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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協作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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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技視訊協作產品系列
概覽

好的會議不僅僅只是完美的簡報，更重要的是與參與

者的溝通。

羅技正在改變團隊協作的方式 – 透過設計創新、優

美、價格優惠的視訊協作解決方案消除舊有的限制，

開啟新的可能，以配合各種形式的會議室空間。 

羅技視訊協作產品，提供優異的視訊與清晰的音訊 – 

讓任何會議場所都能成為視訊協作空間。羅技網路攝

影機利用高品質 HD 視訊，增強桌上型視訊協作，同

時運用 USB 耳機麥克風提供清晰的聲音。

此外，羅技視訊協作解決方案容易部署，並可搭配

任何視訊會議應用程式使用 – 包括您目前正在使用的

軟體。2 

羅技具有前瞻性的願景，持續進行創新，將最新的

技術發展和以客戶為中心的設計結合為一。Logitech 

RightSense™ 技術帶來高品質的視訊體驗，讓每位與

會者都能清楚的被看見，每段發言也能清晰的被聽

見。3 利用羅技 RightSight™ 攝影機控制技術自動取

景並對準與會者、使用羅技 RightLight™ 最佳化技術 

獲得更自然的臉部取像，以及透過羅技 RightSound™ 
技術調整音量和抑制噪音，讓視訊會議變得更完美。 

無論您使用什麼方式或在什麼地方進行協作，視訊會

議都可以順暢進行。

增強協作



4

小型會議室
團隊協作

根據 Wainhouse Research 的調查資料4，有 40% 的時間人們是在小型空間加入視訊會議，比任何其他

地點都更多。這些房間對於會議成功有獨特的需求，包括具有平移和傾斜功能的廣角鏡頭，以確保房間

內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被看到，以及內建的音訊以節省空間。羅技的小型會議室解決方案，滿足這些關鍵

性的需求，協助您的公司充分利用這些小型空間。此外，羅技視訊會議攝影機相容於您熟悉的各種應用

程式5，提供更輕鬆的協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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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技 MEETUP

小型會議室

羅技 CONNECT

羅技 BCC950

MEETUP 配件

具有 120° 超廣角視野、4 K 光學鏡頭的全功能視訊會議攝影機5，

並配備有整合音訊，小型會議室的完美選擇。

零件編號 960-001101

便攜的視訊會議攝影機搭配藍牙話筒擴音機，可在小型會議室、

家庭辦公室和外出時使用。 

零件編號 960-001039

私人辦公室、家庭辦公室和大部分半私人空間的桌上型視訊會議

解決方案。

零件編號 960-000939

•  清楚看見每一個人，即使他們非常靠近攝影機

•  精巧的設計減少纜線糾纏和雜亂

•  可搭配您的視訊會議應用程式使用5

•  精巧的 75 公釐 (3 英呎) 外型提供優異的視訊和音訊

•  配備充電電池，具有便利的攜帶性。

•  可搭配您的視訊會議應用程式使用5

•  全功能設計，使用容易且又節省空間

•  以實惠價格提供清晰的 HD 視訊和音訊

•  可搭配您的視訊會議應用程式使用5

可達 6 個座位

可達 6 個座位

可達 4 個座位

MEETUP 電視安裝支架 

MeetUp 視訊會議攝影機的安裝選項。 

電視安裝支架 零件編號 939-001498 

電視安裝支架 XL 零件編號 939-001656 

MEETUP 的擴展麥克風  

附加的麥克風為小型會議室提供更多彈性。擴展音

訊涵蓋範圍到 8 個座位。 

零件編號 989-000405

NFC

90º

78º

120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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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到大型會議室 
團隊協作

若要充分利用您的中到大型會議室，您需要可因應您空間的視訊會議解決方案。這些會議室是做出重大決

定、進行重要簡報和建立全球關係的地方。羅技提供模組化的解決方案，可進行調整設定來因應您會議

室的形狀和佈置。而且羅技 RightSense 技術提供更高品質的視訊體驗，確保每位與會者都能清楚的被看

見，每段發言也能清晰的被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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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LY 安裝支架 

羅技 Rally 的建議安裝選項。 

零件編號 939-001644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提供隨處擺放羅技 Rally 麥克風的彈性。 

零件編號 939-001647

RALLY 麥克風

最多可使用七個麥克風。每個額外的麥克風可擴充

涵蓋範圍高達六個座位。

零件編號 989-000430

• Ultra-HD 視訊，具備 4K 光學鏡頭6

• RightSense 技術提供自動化攝影機控制7、光線和聲音最佳化3

•  模組化音訊，提供一個前置型音箱和一個麥克風

•  最多總共可部署七個麥克風以擴展音訊範圍

•  可搭配您的視訊會議應用程式使用5

中到大型會議室

羅技 RALLY
優異的模組化視訊會議系統，為中型會議室提供無與倫比的視訊

和音訊效能。

零件編號 960-001236

可達 10 個座位

RALLY 的配件

90º

RALLY 音箱 

增加第二音箱以在較大的房間使用。 

零件編號 960-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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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擴展麥克風 

包含兩個全向麥克風，擴展 GROUP 音訊涵蓋範圍

到 20 個座位。 

零件編號 989-000171

GROUP 15 公尺連接線 

用來安裝於較大型會議室的 15 公尺連接線。 

零件編號 939-001490

GROUP 10 公尺連接線 

用來安裝於較大型會議室的 10 公尺連接線。 

零件編號 939-001487

• HD 1080p/30fps 搭配 10 倍無損變焦6

•   90° 視野以及電動平移與傾斜功能 

•  波束成形全雙工話筒擴音機

•  回音消除和減噪技術

•  可搭配您的視訊會議應用程式使用5

NFC

中到大型會議室

LOGITECH GROUP
價格實惠的視訊會議系統，配備 HD 視訊、10 倍變焦和桌上話筒

擴音機。

零件編號 960-001054

可達 14 個座位

GROUP 配件

90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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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任何空間
所有人都能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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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會議室
團隊協作

多功能會議室需要可因應不同使用狀況的多功能攝影機，無論其是用於教室、訓練中心或禮堂。羅技 PTZ 

攝影機是可容納較多與會者之較大空間的完美選擇，可以擷取整個房間的影像，同時仍提供關注細節的能

力—例如簡報者、小組成員、白板或個別與會者。無論是用於會議、研討會或簡報用途，羅技 USB 攝影

機都提供給與會者在同一空間齊聚一堂的優質體驗，即使他們相隔千里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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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ight 技術可自動取景7，而 RightLight 技術可自動調

整光線平衡和色彩最佳化3

• 4K 光學鏡頭，具備 15 倍 HD 變焦6 

•  90° 視野

•  機械式平移、傾斜和變焦

•  可搭配您的視訊會議應用程式使用5 

• HD 1080p/30fps 搭配 10 倍無損變焦6

• 90° 視野

•  機械式平移、傾斜和變焦

•  可搭配您的視訊會議應用程式使用5 

多功能會議室

羅技 RALLY 攝影機

羅技 PTZ PRO 2 攝影機

優異的 PTZ 攝影機具備 Ultra-HD 成像與攝影機自動控制功能，

提供大型會議室品質的視訊。  

零件編號 960-001226

具備增強之平移、傾斜與變焦功能的 HD 視訊攝影機。  

零件編號 960-001184

90º 90º

90º 90º

20+ 個座位

20+ 個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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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室解決方案
團隊協作

從小型房間到大會議室，會議室解決方案讓任何公司都可以順暢進行視訊協作。與會者可以四處走動，按

一下按鈕就能開始會議。無論工作場合如何，均可以實現更簡易的操作、更少的問題、更好的視訊會議。

羅技會議室解決方案提供一致的協作體驗，事先完成專業設定可快速部署、並可自動連線到任何視訊會議

雲端服務。羅技會議室解決方案讓與會者可輕鬆地召開與加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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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穩固放置 Microsoft® Surface® Pro 

•  增加連線能力而不顯雜亂，包括雙 1080p 顯示的 HDMI、三

個 USB 連接埠、Gigabit 乙太網路和耳機麥克風插孔

•  使用 1080p/30fps HDMI 輸入和擷取，簡化內容分享工作

SMARTDOCK FLEX*

建議使用的擴展套件，將 AV、USB 和電源整合為一

條單一的 CAT6 連接線，並增加 AV 轉送功能以讓來

賓輕鬆使用室內的顯示器、攝影機和話筒擴音機。

零件編號 960-001213

SMARTDOCK 延長盒

基本擴展套件，將在房間交叉走線的連接線整合為

一條 5 合 1 專用連接線 (14 公釐直徑、非透過標準

線管走線)。

零件編號 960-001095

會議室解決方案

羅技 SMARTDOCK 影音控制台 

可搭配 Skype® Room Systems 使用的影音控制台，提供一鍵加

入、串流播放視訊協作和桌面分享功能。

零件編號 960-001110

SMARTDOCK 配件

• 5 公尺 (16 英尺) 連接線足以在較小的空間內

使用 

•  增加 HDMI 輸入以進行有線內容分享

•  可將 SmartDock 部署在距離室內影音設備最

遠達 15 公尺 (50 英尺) 的地方 
•  增加 HDMI 輸入以進行有線內容分享

* 強烈建議使用以簡化安裝

•  適用於會議室電腦的有線內容分享

•  從任何具有 HDMI 相容輸出埠的裝置進行分享

•  可搭配大部分的會議或網路研討會服務使用5 

羅技螢幕分享轉接線

利用 HDMI 簡單連接到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輕鬆也即時的將

內容分享到任何會議室的電腦中。 

零件編號 939-00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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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順暢且有效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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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空間進行視訊通話，需要避免分心及掌控攝影機拍攝畫面。羅技個人協作解決方案可以將任何桌面

轉變成即時協作空間。利用隨插即用的 USB HD 網路攝影機及/或耳機麥克風或行動免手持話筒擴音機的

組合，面對面的桌面協作變得如此輕鬆。配備可最佳化影像，提供更自然光線和色彩之 RightLight 技術的

優異網路攝影機。以及清晰且隔噪的音訊技術，確保您無論是在開放空間或私人辦公室，都可以清楚的聽

到彼此的通話。

桌上型視訊解決方案
個人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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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技 BRIO

羅技 C930e 網路攝影機

羅技 C925e 網路攝影機

適用於視訊會議、串流播放和錄製的 Ultra HD 網路攝影機。  
零件編號 960-001105

•  高達 4K 的優質視訊品質

•  透過 HDR 和 RightLight 3，任何光線下均可呈現最佳氣色

•  利用 Windows Hello™ 臉部識別功能登入，增強安全性

•  可搭配您的視訊會議應用程式使用5

具有廣闊視野和 HD 數位變焦的商務網路攝影機。 
零件編號 960-000976

•  1080p HD 品質，視訊會議的理想選擇

•  配備 RightLight 2，提供優異的低光源環境表現

•  優質玻璃鏡頭

•  可搭配您的視訊會議應用程式使用5 

具有隱私遮罩的實惠型 1080p HD 網路攝影機。 
零件編號 960-001075 

•  專為桌上型視訊會議而設計

• RightLight 2 技術確保在標準的辦公室照明條件下也可獲得清晰的視訊

•  滑動遮罩可確保隱私

•  可搭配您的視訊會議應用程式使用5

桌上型視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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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隨地 
都能開始會議



 

1  羅技提供的完整會議室解決方案可讓與會者快速開始並舉行視訊會議。
2 請參閱 www.logitech.com/lcp 以瞭解羅技協作計畫目前的參與者名單。 
3  RightSense 技術依產品和軟體版本而有差異。請參閱您羅技裝置的規格說明並安裝最新的韌體，以

獲得最佳的效能。
4 https://www.logitech.com/en-us/video-collaboration/resources/think-tank/infographics/the-
  huddle-room-meeting-experience.html 
5  羅技視訊會議攝影機和網路攝影機均獲得認證，及/或相容於 Microsoft Skype® For Business、 

Microsoft Teams、Google® Hangouts™ Meet、Zoom、BlueJeans、GoToMeeting®、WebEx™ 及其他

支援 USB 攝影機和音訊裝置的視訊會議、串流播放和錄製應用程式。請造訪我們在 
  www.logitech.com/vc 的產品頁面以瞭解詳細資訊。
6 支援的視訊模式因應用程式而有不同。
7   RightSight 可透過下載的軟體啟用，並初始支援 Windows® 10。請參閱 www.logitech.com/rightsight 
以瞭解適用情況。

NFC

連線 注意

USB 隨插即用功能

藍牙無線技術

近場通訊 (NFC) 技術

 

瞭解關於羅技協作解決方案的詳細資訊。

請造訪 www.logitech.com/vcresourcecenter

© 2018 Logitech.羅技、Logitech 標誌和其他羅技商標均歸羅技所有，並或已註冊。其他非羅技商標，仍由各該商標所有人擁有其權利。羅技對於此出版品中可能出現的任何錯誤不承擔任何責任。 
此處所述的產品、價格和功能資訊可不經通知逕行變更。

2018 年 11 月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