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OUP 是適用於中型到大型會議室、具有非常
優惠，高競爭力價格的視訊會議系統，可讓任
何會議場所都成為視訊協作空間。此視訊會議
攝影機像行動電話一樣簡單易用，像辦公室桌
椅一樣經濟實惠，可以讓每一個人更加輕鬆地
加入討論。

USB 隨插即用連線功能讓 GROUP 只需很短的時
間就能設置使用。它甚至可以在您熟悉的電腦環
境中與任何視訊會議軟體應用程式搭配使用 - 包
括您已經使用的各種軟體。

鮮明的視訊和美觀的全雙工話筒擴音機提供卓越
的協作體驗，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個人的影像，聽
到每個人的聲音。只需與筆記型電腦連線即可開
始會議，或是使用先進的話筒擴音機搭配藍牙無
線技術行動裝置來聆聽聲音更響亮的視訊通話。 

專為大型空間
甚至更大的
使用環境而設計。

羅技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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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視訊會議。
GROUP 是我們適用於擁有 14–20 個成員之
團體的視訊會議解決方案，可提供高品質的 
HD 視訊與如水晶般清澈的音訊，讓任何會
議場所都能變成視訊協作空間。透過回音消
除、噪音降低技術等先進功能，以及直覺控
制，每一個人都可以更輕鬆地加入討論。

 

 

使視訊協作變得簡單。
USB 隨插即用連線功能讓 GROUP 非常容
易使用。只需連線到筆記型電腦，就能在您
熟悉的運算環境中，使用任何視訊會議軟體
應用程式 (包括您已在使用的各種程式)，
進行逼真生動的會議。此外，您也可以使用
先進的話筒擴音機搭配藍牙無線技術行動裝
置來進行具有優異聲音品質的音訊通話。

 
 
 
 

您的會議空間。依照您的心意布置。
GROUP 具有多種攝影機安裝選擇，讓您可
以靈活地自訂會議室設置。可在桌面上使用
攝影機或使用隨附的硬體將其安裝在牆壁
上。攝影機的底部設計有標準的三腳架螺
紋，更增加了使用彈性。會議參加者也可以
在底座的 6 公尺/20 英呎直徑範圍內清晰交
談，或使用選購的擴展麥克風將此範圍擴充
到 8.5 公尺/28 英呎。

GROUP 空間設定 GROUP + 延伸麥克風
空間設定

為提供鮮明的目標和白板內容特寫，GROUP 攝影機具
備 10 倍無損變焦功能，讓您的團隊可以在優異的解析度
和清晰度下觀看到所有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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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 音訊 連線與使用

HD 1080p 30 fps 視訊品質 
為提供鮮明的目標和白板內容特寫，GROUP 攝影機具
備 10 倍無損變焦功能，讓您的團隊可以在優異的解析度
和清晰度下觀看到所有細節。 

H.264，具備可擴展視訊編碼 (SVC) 與 UVC 1.5
由攝影機執行視訊處理，從而保持 PC 處理與電池電力，
根據可用位元流動態調整，讓 Microsoft® Lync®2013, 
Skype for Business 與 Windows® 8 與 Windows®10 環境
中的類似類應用程式視訊串流更為流暢。  

90° 視野與機械式 260° 平移和 130° 傾斜

寬闊的視野以及如絲綢般滑順的平移和傾斜控制，讓對

方能輕鬆地看到室內的每一個人，從而增強協作。 

10 倍無損 HD 變焦

透過特寫功能鎖定對象和白板內容，可提供優異的細節

和清晰度。

自動對焦

高精度鏡頭可自動對焦人物和物體，無論鏡頭指向何

處，都能提供鮮明的解析度。

銳利的光學鏡頭

增強面對面協作體驗先進的羅技鏡頭技術提供具有優異解

析度、速度、流暢度、色彩平衡和細節的傑出視訊品質。

遠端攝影機控制

控制其他地點的另一台羅技 ConferenceCam 或 Webcam 
C930e 的攝影機平移、傾斜和變焦功能1。

5 個攝影機預先設定

多個攝影機預先設定可輕鬆地將鏡頭鎖定和聚焦在常用

檢視上 - 例如會議桌、白板和特寫 - 並且按一下按鈕就
能快速回復到每個檢視。

隨插即用的攝影機設定

僅需使用隨附的 4.9 公尺/16 英呎連接線將攝影機連接到
可供電的集線器，即可立即開始使用。

全雙工話筒擴音機
清脆、清澈且極為清晰的雙向逼真聲音。還有以金屬鑄
件製作的具有先進音訊功能與直覺控制的底座控制台。

寬闊的音訊
會議參與者可以在話筒擴音機周圍 6 公尺/20 英呎直徑
範圍內進行交談，遠端參與者可以非常清晰地聽到這些
聲音，就好像是和交談者身處在相同房間一樣。

選配延伸麥克風
將通話區域從 6 公尺/20 英呎延伸到 8.5 公尺/28 英呎，
即使是遠離話筒擴音機，人們的聲音也能被清晰聽見。
此成對出售的麥克風只需將其插入 GROUP 話筒擴音機
即會自動辨識並完成設定。

使用四個全向麥克風的波束成形技術
透過將聲音反射 (回音) 以及會使人分心的音訊內容降至
最低程度，讓對話聽起來逼真自然。 

回聲消除

先進的聲學工程技術可降低回音，讓通話的聲音更加自

然。 
噪音降低技術
抑制環境噪音和其他會使人分心的聲音，為通話雙方帶
來舒適、自然的交談體驗。 

HD 音訊
高頻寬的音訊可以再現優異品質的人聲，讓通話雙方都
享有逼真的通訊體驗。

視覺通話狀態指示燈
當通話進行中、有來電和來電遭靜音時，內建的 LED 會
閃爍發亮以提供視覺提醒。

LCD 會顯示來電者 ID 與其他資訊
可在 LCD 顯示螢幕上檢視通話相關資訊2 (來電者 ID、
通話持續時間等) 以及話筒擴音機/攝影機功能指示器  
(音量控制等)。

隨插即用的話筒擴音機設定

僅需使用隨附的 4.9 公尺/16 英呎連接線將攝影機插入到
可供電的集線器，即可立即開始使用。

與頂級雲端通訊應用程式緊密整合

羅技與頂尖通訊開發商進行合作，以確保使用者在使用 
GROUP 時享有最緊密的整合與順暢的體驗。

與 Mac和 PC 相容 
只需連接 PC 或 Mac 即可在使用者熟悉的運算環境中進
行會議。 

可搭配大部分的 UC 與視訊會議應用程式使用 
使用者可自由選擇桌面視訊會議應用程式。

藍牙無線技術與近場通訊 (NFC) 技術3 
將話筒擴音機連線到藍牙無線技術裝置即可進行擁有優
異音效品質的音訊通話，或只需將話筒擴音機靠近 NFC 
行動裝置即可完成配對。 

專業級認證 
頂級的業務認證 (針對 Microsoft® Lync® 2013 最佳化、
獲得  Skype for Business 認證、與  Cisco Jabber® 及 
WebEx®4 相容) 以及與羅技協作計畫 (LCP) 成員5 的增強
整合，可確保與大部分企業級視訊會議平台的整合性。

選用的 GROUP 延長線

選用的 GROUP 10 公尺延長線將 Logitech GROUP 與
攝影機/或統擴音機間的距離，從 5 公尺增加到 10 公尺 
(32.8 英尺)。如為涉及到需要更長距離的全空間使用狀
況，請使用 GROUP 15 公尺延長線，可將上述距離增加
三倍，從 5 公尺增加到 15 公尺 (49.2 英尺)6。

多種攝影機安裝選擇以及裝置設定組態

攝影機和音箱之間長達 9.8公尺/32 英呎的連接線能使您
依照您想要的方式布置會議室。可在桌面上使用攝影機

或使用隨附的硬體將其安裝在牆壁上。攝影機的底部設

計有標準的三腳架螺紋，更增加了使用彈性。

可收納的遙控器

可使用底座話筒擴音機控制台或不使用時可收納在控制

台中的遙控器，控制攝影機的平移、傾斜、變焦、音量

增加/減少、接聽/掛斷通話7 等功能。

PTZ 應用程式 
從 PC 或 Mac 使用簡便的應用程式控制本地攝影機平
移、傾斜和變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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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搭配 Microsoft® Lync® 2010 與 2013、Skype® for Business 
及羅技協作計畫 (LCP) 成員使用，包括 Vidyo、Zoom 與 
Lifesize Cloud (最新資訊請參閱 www.logitech.com/lcp)
2 可搭配 Microsoft® Lync® 2013、Skype™ 與 Cisco Jabber® 
3 可搭配 NFC 行動裝置使用
4 請參閱 www.logitech.com/ciscocompatibility 以瞭解最新
版本

5 包括 Blue Jeans、BroadSoft、Lifesize、Vidyo 與 Zoom。
請參閱 www.logitech.com/lcp 以瞭解完整名單與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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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內容

攝影機、話筒擴音機、遙控器、兩條 5 公尺/16.4 英呎連
接話筒擴音機與集線器以及連接集線器與攝影機的連接
線、一條 3 公尺/9.8 英呎連接集線器與 PC 的連接線、
連接線整理魔術貼、集線器與桌面固定魔術貼、可供電集
線器、配備有當地插頭的電源轉接器、安裝套件、快速入
門指南、保固卡。  

產品保固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產品尺寸與重量

攝影機
130 x 170 x 138 公釐 
5.1 x 7 x 5.4 英吋 
585 公克 /21 盎司

話筒擴音機 
240 x 65 x 240 公釐 
9.5 x 2.5 x 9.5 英吋 
1223 公克 / 43 盎司

集線器 
94 x 34 x 74 公釐 
3.75 x 1.3 x 2.9 英吋 
83 公克 / 3 盎司

遙控器 
50 x 120 x 12 公釐 
2 x 5 x 0.5 英吋 
51 公克 / 2 盎司

包裝 
500 x 152 x 310 公釐 
19.75 x 6 x 12.25 英吋 
4.1 公斤 / 9 磅

壁掛/桌面安裝套件 
210 x 120 x 99 公釐 
8.27 x 4.72 x 3.90 英吋 
255 公克/8.99 盎司

擴展麥克風 
83 x 83 x 21 公釐 
3.3 x 3.3 x 0.83 英吋  
230 公克 / 8 盎司

GROUP 10 公尺 
延長線 
連接線/中繼器 
10 公尺 x 4 公釐/50 x 12 公釐 
32.8 英尺 x 0.16 英吋/ 
1.97 x 0.47 英吋 
278 公克 / 9.8 盎司

GROUP 15 公尺 
延長線 
連接線/中繼器 
15 公尺 x 5 公釐/50 x 12 公釐 
49.2 英尺 x 0.20 英吋/ 
1.97 x 0.47 英吋 
510 公克 / 18.0 盎司

6 若要瞭解關於 GROUP 延長 DIN 連接線的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logitech.com/accessories。
7 可搭配 Microsoft® Lync® 2013、Skype® for Business、Skype™、 
Cisco Jabber® 與完全整合的 LCP 參與者使用 

攝影機

順暢的動力平移、傾斜和變焦操作，可由遙控器或控制
台控制

260° 平移，130° 傾斜

10 倍無損 HD 變焦

90° 視野

Full HD 1080p 30fps 

H.264 UVC 1.5，提供可擴展視訊編碼 (SVC)

自動對焦

5 個攝影機預先設定

ConferenceCam 產品遠端控制 (PTZ)

Kensington 防盜鎖插孔

可確認視訊串流的 LED

標準三腳架螺紋

遙控器

可收納 

8.5 公尺/28 英呎範圍

話筒擴音機

全雙工效能 

回聲消除 

噪音降低技術

超寬頻音訊

藍牙與 NFC 無線技術

可顯示來電者 ID、通話持續時間與其他功能回應的 LCD 
螢幕

指明話筒擴音機串流、靜音、保留通話和藍牙無線配對
的 LED 指示燈 

觸控操作來電接聽/掛斷、音量增加/減少與靜音、藍牙等
功能，以及攝影機 PTZ、「歸位」預設按鍵和遠端控制

麥克風 (Tx)

     四個全向式麥克風，6 公尺 (20 英呎) 直徑有效範圍

     頻率響應：100Hz – 11KHz

     靈敏度：-28dB +/-3dB

     失真：<1% @ 1KHz (於 106dB 時)

音箱 (Rx)

     頻率響應：120Hz – 14KHz

     靈敏度：83dBSPL +/-3dB (於 1W/1M 時)

     最大輸出功率：91dBSPL

     失真：<5% (於 200Hz 時）

Kensington 防盜鎖插孔

集線器/連接線

用於連線到所有元件的可掛接式集線器

隨附桌下安裝用黏合劑

用於集線器與攝影機/話筒擴音機連線的兩條連接線 (長
度：5 公尺/16 英呎)

一條用來連接 PC/Mac 的 USB 連接線 
(長度：3 公尺/6.6 英呎)

AC 電源轉接器 (長度：3 公尺/9.8 英呎)

安裝套件

壁掛或從桌面抬高攝影機的雙重用途安裝套件 

相容性與工具

與 USB 2.0 相容

廣泛的 UVC 相容視訊與音訊應用程式

針對 Microsoft® Lync® 最佳化，獲得 Skype for Business 
認證、與 Cisco Jabber® 和 WebEx® 相容。增強與羅技協
作計畫 (LCP) 成員的整合。

可下載的診斷工具

現場韌體升級工具

可下載支援先進功能的應用程式外掛程式

技術規格

產品規格

Logitech GROUP 
零件編號：960-001054 
UPC：097855118462  
 
延伸麥克風 
零件編號：989-000171 
UPC：097855119551  
 
GROUP 10 公尺延長線 
零件編號：939-001487 
UPC：097855129765 
 
GROUP 15 公尺延長線 
零件編號：939-001490 
UPC：097855131942
 
 
  系統需求 
 
Windows 7、Windows 8 或 Windows 10 
Mac OS X® 10.7 或更新版本 
Google Chromebook 29 版或更高版本  

注意：如需 Full HD 支援，請洽詢您的軟體應用程式提供
者以瞭解系統要求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