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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视频会议 
视频会议已从一项昂贵复杂的技术发展成为经济实惠、高度可靠的核心业务工具。现在，每天有

数亿人在使用该项技术。 

过去，大多数会议室（也称为群组）视频会议系统均使用同一种被称为通信“标准”的语言。 通过

遵守 SIP 和 H.323 等标准，视频会议系统可以相互通信并连接到后端视频会议平台（即呼叫服务、

视频桥、网关、注册系统等）。 

需要购买此类视频系统的客户并不担心与视频会议平台的互操作性或兼容性，因为几乎所有视频

系统都遵循相同的标准。 

此外，客户无需考虑这些视频会议系统上运行的操作系统或软件，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他们所购

买的视频系统会随附供应商的硬件、供应商选择的操作系统和供应商的协作软件。 

但今时已不同往日。 

平台至关重要 
无数组织已为其员工提供适用于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移动设备的功能丰富的通信工具（包括视

频会议工具）。  

出于各种原因（可扩展性、易用性、功能集等），大多数公司使用云平台将其通信和视频会议部

署扩展至其员工。  

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户逐渐适应了平台提供商提供的通信软件，现在他们期望可以在会议室中享

受相同的体验（外观、感觉、工作流程等）。 

一些云服务提供商为其通信软件打造了“会议室友好”版本，以满足这种需求。 为方便部署软件，

供应商设计了与运行 Windows 和 Android 的第三方硬件兼容的会议室软件。 

世界各地的组织正在使用通信平台提供商（如下表所示）的 Windows 版和 Android 版软件为其会

议室提供视频支持。 

会议室软件 Windows Android 
BlueJeans Rooms X X 

Dialpad Meetings  X 

GoToRoom  X 

微软 Teams Rooms (MTR) X X 

Pexip Room  X 

RingCentral Rooms  X 

StarLeaf Room  X 

腾讯会议室  X 

Zoom Rooms (ZR) X X 

图 1：会议室视频会议软件（和支持的操作系统）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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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操作系统 
希望在会议室部署软件解决方案的顾客首先需要确定其首选的通信平台（例如微软 Teams、

Zoom 等）。 

如上表所示，一些提供商（例如 GoToRoom、RingCentral 和 Pexip）仅提供 Android 版会议室软

件，而其他提供商则同时提供 Windows 版和 Android 版选项。 

如果您选择的平台提供商仅提供适用于一种操作系统的会议室软件，那么您的选择范围会受到

限制。这时，您只能接受支持的操作系统，等待提供商支持其他操作系统，或者选择不同的通

信平台。 

但是，如果您的首选提供商提供同时适用于 Windows 和 Android 的会议室软件，或者您尚未选择

通信平台，那么您需要做出决定。 

本节将重点介绍 IT 经理在为其会议室视频系统选择 Windows 和 Android 时应考虑的一些关键

事项。1 

设备外形 – Windows 视频系统通常采用迷你 PC 的外形设计，需要使用 USB 麦克风、摄像头和扬

声器。 相反，Android 视频系统采用内置麦克风、扬声器和摄像头的一体化（视频会议一体机）

外形设计，也有采用迷你 PC 外形设计的独立设备，需要使用 USB 麦克风、摄像头和扬声器。 

方便快捷的安装 – 相比需要使用 USB 麦克风、扬声器和摄像头的系统，一体化（视频会议一体

机）系统的安装更快捷简便。 

支持的会议室尺寸/类型 – 一体化（视频会议一体机）系统非常适合中小型会议室，而需要使用外

置音视频配件（麦克风、扬声器、摄像头等）的设备则更加灵活，可以支持几乎所有尺寸或类型

的会议室。2 

功能对等 – 一些平台供应商会优先考虑其中一种操作系统。 例如，微软致力于在微软 Teams 

Rooms (MTR) 的操作系统之间实现功能对等，但 Windows 操作系统比 Android 操作系统更早提供

某些功能。 

有线内容共享 – Windows 视频系统通常需要额外的硬件（例如罗技 TP100 触控屏）来实现有线内

容共享，而 Android 设备通常支持使用 HDMI 或 USB 连接（或两者）实现有线内容共享。3 

自带设备支持 – 通过自带设备支持功能，用户可以将笔记本电脑连接到会议室视频系统，并可

“借用”视频系统的麦克风、扬声器和摄像头，以便与笔记本电脑上运行的各种协作应用程序配合

使用。  

如果没有外置视频、音频和 USB 切换设备（例如，罗技 Swytch 音视频切换器），Windows 视频系

统通常不支持自带设备，而大多数基于 Android 的视频系统开箱即支持自带模式。5 

                                                           
1 同时包含 Windows 和 Android 视频系统的混合部署也很常见。 

2 一些视频会议系统（例如罗技 CC5500e）可搭配外置麦克风使用，以支持大型会议室。 

3 有线内容共享和自带设备支持功能还取决于视频系统使用的通话平台。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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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 – Windows 和 Android 视频系统都容易遭受攻击。 一些专家认为 Android 更安全，因为

它延续了 Linux 的传统。 其他专家则指出，黑客经常以移动操作系统为目标（例如 Android 和 

iOS），一旦不法分子获得 Android 设备的访问权限，他们通常就可以访问该设备上的所有应用程

序和数据。 一些视频会议硬件供应商使用基础操作系统的修改版本来增强系统安全性。 

操作系统 (OS) 访问权限 – Windows 系统通常允许安装其他软件（例如，病毒和恶意软件检查程

序、其他安全软件等）并访问配置设置（例如，防火墙规则等）。相比之下，基于 Android 的视

频系统通常已经锁定。 这对一些公司（尤其是具有安全意识的大型企业）大有益处。 

系统管理 – 基于 Windows 和 Android 的设备都需要进行一些主动管理，以保持设备处于最新状态

并确保安全性。  

- Windows 系统一般可以使用标准 IT 管理工具（例如 SCCM、Intune/微软 Endpoint 

Manager、Remote Desktop 等）进行管理。  

但是，这些系统通常需要对系统的许多部分（例如，设备固件、操作系统、系统和设备

驱动程序、协作应用程序等）进行频繁费时的更新。 此类更新通常超出了一般用户的能

力范围。 

- 更新基于 Android 的视频系统一般更快捷简便，但通常需要通过供应商的管理平台或门户

网站进行。 

平台灵活性 – 使用 Android 视频系统可以相对快速轻松地从默认通话（视频）平台更改至其他平

台。 在 Windows 系统进行此类更改会更加复杂费时。 

总拥有成本 (TCO) – 在会议室视频会议领域，总拥有成本 (TCO) 由许多要素组成，其中包括以下方

面的成本： 

- 视频会议系统硬件 

- 持续的设备支持和维护包 

- 软件许可证（例如，操作系统许可证、防病毒软件等） 

- 服务费（例如，每月通话平台费用） 

- 各种音视频外设（麦克风、扬声器、摄像头等） 

- 后端监控或管理（产品和服务）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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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与 Android 比较 
下表列出了 Windows 和 Android 会议室视频会议系统之间的一些典型差异。 

关注领域 Windows Android 评论 

设备外形 
迷你 PC 外形 + 音

视频 (USB) 外设 

一体化 

（视频会议一体机） 

 

迷你 PC 外形 + 音视

频外设 

注意：存在一些例外情况  

（例如，微软 Surface Hub 是基于 Windows 

的一体化会议室解决方案。） 

易于安装 中度 高度 
Windows 视频系统在安装和配置上通常需

要更多时间和更丰富的专业知识。 

支持的会议室尺寸 

和类型 

小型 

中型 

大型 

小型 

中型 

大型 

主要取决于外形尺寸。 

 

视频会议一体机最适合中小型会议室。 迷

你 PC 外形（Windows 或 Android）适用于

各种会议室尺寸或类型。 

功能对等 视平台而定 视平台而定 
一些平台供应商提供跨操作系统的对等功

能，而其他供应商则更偏爱其中之一。 

有线内容共享 需要额外的硬件 
通常支持 HDMI 或 

USB 内容共享 

有线内容共享功能取决于所使用的设备和

通话平台。 

自带设备支持 
需要外置音视频

和 USB 切换 

通常开箱即支持自带

设备 

自带设备支持取决于所使用的设备和通话

平台。 

安全问题 中度 中度 
每种操作系统都存在利弊。 一些公司可能

更喜欢采用其中之一。 

操作系统 (OS) 访问 高度 低度 
Windows 系统通常允许管理员访问操作系

统并根据需要安装其他软件。 

系统管理 使用标准 IT 工具 
使用供应商 

工具 

相比 Android 系统，Windows 系统通常需要

更频繁和“更大范围”的更新。 

平台灵活性 弱 强 
相比 Windows 系统，在 Android 系统中切

换会议室平台会更加快捷方便。 

总拥有成本 较高（通常） 
较低 

（通常） 

总拥有成本 (TCO) 包括硬件、许可证、音视

频配件、管理等成本。 

图 2：会议室视频系统 - Windows 与 Android 方案的比较  

 

 

 

http://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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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亮点 
本研究的赞助者罗技提供了一系列适用于小型、中型和大型会议室的 Windows 和 Android 版视频

会议系统和配件。 

USB 视频系统 

CC4000e 是一款 USB 视频会议一体机，包含一个 4K 摄像头、由三个麦克风组成的波束成形麦克风

阵列，以及一个专为小型会议室设计的定制扬声器。 

 

图 3：Windows 微软 Teams Rooms 套装中的罗技 CC4000e（含一个罗技 TP100 触控屏） 

CC5000e Plus 是一个模块化视频会议系统，包含一个 4K 电动平移/俯仰/变焦摄像头、两个扬声器

和两个麦克风。 CC5000e Plus 可支持多达七个麦克风。 

 

图 4：Zoom Rooms 套装中的罗技 CC5000e Plus（含一个罗技 TP100 触控屏） 

CC4000e 和 CC5000e Plus 可用于 Windows、Android 和自带设备环境： 

- Windows – 这些解决方案可与微软 Teams Rooms 和 Zoom Rooms 系统配合使用，适用于罗

技合作伙伴（包括 Lenovo、HP、Intel 或 Dell）的 PC。 

- Android – 这些解决方案还可与罗技 RoomMate 配合使用。RoomMate 是一款目前支持多个

云平台（例如 Pexip、RingCentral Rooms 和 Zoom Rooms）的 Android 软硬件一体式设备。4 

- 自带设备 – 这些解决方案可用作运行各种协作应用程序的用户笔记本电脑的麦克风、扬声

器和摄像头。 

                                                           
4 RoomMate 于 2021 年 11 月下旬开始发货。 RR 预计 RoomMate 在不久的将来会支持其他通话平台（例如微软 Teams）。 

http://www.reconres.com/
https://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conference-cameras/meetup-conferencecam.960-001104.html
https://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room-solutions/rally-ultra-hd-conferencecam.html
https://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room-solutions/roommate.950-000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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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视频会议一体机 

CC4500e 是一款 Android 视频会议一体机，包含一个 4K 摄像头、由六个麦克风组成的波束成形麦

克风阵列和两个扬声器，专为中小型会议室而设计。 CC4500e 还支持多达两个扩展麦克风。 

 

图 5：罗技 CC4500e 和 TP100 触控屏 

CC5500e 是一款 Android 视频会议一体机，包含一个 4k 摄像头、由六个麦克风组成的波束成形麦

克风阵列和两个扬声器，专为中型和大型会议室而设计。 CC5500e 还支持多达三个扩展麦克风，

并提供扬声器增强模式，以满足大型会议室的需求。 

 

图 6：罗技 CC5500e 和 TP100 触控屏 

CC4500e 和 CC5500e 也可用于 Windows、Android 和自带设备环境： 

- Android – 这些解决方案为众多通话平台提供原生支持（请查看下方徽标）。 

 

- Windows – 这些解决方案还可以与运行微软 Teams Rooms 或 Zoom Rooms 的 Windows PC 连

接和配合使用。 

- 自带设备 – 这些解决方案可用作运行各种协作应用程序的用户笔记本电脑的麦克风、扬声

器和摄像头。 

下表重点介绍了罗技视频会议系统支持的会议室尺寸和用例（Android、Windows、自带设备）。 

 会议室尺寸 Android Windows 自带设备 

CC4000e 小型 
支持 – 搭配罗技 

RoomMate 

支持 – 通过 USB 线缆连

接至 Windows PC 

支持 – 通过 USB 线缆连接

至用户的笔记本电脑 

CC5000e Plus 中型/大型 
支持 – 搭配罗技 

RoomMate 

支持 – 通过 USB 线缆连

接至 Windows PC 

支持 – 通过 USB 线缆连接

至用户的笔记本电脑 

CC4500e 小型/中型 
支持 – 使用内嵌 

Android 电脑 

支持 – 通过 USB 线缆连

接至 Windows PC 

支持 – 通过 USB 线缆连接

至用户的笔记本电脑 

CC5500e 中型/大型 
支持 – 使用内嵌 

Android 电脑 

支持 – 通过 USB 线缆连

接至 Windows PC 

支持 – 通过 USB 线缆连接

至用户的笔记本电脑 
 

图 7：罗技视频系统与会议室尺寸和用例信息 

http://www.reconres.com/
https://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room-solutions/rallybarmini.960-001336.html
https://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room-solutions/rallybar.960-0013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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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技还提供了适用于 Windows 和 Android 视频系统的两款触摸控制屏。 罗技 TP100 是一款 USB 触

摸控制屏，支持通过 HDMI 摄取的有线内容共享，而 TP100 无线触控屏则是 PoE 供电的基于 

Android 的触摸控制屏。 

罗技最近推出了 TS100 日程显示屏，这是一款专为会议室打造的基于 Android 的日程安排面板。 

所有罗技会议室视频会议产品，包括罗技 TP100 触控屏、TP100 无线触控屏以及 TS100 日程显示

屏，都可以使用 罗技 Sync 设备管理软件（罗技基于云的监控和管理门户）进行管理。 

结论 
传统视频系统使用专有硬件和软件来支持基于标准的视频通话。 使用这些系统时，底层操作系统

对顾客的影响微不足道。 

如今，许多组织正在会议室中部署通信平台提供商的视频会议软件（例如微软 Teams Rooms、 

Zoom Rooms 等）。 其中一些软件解决方案可同时适用于 Windows 和 Android，因此 IT 经理现在

必须选择要部署的操作系统。 

在做出选择何种操作系统和视频系统的决策时，IT 经理应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受支持软件平台的

范围、可选择的设备外形和支持的会议室尺寸、安装的难易程度和速度、可用性、功能集、安全

问题和 IT 政策、设备管理选项、总拥有成本等。 

本研究的赞助商罗技为小型、中型和大型会议室提供各种外形的基于 Android 和 Windows 的视频

会议解决方案和套装。 这些解决方案支持众多通信平台。 

Recon Research 团队已在实验室中测试并使用了大多数罗技解决方案，而且将其纳入日常业务

中，因此可以直接确认它们是否兑现了承诺。 

需要为会议室配备视频功能的组织应重点考虑罗技提供的一系列会议室视频解决方案。 

  

http://www.reconres.com/
https://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room-solutions/tap.939-001951.html
https://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room-solutions/tap-ip.952-000089.html
https://www.logitech.com.cn/zh-cn/video-collaboration/products/syn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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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技 

（以下信息由罗技提供） 

罗技通过设计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为用户带来出色的数字化体验。早在 35 年前，罗技就

开始通过电脑使人们实现互联。现在罗技旗下拥有众多品牌，通过设计视频、音乐、游戏和计算

产品实现互联。 

罗技视频协作团队可以帮助各个组织的人员随时随地进行面对面一样的沟通，而不影响协作的质

量、工作效率和创造力，从而支持向随时随地办公的转变。如需详细了解罗技视频协作产品，请

访问 www.logitech.com/vc、www.linkedin.com/showcase/logitech-video-collaboration 或 

@LogitechVC。  

 

关于 Recon Research 
 

Recon Research (RR) 是一家专注于企业通信领域的分析/市场研究公司。 我们的研究范围广泛，覆

盖统一通信、视频会议、协作和创想、视听 AV 解决方案、无线演示等多个领域。 

RR 为企业客户、供应商、渠道合作伙伴和投资专业人士提供所需的信息和洞见，帮助他们基于事

实做出明智决策。 

RR 不走寻常路，15 年来一直致力于提供各种公司简报，开展市场分析，并对相关领域的产品和

服务进行实测，积累了深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 

如需了解详情，请访问 www.recon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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