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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縫協作

主要優點與特性EXPAND��80
EXPAND��8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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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PAND��80T��上可⽤

EXPAND  80 �系列

採⽤丹⿆⾼端品牌Kvadrat的優質材料和隔⾳⾯料精⼼

擴展會議
最多可連接兩個擴展⿆克⾵，以滿⾜⼤型會議的需求

製造，具有極簡美感

借助EPOS��Voice™��清晰傳達信息

借助可擴展的全向⿆克⾵與同事們團隊協作，最多可容納16��個同
室參與者。

六個⾃適應波束成形⿆克⾵和DSP��可智能地將您的語

六個⾃適應波束成形⿆克⾵將⼈的聲⾳從房間混響和環境

在數秒內設置電話會議

⾳與房間混響和環境噪聲分離

噪⾳中分離出來，可以聽到房間裡每個⼈的聲⾳，同時增加

享有多種連接選項、直觀的⽤⼾界⾯以及對⾸選語⾳助

另⼀邊與會者的參與感。因地制宜，輕鬆連接，享受豐富⾃

⾃然飽滿的聲⾳

⼿或Microsoft��Teams��的⼀鍵式訪問*

內置於獨特懸掛式⾳箱的強勁超低失真揚聲器，
可讓整個房間充滿⾮凡的聲⾳

然的聲⾳。

時尚⾼端的北歐設計，聲⾳豐富⾃然，這款產品能讓您與團

出⾊的⼯藝，鮮明的北歐⾵格設計

隊得到⾼效溝通。

6-12��⼈

http://eposaudio.com/expand-80


產品規格

EXPAND��80��系列

電源裝置（通⽤型）、USB-C��⾄USB-A��適配器、安全指南、

150��-��7,500��赫茲

2��年

精⼼挑選丹⿆⾼端品牌Kvadrat��的織物，該材料具有共振衰減特性，

顏⾊

EPOS��VoiceTM技術

相隔離。

無線距離

支持產品內部或外部的Kinston防盜鎖，以便輕鬆安裝。針對T  型桿

接口和直徑小於5毫米的鋼絲繩的組合鎖進行了優化。推薦的鎖：

和低⾳增強，實現豐富⽽真實的⾳樂再現。

⽀持的操作系統

揚聲器類型

通信⾳頻

EXPAND��80��LED��指⽰燈：

50��‒��7500��赫茲（通信）

最⻑30��⽶

980��克

盒內物件：

通過獨特的減震懸掛裝置將⾼剛性和阻尼良好的揚聲器與其餘結構

通過強⼤的超低失真揚聲器，在獨特的懸掛式⾳箱中進⾏動態均衡器

（6��個⿆克⾵）

支持Kinston防盜鎖

85��dB

LED��指⽰燈

⾳頻

概覽

交付內容

Kensington��K64675WW��
Kensington��K68105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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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覆蓋範圍

戰性的環境中也游刃有餘。這些都有賴於先進的波束成形和迴聲消除

⾳量/靜⾳、藍⽛®�、活動、Microsoft��Teams��通知

GAVDP��1.3��+��HFP��1.7��+��HSP��1.2��+��RFCOMM��1.2

⿊⾊和銀⾊
這有助於平穩的聲⾳系統，讓聲⾳變得溫暖⽽清晰。

⾳箱

50��‒��20,000��赫茲（⾳頻流媒體）

315.6��（⻑）��x��118.6��（寬）��x��46.1��mm��（⾼）

清晰⾃然的聆聽體驗。波束成形數字式MEMS��全向⿆克⾵

Kensington��K64674WW（預設）

最⾼聲壓

釹環磁鐵揚聲器（磁鐵質量：42��克）

技術
A2DP��1.3.1��+��AVCTP��1.4��+��AVDTP��1.3��+��AVRCP��1.6��+��DID��1.3��+

全向⿆克⾵尺⼨

EXPAND��80T��LED��指⽰燈：

可選擇⾃動或⼿動重新連接

⿆克⾵頻率響應

藍⽛®全向⿆克⾵，含USB-C��線纜、BTD��800��USB適配器、

6��個數字式MEMS��單向成形⿆克⾵

⾯料

Windows��和Mac

卓越的通話體驗，出⾊的語⾳清晰度和雙向通話性能，即使在極具挑

快速指南、合規性表

技術

可確保⾼⾳沒有刺⽿的峰值，及卓越的低⾳響應。總體⽽⾔，

360��度

系統。

個⼈與共享使⽤

⿆克⾵

Kensington��K65020WW

性能

⾳量/靜⾳、藍⽛®�、活動

藍⽛®��5.0��版，⽀持的配置⽂件：

全向⿆克⾵重量

揚聲器頻率響應

保固

⾳樂⾳頻性能



認證

產品概覽

會議室覆蓋範圍

附加優點與特性

Microsoft��Teams��認證*，適⽤於⼤型會議室

通話、多媒體和聽⾳樂

覆蓋⼤型會議室

得Microsoft��Teams��認證*，適⽤於中型會

描述連接設備

UPC：��8��40064��40003��9

型會議室

通過藍⽛®�/USB-C*��連
接PC、⼿機和平板

Teams認證*，適⽤於⼩型會議室

EXPAND��80��⿆克⾵待認證

EXPAND��80

Alcatel��Lucent

EAN：��57��14708��00003��7

經過優化，適⽤於中⼩型會議室連接⼀個EXPAND��80��⿆克⾵，覆蓋⼤中

帶USB-C  傳輸線的藍牙®全向麥

克風，隨附USB-C  轉USB-A  轉接

器。針對統一通信優化

貨號：1000203

EXPAND��80

EXPAND��80T��已獲得Microsoft EXPAND��80T��包括兩個擴展⿆克⾵，已獲得

Lucent��認證，適⽤於中⼩型會議室

通話、多媒體和聽⾳樂

UPC：��8��40064��40004��6

貨號：1000202

EXPAND��80T

EXPAND��80T

議室

產品

帶USB-C  傳輸線的藍牙®全向麥

克風，隨附USB-C  轉USB-A  轉接

器。經Microsoft  Teams  認證*

連接兩個EXPAND��80��⿆克⾵，

EXPAND��80T��包括⼀個擴展⿆克⾵，已獲

EXPAND��80��⿆克⾵待認證

EAN�/��UPC��碼

Microsoft��Teams

EXPAND��80��已獲得Alca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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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

EAN：��57��14708��00004��4

同室與會者（最多）：

EXPAND  80  系列

跨設備會議
在一個會議中整合電腦、手機和平板通話

保護您的設備
通過 Kinston 防盜鎖

自定義設置
可拆裝的 USB-C 傳輸線

USB  接收器放置，易於
找到BTD  800  USB  接收器可輕鬆實現所有設備的藍牙®連接

直觀的聲音設計
帶有Felt  Music  內建的語音提示

一鍵訪問
語音助理或Microsoft  Teams  功能

*��認證適⽤於USB/USB��適配器/��USB-C��連接到PC��或Mac 。



EXPAND  80  Mic

即插即用只需插入EXPAND  80，即可開始會議。連接後整
個設置將作為一套系統

鮮明的北歐風格設計時尚，極簡的美學格調以及與EXPAND  
80  搭配的高品質材料

針對大型會議進行了統一通信優化，並獲得Microsoft  
Teams認證
針對大型會議，最多連接兩個延伸麥克風，以獲得統一通信
優化和Microsoft  Teams  認證體驗

確保每個人的聲音都清晰可見
每個EXPAND  80  Mic  都包含4  個波束形成麥克風，房間內
的每個參與者都始終靠近麥克風

通過EXPAND  80  全向麥克風及延伸麥克風可擴大覆蓋範圍，針對UC  優化
以及獲得Microsoft  Teams  認證，實現出色的通話清晰度。連接一個或兩個
麥克風，以適應會議室的大小，並優化團隊協作。

針對專業、現代會議的智能傳輸線管理
通過智能傳輸線管理為您的會議室提供訂制的傳輸線長度，  
實現最佳的系統設置

降噪麥克風可提供出色的語音清晰度，讓所有與會者靠近降噪麥克風，  以確
保有效的溝通。智能線纜管理讓會議桌保持專業現代化，實現最佳的系統功
能和易用性。  EXPAND  80  麥克風采用與EXPAND  80  相同的高品質材料，為
您的會議室打造統一的外觀，並提升室內設計感。延伸EXPAND  80  會議

解決方案的範圍和潛力，助力團隊績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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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會議

主要優勢與性能



LED��指⽰燈

與EXPAND  80  搭配的丹麥高端品牌Kvadrat  的面料

技術

專有的2.5��毫⽶插孔（5��極）

150��-��7,500��赫茲

擴展⿆克⾵尺⼨

顏⾊

⾯料

⿆克⾵覆蓋範圍

盒內物件：

概覽

線⻑

⿆克⾵頻率響應

含傳輸線的延伸麥克風：  175  克

高度：  26.5  毫米尺寸：ø  97  毫

米

⾳頻

靜⾳、通話狀態、語⾳助⼿

360��度

⿊⾊和銀⾊

2.9⽶

擴展⿆克⾵重量

保固

4��個波束成形數字式MEMS��全向⿆克⾵

延伸⿆克⾵、⽤於硬體更新的USB-C�傳輸線、安全指南、快速指南，
合規表

⿆克⾵

交付內容

連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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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

EXPAND  80  Mic

產品規格



。*��認證適⽤於USB/USB��適配器/��USB-C��連接到PC��或Mac

EXPAND  80  Mic

EAN�/��UPC碼

EXPAND��80��Mic

連接設備

UPC：��8��40064��40030��5
EXPAND��80T 帶專⽤2.5��毫⽶插孔線纜的擴

會議室

產品

EXPAND��80 展⿆克⾵

EXPAND��80T

描述

貨號：1000229

EXPAND��80

同室與會者（最多）：

詳情

EXPAND��80T��已獲得Microsoft EXPAND��80T��包括兩個擴展⿆克⾵，已獲得

3�/��3

通話、多媒體和聽⾳樂

經過優化，適⽤於中⼩型會議室連接⼀個EXPAND��80��⿆克⾵，覆蓋⼤中

Teams認證*，適⽤於⼩型會議室

型會議室

EXPAND��80T��包括⼀個擴展⿆克⾵，已獲
Microsoft��Teams��認證*，適⽤於⼤型會議室

Microsoft��Teams

連接兩個EXPAND��80��⿆克⾵，覆蓋⼤中型

得Microsoft��Teams��認證*，適⽤於中型會

EAN：��57��14708��00030��3

議室

產品概覽

會議覆蓋範圍

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