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享 CX-20

在⼩型会议室和⼩型协作空间轻松开展⽆线会议

b 完全BYOD⽀持

b 通过按钮或桌⾯应⽤程序进
⾏远程协作
b 与您的设备、会议平台和各
种解决⽅案⼀起使⽤
b 增强的安全性、互联性以及
云管理功能

如今的组织要求流畅的混合协作和灵活性，尤其是在⼩型协作空间进
⾏团队会议时，这正好为巴可可⽴享 CX-20 提供了⽤武之地。可⽴享
CX-20
通过⽆缝的⽆线会议来激发创造⼒，⼀键实现流畅的混合协作。
了解最新可⽴享更新的新增功能
从您的设备上发起协作会议

可⽴享 CX-20
带来⽆缝的⼀键式⽆线会议。从您的设备启动混合协作会议⽐以往更容易。借助
我们不限定的⽆线会议室系统，您可以在不到 7
秒的时间内使⽤您⾸选的会议⼯具在笔记本电脑上启动混合协作会议。⾛进会议
室，⾃动连接到摄像头、⻨克⻛、扬声器、条形⾳箱等会议室设备，节省时间并
最⼤限度地提⾼效率。只需点击⼀下就能让混合协作变得流畅。适⽤于员⼯和访
客。

决定您希望的协作⽅式

可⽴享 CX-20
为您提供了出⾊的灵活性和丰富的选择，使您能够决定所需的协作⽅式。使⽤可
⽴享按钮即插即⽤，并选择由应⽤程序提供⽀持的基于意图的智能会议流程，让
您的会议变得直观和活跃，从两⽅⾯促进简单和⼀致的⽤⼾体验。享受有⽤的功
能，例如房间显⽰器的本地视图和⽇历集成。
可⽴享 CX-20 同样是技术不限定的，并且与您的会议平台 (UC) 技术和各种 USB
外围设备完全兼容。附加功能（如室内显⽰器的本地视图）有助于优化⼀键式会
议体验。

能让混合会议变得更好？没错！使⽤可⽴享应⽤程序中的智能和直观
的会议流程

可⽴享 CX-20

Barco

基于意图的智能会议流程让您的会议体验⽆压⼒。⾛进会议室，您⽴即就能看到
该会议室是空闲还是已预订。⾃动连接到会议室（PresentSense
超声智能感知）或插⼊按钮。根据您是主持⼈还是与会者，可⽴享为您提供相应
的引导
(HostFlow)。只需从您的个⼈⽇历单击⼀下即可开始会议（⼀键加⼊）。并排共
享您的演⽰⽂稿，跟踪远程参与者的视频
(ConferenceView)。共享全屏或应⽤程序窗⼝，同时让您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保持
私密，以便您私下记笔记。结束通话后，会议室将变成数字标牌显⽰器。

增强的安全性和⽆缝集成

⼀系列IT
友好的功能使可⽴享会议适合任何企业环境。可⽴享会议在增强安全性⽅⾯表现
出⾊，可⽆缝集成到任何 IT ⽹络中。利⽤ XMS
(Cloud)管理平台，您可以享受轻松的设备管理、直观的⽤⼾体验和清晰的分析，
以推动数字化⼯作场所的建设。
如果您有涉及可⽴享会议系列⽹络部署的实际问题，请查看我们的技术⽀持或与
您的巴可联系⼈联系。
所有型号库存充⾜，您可以⽴即在会议室内安装可⽴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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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可⽴享 CX-20

尺⼨ (HxWxD)

34 毫⽶ x 135 毫⽶ x 135 毫⽶

功率消耗

运⾏：5-10W，更⼤ 24W

ClickShare Base单元尺⼨
电源
净重

⼀般规格
操作系统
系统要求
视频输出
⾳频输出
USB

可⽴享按钮

ClickShare App

Native protocols

标准 110/220 V AC 插头
900 gr

Windows 10 及更⾼版本 macOS 11 (BigSur) 及更⾼版本。
Android v11 及更⾼版本（可⽴享应⽤程序）
iOS 14 及更⾼版本（可⽴享应⽤程序）

在 Microsoft Teams 或 Zoom 上获得流畅的体验。
最低配置：Intel i3 双核处理器 / 8GB RAM / 操作系统：Windows 10 最新版本或 Mojave 最新版本
推荐配置：Intel i5 4 核处理器 / 8GB RAM / 操作系统：Windows 10 最新版本或 Mac 操作系统最新版本
4K UHD (3840*2160) @ 30Hz。 HDMI 1.4b
USB，HDMI

1 个 USB-A，1 个 USB-C
1

桌⾯和移动

Airplay、Google Cast、Miracast

Maximum number of simultaneous connections (with
Buttons and/or App)

32

验证协议

WPA2-PSK in stand alone mode
WPA2-PSK or IEEE 802.1X using the ClickShare Button in network integration mode

噪⾳级别

⽆线传输协议
范围
频带
连接
温度范围
湿度
防盗系统
认证

Touch screen support & Interactivity
Wireless conferencing
本地视图
⽹络连接

Management and reporting
保修期

更⼤值：25dBA @ 0-30°C
更⼤值：30dBA @ 30-40°C

IEEE 802.11 a/g/n/ac and IEEE 802.15.1

可⽴享按钮和可⽴享主机之间的更⼤距离为 30 ⽶（100 英尺）
频段为 2.4 GHz 和 5 GHz (DFS)
2.4 GHz 和 5 GHz（选定数量的国家/地区内⽀持的 DFS 通道）
1 个以太⽹ LAN 1Gbit
1 个 USB C 型 2.0（正⾯）；1 个 USB A 型 2.0（正⾯）
操作温度：0°C ⾄ +40°C（+32°F ⾄ +104°F）
更⾼温度：35°C (95°F)（3000 ⽶下时）
存储温度：-20°C ⾄ +60°C（-4°F ⾄ +140°F）
存储：0 ⾄ 90% 相对湿度，⽆冷凝
操作：0 ⾄ 85% 相对湿度，⽆冷凝
Kensington 锁定
FCC/CE
/

通过应⽤程序或按钮

仅室内显⽰器的本地视图
LAN 和 WiFi *
是

1 年标准。 5 年保修期（通过 SmartCare）

⽣成于：12 Dec 2022

技术规格随时变化，不会事先通知。请访问www.barco.com，获取更新信息。

www.barco.com

ENABLING BRIGHT OUTCO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