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會議
全自動呈現。

羅技 Rally
羅技 Rally 攝影機具有 Ultra-HD 成像系統，可在高達
4K 的解析度提供亮眼銳利的視訊、傑出的色彩和優
異的光學準確性。模組化音訊系統帶來清脆、清晰的
音訊，為會議桌提供無與倫比的清晰語音。

Rally 提供模組化音訊組件，代表著您可以將音箱以
及延伸麥克風放置在任何與會者所需要的地方。Rally
最多支援總共七個麥克風，協助您建立您會議空間的
完美音訊配置。

Rally 標準款附有一個音箱和一個麥克風，適合中大
型會議室使用。對於可容納 14 名或更多與會者的較
大空間，Rally Plus 拆開包裝即可用兩個麥克風和兩
個音箱，擁有更多用途。

Rally 配備 RightSense™ 主動技術，讓您能夠輕鬆舉
行更簡單、自動化的視訊會議。RightSight™ 自動取
景技術，在所有形狀和大小的會議室都能輕鬆地將
鏡頭對準與會者，RightLight™ 能將人臉以最自然的
膚色呈現，而 RightSound™ 透過抑制背景噪音、自動

調整音量和對焦於目前發言人，增強語音清晰度。
RightSense 相容於可搭配 USB 裝置使用的任何主流
視訊會議應用程式，包括 Google® Hangouts™ Meet、
Microsoft ® Skype ® for Business 和 Teams、以及
Zoom。
優雅的設計以及優異的表面處理，週到的連接線管
理和模組化音訊，使 Rally 可美觀地與任何室內設計
整合。

特色與優點
視訊

音訊

連線與使用

傑出的視訊品質
Rally 具有 Ultra-HD 成像系統，可在高達 4K 的解
析度提供亮眼銳利的視訊、傑出的色彩和優異的
光學準確性。

先進的模組化音訊
Rally 提供自然、清脆和具有高度辨識力的音訊。
精緻靈敏的麥克風確保可以聽清會議中每個人的
聲音，而獨立音箱讓較大的房間也能洋溢飽滿、
生動的聲音。

智慧走線與內容分享
具有顯示器集線器和桌上集線器以盡量減少穿越
房間的走線，Rally 元件和會議電腦可以安全地保
持在視線之外。

自動調整平移、傾斜和變焦
順暢的 PTZ 馬達可配合變焦程度調整平移和縮放
速度。結果就是：在變焦拉遠時更快的攝影機移
動速度而能更快取景對焦，以及在變焦拉近時較
慢的攝影機移動速度來獲得更好的控制。
時尚的工業設計
優異的 PTZ 攝影機具有優異的消光黑和灰色飾條
表面處理，搭配時尚設計的音訊元件與配件，在
任何房間都能呈現優美外觀。

房間前方音訊
Rally 音箱是設計為擺放在會議室前方。透過在桌
上的麥克風和顯示器旁的音箱，可以從自然的方
向提供聲音和視訊 — 而不會從您後方傳來聲音 —
讓對話感覺更自然生動。
最多 7 個麥克風
對於大型會議室，可增加 Rally 麥克風以擴展音訊
覆蓋範圍，並提供方便的靜音控制。每個麥克風
可增加六名與會者的覆蓋範圍，完美適合裝設於
大會議空間和會議室。

響亮清晰
Rally 顯示器集線器內建的擴大器可以為最多兩個
Rally 音箱供電，在較大的房間也能提供飽滿的
聲音。
選用的靈活麥克風走線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具有可用於 Rally 麥克風或額
外麥克風集線器的三個接頭，可輕鬆將桌面下交
叉走線情況降到最低程度。
選用的安裝套件
加入具有特製支架和安裝硬體的 Rally 安裝套件，
讓每個元件的安裝更加順暢。

RIGHTSENSE 技術與設計創新
Rally 內建整合式羅技 RightSense 技術，可自動提供更好的使用者體驗。RightSight 完美地自動取景對焦與會者，無論其與鏡頭距離多遠。RightLight 優先
處理人臉而非環境以呈現自然的膚色，而 RightSound 透過抑制背景噪音、自動調整音量和對焦於目前發言人，增強語音清晰度，支援更好的會議體驗。
RightSight
羅技 RightSight 攝影機控制技術可以自動移動鏡頭
並調整變焦，讓每個人都出現在畫面中。RightSight
偵測人類影像，而不僅是人臉，以確保與會者保
持在視線之中，在螢幕上以最佳的角度呈現。

RightLight
羅技 RightLight 技術具有廣域動態範圍 (WDR) 功
能，有助於讓每個人以最佳形象呈現在攝影機中，
無論光線條件如何。RightLight 技術可減少視訊噪
點、最佳化光線平衡、並微調色彩和飽和度，讓所
有與會者呈現最佳氣色。

RightSound
羅技 RightSound 技術是音訊處理技術和設計創新
的組合，可為視訊會議提供企業等級的聲音。對
人類語音進行最佳化，RightSound 技術減少了不
需要的震動和噪音，且不影響目前的發言者，以
優異的清晰度傳達人們講述的每一句話。

房間佈置圖

Rally

Rally Plus

Rally Plus + 選配麥克風

90º
90º

90º

選配的麥克風
1 個選配的麥克風 = 6 個額外的座位

最多 10 個座位

最多 16 個座位

最多 46 個座位

配件

RALLY 音箱

RALLY 麥克風

選配的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選配的 RALLY 安裝套件

Rally 支援最多兩個 Rally 音箱，
以供較大房間使用。

Rally 支援最多 7 個 Rally 麥克風，
可在較大的房間中擴大音訊覆蓋
範圍

可連接到 1 到 3 個 Rally 麥克風或
其他的麥克風集線器，提供靈活
的單線走線佈置

Rally 安裝套件具有連接線整理固
定器和 Rally 攝影機、Rally 音箱
(x2)、桌上集線器和顯示器集線
器的安裝支架

技術規格
RALLY 攝影機

RALLY 音箱

連接線 / 電源

Ultra-HD 成像系統支援：
4K、1440p、1080p、900p、720p、和 SD，
幀率 30fps 1080p, 720p，幀率 30 fps 和 60 fps

高效能 3 英吋 (76 公釐) 單體

攝影機到顯示器集線器
2 公尺 (6.5 英尺) USB 3.1 Type C 到 USB Type C 3.1

順暢的電動平移、傾斜和變焦

Mini XLR 連接線 (2.95 公尺 (9.6 英尺)) 連接到 Rally
顯示器集線器，同時提供訊號和電力

平移：±90°
傾斜：+50° / -90°
15x HD 變焦
90° 視野

專利申請中的懸吊系統消除不需要的搖晃和音訊
干擾

RALLY 桌上集線器
單一連接線 (CAT6A) 連接到 Rally 顯示器集線器
(5 公尺 (16.4 英尺) 隨附 CAT6A 乙太網路銜接線，
支援客戶提供的連接線，最長達 50 公尺 (164 英尺))

會議室電腦到顯示器或桌上集線器
2 公尺 (6.5 英尺) USB 3.1 Type A 到 USB Type B
顯示器集線器到桌上集線器
5 公尺 (16.4 英尺) CAT6A 乙太網路連接線 (支援
客戶提供的連接線，最長達 50 公尺 (164 英尺))
顯示器集線器到音箱 (x2)
2.95 公尺 (9.6 英尺) Mini XLR (支援客戶提供的
延長線，最長達 3 公尺 (9.8 英尺))
會議室電腦到顯示器 (x2)
2 公尺 (6.5 英尺) HDMI A

自動調整坪遺憾傾斜速度，最快達 70°/每秒 (變
焦時會減慢以方便控制)

目前發言人偵測：每 8 毫秒分析最多來自 7 個麥克
風和 56 個波束的音訊

麥克風
2.95 公尺 (9.6 英尺)：具有 12 針接頭的硬線

自動反向偵測以在使用上下翻轉安裝方式時校正
影像方向與攝影機控制

適用於 Rally 麥克風的 12 針接頭

電源插座到電源供應器 (x2)
1 公尺 (3.2 英尺)

自動對焦

HDMI Type A，用於顯示

HDMI Type A，用於內容分享
電源輸入

3 個攝影機預先設定
Kensington 防盜安全所插孔
®

視訊靜音/取消靜音 LED 指示燈
標準三腳架螺紋
休眠模式時鏡頭停放於 -90° 位置以確保隱私
RALLY 麥克風
收音範圍：45 公尺/15 英尺直徑
具有八個波束成形元件的四個麥克風
具有 LED 狀態指示燈的靜音按鈕
固定式連接線：2.95 公尺 (9.6 英尺)
菊鏈連接，最多可達 7 個 Rally 麥克風
建議的與會者人數：
Rally (一個麥克風)：10
Rally Plus (兩個麥克風)：16
每個麥克風增加的額外與會者人數：6
具有 7 個麥克風之 Rally 的
建議與會者人數：46

USB Type C (Ultra HD / 4K 固定式)
USB Type A (保留供未來功能使用)

電源供應器到桌上集線器 / 顯示器集線器 (x2)
1.5 公尺 (4.9 英尺)
RIGHTSENSE 技術

USB Type B (連接到會議室電腦)

RightLight 技術，具備廣域動態範圍 (WDR)

RJ45 (乙太網路)

RightSight 自動攝影機控制1

藍牙無線技術

RightSound 麥克風陣列
RightSound 抗震動音箱

RALLY 顯示器集線器
HDMI Type A (x2) (連接到顯示器)

相容性和整合

電源輸入

隨插即用 USB 連線

USB C (連接到 Rally 攝影機)
USB Type B (連接到會議室電腦)
RJ45 (連接到桌上集線器)
Mini XLR (x2) (連接到 Rally 音箱)
供電給一或兩個 Rally 音箱
遙控器
紅外線遙控器 (不需要在直視範圍內)
CR2032 電池 (隨附)

獲得 Skype for Business 認證，可搭配 Teams 使用
獲得 Google Hangouts Meet 硬體認證
Zoom 認證
相容於 Cisco
相容於 BlueJeans、BroadSoft®、GoToMeeting®、
Vidyo™、以及其他支援 USB 攝影機的視訊會議、
錄影和廣播應用程式

產品規格
Rally
零件號碼：960-001236
UPC：097855147295
Rally Plus
零件編號：960-001276
UPC：097855152039
Rally 音箱
零件號碼：960-001230
UPC：097855142962
Rally 麥克風
零件號碼：989-000430
UPC：097855142955
Rally 麥克風集線器
零件號碼：939-001647
UPC：097855143143
Rally 安裝套件：
零件號碼：939-001644
UPC：097855142979

軟體下載
羅技攝影機設定軟體

產品保固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包裝內容
Rally 攝影機
音箱：1 個 (Rally) 或 2 個 (Rally Plus)
麥克風：1 個 (Rally) 或 2 個 (Rally Plus)
桌上集線器
顯示器集線器
2 x 電源供應器
遙控器

產品尺寸
Rally 攝影機
7.19 英吋 x 5.98 英吋 x 5.98 英吋
182.5 公釐 x 152 公釐 x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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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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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集線器
1.57 英吋 x 6.93 英吋 x 5.43 英吋
40 公釐 x 176 公釐 x 138 公釐
Rally 顯示器集線器
1.57 英吋 x 8.11 英吋 x 7.05 英吋
40 公釐 x 206 公釐 x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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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 C 轉 C 連接線
USB A 轉 B 連接線
CAT6A
2 x HDMI A 轉 A 連接線
文件

系統需求
UVC /隨插即用相容
Windows® 10、8.1、7
macOS 10.10 或更新版本
Chrome OS™

1

RightSight 可透過下載的軟體啟用，初始支援 Windows® 10。供應情況請參閱 www.logitech.com/rightsight。

www.logitech.com/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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