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技Rally Bar可為中型會議室提供
強大的一體式視訊會議體驗，具有
出色的光學技術、自動 PTZ 和高性
能音訊。借助羅技Rally Bar，視頻會
議可以像面對面的協作一樣自然高
效。

適用於中型會議室的一體式視頻協作產品

羅技Rally Bar 為中型會議室的視訊會議樹立了全新標準，並為更大的
團隊和部署提供了擴展選項。

它的使用、管理和大規模部署非常簡單，以一種時尚的一體化形式提
供影院級的音視訊體驗。在任何 PC 或 Mac 上均可即插即用羅技Rally 
Bar ，或利用內置的計算性能直接在設備上運行視訊會議應用程序。

羅技Rally Bar 具有多組件鏡頭、功能強大的低失真揚聲器和先進的麥
克風系統，可營造出音視訊俱佳的會議體驗。專有的AI鏡頭可強化 
RightSight 自動取景體驗，並直接向羅技 Sync 監控後台傳送會議室使
用情況的相關洞察數據。以羅技 Rally Bar 提升視訊協作。

數據表
羅技 Rally Bar



音訊 視訊 AI 取景器

功能與特性

設置簡便
USB 即插即用
無需安裝額外軟件，即可輕鬆連接幾乎所
有PC 或 Mac®。

設備模式
內置主機讓您可以直接在設備上使用該支
援的視訊會議應用程序，如 Zoom

一體式設計
時尚精緻，簡潔規整

簡化的靈活安裝
借助智能線纜管理和多種安裝選項，輕鬆
進 行大規模部署

簡便易用
RightSense 技術
RightSight
檢測會議參與者，自動移動鏡頭並調整焦
距，不會漏拍任何在座人員

RightLight
在所有光線條件下智能調整視頻設置，讓
每個人始終在鏡頭前展現出理想狀態

RightSound
AI 驅動的語音均衡和噪聲抑制功能可提供
出色的音頻清晰度

一鍵加入
(選配)使用TAP進行部署，快速輕鬆地使用 
Zoom、Microsoft Teams 和其他雲服務發
起會議

容易管理
羅技 Sync
透過Sync平台即可監控會議室設備的可用
狀態，並保持設備在最新版本，且提供會議
室使用情況數據

大規模部署更新
輕鬆地為羅技Rally Bar及其他羅技設備批
次升級並執行錯誤修復

前瞻性架構
Sync API 是全新洞察和集成的強大基礎

整合策略夥伴支援
整合 Microsoft Teams、Zoom 等合作夥伴
的解決方案，簡化設備管理

澎湃音效
RightSound 超低失真大型揚聲器可清晰 
傳達每一句話

自適應波束成形麥克風陣列
6只波束成形麥克風可拾取每個座位上的
聲音，並專注於活躍的發言者，同時抑制 
環境噪聲

可擴展
最多添加三隻羅技Rally Bar 麥克風，在更
大 型的部署中實現更大的覆蓋範圍

超高清視頻
最高4K分辨率的視訊，高清晰度，色彩出
眾，光學精度高

寬廣的房間覆蓋範圍
電動鏡頭可覆蓋房間內 130° 寬、80° 高 的
範圍，具有高達 5 倍光學變焦的無損 圖像
質量

影院級品質
支持 WDR 的Logitech RightLightTM技術
可捕捉自然膚色，即便在昏暗或背光條件
下同樣表現出色

完善取景
第二個內置鏡頭能夠檢測會議參與者，從
而優化 RightSight 自動取景效果

全體清晰出鏡
每一名會議參與者，甚至包括中途加入
者， 均能自動清晰地出現在鏡頭中

自由移動
AI取景器通過場景感知功能保持鏡頭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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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和技術規格

技術規格

AI 取景器 通用 鏡頭

尺寸 揚聲器 RIGHTSENSE™技術

認證：ZoomTM認證，Microsoft Teams認證
的USB設備。更多待認證和已認證信息，請聯
繫製造商。

兼容性：即插即用USB連接，幾乎可搭配所有
視訊會議應用程序使用

設備模式：在設備模式下（無需PC）支持兼容
視訊會議軟件，包括Zoom Rooms設置。
Android上的Microsoft Teams Room和其他
視訊會議平台待認證。

內置組件：6個波束形降噪麥克風，PTZ鏡頭，
2個揚聲器，AI取景器，線纜管理和固定係統，
桌面支架，Logitech CollabOS平台

外殼：一體式外殼，配備集成的桌面支架和獨
家揚聲器懸架系統，可消除震動導致的鏡頭
抖動和音頻干擾

設備管理：Logitech Sync

顯示器支持：2

顯示分辨率：最高4K

分辨率：30fps下
4K，1440p，1080p，900p，720p和標清

平移：電動±25°

俯仰：電動±15°

分辨率：15倍高清分辨率（5倍光學，3倍數位
變焦）

對角線視野：90°

水平視野：82.1°

垂直視野：52.2°

總房間覆蓋範圍：132.1°水平x 82.2°垂直

高：164毫米

寬：910毫米

深：160毫米

重量：7.08千克

驅動單元：2 x 70毫米

輸出：90dB SPL @ 1W，
99dB SPL @ 8.0W，
平均距離0.5米，+ /-2dB

靈敏度：90 +/- 3dB SPL @ 1W，0.5米

總諧波失真：1kHz <2％

揚聲器採樣率：48 kHz

RightLight™：為拍攝的每個人呈現自然膚色

RightSight™：保持持續的房間感知，並檢測
人物以自動取景拍攝的方式。

Right Sound ™：在抑制背景噪音和迴 聲的
同 時，自動調節語音與其他聲音的音量以作
區分。

羅技 Rally Bar

TV 安裝配件
將羅技Rally Bar牢固安裝到電視或監
視器  上方或下方。

TV 安裝配件
將羅技Rally Bar 牢固安裝到電視或監
視器  上方或下方。

羅技Rally Bar 麥克風，石墨黑
擴大音頻覆蓋範圍，以及輕鬆的靜音
控制

羅技Rally Bar麥克風，白色
擴大音頻覆蓋範圍，以及輕鬆的靜音
控制

羅技Rally Bar麥克風延長線

使用兩條最長10米的延長線，輕鬆將
麥克風連接至羅技Rally Bar

羅技Rally Bar麥克風安裝配
件， 石墨黑和白色 
將線纜和麥克風固定於桌面或天花 
板，保持整潔的外觀

羅技TAP

使用TAP進行部署，輕鬆實現一鍵加
入

羅技Rally Bar麥克風集線器

自定義麥克風佈置方案，適用於您的 
會議桌面配置

配件



麥克風 接口 電源和線纜

環境

環境 產品規格

接口 質保

www.logitech.com/Rally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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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p.logitechclub.com/vc/vc_page_t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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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響應：90Hz ‒ 16kHz

靈敏度：>-36dBFS +/- 1dB @ 1Pa

麥克風數據速率輸出：48 kHz

拾音範圍：4.5米

雙向成形原理：六個全向數字MEMS麥克風，
形成五個自適應聲學寬邊細長

音頻處理：AEC（迴聲消除），VAD（語音活動
檢測）

噪音抑制：AI濾波器

附加麥克風：支持最多3只額外的羅技Rally 
Bar麥克風，適用於更大型的會議室

HDMI輸出：2

HDMI輸入：1

USB 3.0：3x A型，1x C

網絡：10/100 / 1G以太網

WiFi：802.11a / b / g / n / ac（MIMO）

外部麥克風輸入：有（專有輸入支持可選的羅
技Rally Bar麥克風，羅技Rally Bar麥克風集線
器和羅技Rally Bar麥克風延長線）

遙控器：藍牙TM低功耗技術

電源：自動感應工作電壓/功率：100-240V，

19V，4.74A電源尺寸：127毫米x 51毫米x 30毫

米直流線纜：1.5米

交流線纜：1米

HDMI 1.4線纜：2米

USB A至USB C 3.0線纜：2.2米

操作溫度：0至40°C
儲存溫度：-40至70°C
濕度：10至95％
BTU /小時：閒置時57，會議中64

羅技Rally Bar
電源
交流電源線
HDMI線纜

USB線纜
遙控器
主鏡頭和AI取景器的
鏡頭蓋用戶文檔

羅技Rally Bar - 石墨黑
零件編號:960-001316 

羅技Rally Bar - 白色
零件編號:960-001328 

全盤加密：AES-128
數據加密：對稱密鑰，PKI
設備標識：受設備認證保護
設備訪問：使用API進行身份驗證
密鑰保護：Arm TrustZone，RPMP

標準：包含2年有限硬體保固

延長：購買硬件時，任選額外的一年延長質保。
請與您的經銷商聯繫以獲取可用信息。

產品規格和鏈接 羅技 Rally B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