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用于 MICROSOFT 
TEAMS 的罗技会议
室解决方案

Microsoft® Teams Rooms 拥有一键加入、

快捷内容共享和会议室控制中心等先进功

能，可将各种空间转换为 Microsoft Teams 
和 Skype® for Business 会议场所。罗技® 通
过预配置的系统和专家支持资源，可以轻

松地将这些优势部署到所有形状和尺寸的

会议室。

适用于 Microsoft Teams 的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包括构建配备一个或两个显示
设备的会议室所需的一切。适用于 Microsoft 的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提供小型、
中型和大型配置，预配置了通过 Microsoft 认证的微型 PC、支持 RightSense 技
术的罗技视频协作产品、有线缆固定功能的 PC 安装支架以及罗技 TP 100 触摸控 
制器。

系统已配置妥当并准备就绪。设置指南中说明了如何组合各组件，在线配置向
导可指导您逐步完成配置。如果您需要有关初始配置和与 Microsoft 基础架构
集成的帮助，罗技 JumpStart 服务可协助您访问其他资源和部署专家。

凭借高品质的组件、商用级布线以及可自动实现更佳用户体验的创新技术，适
用于 Microsoft Teams 的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让您可以轻松地在整个工作场所
部署 Microsoft Teams Room。



小型会议室 中型会议室 大型会议室

罗技 TP 100

罗技 CC4000e 罗技 CC5000e 罗技 CC5000e Plus

专为聚焦室和小型会议室而设计，小型配
置大幅减少了布线，并通过罗技 CC4000e 

节省了空间，这是一款小巧又功能强大的
视频协作产品，可以整洁地安装在显示器
的上方或下方。将罗技 TP 100 放在桌面
上，或添加壁挂式装置以节省更多空间。

随着房间越来越大，桌子越来越长，人们
离摄像头越来越远。因此中型配置为您选
择了罗技 CC5000e，一款品质出众的优
质视频协作产品，将先进的超高清摄像头
与模块化音频相搭配，可扩展支持多种房
间尺寸和布局。

大型配置升级至 CC5000e Plus，配有两
只扬声器，可在整个房间内提供清晰的音
频。双麦克风带来更广泛的覆盖范围，
最多可支持 16 人，系统最多可支持 7 只
麦克风，适用于最多可容纳 46 个座位的 
房间。

适用于工作场所协作的触摸控制器

一体式视频协作产品，具有宽广视野和
集成的音频组件

适用于中型会议室的先进超高清视频协
作系统

适用于大型会议室的先进超高清视频协
作系统

响应迅速的 10.1 英寸触摸屏

无风扇设计，运行宁静

商用级布线和线缆管理

HDMI 输入端口，用于即时内容共享

即使紧挨摄像头依旧清晰可见

RightSense™ 技术可自动取景

紧凑设计，简化繁杂线缆

RightSense 技术可自动取景

前置扬声器和桌面麦克风，提供自然的通
话体验

优质组件和时尚的工业设计

添加第二只扬声器和第二只麦克风，以扩
大覆盖范围

添加额外麦克风风扩展覆盖范围（每只最
多 7 人），最多可支持 46 人会议

大型配置添加一只麦克风集线器，适用于
桌下布线

适用于 MICROSOFT TEAMS 的会议室解决方案

特色组件



特色组件

罗技 TP 100 触摸控制器通过罗技强化 USB 线缆连接至会议室 PC，
一款阻燃级线缆，提供 10 米的连接范围。即便在较大房间内，您
也可以将 TP 100 放置于方便操作的位置，同时将 PC 隐藏在书柜
或显示器后面。

10 米随附 25 米可选

初始集成于适用于 Microsoft Teams 的罗技会议室解决方案

带集成线缆固定装置的安装支架

支持 RightSound™ 的模块化麦克风，适用于罗技 CC5000e

经芳纶强化，可实现 TP 100 与 PC 之间的稳固连接

Plenum 级并符合 Eca 标准，可用于墙内、线槽或线管布线

另提供 25 米可选

包括 90 日专家资源权限

由具有完整系统专业知识的专职人员提供服务

补充各个组件包含的支持和保修服务 

 
服务仅提供英文支持

兼容 Intel® NUC 及其他 SFF PC，配备 100 毫米 VESA 面板

集成线缆固定支架可保持连接紧密

将电脑和线缆稳固安装于墙面或桌面之下

自动平衡语音并抑制噪音，以获得清晰的音频

方便的静音控制和指示灯

最多可连接 7 只麦克风，适用于 U 型会议桌和大型会议室

大型会议室配置随附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可简化桌面下布线

罗技强化 USB 
极速 USB 10 Gbps 线缆

罗技 JumpStart

PC 安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

罗技 TP 100 安装配件

将罗技 TP 100 触摸控制器放置于桌面上，或使

用安装支架以提高安全性、便利性和电缆管理。

桌面及加高安装支架可安装于标准索环孔中，从

桌面两侧均可 180 度旋转以方便操作。墙面安装

配件可节省较小会议室的空间。



视频协作产品 罗技 CC4000e
罗技 CC5000e 

（1 扬声器，1 麦克风）
罗技 CC5000e Plus

（2 扬声器，2 麦克风）

罗技 TP 100 触摸控制器 - - -

罗技强化 USB 10 米 - - -

PC 安装配件 - - -

Microsoft 认证 
微型 PC

Windows 10 IOT 
企业版 - - -

CC5000e 安装套件 -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 -

可选配件 TP 100 桌面安装配件

TP 100 加高安装配件

TP 100 墙面安装配件

罗技强化 USB 25 米

CC4000e 扩展麦克风

CC4000e 电视安装支架

TP 100 桌面安装配件

TP 100 加高安装配件

TP 100 墙面安装配件

罗技强化 USB 25 米

CC5000e 麦克风（最多 7 只）

CC5000e 扬声器（最多 2 只）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TP 100 桌面安装配件

TP 100 加高安装配件

TP 100 墙面安装配件

罗技强化 USB 25 米

CC5000e 麦克风（最多 7 只）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支持资源 纸质安装指南

在线配置向导

罗技 JumpStart（90 日）

罗技支持服务

纸质安装指南

在线配置向导

罗技 JumpStart（90 日）

罗技支持服务

纸质安装指南

在线配置向导

罗技 JumpStart（90 日）

罗技支持服务

质保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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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技 TP 100 - www.logitech.com/tap 

罗技 CC4000e - www.logitech.com/meetup

罗技 CC5000e 和 CC5000e Plus - www.logitech.com/rally

RightSense 技术 - www.logitech.com/rightsense

罗技 JumpStart - www.logitech.com/jumpstart

www.logitech.com/microsoft/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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