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ALLY
配件

羅技 Rally 系統提供一套配件，可因應各種會議室大小和組態的需求。最多可支援七個 Rally 麥克風，以延伸涵蓋整個大型會議室範圍。

第二個 Rally 音箱可讓大型會議室洋溢清晰、飽滿的聲音。Rally 麥克風集線器提供單一纜線連接，以達成輕鬆簡易的桌下走線和乾淨清

爽的外觀。Rally 安裝套件包含將 Rally 穩固安裝在桌下以及牆上所需要的一切零件。



RALLY 安裝套件

倒轉安裝攝影機支架支援壁掛和靠近天花板位置的

安裝

桌面集線器和顯示器集線器的纜線固定整理器，可

保持連接線穩固插入

通風支架可將集線器穩固安裝在桌面下或牆上 

低平的音箱支架提供「漂浮」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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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LY 麥克風

四隻具有八個波束成形元件的麥克風，提供 4.5 公
尺 (15 英尺) 收音範圍

2.95 公尺 (9.6 英尺) 長的連接線連接 Rally 桌面集線

器、Rally 麥克風集線器或其他麥克風

靜音按鈕，並配備 LED 狀態指示燈

抗髒汙和指紋的高科技布料

輸入到含有其他麥克風的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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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三個麥克風或其他集線器的輸入埠

單一纜線連接到麥克風，提供乾淨的佈線和便捷的

放置

隨附桌下安裝硬體

2.95 公尺 (9.6 英尺) 連接線連接到其他麥克風或 
Rally 桌面集線器

1

2

3

4

1
23

4

RALLY 音箱

灰色的優質材料與高級會議室相得益彰

抗震動外殼消除雜音和干擾

76 公釐 (3 英吋) 音箱單體提供飽滿、清晰的聲音

專利申請中的懸吊系統在外殼內隔絕振動

聲學穿透布料提供優美的外觀和清晰的聲音

單一 2.95 公尺 (9.6 英尺) Mini XLR 連接線可連接到 
Rally 顯示集線器，同時提供訊號和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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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涵蓋範圍建議

特色與優點

配備一個麥克風和一個音箱的 Rally 系統提供優異的音訊涵蓋範圍，適用於最多十名與會者的中型會議室。每個額外的麥克風可增加六名

以上的與會者涵蓋範圍，並自動校準以建立 RightSound™ 麥克風矩陣，讓大會議室中每個人的聲音都可以被清楚聽到。Rally 自動平衡

語音的響亮和柔和程度，且以高達 125 次/每秒的速度切換目前的發言者，持續保持生動的對話。

與會者人數 Rally 麥克風 Rally 音箱

最多 10 人

11 - 16

17 - 22

23 - 28

29 - 34

35 - 40

41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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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LY 麥克風

聽清每一句話

透過 RightSound 技術和每個個別麥克風

中的多個波束成形元件，音訊焦點始終會

自動對準目前的發言者。 

擴展的涵蓋範圍

使用菊鏈方式可以透過連接到 Rally 桌上

集線器的單一連接線，最多連接七個 Rally 
麥克風。

低平外觀的優異設計

Rally 麥克風相對其優異的範圍和靈敏度具

有優雅迷人的小巧外觀，並配備有止滑墊

可將桌面震動與麥克風隔離。 

相等音量的聲音

Rally 麥克風會聆聽並均衡每個聲音，所以

您可以聽清和瞭解以柔和音量或坐在遠端

位置之人員的發言。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任何會議桌形狀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提供靈活的佈線方式，

以配合任何會議室佈置 — 從傳統會議室到 
U 型佈置。

隱藏式走線

透過在桌下將連接線穿過線圈連接到集線

器，消除在麥克風間來回跨越會議桌走線

的麻煩。

麥克風行動性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讓您可透過單一連接線

連接到每個麥克風。會議與會者想要移動

麥克風時，無須拉扯相鄰麥克風就能達成

此動作。 

RALLY 音箱

位於會議室前方的音訊

Rally 音箱是設計成放置在會議室前方。聲

音會從直覺認為會聽到的位置傳來 — 所以

對話會感覺更自然生動。

抗震動外殼

專利申請中的懸吊系統可隔離震動以防止

攝影機搖晃，讓影像保持清晰穩定，即使

在高音量或進行變焦拉近時也沒問題。

舒適的音量

因為聲音是來自兩個音箱而非一個，所以

整個會議室可以充滿適當音量的聲音。

羅技 RightSound

Rally 音箱中的 RightSound 技術可在整個

會議室提供全範圍的音訊，同時保持麥克

風的靈敏度和回聲消除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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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

產品規格

Rally 麥克風

收音範圍：4.5 公尺 / 15 英尺直徑 
形成八個聲學波束的四個單向麥克風 
AEC (聲學回聲消除) 
VAD (語音活動偵測器) 
背景噪音抑制 
靜音按鈕，並配備 LED 狀態指示燈 
固定式 2.95 公尺 (9.6 英尺) 12 針連接線 
菊鏈最多可達 7 個 Rally 麥克風 
頻率響應：90Hz – 16kHz 
靈敏度：>-27dB +/-1dB @ 1Pa 
麥克風資料率：48 kHz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三個 12 針連線埠，可使用於任何Rally 麥克風或
其他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的組合 
桌下安裝硬體

固定式 2.95 公尺 (9.6 英尺) 12 針連接線

 Rally 音箱

具稀土磁鐵的高效能 76 公釐 (3 英吋)單體

專利申請中的懸吊系統消除了震動導致的攝影
機搖晃和音訊干擾

Mini XLR 連接線可連接到 Rally 顯示集線器，同
時提供訊號和電力

音箱音量 95dB SPL @1W，100dB SPL @7.5W，
在 ½ 兩者均 +/-2dB 

靈敏度：於 ½ 公尺處 95+/-2dB SPL

失真：200Hz–300Hz < 2.5%，300Hz–10kHz  
< 1%@7.5W

音箱取樣率：48 kHz

相容性與認證

Rally 麥克風

獲得 Microsoft Skype Room Systems 與 
Microsoft Teams 認證 
Zoom 認證 
獲得 Google Hangouts™ Meet 硬體認證

獲得 Microsoft® Cortana® 認證 
相容於 Cisco Jabber® 和 WebEx

相容於 BlueJeans、BroadSoft®、 
GoToMeeting®、Vidyo™ 以及其他支援 USB 裝
置的視訊會議、錄影和直播應用程式

系統需求

Rally 麥克風

羅技 Rally 或羅技 Rally Plus

注意：Rally 麥克風需連線到羅技 Rally 系統隨
附的桌上集線器，不相容於獨立的 USB Rally 
攝影機。

Rally 音箱

配備單一音箱的羅技 Rally 系統

每個系統最大音箱數量：2

Rally 安裝套件

羅技 Rally 或羅技 Rally Plus

注意：Rally 安裝套件是專門針對羅技 Rally 系
統設計。獨立的 USB Rally 攝影機隨附有不同
的安裝系統。

包裝內容

Rally 麥克風

Rally 麥克風 
文件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麥克風集線器  
安裝硬體  
文件

 Rally 音箱

Rally 音箱具有 2.95 公尺 (9.6 英尺) 的 Mini 
XLR 連接線 (可支援最長 3 公尺 (9.8 英尺) 的
客戶提供延長線) 
文件

Rally 安裝套件

音箱支架 (2)
 攝影機支架
 桌上集線器支架
 顯示器集線器支架
 連接線整理固定器 (2)
 緊固件
 文件

產品保固

Rally 麥克風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Rally 音箱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Rally 安裝套件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零件編號和 UPC

Rally 麥克風

零件編號：989-000430 
UPC：097855142955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零件編號：939-001647 
UPC：097855143143

 Rally 音箱

零件編號：960-001230 
UPC：097855142962

 Rally 安裝套件

零件編號：939-001644
UPC：097855142979

Logitech Taiwan 
#2 Creation Rd. 
4 Science-based Ind. Park 
Hsinchu Taiwan 

產品尺寸

Rally 麥克風

0.83 英吋 x 4.01 英吋 x 4.01 英吋 
21 公釐 x 102 公釐 x 102 公釐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0.63 英吋 x 4.01 英吋 x 4.01 英吋 
16 公釐 x 102 公釐 x 102 公釐
 
Rally 音箱

4.05 英吋 x 17.67 英吋 x 3.15 英吋 
103 公釐 x 449 公釐 x 80 公釐
 
音箱支架

1.4 英吋 x 10.4 英吋 x 0.3 英吋 
36 公釐 x 266 公釐 x 8 公釐
 
攝影機支架

2.5 英吋 x 4.3 英吋 x 6.5 英吋 
63 公釐 x 109 公釐 x 166 公釐
 
桌上集線器支架

0.5 英吋 x 6.5 英吋 x 4.5 英吋 
12 公釐 x 164 公釐 x 115 公釐
 
顯示器集線器支架

0.5 英吋 x 6.5 英吋 x 4.5 英吋 
12 公釐 x 164 公釐 x 115 公釐
 
連接線整理固定器

0.9 英吋 x 6.6 英吋 x 1.5 英吋 
23 公釐 x 164 公釐 x38 公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