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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RINGCENTRAL ROOMS 一
体化设备的罗技解决方案

适用于 RingCentral Rooms 的罗技® 解决
方案经过预先配置，可简化 RingCentral 
Rooms 的设置和管理。通过一触式参会、
有线和无线内容共享以及使用 TP100 无线
触控屏在会议室中心进行操控，罗技®  
解决方案可以将各种会议室转变为 
RingCentral Rooms 会议室。从小型会议
室到大型会议室，皆可进行配置，并可利用
适合所选会议室的安装配件进行自定义。

更加轻松地畅享公平会议体验！

适用于 RingCentral Rooms 的罗技设备包括具有电动平移和俯仰功能的超高清罗
技会议摄像头、RightSenseTM 技术和罗技 TP100 无线触控屏，几乎可在各种尺寸
或形状的会议室中使用。由于支持 RingCentral Rooms 一体化设备，因此设置非
常简单，并且不需要 PC 或 Mac。此外，设备管理从未如此简单，通过 RingCentral 
仪表板即可实现。系统在交付时已经过妥善包装，随时可进行稳固安装。罗技会
议室设计采用优质组件、巧妙的布线和灵活的安装方式，提供广泛的实用功能，可
简化 RingCentral Rooms 在各种工作场所的部署。



中到大型
采用罗技 CC5500e 的中到大型会议室配
置通过视频会议一体机提供优质光学效果
和澎湃音效。整齐地安装在显示器或墙面
上，或置于架子上。对于更大的空间，可以
通过最多三个麦克风扩展音频覆盖范围。

大到超大型
大到超大型会议室配置具有可扩展
的 CC5000e Plus 会议摄像头系统和带
内置 RingCentral Rooms 软件的罗技 
RoomMate 一体化计算设备，集轻松管理
与出色的覆盖范围于一身，适合各种尺寸和
布局的会议室。通过多达七个麦克风扩展
音频覆盖范围。

小到中型 
采用罗技 CC4500e 的小到中型会议室配
置在紧凑的一体式外形下提供出众的音质
和画质。整洁的布线和灵活的安装方式让
您可以安心地进行大规模部署，同时扩展
麦克风让您可以根据需要在大型会议室内
扩展音频覆盖范围。

特色组件

基于设备的通用会议室解决方案

罗技 CC4500E
内置 RingCentral Rooms 支持的
优质视频会议一体机，适用于小
到中型会议室，提供石墨灰和白
色供选择 

电动平移和俯仰镜头可实现广阔的
房间覆盖范围

通过 AI 噪音抑制实现清晰通透
的音质

AI 取景器可增强 RightSight™ 自动
取景和人数统计性能

可增加多达两个 CC5000e 麦克
风，扩展音频覆盖范围

罗技 CC4000E 与 ROOMMATE
适合小型会议室的即插即用会议
摄像头搭配专为视频协作量身打
造的 CollabOS 一体式设备，让您
尽享出色体验。

搭载可电动平移和俯仰的超广角
镜头，支持高达 5 倍的数字变焦

RightSound™ 技术可捕获语音，自
动调节音量并抑制噪音 

RightSight™ 可自动调整摄像头位
置和变焦，可寻找并取景拍摄会议
室中的每位与会者

罗技 CC5500E
内置 RingCentral Rooms 支持的
视频会议一体机，适用于小到中型
会议室，提供石墨灰和白色供选择

高达 5 倍光学变焦的无损图像
质量，可通过数字形式增强至 
15 倍总体变焦

通过 AI 噪音抑制获得澎湃
音效

AI 取景器可增强 RightSight 自动
取景和人数统计性能

可增加多达三个 CC5000e 麦克
风，扩展音频覆盖范围

罗技 CC5000E PLUS 与 
ROOMMATE
适用于大到超大型会议室的可扩
展视频会议系统，搭配专为视频
协作量身打造的 CollabOS 一体
式设备

可针对几乎各种尺寸和形状的大型
房间自定义配置

高达 5 倍光学变焦的出色光学效
果，可通过数字形式增强至 15 倍
总体变焦 

两个 CC5000e 扬声器和两个 
CC5000e 麦克风（可扩展至七个），�
实现清晰的沟通

罗技 TP100 无线触控屏
联网触摸控制器

- 响应迅速的 10.1 英寸触控屏
- 单根以太网供电线缆和稳妥的线缆管理
- 支持一键式直接内容分享

桌面和加高安装配件（可选）增加了便利性，而且支持 180° 旋转，
便于使用。也可添加墙面安装配件，以节省小型多功能会议室的空间。



其他组件

配件

罗技 ROOMMATE
内置 RingCentral Rooms 支持的一体化
计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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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可连接多达三个 CC5000e 麦克风，实现集
线器至发言者的布局，大幅减少布线。

CC5000E 麦克风安装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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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灰和白色供选择。

视频会议一体机电视安装配件
将 CC4500e 或 CC5500e 悬浮安装于房
间显示器上方或下方。

视频会议一体机墙面安装配件
将 CC4500e 或 CC5500e 安装于墙面，
减少占地面积。

CC5000E 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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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石墨灰和白色供选择。

CC5000e Plus 大型会议室配置包含所有组件。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是中小型房间配置的可选组件。

CC4000E 电视安装配件
使用 VESA 安装点将 CC4000e 
安装于显示器上方或下方。提供
标准尺寸和 XL 尺寸，最大支持 
55 英寸或 90 英寸的显示器。

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在 RingCentral Rooms 中将 AV 设备与各种会议、网络研讨会或流媒
体应用程序配合使用。

- 为任何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增加多重供应商兼容性。
- 通过 USB A 或 C 连接到笔记本电脑，无需 HDMI 线缆
- �只需一根可见线缆，即可隐藏相关组件，带来整洁的安装和直观的
用户体验



房间尺寸 小型会议室 小到中型房间 中到大型房间 大到超大型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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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Central Rooms 一体化设备 罗技 RoomMate 内置 内置 罗技 RoomMate

罗技 TP100 无线触控屏触摸控制器    

随附安装配件
CC4000e 墙面安装

配件
  CC5000e 安装套件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可选配件

CC4000e 电视安装
配件

CC4000e 延长线
CC4000e 扩展麦克风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TP100 桌面安装支架
TP100 加高安装支架
TP100 墙面安装配件

视频会议一体机电视安装配件
视频会议一体机墙面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最多 2 个）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CC5000e 麦克风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延长线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TP100 桌面安装支架
TP100 加高安装支架
TP100 墙面安装配件

视频会议一体机电视安装配件
视频会议一体机墙面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最多 3 个）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CC5000e 麦克风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延长线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TP100 桌面安装支架
TP100 加高安装支架
TP100 墙面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最多 7 个）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CC5000e 麦克风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延长线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支持资源
印刷版设置指南
罗技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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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
请与您的分销商联系以获取可用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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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适用于 RingCentral Rooms 的罗技解决方案：�
www.logitech.com/ringcentral

罗技 CC4500e：�
www.logitech.com/rallybarmini 

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 
www.logitech.com/swytch 

罗技 TP100 无线触控屏：�
www.logitech.com/tapip

罗技 CC5500e：�
www.logitech.com/rallybar  

RightSense 技术：�
www.logitech.com/rightsense

罗技 RoomMate：�
www.logitech.com/roommate

罗技 CC4000e：�
www.logitech.com/meetup

罗技 CC5000e Plus：�
www.logitech.com/rally

技术规格

http://www.logitech.com.cn/zh-cn/video-collaboration/partners/ringcentral.html
http://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room-solutions/rallybarmini.960-001347.html
http://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room-solutions/swytch.952-000012.html
http://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room-solutions/tap-ip.952-000089.html
http://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room-solutions/rallybar.960-001319.html
http://www.logitech.com.cn/zh-cn/video-collaboration/resources/rightsense-technology.html
http://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room-solutions/roommate.950-000091.html
http://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conference-cameras/meetup-conferencecam.960-001104.html
http://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room-solutions/rally-ultra-hd-conferencecam.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