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Size® Unity 2000™

專為 IT 人員與終端使用者
都能更容易進行視訊會議
而設計
LifeSize Unity 2000 具備智慧的全功能設計，安裝簡單且輕
鬆易用，是最佳的整合式視訊協同合作解決方案。它提高
了在全球部署最高品質高畫質視訊協同合作功能的速度，
對於大型會議室是理想之選。
連線客戶、合作夥伴與供應商內建頂尖的高畫質視訊、音
訊和簡報功能，LifeSize Unity 2000 可協助您建立強大的
關聯。
任何人都可快速進行部署 LifeSize Unity 2000 可由終端使用
者在不使用任何工具的情況下完成設定。
易於使用LifeSize Unity 2000 是可立即使用的自動化視訊通
訊與簡報解決方案。只要開機，隨時都能展開合作。
訂購簡便，全球統一供貨為發揮最高效能，LifeSize Unity
2000 是完全整合的解決方案，只要透過單一 SKU 即可在
全球訂購。
最低的擁有總成本 LifeSize Unity 2000 是完全整合的高畫
質視訊、音訊與簡報解決方案，不需要過多 IT 人員，也
不需安裝及維護多餘的設備。由於很容易就能夠根據新的
場所重新部署這項解決方案，因此具有非常高的投資保護
能力。
企業無不積極設法提高協同合作效率，透過即時通訊方式
發揮最高的生產力。LifeSize Unity 2000 以最低的擁有總成
本，提供使用先進元件製成的最佳化整合高畫質視訊協同
合作解決方案。

LifeSize Unity 2000
重要特性
不需要使用
任何工具

視訊品質

可由任何人在無需 IT 人員協助的
情況下進行設定
全高畫質 1920x1080—
30 fps；1280x720—60 fps
16:9 格式

高畫質顯示器

兩個 1080p 55 吋高畫質高對比、
側光式 LED

高畫質攝影機

1080p 與 10x 變焦功能

高傳真音訊

高畫質視訊通訊

資料共用

理想的環境

高品質 2 路擴音器，可重現自然清
澈的聲音

點對點或最高可達 8 路的 MCU

針對近端和遠端簡報最佳化

大型會議室

LifeSize® Unity 2000™

產品規格
系統組件

核心處理器

環境資料

全功能最佳化解決方案：

電子功能均由核心處理器管理，可對使用 120V 及 240V

操作溫度：0oC (32oF) 到 40oC (104oF)

• 編解碼器

電壓地區的的所有元素供電。控制管理可自動處理

操作濕度：15% 到 85%，無凝結

• 攝影機

主動輸入、睡眠模式及電源開/關，使用者只要走入

貯存溫度：–20oC (–4oF) 到 60oC (140oF)

• 電話

會議室、插上電源插頭、按下遙控器，就能開始進行

貯存濕度：10% 到 90%，無凝結

• 高畫質顯示器 (2)

會議。

• 核心處理器

• 同步脈衝偵測

• 主動式擴音器 (2)

• 整合式控制

• 帶底座的支架

• 介面：

• 纜線

• 控制—顯示器 2
• 電源 24V DC—顯示器 2

高畫質顯示器 (2)

• 控制—顯示器 1

專業、高對比的側光式 LED，採用更廣泛的色彩頻

• VGA 輸出—顯示器 1

譜，提供更精確的色彩呈現、高對比影像，此外，

• 電源 24V DC—顯示器 1

由於採用播送品質的高畫質視訊升頻器，因此能夠

• 電源 19V DC—攝影機

呈現出最清晰的影像與圖形

• 電源—喇叭 110V 或 220V

• 對角線螢幕尺寸：2 x 55 吋

• 電源 19V DC—解編碼器

• 顯示器類型：側光式 LED

• VGA 輸入—解編碼器

• 最大解析度：1920x1080p

• USB—解編碼器

• 對比度比例： 5000:1

• 乙太網路—解編碼器

• 顯示器更新率：120 Hz
• 介面：
• 電源 24V DC

• VGA 輸入—筆記型電腦
核心處理器顯示器 1 輸出必須連接到主要視訊輸出
（2 輸出）。
核心處理器顯示器 2 輸出必須連接到次要視訊輸出以

• 控制
• VGA 輸入

進行簡報（3 輸出）。

• HDMI 輸入端子
• DVI-D 輸入

配置
LifeSize Unity 2000 的配置含有下列 LifeSize 產品：

喇叭 (2)

• LifeSize Express 220—10x —電話

精巧高品質 2 路雙擴音器 Genelec 喇叭有最佳化的

• LifeSize Room 220—10x—電話

動態頻率響應表現，提供最平順的音訊重現。
• 最低衍射箱體 (MDE)

尺寸

• 指向性控制聲波制導 (DCW)

高：166 公分（65.4 吋）
寬：257.3 公分（101.3 吋）
深：70 公分（27.6 吋）
包裝重量：345 公斤 (761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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