌面形状自定麦克风
的摆放位置。CC5000e 麦
克风集线器是中小型会议
室配置的可选组件。

CC5000E 安装套件（适用
于 CC5000E 系统）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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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100 桌面、加高或墙面安装配件

配备静音控制的附加
麦克风，用于扩展 
CC4000e 的收音范围。

将 CC4000e 整齐牢固
地安装到电视或显示器
的上方或下方。

适用于 CC4000e 扩展
麦克风的 10 米延长线。

CC4000E 扩展麦克风 CC4000E 电视安装配件CC4000E 麦克风延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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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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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CC4500e 或 CC5500e 
整齐牢固地安装到电视或
显示器的上方或下方。

扩大音频覆盖范围，并且提
供便捷的静音控制。提供石
墨灰和白色供选择。

视频会议系统电视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
将 CC4500e 或 CC5500e 
安装于墙面，减少占用空
间。

借助 RightSound 技
术，可为更大的房间呈
现清晰的音质。兼容 
CC4500e、CC5500e 和 
CC5000e 系统。提供石墨
灰和白色。

视频会议系统墙面安装配件

CC5000E 扬声器



微型房间 会议室 董事会会议室

会议摄像头 罗技 CC4500e 罗技 CC4000e 罗技 CC5500e 罗技 CC5000e 罗技 CC5000e Plus

罗技 TP100 触摸控制器 
（必备） � � � � �

操作系统 CollabOS Linux CollabOS Linux CollabOS 或 Linux

电脑
设备 PC 设备 PC RoomMate 或 

PC（两者选一）

包装内容

CC4500e

电源

HDMI 线缆

USB 线缆

遥控器

镜头盖

文档

CC4000e

电源

USB 线缆

遥控器

文档

墙面安装配件

CC4500e

电源

HDMI 线缆

USB 线缆

遥控器

镜头盖

文档

CC5000e 镜头

电源 (x2)

HDMI 线缆 (x2)

USB-C 到 C 线缆

USB-A 到 B 线缆

遥控器

显示器集线器

桌面集线器

CC5000e 扬声器 
(x1)

CC5000e 麦克风 
(x1)

CAT6A 线缆

文档

CC5000e 镜头

电源 (x2)

HDMI 线缆 (x2)

USB-C 到 C 线缆

USB-A 到 B 线缆

遥控器

显示器集线器

桌面集线器

CC5000e 扬声器 
(x2)

CC5000e 麦克风 
(x2)

CAT6A 线缆

文档

可选配件

墙面安装配件

电视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

CC5000e 麦克风
集线器

CC5000e 麦克风
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
延长线

TP100 桌面、加高
或墙面安装配件

电视安装配件

CC4000e 扩展麦
克风

CC4000e 麦克风
延长线缆

TP100 桌面、加高
或墙面安装配件

墙面安装配件

电视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

CC5000e 麦克风
集线器

CC5000e 麦克风
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
延长线

TP100 桌面、加高
或墙面安装配件

CC5000e 安装套件

CC5000e 麦克风 
（最多 7 只）

CC5000e 麦克风
集线器

CC5000e 麦克风
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
延长线

TP100 桌面、加高
或墙面安装配件

CC5000e 扬声
器 (x1)

CC5000e 安装套件

CC5000e 麦克风 
（最多 7 只）

CC5000e 麦克风
集线器

CC5000e 麦克风
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
延长线

TP100 桌面、加高
或墙面安装配件

质保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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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室解决方案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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