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規格表
AVer FONE540 會議電話揚聲器

連接器介面

電源供應

．無線藍芽 / USB 有線界面
．全雙工麥克風陣列
．2 組全向性麥克風 360° 收音
．全雙工回音消除
．進階噪音抑制
．寬頻語音處理
．最高輸出 90dB SPL (0.5公尺)
．透過 3.5mm 音源接孔可連接智慧型手機和
PC 等行動裝置作為延伸喇叭麥克風
．觸控式面板設計，可調整音量、靜音、接聽、
撥號、結束通話
．可同時透過行動裝置參與語音會議
．Kensington 安全鎖孔

．12V 電源接頭
．Micro USB 連接埠
．IP（RJ45 網路孔）供程式更新/遠端連結
．擴充設備埠 (串接喇叭麥克風)
．音源輸入 (3.5mm 電話接頭)
．3.5mm 音源輸出

．AC 100V to 240V, 50/60 Hz
．耗電量：12V, 5A

USB 協定
．Micro USB 2.0
．USB Audio Class (UAC) 1.0
硬體需求**
．處理器 : 3.2 GHz Intel® Core™ i5-4460
或以上
．4 GB RAM 或以上
．USB 連接埠

系統需求
．Windows 7/10 或以上
．Mac OS X v10.13 或以上
．Google Chromebook™ 版本
76.0.3809.102 或以上
．Android™ 6 或以上
®

控制介面
．USB UAC 隨插即用
．網頁：使用 IP 位置登入管理介面
(不支援 IE 瀏覽器)
．PTZApp 應用軟體

免費加值軟體

(支援 Windows® 和 Mac 作業系統)

．PTZApp
- 自動或手動韌體更新
- 診斷運行狀態
．EZLive
- 影音串流線上直播/影片錄製/照片拍攝/
會議畫面注記/白板功能

選購配備

環境資料

．擴充喇叭麥克風組合 (包含 10 公尺串接線，
最多再串 2 顆)
．2 顆一組擴充麥克風 (包含 2 條 5 公尺串接線，
最多串 4 顆)

．操作溫度：0 ~ 40°C
．操作濕度：20% ~ 80%
．儲存溫度：-20 ~ 60°C
．儲存濕度：20% ~ 80%

保固

外觀尺寸

．喇叭麥克風：3+2 年, 周邊配件：1 年

．包裝尺寸 : 259 x 259 x 171 mm
．包裝重量 : 1.93 kg
．喇叭麥克風本體：

安全性

220 x 181.5 x 49.5 mm/0.85 kg

．Kensington 安全鎖孔

包裝內容

相容雲端軟體

．喇叭麥克風本體
．電源供應器
．Micro USB 2.0 轉 Type-A 線 (5 公尺)
．Phone-in 線 (0.9 公尺)
．保固卡
．安裝手冊

Zoom, Microsoft® Teams, Skype for Business,

FONE540

WebRTC, Google Meet™, BlueJeans, Wirecast,
Adobe® Connect™, Skype, vMix, GoToMeeting™
RingCentral, TrueConf, Cisco Webex®, LiveOn,
XSplit, Vidyo, V-Cube, Microsoft® Lync™, Fuze,
CyberLink U Meeting®, Intel® Unite™

會議電話揚聲器

產品規格若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 為呈現最佳品質，請確認系統/硬體需求。

任何空間．如同面對面溝通
產品外觀
正面

背面

Phone in
Daisy-chain up to
three speakerphones and
four microphones
Line out

DC 12V
LAN for IP remote access
Micro US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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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降噪技術

雙向回音優化

三方通話

清晰顯示燈

無線連結

完美滿足各種類型會議室

延伸喇叭麥克風適用各式會議室

Option 1

Option 2

FONE540 串聯整合技術，可組合延伸麥克風或額外
的會議電話揚聲器，提供各種類型會議室，零死角
的收放音效果，是會議室的最佳選擇。

FONE540 簡易安裝使用，串聯整合技術可串接額外的喇叭
麥克風，提供個人、小型以及中大型會議室商業級音訊
品質，提升你的視訊會議體驗 。

升級降噪技術，收音更準確
還在為會議時出現的打字聲與空調噪音感到困擾
嗎？ FONE540 的進階降噪技術，能消除會議中噪音
干擾，讓音訊無瑕呈現。

完美保留對話，雙向溝通更順暢
會 議 中 聽 不 清 楚，重 複 對 話 被 吃 字 等 音 訊 困 擾，
FONE540 都能透過雙向回音消除優化技術，讓會議
音訊溝通，如同面對面清晰。

Before

With FONE540

即時快速邀請第三方加入會議
FONE540 內建三方通話功能，可快速連接手機音源
線，將 第 三 方 語 音 加 入 會 議，輕 鬆 進 行 高 品 質 的
三方電話會談。

揚聲器

麥克風

指示燈精準明確，隨時掌握會議狀態
FONE540 智慧 LED 指示燈，能清楚顯示使用中、
靜音，或者閒置狀態，能讓房內所有與會者，都能
隨時掌握裝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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