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見未來



小巧，智能，嶄新革命 

看見未來。

在實體會議中，面對面溝通、與彼此眼神交流是再平常不過的事。當我們快速進入混合辦公的

新時代，視訊會議成為常態，但是現有的視訊會議設備卻沒跟上腳步。

Innex Cube ( 易思魔方 ) 為你的視訊升級，外型小巧，卻擁有超乎想像的卓越性能—

提升混合辦公的包容性，讓團隊成員不管身在何處，都能幫每個與會者打造個人視訊，

讓每一個人都能積極參與討論。透過生動銳利的視訊色彩畫面，提升混合辦公時代的

互動體驗、增進協作效率。

• 在線上會議中，能夠保持宛如面對面般自然的眼神交流

• 360°沈浸式環景，不失真、不變形的清晰視訊影像

• 內建 AI 臉部追蹤，智能完美取景

• 對應不同的會議形式，自由調整視訊排列模式

• 從桌面中心收音，清楚傳遞你的每一句話

• 化繁為簡，在筆電上隨插即用

• 為你設想打造，不用額外安裝任何軟體

獨特的四鏡頭

內建 AI 智能

4K 360° 環景

多人臉部追蹤

直覺按鈕操作

多種視訊模式

遙控器搭配

全向式麥克風

可延長支架



物如其名— Innex Cube ( 易思魔方 ) 體型僅比

魔術方塊大一點。時尚簡潔的工業設計，搭配

陽極金屬感消光黑表面處理，手感精緻、經典

優雅。

旋轉式可拆卸支架與沈穩的紅橡木底座，讓

Cube 的鏡頭高度在桌面之上 30 公分，經人體

工學設計，是拍攝人像角度最自然的高度，讓

視訊會議的影像更真實、更貼近。

擁有獨特的四顆廣角鏡頭、雙全向式麥克風，與

最先進的 AI 智能臉部追蹤科技，將所有精彩集

大成，濃縮在一個手掌大小、精巧的視訊攝影機。

經典，極簡，超乎想像
極致的視訊會議攝影機

為你的空間靈活調整

鏡頭應該要放在跟眼睛在水平相對位置，以確保

最佳拍攝角度。搭配三根組裝式支架自由調整高

度，為你的視訊會議空間靈活調整，讓與會者能

保持眼神交流。

在正常高度的桌面，使用兩根支架組裝，讓拍攝

高度保持在桌面上 30 公分。若在矮桌開會，增

加到三根支架，讓 42 公分的鏡頭高度完美捕捉

清晰影像。



清晰捕捉你的聲音

Innex Cube 能從桌面正中央清晰捕捉你的聲音，並清楚傳遞每一字、每一句。從桌面收音的效果，

也更為自然。內建雙全向式麥克風，即使不用刻意大聲講話，也能有效收音，讓你輕鬆開啟自然對話，

就像在同一個空間講話一般，讓你的會議流暢，溝通更高效率。

驚豔 360 度全景，4K 超高畫質

要能拍攝全景，多鏡頭讓影像更清晰飽滿、並降低變形失真的狀況。Innex Cube 由四顆 500 萬像

素鏡頭組成，每一顆鏡頭拍攝的畫面以完美的即時動態拼接技術，捕捉自然沈浸的視訊，組成一幅

360 度全景影像。超高的 4K 解析度讓人像不模糊，色彩更絢麗，讓遠端與會者彷彿身歷其境。

傳統的視訊網路攝影機通常安裝在會議室的顯示器上，相比之下，Innex Cube 放置在桌面上拍攝，

不僅移動靈活方便，拍攝角度也能更加自然真實，就像面對面開會一樣。

而對比其他使用單顆魚眼鏡頭、或雙顆鏡頭就要拍攝 360 度全景的攝影機，擁有四鏡頭的 Innex 

Cube 更能呈現不失真、不模糊，最令人驚嘆的全景視訊畫面。



AI 模式
人像特寫 / 講台 / 智能取景 手動模式

對話 / 視角切換

直覺操作，容易上手

輕輕鬆鬆、
就像電視！

讓每一個人都能輕鬆享受 Innex Cube 的 AI 全功能！

所有的 AI 功能、智慧影像模式都已經內建在攝影機裡，不需要額外下載軟體或手機 app 就能直接操作。

Cube 上方的按鍵和一支遙控器就能完成所有操作，自由為你的會議形式和視訊空間選擇客製化的影像模式。

就像操作電視一樣，透過畫面上的顯示選單，任何人都能立刻成為 Innex Cube 專家。

當會議進行時，總會偶而發生一些無法預期的意外，你需要迅速關閉鏡頭

或關閉麥克風來避免打亂會議節奏。Innex Cube 的視訊和麥克風開關

控制按鍵，能讓你立即反應。不用匆忙去找遙控器，不用尋找

視訊軟體裡那偶而消失的工具列，一鍵搞定！

視訊、麥克風開關控制

方向鍵

切換智能影像模式

鏡頭 & 麥克風控制

切換功能

設定 關閉



沈浸式的會議，嶄新視訊體驗 

AI  人像特寫

AI  講台

讓舉行會議協作變得更自然真實。不管坐在會議室內的哪個位置，Innex Cube 總能清晰捕捉
與會者的影像與聲音。內建 AI 智能影像模式能追蹤人像，即使離開位置走動，畫面仍然能一
直保持在特寫影像的中央。

不需安裝任何軟體或 app，最優異的 AI 視訊會議攝影機。

AI  
智能取景

手動  
對談

手動  
360 度全景

手動  
270°/180°
120°/90°
視角切換

120°



新世代的視訊會議
將實體與線上會議的優點集大成，Innex Cube 讓你的視訊會議的與眾不同。不管是

否出聲，有能擁有一個特寫鏡頭；不論身在何處，都讓每一個人更能積極參與討論。 

自由選擇視角寬窄、調整 AI 影像模式，靈活的運用能讓視訊畫面更貼近你的會議

空間大小和人數多寡。從小型會議空間到適合6-8人的中型會議室開討論會、簡報，

甚至是獨立辦公室裡經理人和參與會議的團隊會對坐於桌子的兩側，在各種會議目

的與空間下，Innex Cube 都是絕佳之選。

看見未來！
開放空間小型會議空間辦公室



規格
攝影機

麥克風

其他

鏡頭解析度	 500 萬像素
鏡頭數量 4
感測器 1/2.7" CMOS
縫合技術 即時動態縫合科技
最高解析度 & 幀率 4992x928 @30fps ( 全景 )
最小對焦距離 70cm
最大視野 水平 : 360 度 垂直 90 度
閃爍 50Hz / 60Hz 
自動曝光 有
自動白平衡 有

影像模式

1. 人像特寫
2. 講台
3. 對談
4. 智能取景
5. 手動模式 360°/270°/180°/120°/90°

麥克風 雙全向式麥克風陣列
人聲增益 (AGC) 有
主動降噪 (ANS) 有
靈敏度 -26dB FS
拾音範圍	 3m 

耗電 5V/ 900mA
接口 USB Type-C x1	

尺寸

Cube: 65x65x66mm 
支架 : 122mm
實木底座 : 26x138φmm
高度 : 
208 mm ( 單根支架 )/ 324 mm ( 兩根支架 )/ 
440 mm ( 三根支架 )
行動收納箱 : 235x108x165 mm

重量
Cube : 260 g
實木底座 : 345 g
支架 : 70g ( 三根 )

內容物 Cube, 1.5 公尺 USB 線 , 支架 x3, 實木底座 , 遙控器 , 
遙控器電池 , 行動收納箱

完整全套配件

行動收納箱

遙控器 實木底座 支架 USB 線



FTI 結合創新與 AI 智能科技創造革命性的協作方案，在混合辦公新時代，讓遠
距溝通更有效率，在線上環境實現極致沈浸式用戶體驗。藉由大數據與獨到
的消費者洞見，我們將最新科技、生活美學、再加入驚喜與樂趣，打造超乎
想像的 FTI 產品。

代理商：華厚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商：宏智科創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