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为会议室打造的日程面板
通过帮助员工轻松找到合适的会议室，使每个会议空间都得到充分利
用。借助此面板，用户可查看会议室详细信息以确认准确的会议地点。
还可以为临时或定期的会议预留会议室。

TS100 日程显示屏拥有大尺寸屏幕和时尚低调的外形，旨在便于查看和
使用。TS100 无线触控屏随附玻璃、竖框和墙面安装配件，可以方便地
安装在各种会议室外。其内置的线缆管理可将线缆有效隐藏，实现简洁
专业的外观。TS100 日程显示屏具有经久耐用的组件，提供稳定可靠的
性能。

借助 TS100 日程显示屏，即可
更轻松地寻找并领用合适的会议
空间。这款量身打造的日程面
板与 Microsoft Teams、Zoom 
Rooms、Robin 和 Meetio 解决方
案相集成，远可提供会议室供应
情况，近可提供会议详细信息。

数据表
罗技 TS100 日程显示屏



TS100 日程显示屏的运作方式 罗技 TS100 日程显示屏

TS100 日程显示屏可以轻松配置为 Microsoft Teams 面板、Zoom Rooms 日程显示面板，以及其他主流会议室日程解决方
案的显示屏。将 TS100 日程显示屏安置在各种会议空间之外，为整个部署提供始终如一的体验。

选择平台

精准掌握日程，轻松安排会议

在远处便可了解供应情况
通过指示可用性的绿色或红色 LED 灯，在远处便可快速发
现可供使用的会议室。

在近处可了解详细信息
在靠近时，可通过 10.1 英寸的大屏幕查看会议详细信息、领
用会议室和预约会议。



功能与优势 罗技 TS100 日程显示屏

简洁便捷的安装

量身打造的日程面板

使用随附安装配件实现轻松安装
使用随附的玻璃、墙面和竖框安装配件将 TS100 日程显示屏
安装在各种会议室外，实现快速部署。

隐藏布线实现整洁安装
多种布线选项均可隐藏线缆，实现整洁专业的安装。

右侧

下方

左侧

上方

显示墙面安装布线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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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1 英寸触控屏：在反应灵敏的大尺寸触控
屏上轻松阅读详细信息和预约会议室。

可用性指示灯：通过绿色或红色状态灯，在
远处便可了解会议室可用性，而且不会对四
周环境造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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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指纹：疏油涂层可抗指纹，确保画面清晰
可辨。

平面角度便于查看：TS100 日程显示屏以平
贴式安装在墙壁上，便于从各种高度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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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久耐用：组件经久耐用，屏幕经过密封以
保护零件并承受定期清洁。 低调的安装：TS100 日程显示屏与墙壁贴合

安装，时尚低调，与环境融为一体。

穿过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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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尺寸（总高 x 宽 x 深）

仅限设备
约 6.5 x 9.69 x 1.12 英寸
约 165 x 246.2 x 28.5 毫米
约 0.7 千克（1.5 镑）

表面安装
约 6.5 x 9.69 x 1.24 英寸
约 165 x 246.2 x 31.4 毫米

竖框安装配件
约 6.5 x 11.52 x 1.75 英寸
约 165 x 292.6 x 44.5 毫米

触控屏
尺寸：10.1 英寸对角线 
显示器类型：IPS（面板内切换） 
带 LED 背光的 LCD 面板
分辨率：1280 x 800
视角：85°（上/下/左/右）
电容式，10 点多点触控
亮度：400 尼特
对比度：1000:1
防指纹：疏油涂层
位置角度：0 度（平置于安装表面上）

一般规格
传感器：加速度计，环境光 
安装模式：100 毫米 x 100 毫米 VESA FDM
线缆出口：水平/垂直/中心

电源和线缆 端口和接口 包装内容

以太网供电 (PoE)，IEEE 802.3af 类型 1、级别 3 
设备 
*需要支持 PoE 的网络或 PoE 接头，以及以太网线
缆（需另购）

以太网：10/100mbps
WiFi：802.11a/b/g/n/ac
蓝牙 5.0（未激活，供未来使用）

罗技 TS100 日程显示屏
多表面安装配件（玻璃/石膏板墙）
角落安装配件
竖框安装配件
安装硬件
文档

设备管理 兼容性和认证 环境

使用罗技 Sync 远程管理工具、Microsoft Teams 
管理中心和 Zoom Device Management 平台进行
监控和管理。

罗技 TS100 日程显示屏可与主流会议室日程解决方
案相集成，用作：
	 Microsoft Teams 面板
	 Zoom Rooms 日程显示面板
	 Meetio 日程面板
	 	Robin 日程面板
有关最新认证和兼容性信息，请参阅 www.
logitech.com/support/tapscheduler-compatibility
还兼容罗技 Sync 远程管理平台。

操作温度：0 至 40°C
储存温度：-40 至 70°C
湿度：10 至 95%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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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钥保护：Arm TrustZone，RPMP

质保 部件号

购买延长质保将为罗技初始制造商的两年质保增加一年，享受三年无忧保
障，符合大多数会议室设备的典型折旧和更换周期。
请与您的经销商联系以了解供应情况。

包含标准的 2 年有限硬件质保

罗技 TS100 日程显示屏，石墨灰
952-000093
罗技 TS100 日程显示屏，白色
952-000095

规格 罗技 TS100 日程显示屏

http://www.logitech.com/support/tapscheduler-compatibility
http://www.logitech.com/support/tapscheduler-compati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