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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技 ROOMMATE 
COLLABOS 软硬件一体式设备，专为受支持的会议
摄像头和会议室解决方案外围设备而打造 
通过将 RoomMate 与 CC4000e 或 CC5000e 系统相连接，IT 部门可在
各种会议空间中部署 Microsoft Teams Rooms（Android 版）、Zoom 
Rooms 软硬件一体式设备或其他视频会议解决方案。对于配备自定
义音频系统的会议室，RoomMate 与精选合作伙伴的产品兼容，例如 
Biamp、QSC 和 Shure。

RoomMate 专为大规模部署和管理而设计。RoomMate 外观低调，提
供使用一个或两个显示器开展高清视频会议所需的全部功能，并可安
全牢固地安装在隐蔽处。通过罗技 Sync 设备管理软件、Teams Admin 
Center 或 Zoom Device Management 轻松监控和管理 RoomMate 及其
他设备。

RoomMate 是一款专为视频协作
而打造的工具，可将各类空间转变
为基于软硬件一体式设备的视频会
议室。RoomMate 运行 CollabOS 
— 罗技视频会议一体机中的统一
操作系统，可为各种会议室提供简
单一致的部署体验。



特性和优点 罗技 ROOMMATE

展示罗技 RoomMate 和 CC5000e Plus 系统

专为视频协作量身打造
RoomMate 运行 CollabOS，让您可轻松部署 Microsoft Teams Rooms（Android 版）、Zoom 
Rooms 软硬件一体式设备和其他主流视频会议服务。

模块化的多功能性 
将各种空间转变为基于软硬件一体
式设备的视频会议室。将模块化 
CC5000e 系统或 CC4000e 连接至 
RoomMate，并向会议室添加罗技 
TP100 触摸屏控制器、罗技 SC100 AI 
白板摄像头*和其他协作设备。

*罗技 SC100 AI 白板摄像头的兼容性可能会有所不同，有关最新信息，请参阅 www.logitech.com/support/scribe-compatibility。

功能及连接
RoomMate 外观时尚低调，但功能强
大，不论您的会议室中配备了一个还是
两块显示屏，均可为您带来高清视频会
议体验。

灵活便捷、牢固整洁
将 RoomMate 安全牢固地安装在隐蔽
处。可选的电脑安装配件可以稳固地
安装至显示器背后、机柜内部和桌面下
方，并保持线缆固定。



特性和优点 罗技 ROOMMATE

已获验证的音频合作伙伴
使用您自选的音频系统。将 RoomMate 与 CC4000e 或 CC5000e 系统搭配使用时，默认为会议摄像头
的音频。当 RoomMate 与 CC4900e 搭配使用时，还可以从精选合作伙伴中选择已获验证的音频系统。

易于管理
使用罗技 Sync 设备管理软件轻松管理罗技视频协
作设备。通过单个基于云的平台，即可监控会议室
的运行状况，部署更新和修改设置。凭借 Sync 洞
见，您可以了解会议空间随时间推移的使用情况。

专为视频协作量身打造

借助安全的操作系统 CollabOS，即可大规模部署视
频协作解决方案，为罗技软硬件一体式设备和精选
设备提供支持。



通用 接口

软硬件一体式设备模式：支持 Microsoft Teams Rooms（Android 版）、Zoom Rooms、GoToRoom、Pexip Room 
和 RingCentral Rooms。有关认证和兼容性的最新信息，请访问 www.logitech.com/support/vc-certifications。
已获认证的硬件：支持罗技 CC4000e、CC4900e、CC5000e 系统、CC5000e Plus 系统、TP100 和 TP100 无线触控
屏

已获验证的硬件：支持 Biamp TesiraFORTÉ X 400、QSC Q-SYS Core 8 Flex 和 Shure IntelliMix P300。有关兼容产品
的最新信息，请联系您的首选合作伙伴。

网络协议支持：IPv4、IPv6
代理支持：基于 IP 的代理，基于 FQDN 的代理，使用 PAC 文件的代理 

HDMI 输出：2
HDMI 输入：1

USB：3 x Type A
网络：10/100/1G 以太网
WiFi：802.11a/b/g/n/ac

包装内容 规格

罗技 RoomMate
电源

交流线缆

安装板

遥控器

用户文档

高：约 34.5 毫米（1.36 英寸）
宽：约 161 毫米（6.34 英寸）
深：约 211 毫米（8.31 英寸）

电源和线缆 安全性

电源：自动感应

工作电压/功率：100-240V，19V，4.74A
电源规格：约 127 毫米 x 51 毫米 x 30 毫米
直流线缆：约 1.5 米（4.9 英尺）
交流线缆：约 1 米（3.28 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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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安全性：Kensington 防盗锁孔

软件 环境

操作系统：罗技 CollabOS 1.4 或更高版本

设备管理：罗技 Sync 设备管理软件和受支持的设备管理平台

操作温度：0 至 40 °C

储存温度：-40 至 70°C

湿度：10 至 95% 

质保 部件号

标准：包含两年有限硬件质保 罗技 RoomMate：950-000091

产品规格

版权所有 © 2021 Logitech。罗技、罗技标志、Logitech 和其他罗技商标均归罗技
所有，并或已注册。所有其他商标均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罗技对于本出版物中
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本出版物中包含的产品、定价和功能信息如
有更改，恕不事先通知。

2021 年 11 月发布
请联系您的经销商， 
或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www.logitech.com/vcsales

www.logitech.com/RoomMate

Logitech Americas
7700 Gateway Blvd.
Newark, CA 94560 USA

Logitech Europe S.A.
EPFL - Quartier de l’Innovation
Daniel Borel Innovation Center
CH - 1015 Lausanne

罗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长寿路 1111 号悦达 
889 中心 25 楼
电话：86-21-22302666
传真：86-21-64313193

罗技 ROOMMATE

https://support.logi.com/hc/zh-cn
https://www.logitech.com.cn/zh-cn/video-collaboration/help/contact-sales.html
https://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video-conferencing/room-solutions/roommate.950-0000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