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Size® Unity 1000™

易化面向 IT 和最终用户的视
频会议
LifeSize Unity 1000 的突出特点为兼具安装简便性和易用
性，是一款采用一体式设计且经过优化的集成视频协作系
统。它可以加快最高品质高清视频协作功能的全球部署，
是大中型会议室的理想选择。
与客户、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建立联系：LifeSize Unity 1000
融合了一流的高清视频、音频和演示功能，可在公司内外
建立更为牢固的关系。
任何人均可快速部署：LifeSize Unity 1000 可由最终用户在
不使用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完成安装。
易于使用：LifeSize Unity 1000 是一款用于视频通信和演示
的自动化交钥匙解决方案。随时随地方便协作。
方便订购，提供全球一致性：LifeSize Unity 1000 是一款完
全集成且性能优异的解决方案，能够以一个 SKU 向全球订
单供货。
最低的总体拥有成本：LifeSize Unity 1000 是一款完全集成
的高清视频、音频和演示解决方案，IT 和设施安装与维护
需求极少。由于该解决方案可以轻松实现重新部署，以适
应新的位置，因此能够提供较高的投资保护。
企业努力通过实时通信增强协作并最大限度提高工作效
率。LifeSize Unity 1000 凭借先进技术打造的组件，以最低
的总体拥有成本提供集成和优化的高清视频协作解决方案。

LifeSize Unity 1000
主要特色
无需任何工具

视频质量

可由任何人进行安装，而无需任何
IT 协助
全高清品质 1920x1080—
30 fps；1280x720 - 60 fps
16:9 格式

高清显示器

1080p 55 英寸高清高对比度
侧光式 LED

高清摄像头

1080p 和 10 倍变焦功能

高清音频

高清视频通信

高品质双路扬声器，可再现自然、
清透的声音

点对点或高达 8 路的 MCU

数据共享

经过优化，适用于本地和远端演示

理想环境

大中型会议室

LifeSize® Unity 1000™

产品规格
系统组件

核心处理器

一体式优化解决方案：

核心处理器管理所有电子功能，并同时为 120V 和 240V

• 编码解码器

区域中的所有元件供电。自动实现有效输入、睡眠模

• 摄像头

式及电源开关的控制管理，使得用户只需走进办公

• 电话

室、插上电源、按下遥控器便可启动会议。

• 高清显示器

• 同步脉冲检测

• 核心处理器

• 集成控制

• 有源扬声器（2 个）

• 接口：

• 带基座的支架

• 电源 - 扬声器 110V 或 220V

• 线缆

• 控制 - 显示器 1
• VGA 输出 - 显示器 1

高清显示器（1 个）

• 24V 直流电源 - 显示器 1

专业的高对比度侧光式 LED，具有更广阔的色彩频

• 19V 直流电源 - 摄像头

谱，可提供更加准确的色彩渲染和高对比度图像，

• VGA 输入 - 编码解码器

并且具有广播品质的高清视频转换器，提供无比清

• 19V 直流电源 - 编码解码器

晰的图像和图形

• USB - 编码解码器

• 屏幕对角线尺寸：1 x 55 英寸

• 以太网 - 编码解码器

• 显示器类型：侧光式 LED

• VGA 输入 - 笔记本电脑

• 最大分辨率：1920x1080p
• 对比度： 5000:1

配置

• 显示器刷新频率：120 Hz

LifeSize Unity 1000 包含以下 LifeSize 产品配置：

• 接口：
• 24V 直流电源

• LifeSize Express 220—10x—Phone
• LifeSize Room 220—10x—Phone

• 控制
• VGA 输入

尺寸

• HDMI 输入

高度：163.6 厘米（64.4 英寸）

• DVI-D 输入

宽度：128.5 厘米（50.6 英寸）
厚度：70 厘米（27.6 英寸）

扬声器（2 个）

毛重：148 千克（327 磅）

高品质紧凑型双路双向扩音 Genelec 扬声器，具有
动态频率响应优化和限制功能，可提供超平滑的音

环境数据

频再现

工作温度：0oC (32oF) 至 40oC (104oF)

• 最小衍射箱体 (MDE)

工作湿度：15% 到 85%（非冷凝）

• 指向性控制波导 (DCW)

存放温度：–20oC (–4oF) 至 60oC (140oF)
存放湿度：10% 到 90%（非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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