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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技 CC4500e
罗技先进的一体式视频会议系统
CC4500e 适用于小型会议室和微
型空间，集多功能性和简便性于
一身。凭借工作室级品质的音频
和视频、AI 驱动性能以及灵活的
部署选项，CC4500e 为小房间协
作树立了全新标准。

适用于小型会议室的优质一体式视频会议系统
CC4500e 是罗技先进的一体式视频会议系统，适用于小型房间和微型空
间。
它非常易于使用、管理和大规模部署，以紧凑的尺寸为较小的空间提供
接近于 CC5500e 这样较大型的视频会议系统的功能。CC4500e 拥有工
作室级品质的音频和视频、电动平移和俯仰功能以及 AI 驱动的性能，为
视频协作树立了全新标准。
CC4500e 可扩展至数百个甚至更多房间，提供整洁方便的线缆管理、
多种安装选项和灵活的部署模式。几乎可以在所有 PC 或 Mac 上即插即
用，也可以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直接于设备上运行受支持的视频会议应
用程序。

功能与特性

罗技 CC4500e

设置简便

简便易用

易于管理

USB 即插即用

RightSense 技术

罗技 Sync

无需安装额外软件，即可轻松连接几乎所有
PC 或 Mac®。

RightSight
检测会议参与者，自动移动镜头并调整焦
距，不会漏拍任何在座人员

通过单平台即可监控房间的健康状况并保持
设备最新状态，以及房间占用情况的洞见
数据

RightLight
在所有光线条件下智能调整视频设置，让每
个人始终在镜头前展现出理想状态

大规模部署更新

RightSound
AI 驱动的语音均衡和噪声抑制功能可提供出
色的音频清晰度

前瞻性架构

设备模式
内置计算功能让您可以直接在设备上运行受
支持的视频会议应用程序，如 Zoom
一体式设计
时尚精致，简洁规整
简化的灵活安装
借助智能线缆管理和多种安装选项，轻松进
行大规模部署

一键加入
（可选）使用 TP100 进行部署，快速轻松地
使用 Zoom、Microsoft Teams 和其他云服
务发起会议

音频

轻松地传输升级和错误修复至 CC4500e 和
其他受支持的罗技设备
Sync API 是全新洞察和集成的强大基础
合作伙伴仪表板支持
与 Microsoft Teams、Zoom 等合作伙伴解
决方案完全集成，简化设备管理体验

视频

AI 取景器

澎湃音效

超高清视频

完善取景

RightSound™ 超低失真扬声器可清晰传
达每一句话

最高 4K 分辨率的视频，高清晰度，色
彩出众，光学精度高

第二个内置摄像头镜头能够检测会议参与
者，从而优化 RightSight™ 自动取景效果

自适应波束成形麦克风阵列

宽广的房间覆盖范围

全体清晰出镜

6 只波束成形麦克风可拾取每个座位上的
声音，并专注于活跃的发言者，同时抑制
环境噪声

机械平移和俯仰功能可覆盖 163° 水平和
110° 垂直视野，具有出色的图像质量

每一名会议参与者，甚至包括中途加入者，
均能自动清晰地出现在镜头中

可扩展

影院级品质

自由移动

支持 罗技 RightLight™ 技术可捕捉自然
肤色，即便在昏暗或背光条件下同样表
现出色

AI 取景器通过场景感知功能保持摄像头动
作

最多添加两只 CC5000e 麦克风，在更大
型的部署中实现更大的覆盖范围

配件和技术规格

罗技 CC4500e

配件

TV 安装配件

壁装配件

CC5000e 麦克风，石墨黑

CC5000e 麦克风，白色

CC5000e 麦克风延长线

CC5000e 麦克风安装配件，
石墨黑和白色

罗技 TP100 控制器

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

将 CC4500e 牢固安装到电视或监视
器上方或下方

使用两根最长 10 米的延长线，轻松
将麦克风连接至 CC4500e

整洁轻松地将 CC4500e 固定于墙
面，占地面积最小

扩大音频覆盖范围，以及轻松的
静音控制

使用 TP100 进行部署，轻松实
现一键加入

将线缆和麦克风固定于桌面或天花
板，保持整洁的外观

扩大音频覆盖范围，以及轻松的静
音控制

自定义麦克风布置方案，适用于您的
会议桌面配置

技术规格
认证和兼容性

通用

认证：Zoom™ 认证，Microsoft Teams 认证
的 USB 设备。更多待认证和已认证信息，请
联系制造商。

内置组件：6 个波束成形麦克风，PTZ 摄像
头，3 个扬声器，AI 取景器，线缆管理和固定
系统，桌面支架，罗技 CollabOS 平台

兼容性：即插即用 USB 连接，几乎可搭配所
有视频会议应用程序使用

外壳：一体式外壳，配备集成的桌面支架和独
家扬声器悬架系统，可消除震动导致的摄像头抖
动和音频干扰

设备模式：在设备模式下（无需 PC）支持兼
容的视频会议软件，包括 Zoom Rooms 设
备。Android 上的 Microsoft Teams Rooms 和
其他视频会议平台待认证。

摄像头
分辨率：30fps 下
4K、1440p、1080p、900p、720p 和标清
平移：电动 ±25°
俯仰：电动 ±15°
变焦：4 倍高清数字变焦

设备管理：罗技 Sync

对角线视野：120°

显示器支持：2

水平视野：113°

显示分辨率：最高 4K

垂直视野：80.7°
房间总覆盖范围（视野 + 平移和俯仰）：水
平 163° x 垂直 110°

尺寸

扬声器

RIGHTSENSE™ 技术

高：128 毫米

低音单元：70 毫米

RightLight™：为拍摄的每个人呈现自然肤色

宽：719 毫米

中频：2x / 1.5 英寸

深：120 毫米

输出：90dB SPL @1W，99dB SPL @8.0W，均
距离 0.5 米、+/-2dB

RightSight™：保持持续的房间感知，并检测
人物以自动取景拍摄与会者。

重量：4.03 千克

灵敏度：86+/-2dB SPL @ 1W，0.5 米
总谐波失真：1kHz < 2%
扬声器采样率：48 kHz

RightSound™：在抑制背景噪音和回声的同
时，自动调节语音与其他声音的音量以作区
分。

产品规格和链接

罗技 CC4500e

麦克风

接口

电源和线缆

频率响应：90Hz – 16kHz

HDMI 输出：2

电源：自动感应

灵敏度：>-36dBFS +/-1dB @ 1Pa

HDMI 输入：1

工作电压/功率：100-240V，19V，4.74A

麦克风数据速率输出：48 kHz

USB 3.0：3x Type A，1x Type C

电源尺寸：127 毫米 x 51 毫米 x 30 毫米

拾音范围：4.5 米

网络：10/100/1G 以太网

直流线缆：1.5 米

波束成形原理：六个全向数字 MEMS 麦克
风，形成五个自适应声学宽边波束

WiFi：802.11a/b/g/n/ac (MIMO)

交流线缆：1 米
HDMI 1.4 线缆：2 米

音频处理：AEC（回声消除），VAD（语音活
动检测）

外部麦克风输入：有（专有输入支持可选的
CC5000e 麦克风、CC5000e 麦克风集线器和
CC5000e 麦克风延长线）

噪音抑制：AI 滤波器

遥控器：蓝牙™ 低功耗技术

USB A 至 USB C 3.0 线缆：2.2 米

附加麦克风：支持最多 2 只附加 CC5000e 麦
克风

环境

安全

操作温度：0 至 40 °C
储存温度：-40 至 70°C
湿度：10 至 95%
BTU/小时：闲置时 57，会议中 64

质保

全盘加密：AES-128
数据加密：对称密钥，PKI
设备标识：受设备认证保护
设备访问：使用 API进行身份验证
密钥保护：Arm TrustZone，RPMP

包装内容
CC4500e
电源
交流电源线
HDMI 线缆

CC4500e - 石墨黑

CC4500e - 白色

部件号：960-001347

部件号：960-001359

UPC:097855162199

UPC:097855162250

Logitech Americas
7700 Gateway Blvd.
Newark, CA 94560 USA
请联系您的经销商，
或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www.logitech.com/vcsales

延长：购买硬件时，可选额外的一年延长质
保。请与您的经销商联系以获取可用性信息。

产品规格

USB 线缆
遥控器
主镜头和 AI 取景器的镜头盖
用户文档

www.logitech.com/RallyBarMini

标准：包含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Logitech Europe S.A.
EPFL - Quartier de
l’Innovation
Daniel Borel Innovation Center
CH - 1015 Lausanne
罗技亚太有限公司
电话：852-2821-5900
传真：852-252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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