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智能的会议
全自动呈现。

罗技 CC5000e
CC5000e 的模块化音频组件支持将扬声器和麦克风
按需放置在任何地方，从而在会议空间实现完整的
音频覆盖。CC5000e 最多可支持七个麦克风，方便
为您的空间创建理想的音频配置。

CC5000e 采用 RightSense™ 主动技术，可轻松、自动
为您提供更优的会议体验。RightSight™ 可轻松准确
地自动取景拍摄与会者，无论座位远近；RightLight™ 

可优先处理人物面部，以呈现自然肤色；同时 

罗技® CC5000e 具有一套超高清成像系统，可在最
高 4K 分辨率下提供清晰锐利的视频、鲜艳真实的颜
色和出色的光学精准度。模块化音频系统可为桌面
带来清晰通透的音频和惊人的语音清晰度。 

CC5000e 标配一个扬声器和一个麦克风，适用于中
型和大型会议室。对于有 14 名或更多参与者的大型
空间，CC5000e Plus 提供配有开箱即可用的两只麦
克风和两只扬声器的套装可选，适用性更加广泛。
 

RightSound™ 可通过抑制背景噪音和回声、自动均
衡语音和聚焦于活跃发言者等方式显著提高语音清
晰度。RightSense 可兼容多数支持 USB 设备的视
频会议应用程序，包括Hangouts Meet、Microsoft 

Skype for Business、腾讯会议、飞书会议、Teams以 
及Zoom。

CC5000e 设计优雅、外观精致，配有周到的线缆管
理系统和模块化音频，可轻松搭配各种室内设计风
格而不显突兀。



CC5000e CC5000e Plus CC5000e Plus + 可选麦克风

90º
90º 90º

可选麦克风
1 只可选麦克风 = 6 个额外座位

最多 10 个座位 最多 16 个座位 最多 46 个座位

房间设置图

特性与优势

视频 
 
非凡的视频画质
凭借其超高清成像系统，CC5000e 可在最高 4K 分
辨率下提供清晰锐利的视频、鲜艳真实的颜色和
出色的光学精准度。
 
自适应平移、俯仰和变焦
流畅的 PTZ 电机可根据变焦倍数自动调整平移和
俯仰速度。益处：缩小焦距以快速取景时可获得
更快的摄像头移动速度，而放大焦距时可降低摄
像头移动速度以获得更佳控制性。
 
时尚的工业设计
高品质 PTZ 摄像头以哑光黑搭配灰色金属饰板，
具有优雅的外观，搭配设计时尚的音频组件及配
件，在任何房间都可成为亮眼美妙装饰。

 
 

音频 
 
先进的模块化音频
CC5000e 可带来自然、清晰且容易辨别的声音效
果。精致灵敏的麦克风可使每位与会者的发言都
能被清晰听到，而独立扬声器则能以真实饱满的
声音覆盖更大的房间。 
 
来自室内前方的音频
CC5000e 扬声器设计用于放置在房间的前部。将
麦克风置于桌面，将扬声器放置在显示设备附近，
让语音和视频画面均来自于自然方向而非身后，为
您打造更自然真实的对话氛围。
 
最多 7 个麦克风
对于大型会议室，可以添加 CC5000e 麦克风以扩
展音频覆盖范围，并更方便地掌控静音控制。每
个麦克风均可增加对六名与会者的覆盖范围，是
部署大型会议空间和会议室的理想选择。

连接与应用 
 
智能布线和内容共享
通过显示集线器和桌面集线器来减少横跨全屋的
布线，CC5000e 组件和会议电脑可安全收起，无
需暴露在外。 
 
响亮而清晰
CC5000e 显示集线器内置的放大器可为最多两个 
CC5000e 扬声器供电，即便在较大的房间内也能
提供饱满的声音。
 
灵活麦克风布线（可选）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配有三个连接端口，可连
接 CC5000e 麦克风或额外的麦克风集线器，可轻
松减少跨桌布线，参会者可以方便摆放麦克风或
者将静音控制放在触手可及的位置。
 
安装套件（可选）
添加 CC5000e 安装套件，使用定制支架和安装硬
件方便美观地安装每个组件。 

RIGHTSENSE 技术和设计创新

RightLight
支持宽动态范围 (WDR) 的罗技 RightLight 可使每
名被拍摄者无论在何种光线条件下都能在镜头中光
彩照人。RightLight 可减少视频噪点、优化光线平
衡，并微调色彩和饱和度，以获得自然肤色效果。

RightSight
罗技 RightSight 摄像头控制技术可自动移动镜头 
并调节焦距，轻松将每位与会者摄入画面中。 
RightSight 不仅可以检测面部，还能识别人物轮廓， 
可智能取景以清晰拍摄全部会议参与者。 

RightSound
罗技 RightSound™ 是一套音频处理技术和设计创
新，可为视频会议提供企业级音质。RightSound 
专为人声进行优化，可减少不必要的震动和噪音，
并专注于活跃发言者，以清晰出色地传输语音。

CC5000e 内置集成的罗技 RightSense 技术，可自动调节各项设置以实现更佳用户体验。无论被摄者在屋内距离摄像头有多远，RightSight 技术都可以轻松
准确地自动取景。RightLight 可优先处理人物面部，以呈现自然的肤色，同时 RightSound 通过抑制背景噪音、自动均衡语音并聚焦于活跃的发言者等方式
显著提高语音清晰度，为您提供更好的会议效果。



配件

技术规格

CC5000e 摄像头 
 
超高清成像系统支持： 
     30fps 的 4K、1440p、1080p、900p、 
     720p 和标清 30fps 和 60fps 的 1080p 和 720p 
 
流畅电动平移、俯仰和变焦 
 
平移：±90° 
 
俯仰：+50° / -90° 
 
15 倍高清变焦* 
 
90° 视野 
 
自适应平移和俯仰速度，最高 70°/秒（变焦放大
时减速以方便控制） 
 
倒装时，自动翻转检测功能可矫正画面及摄像头
控制方向 
 
自动对焦 
 
3 个摄像头预设位 
 
Kensington® 防盗锁插孔 
 
视频静音状态 LED 指示灯 
 
标准三脚架螺纹 
 
休眠模式下，镜头以 -90° 收起，保护隐私 
 
 
CC5000e 麦克风  
 
拾音范围：4.5 米直径

4 个麦克风，具有 8 个波束成形元件

带 LED 状态指示灯的静音按钮

非可拆卸线缆：2.95 米

菊花链连接最多 7 个 CC5000e 麦克风

推荐适用人数： 
     CC5000e（单麦克风）：10 
     CC5000e Plus（双麦克风）：16 
     每只麦克风支持的额外人数：6 
     CC5000e 搭配 7 只麦克风的推荐适用人数：46 

线缆/电源 
  
摄像头至显示集线器 
2 米 USB 3.1 Type C 至 USB Type C 3.1

会议室电脑至显示或桌面集线器 
2 米 USB 3.1 Type A 至 USB Type B

显示集线器至桌面集线器 
5 米 CAT6A 以太网线（最长支持 50 米线缆，需
另购）

显示集线器至扬声器(x2) 
2.95 米迷你 XLR（最长支持 3 米线缆，需另购）

会议室电脑至显示设备 (x2) 
2 米 HDMI A

麦克风 
2.95 米：带 12 针端口的非可拆卸线缆 

电源插头 (x2) 
1 米

电源至桌面集线器/显示器集线器 (x2) 
1.5 米 
 
 
RIGHTSENSE 技术 
 
支持宽动态范围 (WDR) 的 RightLight

RightSight 自动摄像头控制1

RightSound 麦克风阵列

RightSound 防震动扬声器

兼容性和集成度 
 
即插即用 USB 连接

通过 Skype for Business 认证，支持 Teams

Google Hangouts Meet 硬件认证

腾讯会议认证

飞书会议认证 

Zoom 认证

兼容 Cisco

兼容 BlueJeans、BroadSoft®、GoToMeeting®、 
Vidyo™ 以及其他支持 USB 摄像头的视频会议、
录制和广播应用程序

CC5000e 扬声器 
 
高性能 76 毫米驱动单元 
 
独家悬挂系统可消除震动引起的摄像头抖动和音
频干扰

通过迷你 XLR 线缆（2.95 米）连接 CC5000e 显
示集线器，同时传输信号和电源 
 
 
CC5000e 桌面集线器 
 
通过单根线缆 (CAT6A) 连接至 CC5000e 显示集
线器（随附 5 米 CAT6A 以太网线，最长支持 50 
米，需另购）

活跃发言者检测：每 8 毫秒分析最多 7 个麦克风
音频和 56 个波束音频

12 针连接端口，适用于 CC5000e 麦克风

HDMI Type A，用于有线内容共享

HDMI Type A，用于显示

电源输入

USB Type C（支持超高清/4K）

USB Type A（保留以供未来扩展功能）

USB Type B（连接会议室电脑）

RJ45（以太网）

蓝牙™ 无线技术 
 
 
CC5000e 显示集线器 
 
HDMI Type A (x2)（连接显示设备）

电源输入

USB C（连接 CC5000e 摄像头）

USB Type B（连接会议室电脑）

RJ45（连接桌面集线器）

迷你 XLR (x2)（连接 CC5000e 扬声器）

为 1 或 2 只 CC5000e 扬声器供电 
 
 
遥控器 
 
RF 遥控器（无需对准设备）

CR2032 电池（随附）

CC5000e 扬声器

对于较大的房间，CC5000e 可支持
最多 2 个 CC5000e 扬声器

CC5000e 麦克风

CC5000e 可支持最多 7 个 CC5000e 
麦克风，以便在较大房间内提供
更大的音频覆盖范围

可选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可连接 1 至 3 个 CC5000e 麦克风
或额外的麦克风集线器，以实现灵
活的单线缆布线

可选 CC5000e 安装套件

CC5000e 安装套件包括线缆固定
器和适用于 CC5000e 摄像头、 
CC5000e 扬声器 (x2)、桌面集线
器和显示集线器的安装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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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

产品尺寸

CC5000e
货号：960-001220
EAN：6920377908119

CC5000e Plus
货号：960-001277
EAN：6920377911171

CC5000e 扬声器 
货号：960-001231
EAN：6920377908324

CC5000e 麦克风 
货号：989-000431
EAN：6920377908317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货号：939-001648
EAN：6920377908355

CC5000e 安装套件
货号：939-001645
EAN：692037790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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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5000e 摄像头
182.5 毫米 x 152 毫米 x 152 毫米

CC5000e 扬声器
103 毫米 x 449 毫米 x 80 毫米

CC5000e 麦克风
21 毫米 x 102 毫米 x 102 毫米

CC5000e 桌面集线器
40 毫米 x 176 毫米 x 138 毫米

CC5000e 显示集线器
40 毫米 x 206 毫米 x 179 毫米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16 毫米 x 102 毫米 x 102 毫米

兼容 UVC/即插即用
Windows® 10、8.1、7
macOS® 10.10 或更高版本
Chrome OS™

CC5000e 摄像头

扬声器：1 (CC5000e) 或 2 (CC5000e Plus)

麦克风：1 (CC5000e) 或 2 (CC5000e Plus)

桌面集线器

显示集线器

2 x 电源 

遥控器

USB C 至 C 线缆

USB A 至 B 线缆

CAT6A

2 x HDMI A 至 A 线缆

文档

系统要求

包装内容

* 需要通过销售方提供的软件升级实现 15 倍变焦
1RightSight 通过软件下载启用，并初步支持 Windows® 10。可用性相关信息请访问 www.logitech.com/rights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