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表

CC5000E 配件

罗技 Rally 系列包含一整套附
件，可适应各种大小和配置的房
间。多种安装配件、麦克风和扬
声器选配件，为大规模会议解决方
案提供十足便利。

适合每个会议空间的配件
罗技 CC4500e、CC5500e 和 CC5000e 提供了适用于所有房间形状和大小的
非凡视频协作解决方案。简洁、通用且精心设计的 Rally 系列一体式视频会
议系统和和模块化 CC5000e 系统提供了简洁的线缆管理、多种安装方式、
选配麦克风和扬声器，并具有在 USB 或设备模式下进行部署的灵活性。添加
CC5000e 配件以构建符合您需求的理想会议空间。

CC5000E 系列配件

CC5000E 麦克风

CC5000E 麦克风安装配件

借助采用 RightSound™ 技术的模块化波束成形麦克风扩展音频覆盖
范围，获得清晰自然的通话声音。

CC5000e 麦克风安装配件可稳固连接并隐藏线缆，让会议室外观更
加职业整洁。

自动平衡语音、抑制背景噪音并抑制振动以获得清晰的音频

将线缆和麦克风固定在桌面或天花板上

方便的静音控制和指示灯

调节以搭配多数桌面

提供石墨灰和白色

提供石墨灰和白色

一般规格

系统要求

频率响应：
90Hz – 16kHz

CC5000e：最多 7 只麦克风
（系统随附一只 CC5000e 麦克
风）

灵敏度：>-27dB +/-1dB @ 1Pa
麦克风数据速率输出：48 kHz
拾音范围：4.5 米
波束成形原理：
四只全向麦克风元件形成八个
声束
音频处理：
AEC（回声消除），VAD（语音活
动检测）
噪音抑制：AI 滤波器
静音控制：
触摸感应静音控制，带彩色 LED
指示灯
接口和线缆

CC5000e Plus：最多 7 只麦克
风（系统随附两只 CC5000e 麦
克风）
CC5500e：最多 4 只麦克风
（作为内置麦克风阵列的补充）
CC4500e：最多 3 只麦克风
（作为内置麦克风阵列的补充）
注意：CC5000e 麦克风不兼容独立的
USB CC4900e。

产品尺寸
高：21 毫米
宽：102 毫米
深：102 毫米

输出：2.95 米 12 针非可拆卸线缆

包装内容

输入：菊花链麦克风或连接到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的 12 针
接口

CC5000e 麦克风

认证
CC5000e 麦克风，白色：
Plenum 级，符合 Eca/
IEC 60332-1-2 标准
CC5000e 麦克风，石墨灰：无

文档
部件号
石墨灰：989-000431
白色：952-000039

一般规格
兼容设备：CC5000e 麦克风
桌面厚度：20-50 毫米
索环孔直径：25-65 毫米
产品尺寸
高：90 毫米
宽：146 毫米
深：146 毫米
包装内容
麦克风安装垫圈
螺纹杆
螺母
线轴
安装板
螺丝
文档
部件号
石墨灰：952-000003
白色：952-000021

CC5000E 系列配件

麦克风吊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适用于 CC5000e 麦克风的天花板吊装配件。

最多连接三只 CC5000e 麦克风，实现集线器至发言者的布局，
实现灵活部署和高效布线。

如果房间的天花板很高，而且桌面无法连接麦克风或者具有独特的设
置，则可以使用麦克风吊装配件将 CC5000e 麦克风悬挂在房间中。
将麦克风悬挂在天花板上，即使在非常宽敞的空间中，也能确保听到
每个人的声音。

自定义以适合多数会议桌配置
减少跨桌布线
连接麦克风及额外集线器

尺寸：天花板安装

一般规格

高：约 80 毫米

三个 12 针连接端口，支持 CC5000e 麦克风或额外 CC5000e 麦克风
集线器的任意搭配组合

宽：约 82 毫米
尺寸：麦克风支架
高：约 56 毫米
宽：约 145 毫米
包装内容

桌下安装硬件
2.95 米 12 针非可拆卸线缆
系统要求
CC5000e 或 CC5000e Plus

天花板安装

配置外置 CC5000e 麦克风的 CC5500e 或 CC4500e

麦克风支架

产品尺寸

安装硬件

高：16 毫米

快速入门指南

宽：102 毫米

颜色

深：102 毫米

白色

包装内容

部件号

麦克风集线器

952-000124

安装硬件

质保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文档
部件号
939-001648

CC5000E 系列配件

CC5000E 麦克风延长线
对于更大的空间，为 CC5000e 麦克风或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的
布线添加 10 米的延长距离。
Plenum 级并符合 Eca 标准，适用于商业安装
适用于标准 19 毫米线管
可连接多达两条线缆，总长度达到 20 米
一般规格
带内置线缆固定夹的延长线缆
适用于标准 19 毫米线管
认证
Plenum 级，符合 Eca/IEC
60332-1-2 标准
系统要求
CC5500e（支持最多 2 条线缆）
CC4500e（支持最多 2 条线缆）
CC5000e（支持 1 条线缆）
CC5000e Plus（支持 1 条线缆）
产品尺寸
线缆长度：10 米
桌面厚度：4.2 毫米
包装内容
CC5000e 麦克风延长线
文档
部件号
952-000048

CC5500E 视频会议系统配件

视频会议系统TV支架

视频会议系统墙面支架

将 CC4500e 或 CC5500e 悬浮安装于电视或显示器上方或下方，
实现美观的安装并减少空间占用。

将 CC4500e 或 CC5500e 安装于墙面，整洁美观并减少占地面积。
搭配视频会议系统内置线缆固定盖，实现稳固安全的连接

灵活且平整的安装深度和周到的线缆布线

VESA 安装面板兼容移动推车

多功能摇臂设计，适用于多数显示器

借助向下倾斜 10° 的适配器，优化安装于高处时的视角

借助向下倾斜 10° 的适配器，优化安装于显示器上方时的视角

一般规格

产品尺寸

摇臂设计

摇臂长度（最大）：
900 毫米

将兼容设备安装于显示器上方
或下方
深度调节可达 50 毫米
水平调节 +/- 1°

包装内容
兼容 VESA 的电视安装配件

一般规格

包装内容

将兼容设备安装至
墙面或移动推车

墙面安装配件

水平调节 +/- 1°

螺丝

10° 视频会议系统下倾适配器，用
于校正安装于高处时的视角

文档

CC5500e 安装板

兼容性

CC4500e 安装板
紧固件和安装硬件

同样兼容具有标准 VESA 安装面
部的移动推车

兼容性

部件号

系统要求

通过 VESA 安装点将最大尺寸为
247.92 厘米的显示器安装于墙面
或推车

952-000042

CC5500e

10° 视频会议系统下倾适配器，
用于优化安装于显示器上方时
的视角

系统要求
CC5500e
CC4500e
CC4900e

CC4500e
产品尺寸
高：约 100 毫米
宽：约 236 毫米
深：约 84 毫米

倾斜适配器

部件号
952-000045

CC5000E 系统配件（CC5000E 和 CC5000E PLUS）

CC5000E 安装套件

CC5000E 扬声器

适用于模块化的 CC5000e 系统，包括摄像头、扬声器和集线器的安
装配件，实现整洁的外观和牢固低调的布线。

为自带单只扬声器的 CC5000e 系统添加第二只扬声器。
扩大声场，获得充满整个房间的舒适音量

稳固的摄像头安装配件可翻转 180°，支持近天花板安装

通过 CC5000e 显示集线器传输信号和供电

使用两只低位支架将扬声器悬浮安装于墙面

赏心悦目的对称外观

包含适用于桌面和显示集线器的镂空支架和线缆固定支架
提供石墨灰和白色

一般规格
适用于 CC5000e 系统摄像头、扬声器和集线器的安装配件
倒置摄像头支架，用于近天花板安装
低平扬声器支架，营造悬浮式外观
带电缆固定装置的镂空集线器支架
兼容性
罗技 CC5000e 或罗技 CC5000e Plus
注意：CC5000e 安装套件仅适用于罗技 CC5000e 系统。
CC5000e 麦克风安装配件单独提供。

包装内容
摄像头支架 (1)
扬声器支架 (2)

一般规格

产品尺寸

高性能 76 毫米稀土磁体驱动
单元

高：约 103 毫米

独家悬架系统可消除震动引起的
摄像头抖动和音频干扰

深：约 80 毫米

通过迷你 XLR 线缆（2.95 米）连
接 CC5000e 显示集线器，同时
传输信号和电源

包装内容

兼容第三方迷你 XLR 延长线缆，
最长 3 米

文档

扬声器音量：
95 dB SPL @1 W，100 dB SPL
@7.5 W，均在 ½ 米处，+/-2 dB

部件号

失真：
200 Hz–300 Hz < 2.5%，300 Hz–
10 kHz < 1%@7.5 W

桌面集线器支架

扬声器采样率：48 kHz

显示集线器支架

系统要求

集线器支架线缆固定装置 (2)

罗技 CC5000e 系统配有一只扬
声器

紧固件
文档
部件号
939-001644

每个系统最多可支持扬声器数
量：2
注意：不兼容 CC5500e、CC4500e 和独立
的 USB CC4900e。

宽：约 449 毫米

配有 2.95 米迷你 XLR 线缆的
CC5000e 扬声器

960-001230

配件兼容性

产品名称

CC4500E

CC5500E

CC5000E

CC5000E PLUS

CC5000e 麦克风

最多 3 只*

最多 4 只*

最多 7 只
（随附 1 只）

最多 7 只
（随附 2 只）

CC5000e 麦克风安
装配件

*

*





麦克风吊装配件

*

*





CC5000e 麦克风
集线器

*

*





CC5000e 麦克风
延长线

*

*









CC5000e 安装套件

CC4900E

随附墙面安装配件

视频会议系统TV
支架







视频会议系统墙面
支架





随附墙面安装配件

Swytch











*通过外置 CC5000e 麦克风扩展内置麦克风阵列时

质保
所有 CC5000e 配件均为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设备管理
罗技 Sync 支持 CC5000e 麦克风、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和 CC5000e 扬声器配件设备管理

产品信息
CC5000e 麦克风：
www.logitech.com/mic-pod-for-rally

麦克风安装配件：
www.logitech.com/mic-pod-mount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www.logitech.com/hub-for-rally-mic-pod

CC5000e 麦克风延长线：
www.logitech.com/rally-mic-ext-cable

视频会议系统电视安装配件：
www.logitech.com/tv-mount-video-bar

视频会议系统墙面安装配件：
www.logitech.com/wall-mount-video-bars

CC5000e 安装套件：
www.logitech.com/rally-mounting-kit

CC5000e 扬声器：
www.logitech.com/rally-speaker

Swytch：
www.logitech.com/swytch

www.logitech.com.cn/zh-cn/video-collaboration.html
Amer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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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发布

Logitech Europe S.A.
EPFL - Quartier de
I’Innovation Daniel Borel
Innovation Center
CH - 1015 Lausanne

罗技（中国）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长寿路 1111
号悦达 889 中心 25 楼
电话：86-21-22302666
传真：852-2520-2230

版权所有 © 2022 罗技。罗技、罗技标志、Logitech 和其他罗技商标均归罗技
所有，并或已注册。所有其他商标均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罗技对于本出
版物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本出版物中包含的产品、定价
和功能信息如有更改，恕不事先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