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驗除親自到場以外，最好的視訊通話。羅技

C930e 網路攝影機可在幾乎任何環境下提供清晰的

視訊和聲音，即使是低光源環境也沒問題。C930e 

具備 HD 1080p 視訊、寬廣的 90 度視野、平移、

傾斜與 4 倍數位變焦，提供先進的網路攝影機功能

以展現優異的視訊會議體驗。

始終提供傑出的清晰度來提高會議生產力 – 即

使頻寬有限時也沒問題。C930e 網路攝影機支

援具可擴展視訊編碼功能的 H.264 UVC 1.5，

將對電腦與頻寬資源的依賴降到最低程度。此

外，USB 隨插即用連線功能也讓 C930e 網路攝

影機簡單就可開始使用，而操作甚至更加容易。 

具有先進的商務等級認證並增強與羅技協作計

畫 (LCP) 成員3 的整合，讓您可以放心使用任何

視訊會議應用程式，開始進行下一場簡報或視訊

會議。 

寬廣。更寬廣。 
最寬廣。

羅技網路攝影機 C93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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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搭配 Skype® for Business、Cisco® 和羅技協作計畫 (LCP) 
成員產品使用，計畫成員包括 Vidyo、Zoom 和 Lifesize 
Cloud。請參閱 www.logitech.com/lcp 以瞭解完整名單與
最新資訊。

2 請造訪 www.logitech.com/ciscocompatibility 以取得最
新版本

www.logitech.com/C93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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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括 BlueJeans、BroadSoft、Lifesize、Vidyo 和 Zoom。請參
閱 www.logitech.com/lcp 以瞭解完整名單與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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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資訊可不經通知逕行變更。

產品規格

網路攝影機 C930e 
零件編號：960-000976 
UPC: 097855096005

  系統需求 
 
Windows® 7、Windows 8 或 Windows 10

Mac OS X10.7 或更高版本

2.4GHz Intel® Core 2 Duo 處理器

2 GB 記憶體或更高

用於儲存錄製之視訊的硬碟空間

USB 2.0 連接埠 (可使用 USB 3.0)

包裝內容

羅技網路攝影機 C930e

外部隱密遮板

快速入門指南

產品尺寸與重量

不含夾具 
寬 94 公釐 (3.7 英吋) 高 29 公釐 (1.14 英吋) 深 24 公釐 
(0.95 英吋)

含夾具  
寬 94 公釐 (3.7 英吋) 高 43 公釐 (1.7 英吋) 深 71 公釐 
(2.8 英吋) 重 162 公克 (5.7 盎司)

包裝尺寸 
180 x 135 x 81 公釐 (7.1 x 5.3 x 3.2 英吋)  
重：393 公克 (13.9 盎司)

HD 1080p 30 fps 視訊品質

為會議通話提供生動逼真的 HD 視訊，清晰展現人們的

表情和動作等非語言資訊。

最寬廣的商務網路攝影機視野

盡享 90 度開闊視野，是顯示白板或進行展示的理想選擇。

H.264 UVC 1.5，提供可擴展視訊編碼

由攝影機執行視訊處理，並根據可用位元流動態調整，

從而釋放 PC 的頻寬。結果就是在 Skype® for Business 
等應用程式中獲得更順暢的視訊串流體驗。

羅技 RightLightTM 2 技術和自動對焦

網路攝影機能夠在不同距離智慧調整，改善在光線不良

情形下的視覺效果。

4 倍數位變焦，Full HD 畫質

具備 1080p 畫質和 4 倍變焦功能，為您的通話、視覺和

簡報提供最高等級的豐富細節。

平移、傾斜和變焦選項

能夠在 90 度的視野範圍內平移、傾斜和變焦，在桌面

視訊會議過程中呈現焦距清晰的畫面。2

專業級認證

獲得 Skype for Business 認證，相容於 Cisco®2 且增強與

羅技協作計畫 (LCP) 成員3 的整合，搭配大部分商務級視

訊會議平台時提供整合體驗。

優質鏡頭

即便在近距離顯示文件、白板內容或產品展示時，仍能

獲得清晰銳利的影像。

方便的隱私擋板

方便易用的鏡頭外殼，能夠增加隱私性和安全性。

隨插即用的 USB 連線能力

無需安裝額外軟體，即可輕鬆連線到 PC 或Mac。

多重安裝選擇

根據攝影機操作自由選擇安裝位置，使用隨附的固定夾

或三腳架螺紋，便可輕鬆安裝到 LCD 螢幕、筆記型電腦

或桌面上。

特色功能重點說明

保固

3 年有限硬體保固

相容性 

獲得 Skype for Business 認證，相容於 Cisco2 且增強與

羅技協作計畫 (LCP) 成員3 的整合，搭配大部分商務級視

訊會議平台時提供整合體驗。

軟體下載 

選用的攝影機設定應用程式提供平移、傾斜和變焦選項。

若要下載，請造訪：www.logitech.com/support/c930e



瞭解 C930E 的傑出優點。
下載我們的視訊協作網路攝影機比較表，比較我們完整網路攝影機產品 

系列的功能。

若要瞭解關於羅技視訊協作的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logitech.com/video-collaboration/resources

影片庫 智庫 產品資訊客戶專題報導

下載比較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