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700
小型会议室视频声音协作系统
作为一体化设备，雅马哈 CS-700 视频声音协作系统旨在

音箱可在房间内提供完美的音频，确保能够听到远程传来

为小型会议室配备同类最佳的音频、视频和屏幕共享功

的每一句话，将其与 CS-700 中集成的一流音频处理技术

能。小型会议室有独特的要求，因为它们尺寸小，桌面空

结合起来，您即可与参会者进行自然轻松且所有人能够清

间有限。雅马哈 CS-700 将超宽带音频和高品质视频结合

晰听到的对话。

起来，通过一套简约型壁装系统满足视频、音频和协作要
求，解决小型会议室所有沟通和协作问题。音频、视频和

USB、蓝牙® 和 SIP 支持

屏幕共享通过一条 USB 连接线实现。集成远程管理功能

雅马哈 CS-700 成为房间内唯一的通讯设备。它支持

有助于全球范围内的 IT 部门远程监控和管理他们的小型

Microsoft® Skype for Business™、Google Chromebox for

会议室设施。

Meetings™、BlueJeans®、Zoom®、GoToConference™、

视频
因为小型会议室尺寸小，参加会议的人紧挨这些房间里的
显示屏和摄像机坐着，在过去需要旋转摄像机来查看整个
房间。雅马哈 CS-700 行业领先的 120 度超广角摄像机可
通过一个视场捕捉所有参会者。CS-700 摄像机覆盖整个
房间 80% 以上的区域，免去了旋转和缩放摄像机以查看

Vidyo® 等商务通讯应用程序。此外，CS-700 还提供针对
企业呼叫管理器的 SIP 接口，因此无需在小型会议室内安
装单独的会议电话。CS-700 可轻松整合 USB 和 SIP 通
讯，进一步扩展通讯机会。而蓝牙有助于实现快速轻松的
音频连接，迅速将移动或电脑通话转换为会议通话。

壁装
小型会议室的办公桌空间一般非常珍贵。雅马哈 CS700 是壁装系统，无需在小型会议室安装任何
桌面设备。壁装有助于实现简单安装，
利用专门的中心点设计功能
即可轻松将电线连接

房内所有人的麻烦。CS-700 的高像素可确保看到和捕捉
到距离摄像机远达 10ft/3m 的人的每一个表情。这的确是

至 CS-700。如果您
可以钻孔，即可安装

一套“设置后即可无忧享用”的视频系统。

CS-700。

音频

远程可管理性

就成功的会议而言，“听到每一句话”从未像现在这样如

管理上百个小型会议室对于任何 IT 部门来说都是不小的

此重要。CS-700 利用雅马哈和 Revolabs 多年的专业企业

挑战。雅马哈 CS-700 有助于远程监控和管理设备，并成

音频经验。CS-700 包含波束形成麦克风阵列，它能够抓

批进行配置。通过 IP 接口远程自动升级。小型会议室的

取房间所说的每一句话并将其发送至远端。四元件式条形

管理技术变得简单多了！



协作
雅马哈 CS-700 支持 DisplayLink™，可为小型会议室提供最
佳协作支持。这样一来，就可以利用针对视频和音频的相同
USB 连接在房间内的显示屏上共享高达两种的屏幕内容，
从而减少小型会议室桌面上所需的杂乱装置和缆线。

主要功能
• 针对 UC 应用的 USB 音频和视频支持
• 波束形成麦克风阵列
• 四元件式条形音箱

提供的型号

• 120 度视场超广角摄像机

CS-700AV：音频、视频、IT 管理
CS-700DL：音频、视频、IT 管理、DisplayLink™
CS-700SP：音频、视频、IT 管理、SIP 接口
CS-700DS：音频、视频、IT 管理、DisplayLink™、SIP

• 集成 SIP 接口，用于呼叫管理器集成
• DisplayLink™ 接口
• 远程管理、系统通知 (SNMP)、自动配置支持

技术规格
音频

合规
条形音箱
音箱频率响应
最大 SPL
麦克风
麦克风覆盖
麦克风频率响应
全双工音频
回音消除
LED 指示器

4 个音箱元件，高音扬声器和中低音扬声器分
别位于左右
160 – 20,000 Hz
1 M 位置 90 dB
4 个麦克风组成的波束形成阵列
180 度拾音
160 – 16,000 Hz
是
超宽带 AEC
静音/取消静音

安全
EMC

环境
保修
全球保修，欧盟除外
欧盟

IEC60065、IEC60950、IEC62368
CISPR13/CISPR22/CISPR32/FCC/
J55013/ ETSI EN 300 328 / ETSI
EN 302 291-2 / ETSI EN 300 330-2
EN55024/CISPR24 或 35 和 ETSI EN
301 489-1
RoHS、REACH、WEEE
1 年返厂
2 年返厂

接口
托架
连接器
USB 主机端口
以太网
蓝牙
辅助输入
®

显示屏装置之上或之下的壁装托架
USB（含应变消除）
音频、视频、HID 和图形显示屏，USB 3.0 以
上支持
RJ 45
仅音频
3.5mm立体声

摄像机
摄像机传感器
隐私覆盖
LED 指示器
UVC 支持
视场

高清晰度 CMOS
手动隐私覆盖
摄像机工作 LED
UVC 1.5
120 度

SIP

尺寸、重量、电源
高度
长度
宽度
重量（含托架）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入频率
耗电量
电源线长度

3.9in/98.75mm
2.7in/68.5mm
34.in/861.7mm
7.3 lbs/3.3kg
100-240 VAC
1A
50-60 Hz
36W
10ft/3m - 请正确订购 SKU 以满足本地
电源线要求

供货商：
呼叫处理

呼叫连接

多媒体数字信号编解码器
DTMF 支持
安全

网络和设置

拨打、响应、保持、恢复、转接（盲转和询问
式转接）、转移、请勿打扰、重拨、呼叫计
时、呼叫 ID、快速拨号、未接来电通知、语音
邮件通知（配置了开关门）
支持连接 SIP 和 USB 呼叫。连接、分离、保
持、恢复、3+1 线路：最多 2 个 SIP 通话、
1 个 USB 通话，加上用户
G.711（A 法则和 μ 法则）、G.722、G.726、
G.729
RTP 事件、SIP 同频带信号传输、SIP 信息包
SRTP/SRTCP 支持 (RFC 1889)、IETF SIP 支持
（RFC 3261 和配套 RFC）、SSIP、密码保护
配置文件、密码保护登录
DHCP 或静态 IP、基于服务器的中央设置、针
对单个设备配置的 Web 门户

Revolabs, Inc.
144 North Rd, Suite 3250
Sudbury, MA 01776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1-978-610-4040
电子邮件：sales@revolabs.com
网站：revolabs.com

http://www.yamaha.com/products/en/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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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雅马哈更改产品功能和规格，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