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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技 CC2000e
罗技 CC2000e 不只拥有屡获殊荣的设计 — 它
让视频会议变得简单易行，人人都能轻松发起会
议；同时价位合理，因而每间会议室皆可用上视
频功能。这款视频会议解决方案专门针对六人以
下的小型团队设计，拥有宽广的 90o 广角、数字平 
移和机械倾斜功能、4 倍高清数码变焦和清晰入微
的光学效果可令房间内所有与会人员一览无余。

CC2000e 采用一体化设计，搭载内置电池并提供
旅行器盒（可选），可轻松伴您出发，一路随行。 
CC2000e 体积小巧，直径仅为 75 毫米，非常适
合家庭办公室和小型房间。

借助 CC2000e，您还可使用 USB 和蓝牙移动扬
声器实现效果出色的音频通话。真正的 360o 全方
位音效让用户能够在 3.6 米直径范围内流畅通话， 
而声学回音消除和降噪技术则带来如临其境的声
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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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全功能设计

造型简洁、轻便易携，使用和设置十分方便，有助于展现
视频会议解决方案的全部魅力，完全胜任各种工作场合。

小型工作团队的理想解决方案

采用优化设计，特别适合 1-6 人的小型团队，提供 1080p 
高清视频、360o 环绕音效以及无线屏幕镜像投影技术，
几乎可驾驭任何应用环境，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高清流畅的视频体验

带自动对焦功能的镜头可拍摄清晰鲜明的图像。

多设备连接

可在您熟悉的应用环境中，通过连接 PC 或 Mac来进行
视频会议。

用户可与对方任意一人进行互动

在 90o 宽敞视野范围内、全高清画质中实现数字平移、
倾斜、4 倍数码变焦，是小型工作团队的不二选择。

流畅交流

清晰悦耳的优质音效带来非一般的感受，用户能在紧凑
空间和小型会议室内流畅交流。

清晰自然的对话

声学回音消除和降噪技术能使对话就像是发生在同一间会
议室中。

即插即用的轻松连接

无需搭配特殊软件、培训或维护服务，参与视频会议从
未如此简单。

Pro 级别认证
经过 Skype for Business 认证，且兼容 Cisco Jabber® 和 
WebEx®，确保用户可以在大多数企业级视频会议平台享
受集成的体验。

* 请参见 www.logitech.com/ciscocompatibility 了解最新版本。

近场通信 (NFC) 技术
将移动设备与 CC2000e 贴近放置即可配对。*

* 支持搭载 NFC 技术的移动设备。

蓝牙无线连接

可在任何蓝牙设备和集成扬声器之间快速方便地建立
连接。

远端摄像头控制

控制远端另一具有云台的罗技视频会议系统或 C930e 的
摄像头平移、倾斜和变焦功能。*

* 需要下载插件。

可收纳的遥控器

在会议期间轻松控制摄像头的数字平移/倾斜/变焦以及
音频功能（接听/结束通话、音量调整、静音）。*当摄
像头未处于活动状态时，还可利用遥控器遮盖摄像头，
以保护个人隐私。

* 兼容 Skype® for Business，Skype™ 和 Cisco Jabber®。

适用于大多数视频会议应用程序

用户可根据需要自由选择桌面视频会议应用程序。

Kensington 防盗锁启用
防盗锁插孔提供简单的内置安全措施，有助于降低失窃
风险。

可充电电池

灵活选择，走进没有电源线的新世界：在电池电量完全
充满（通过 USB 或交流电源充电）的情况下，可支持长
达 3 小时的视频会议/屏幕镜像或 15 小时扬声器通话。

功能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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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

1080p 全高清视频通话（高达 1920 x 1080 像素）；采用
支持的客户端，可进行 720p 高清视频通话（高达 1280 x 
720 像素）

H.264 UVC 1.5 搭配可伸缩视频编码 (SVC)

支持用于 Skype for Business 的 H.264 SVC 1080p 并进
行优化，以便在单方或多方高清视频中呈现良好的通话
质量

90o 宽敞视野范围内

全高清画质中 4 倍数码自动变焦

Rightlight™ 2 技术能够在不同光照环境中呈现清晰图像，
即使光线不足时也有出色表现

利用遥控器或选购可下载的应用程序实现摄像头的数字
平移、倾斜和变焦

机械可调倾角

摄像头 LED 活动指示灯

扬声器电话

集成全双工扬声器，具有回声消除和降噪功能

360o 宽频音效，覆盖范围直径达 3.6 米

蓝牙和 NFC 无线技术

LED 指示扬声器电话播放、静音、锁定和蓝牙无线配对

通过按钮控制接听/结束通话和静音功能

麦克风 (Tx)

     两个全向发声麦克风，支持3.6 米直径范围

     频率响应：100Hz – 16kHz

     灵敏度：-34dB +/-3dB

     失真：65dB 1KHz 下 <1%

扬声器 (Rx)

     频率响应：140Hz – 16KHz

     灵敏度：1W/0.5M 下 89dBSPL +/-3dB

     最大输出功率：0.5M 时 91.5dBSPL

     失真：自 200Hz <5%

遥控器

摄像头/扬声器功能遥控器（可收纳）

远程控制范围可达 3 米

一般规格

可充电电池最多支持 3 小时视频会议或屏幕镜像；利用
蓝牙技术最多可支持 15 小时音频会议。电池充电耗时 
（交流电源，设备处于闲置状态）：3 小时

可通过交流电源或 USB 为电池充电（但设备工作期间不
可利用 USB 端口供电）

1.8 米可拆卸 USB 连接线，适用于连接 PC 或 Mac 的视
频会议

适用于大多数视频会议应用程序

Pro 级别认证

Kensington 防盗锁插孔

技术规格

90o 视野
提供数字平移/倾斜和机械倾斜控制
功能。

360o 全方位音效，覆盖范围直径达 
3.6 米
清晰悦耳的优质音效带来非一般的
感受，用户能在直径为 3.6 米的范
围内流畅交流。

全双工全向麦克风 
让对话就像是发生在同一间会议室中。

可靠放遥控器 
手持式遥控器可借助磁力靠于镜头之上，
确保视觉隐私，避免进灰和划伤。

数据来自：Wainhouse research， 
《不同工作场所评测》(Anywhere 
Workplace)，2015 年

主要会议 
地点

CC2000e 功能

会议室 
39%

办公桌或 
工作场所 

35%

家庭 
办公室 

18%

“路上” 
8%

CC2000e  
会议室设置

最多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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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达889中心
上海市静安区长寿路1111号25楼
邮编200042

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
conferencecam-connect

如需订购，请联系您的分销商，或者致电 
021-22302600 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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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CC2000e 
部件号：960-001036 
UPC: 6920377903442 
 
 
 
  系统要求 
 
Windows 7、Windows 8 或 Windows 10

Mac® OS X® 10.7 或更高版本

Chrome OS™ 29.0.1547.70 及更高版本

USB 2.0 端口（支持 USB 3.0）

盒内包装物品

罗技 CC2000e

电源适配器及插头

地区通用插头

USB 线缆

文档

质保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产品尺寸 + 重量

重量/尺寸（含固定夹） 
宽 75 毫米 
高 304.2 毫米 
深 75 毫米 
重量 766 克

遥控器 
宽 41 毫米 
高 128 毫米 
深 9 毫米 
重量 32 克

包装尺寸 
宽 91 毫米 
高 419 毫米 
深 145 毫米 
重量 1340 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