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用于 MICROSOFT TEAMS ROOMS 的白板摄像头
罗技SC100 AI白板摄像头专为现代工作场所中的白板分享而设计， 
可将干擦板上的内容呈现在 Teams 会议中并实现出色的清晰度。现在，
即使是远程与会者也可以享受白板近在眼前的体验。

凭借整洁的墙面安装设计和考虑周到的线缆管理，SC100 可以在带有白板
的任何小型、中型或大型会议室中实现雅致的安装，与适用于 Microsoft 
Teams 硬件的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如会议摄像头和触摸控制器） 
配合使用。SC100 一站式内容摄像头套装随附安装组件、电源和类别线
缆，可为 Teams Rooms 大规模部署添加虚拟白板协作功能。

罗技SC100 AI白板摄像头是
一款由 AI 提供支持的白板摄像
头，可用于 Microsoft Teams® 
Rooms，让您轻松将白板分享到
视频会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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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便捷的会议室解决方案 罗技SC100 AI白板摄像头

SC100 与 Microsoft Teams Rooms 相集成，用作内容摄像头，轻松实现由 AI 提供支持的白板分享功能。只需加入会议并开始
分享即可。

为 TEAMS ROOMS 量身打造

简便易用

适用于任何白板
适用于所有白板表面（可捕获的最大面积为 6 英尺宽 x 4 英
尺高）以及任何干擦马克笔。

一键分享
使用会议室触摸控制器（如罗技 TP100）启动白板分享功能。

将所有会议室打造为 Teams 会议室
SC100 对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针对 Teams Rooms 进行了预配置）进行了
重要补充。它基本上提供了打造任何形状/大小的会议室所需的一切设备，
包括搭载 RightSense™ 技术的超高清罗技会议摄像头、TP100 触摸控制器， 
以及迷你 PC 或内置电脑系统。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 www.logitech.com/microsoft-rooms。

http://www.logitech.com/microsoft-rooms


功能与特性 罗技SC100 AI白板摄像头

远程和现场与会者都可获得完美视野

由 AI 提供支持的性能

整洁灵活的安装

移除演讲者
SC100 的内置 AI 可对演讲者进行透明化
处理，为与会者带来不受遮挡的视野，
使他们始终都可以看到白板。

内容增强
SC100 会自动增强干擦马克笔的颜色和
对比度，使文本和草图更易于阅读。

便签检测
SC100 使用图像分割技术来识别和显示
其他形式的内容，例如便签。

墙面安装
使用随附安装套件将 SC100 牢固地安装
到各种墙壁上。

线缆管理
提供线缆固定装置，以及向上、向下或
穿过墙壁的布线选项，实现整洁自信的
安装。

灵活布线
使用随附的 10 米类别线缆或自备线缆，
适合会议室的大小和布局。



规格 罗技SC100 AI白板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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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兼容性与认证 包装内容

白板

最大尺寸（高 x 宽）
1.2 x 2 米
4 x 6 英尺

用户自备线缆

线缆类型：Cat5e 或更高类别 [总长度可达  
35 米（115.83 英尺）]

与 Microsoft Teams Rooms (Windows®) 相集
成，用作白板内容摄像头。要了解待认证/已认
证信息及兼容性更新，请参见 www.logitech.
com/support/scribe-compatibility。

摄像头以 USB 形式连接，几乎可与任何视频会议
应用程序兼容。

摄像头
分享按钮
收发器
100-240v 电源（随附国际适配器套装）
5.0 米（16.4 英尺）Cat5e 线缆（2 根）
线夹（2 个）
摄像头安装 套件
文档

摄像头 分享按钮 电源和线缆

输出分辨率：1080p（15 帧/秒）
内置 AI：将 AI 增强的图像流在视频会 
议中播放

电源：2 颗 CR2032 电池
背胶安装
要了解最新信息，请参见 www.logitech.com/
support/scribe-compatibility。

电源：100-240V 自动切换电源（随附国际适
配器套装）
线缆类型：Cat5e SF/UTP AWG26 或更高类别

环境 接口 设备管理

操作温度：0 至 40°C
储存温度：-40 至 70°C
湿度：10 至 95%

摄像头：类别线缆端口
分享按钮：蓝牙™ 低功耗技术

罗技 Sync

延长质保 部件号

购买罗技SC100 AI白板摄像头的延长质保，为标准两年有限硬件质保增
加一年，可在三年内无忧享受罗技会议室硬件的出众性能。
请与您的经销商联系以获取可用性信息。

包含标准的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罗技SC100 AI白板摄像头：
960-001333

罗技SC100 AI白板摄像头延长质保：
994-000147

产品尺寸

摄像头

总高 x 宽 x 深：
149 x 119 x 593 毫米
5.9 x 4.7 x 23.4 英寸
1.1 千克（2.75 磅）

分享按钮

高：12.7 毫米（0.5 英寸）
直径：71.8 毫米 
（2.8 英寸）
108 克（0.24 磅）

电源

总高 x 宽 x 深：
91 x 60 x 36 毫米
3.6 x 2.4 x 1.4 英寸

收发器

总高 x 宽 x 深：
23 x 31 x 84 毫米
0.9 x 1.2 x 3.3 英寸
线缆长度：500 毫米 
（1.64 英尺）

随附线缆（2 根）

长：5 米（16.4 英尺）

http://www.logitech.com/support/scribe-compatibility
http://www.logitech.com/support/scribe-compatibility
http://www.logitech.com/support/scribe-compatibility
http://www.logitech.com/support/scribe-compati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