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協作視訊會議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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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面板

．螢幕尺寸：65 吋
．最大解析度：超高清 3840 x 2160
．顯示方向：水平 16：9
．亮度：350 cd/m2
•對比：1200：1
•反應時間：≦9ms
•更新率：60 Hz
•觀看角度：178º
•壽命：Up to 30,000 hrs
•觸控技術：投射式電容
•同步操作：10 點筆觸 , 20 點觸控 , 10 點 ZoomRooms 白板
•觸控工具：手指或主動式觸控筆
•溝通介面：Full-speed USB
•觸控介面：USB 2.0 type B
•觸控筆：主動式觸控筆
•玻璃塗層：防眩光及防指紋塗層
•表面硬度：強化玻璃 ( 莫氏硬度七 )

攝影機

．感光元件：Sony Exmor™ 4K CMOS sensor
•影像解析度：4K Ultra HD at 25 fps, Up to Full HD 1080 p60
•視野範圍：94°diagonal, 85°horizontal, 55°vertical
•鏡頭：Fixed
•鏡頭焦距：3.37 mm ±5%
•F 值：2.8
•訊號雜訊比：>50 dB
•最低照度：1.4 lx (50 IRE, F2.8, shutter 1/30)
•2D 降噪：Yes
•攝影機角度：內建俯角 20°

麥克風

．陣列麥克風：13-element microphone array
•靈敏度：-26 dBFS
•訊號雜訊比：65 dB
•靈敏度誤差：±1 dB

尺寸及重量

•本體尺寸：1491×958×88 mm
•本體淨重：43 kg (PC module not included)

喇叭

•型態：Built in
•輸出瓦數：12W×2

PC模組

•型態：模組抽換式
•型號：OPS-Z1
•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i7-7700 3.6GHz 65 W
•隨機存取記憶體：DDR4 16 G
•硬碟：128 GB SSD
•顯示卡：Intel® HD630
•音效卡：Integrated high definition audio stereo
•網路：10/100/1000 Mbps
•無線網路技術：Intel® 802.11 ac 2.4 & 5 Ghz (2 antennas included)
•藍牙：Bluetooth® 4.0
•作業系統：Windows® 10 IoT LTSB
•連接埠：USB 3.0 x6, RJ45 x1, mic in x1, earphone out x1, VGA out x1a, DisplayPort out x1b, HDMI 1.4 out x1c, Kensington Security Slot
•本體尺寸：246 x 265 x 35 mm
•淨重：1.92 kg
•毛重：2.46 kg

電源

連接埠

EP65
All-In-One 滿足所需

．電壓：100V~240 V, 50/60 Hz
•待機耗電：≤0.5 W
•開機耗電：200 W
HDMI 2.0 in x 2, touch USB-B x 2, VGA in x 1, audio in x 1, audio out x 1, S/PDIF x 1, AV in x 1, USB 2.0 x 4 ( 韌體更新用 ), USB 3.0 ( 韌體
更新用 ) RS-232 x 1, RJ45 x 1, PC module slot x 1

** 產品規格若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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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協作視訊會議白板
AVer EP65 讓你搶佔先機，提升商業生產力！
AVer 企業協作視訊會議白板擁有 4K P-CAP 觸控面板、Windows 10
IoT Intel i7-7700 處理器、4K 鏡頭，且與 Zoom Rooms 緊密整合，視
訊會議如同面對面討論，不受限於空間距離。

整合多重配備

超級簡易安裝

AVer EP65 升級你的會議體驗！
透 過 可 移 動 的 電 腦 模 組，降 低 維 護 成 本，且 搭 載
Windows 10 IoT Intel i7-7700 處理器以及無縫整合
Zoom Rooms 會議平台達到高效管理。

安裝 EP65 有多容易？
只要插上一個插頭，你就可以 1 秒開始會議！
AVer EP65 取代了複雜的跨平台設置，節省會議
準備時間。

緊密合作無間
AVer EP65 4K P-CAP 觸控面板，提供 20 點觸控，
讓會議參與者可在同一時間，在相同頁面上互動標記、
分享畫面、集思廣益，可分屏完成多重任務，發展敏
捷工作場所，進而提升團隊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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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歷其境會議體驗
AVer EP65 內置 Sony Exmor™4K CMOS 傳感
器和 13 個陣列麥克風，提供超清晰的畫面及聲音，
視訊會議如同身歷其境，再也不受限於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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