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 ZOOM 的
羅技會議室解決方案

Zoom Rooms 可透過按一下按鍵輕鬆加
入、簡單的內容分享、以及線上會議的會
議室集中控制，將任何空間轉變成 Zoom

適用於 Zoom 的羅技會議室解決方案包括您打造具有一或兩個顯示器會議室所
需的一切。此會議室解決方案可使用於小、中、大型會議室配置，隨附有預
先設定好的 Zoom 認證迷你 PC、具備 RightSense™ 技術的羅技會議室攝影
機、附連接線整理器的 PC 安裝套件、以及羅技 Tap 觸控控制器。

會議空間。現在，羅技透過預先設定好的
系統和專業支援資源，讓 IT 人員更容易在
任何形狀和大小的會議室部署。

系統交付時已包裝整齊可以立即安裝。設定指南會說明如何將裝配組件、並提
供線上設定精靈引導您逐步完成設定。
透過高品質的組件、商務等級佈線、以及提供更佳使用體驗的創新，適用於
Zoom 的羅技會議室解決方案讓您在所有工作場所輕鬆部署 Zoom Rooms。

ZOOM 會議室解決方案

小型會議室

中型會議室

大型會議室

針對專題房間和小型會議室設計的小型組
態，使用羅技 MeetUp 這個可安裝在顯
示器上方或下方的小巧視訊會議攝影機，
減少佈線並節省空間。將羅技 Tap 放置
在桌面上，或是加上壁掛安裝套件便能節
省更多空間。

隨著會議室變得更大，會議桌也變得更
長，人們坐的位置也離攝影機更遠。這是
為何中型會議室組態配備羅技 Rally 這款
優質會議室攝影機的原因，其配備有先進
的 Ultra-HD 攝影機以及模組化音訊，可
彈性支援廣泛範圍的房間大小和配置。

大型會議室組態升級為使用 Rally Plus，
配備兩個可在整個會議室提供清晰音訊的
音箱。雙麥克風將涵蓋範圍擴展到最多
16 人，且系統支援最多 7 個麥克風，以
使用於多達 46 個座位的會議室。

特色組件
羅技 Tap

靈敏的 10.1 英吋觸控螢幕

適用於工作場所協作的觸控控制器

無風扇的安靜運作
商務等級佈線與連接線整理
超聲波發射器和 HDMI 輸入兩者都支援無線
(直接分享) 和有線內容分享

羅技 MeetUp

羅技 Rally

羅技 Rally Plus

具有超寬廣視野和整合音訊的全功能視
訊會議攝影機

適合中等大小會議室的優質 Ultra-HD 會
議室攝影機系統

適合大型會議室的優質 Ultra-HD 會議室
攝影機系統

清楚看見每一個人，即使他們非常靠近
攝影機

具備自動取景對焦功能的 RightSense 技術

增加第二個音箱和第二個麥克風以擴展涵
蓋範圍

具備自動取景功能的 RightSense 技術

正面安裝音箱和桌上麥克風提供自然、有
方向性的音訊

精巧的設計減少纜線糾纏和雜亂

優質組件和時尚工業設計

透過額外的麥克風 (最多共 7 個) 以使用
於多達 46 人的會議室
大型會議室組態增加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以提供桌下佈線功能

特色組件
羅技強化型 USB 連接線

PC 安裝套件

超高速 USB 10 Gbps 連接線

配備有整合連接線固定器的安裝支架

隨附 10 公尺連接線

可選購 25 公尺連接線

羅技 Tap 觸控控制器透過羅技強化型 USB 連接線連接到會議室 PC，
這是夾層等級連接線，可提供 10 公尺 (32.8 英尺) 的連接距離，所以
在更大的會議室中，也可以將 Tap 放在便於操作的位置，並同時將
PC 隱藏在櫃子或顯示器後方。
使用芳綸加固，在 Tap 和 PC 間提供強固耐用的連接

相容於 Intel® NUC 和其他使用 100mm VESA 規範的 SFF PC

通過夾層評級與 Eca 認證，可在牆壁、走廊、和線管走線

內建連接線整理固定器以保持緊密連接

也提供有 25 公尺連接線

將電腦和連接線固定於牆上和桌下

Rally 安裝套件

Rally 麥克風

隨同中型和大型會議室組態提供

適用於羅技 Rally，具備 RightSound™ 技術的模組化麥克風

將 Rally 攝影機穩度地安裝在牆上或靠近天花板的位置

自動調整音量並抑制噪音以提供清晰的音訊

低平的音箱支架提供「漂浮」外觀

便利的靜音控制和指示燈

內建強固的連接線整理固定器以保持緊密連接

最多可連接到七個麥克風，以使用於 U 型會議桌和大型會議室
大型會議室組態包括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以簡化桌下佈線

羅技 TAP 安裝套件
將羅技 Tap 觸控控制器放在桌上，或加上安裝
套件以獲得更好的穩固、便利和纜線整理。這些
桌面和攀升安裝套件可搭配標準環孔使用，並可
旋轉 180° 以便從會議桌兩側操作。在較小的會
議室中可使用壁掛安裝套件以節省空間。

桌上型

攀升支架

壁掛支架

技術規格
小型會議室

中型會議室

大型會議室

羅技 MeetUp

羅技 Rally
(1 個音箱，1 個麥克風)

羅技 Rally Plus
(2 個音箱，2 個麥克風)

羅技 Tap 觸控控制器

-

-

-

羅技加強 USB 連接線 10 公尺

-

-

-

PC 安裝套件

-

-

-

會議攝影機

Zoom 認證
迷你 PC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Rally 安裝套件

-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

-

TAP 桌面安裝套件

TAP 桌面安裝套件

TAP 桌面安裝套件

TAP 攀升安裝套件

TAP 攀升安裝套件

TAP 攀升安裝套件

TAP 壁掛安裝套件

TAP 壁掛安裝套件

TAP 壁掛安裝套件

羅技加強 USB 連接線 25 公尺

羅技加強 USB 連接線 25 公尺

羅技加強 USB 連接線 25 公尺

適用於 MeetUp 的擴展麥克風

Rally 麥克風 (總共最多 7 個)

Rally 麥克風 (總共最多 7 個)

適用於 MeetUp 的電視安裝套件

Rally 音箱 (總共最多 2 個)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選用配件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支援資源

保固

產品資訊

紙本設定指南

紙本設定指南

紙本設定指南

線上設定精靈

線上設定精靈

線上設定精靈

羅技支援服務

羅技支援服務

羅技支援服務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羅技 Tap - www.logitech.com/tap
羅技 MeetUp - www.logitech.com/meetup
羅技 Rally 和 Rally Plus - www.logitech.com/rally
RightSense 技術 - www.logitech.com/rightsense

www.logitech.com/zoom/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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