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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ch 提供的會議系統

會議解決方案市場在過去幾年間發生了速化，從獨立
系統轉成整合性更高的解決方案。現代化會議系統必須
在功能、安全性及成本方面提供更多優，以滿足整個市
場各界客戶的需求。，除了隨選發言和同步口譯，現
的國際機構更加重視支援更多種語言，以期未來能舉辦
更大規模的國際高會。況且，藉此使用符合最新標準
的設備，即可確保以最佳方式為同步口譯員提供合的品
質水準。管理會議中心的客戶在系統設定及整合第三方系
統方面需要更高的靈活性，其必須能夠輕鬆擴以容納更
大型或更多場的國際活動。

對於討論敏感性機密內容或高保密性內容的會議，資料必
須受保護以防遭到竄改、未經授權存取及竊聽。

除上日益複的需求外，組織希成本，要求
使用現有網路或單一纜線分享音訊、視訊、會議資料乃
至網際網路。這趨全都表明需由定的伴建構會
議系統，提供既符合現需求又能確保未來擴充發的
解決方案。為了顯最新的創新，其形式將使用安全的 
IP 網路，基於 IP、乙太網路和軟體系統提供健全又靈
活的解決方案；或者憑藉可靠的無線解決方案，快速完
成佈置和除而不影響會場。

Bosch 憑藉其涉足會議解決方案的豐歷史，設計最先
進的設備已累積了數十年經驗。，我們提供一系
高安全性且功能多樣的會議解決方案，從小型本地活動
到大型國際高會等各種不同的應用域皆宜。

這系統是我們與經驗豐的與會者、口譯員和操作員
密切合作的成果。爾等人士協同 Bosch 工程師和設計
師幫助我們改進使用者體驗，成為我們開發產品組合的
關鍵因素。

我們將靈活性與使用者體驗為產品的核心，使得 Bosch 
客戶在制定擴充計劃時可兼到未來幾年的應性。透過先
進的工程設計和客戶輸入，我們的系統能滿足整個會議進程
的需求，易於整合及維護也使得系統安裝者受益多。

合各種廣泛用途的解決方案，從小型本地
活動到國際高會皆宜

IP 會議的前景一，讓保持
先。
#AlwaysAhead

見會議順利進行。

Bosch Security Systems 以真正的世界級專業為基礎，導會議市場超過 65 年。我們是何辦
到的？透過符合眾人要求的出色產品滿足客戶需求，並承在未來的許多年是會持續投入。身為
安全會議域堅實的業務伴，Bosch 解決方案憑其卓越的品質、靈活性與可靠性而名。

最高效能 安全 活彈性具性 符合成本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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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與座談用的世決方

功能 DICENTIS
會議系統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 DCN

會議系統
CCS 1000 D
數位會談系統

INTEGRUS
語言分送系統

會議 有 有 有 有 不用

電子表決 有 有 有 — 不用

識別 有 有 有 — 不用

語言選擇 多達 100 種語言 + 主講頻道 — 多達 31 種語言 + 主講頻道 — 多達 31 種語言 + 主講頻道

口譯設備 ISO 20109:2016 — IEC60914:1988 — 不用

與 INTEGRUS 語言分送系統連線 有 有 有 有 不用

嵌入式安裝 — — 嵌入式系 — 不用

自動攝影機控制 有 有 有 有 不用

Dante™ 支援 有 — 有 — 不用

多媒體內容 MMD2 範圍 — — — 不用

螢幕上顯示客戶標誌 有 有 — — 不用

授權式擴充能力 有 有 — — 不用

雙方共用 有 有 有 — 不用

內建 MP3 錄音 — — — USB 和內接 不用

單獨麥克風聲道輸出 — — 有 有 不用

透過網頁瀏覽器進行進階設置與控制 — 有 — 有 不用

使用 PC 軟體進行擴充設置與控制 有 — 有 — 不用

佈局式麥克風控制 有 — 有 — 不用

系統技 IP WiFi 數位 (專利) 數位 (專利) 數位紅外線

系統大小上 (席位) 750* 120 4000 245 不用

*提出申請可要求增加

造就成果是革命性的產品組合。從小型場合到條件更嚴的應用域，各種廣泛用途都有理想之選，可以選擇具前
瞻性且完全建構於 IP 的 DICENTIS 會議系統，或是選擇較為傳統的 DCN 會議系統。這系統可與 INTEGRUS 語言
分送系統完美整合，增添了在多國語言會議中的易用性。

對於隨選發言、法庭答辯和公司會議等場合，錄音是一項重要需求，而我們有數位式 CCS 1000 D 會議系統。
為保障建築物的完整性以及快速完成佈置和除，採用 WiFi 技術的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無疑是完美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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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會、國會、會議室、會議中心和租賃公司的理
想之選

DICENTIS 
會議系統

 ▶ 建構於 OMNEO 媒體網路架構的開放式平台，提供系統
靈活性及符合成本效益的安裝與維護作業

 ▶ 具前瞻性系統的授權式擴充能力，可輕鬆採用新的功能

 ▶ 輕鬆整合支援的系統，可提供自動攝影機控制等功能

 ▶ 多達 100 種語言的同步口譯

 ▶ 方便連接第三方 Dante 音訊裝置

 ▶ 最佳化的使用者體驗，促使會議達到最高效率

 ▶ 纜線與電源供應器備援可確保會議順利舉行，不會發生系
統中斷情形

傳遞訊息，實現非凡，觸動人心。

OMNEO 架構的開放式 IP 平台
DICENTIS 會議系統的核心技術採用獨特的 IP 式 OMNEO 媒體
網路架構。此系統由 Bosch 開發，透過完全標準化的乙太網路
運作，可確保靈活性及符合成本效益的安裝與維護作業。其甚至
能重複使用現有的基礎架構，並容許整合第三方解決方案。由於
系統建構於 IP，自家的 IT 部門便能夠輕鬆維護。

授權式軟體為將來提供擴充能力
有了定期軟體更新，DICENTIS 會議系統就可以輕鬆地擴充來
整合新開發的功能，而不需要更換昂貴的硬體。客戶將透過 
DICENTIS 軟體維護合約以維護其系統。

安全又可靠的運作
固有纜線與電源供應器備援可確保即使系統罕見地發生故障也
不會遺失任何資料，從而保證會議持續性。此外，通過系統的
所有音訊和控制資料都由可靠的產業技術進行安全加密，符合
國際所認可最嚴格的標準。這樣可以防範資料遭到竄改和未經
授權存取，對於高度機密的會議情境尤為重要。

使用者體驗最佳化的會議裝置
DICENTIS 會議系統的設計可促使會議達到最高效率，並能滿
足各類型組織獨特的需求。各式各樣具備特定功能的會議裝置
一應俱全，每款裝置皆以提供最佳使用者體驗為設計原則。

DICENTIS 音訊處理器及
電源交換器
為所有 DICENTIS 會議
裝置供電的中央設備

DICENTIS 會議裝置含觸控螢幕
座談、使用者識別、語言選擇、表決、全程雙方
共用、以當地文字顯示請求發言名單。可上傳公
司標誌以自訂裝置

DICENTIS 口譯台
在多國語言會議中進行同步口譯 (
有或沒有視訊輸出)

DICENTIS 會議裝置
請求發言功能及雙方會議

DICENTIS 多媒體裝置
座談、使用者識別、語言選擇、表決、與會者
名單控制、即時視訊、網際網路存取等

DICENTIS 會議
裝置含表決功能
座談、使用者識別、透過彩色表
決觸控按鈕輕鬆快速地表決

DICENTIS 會議裝置含語言選擇器
座談、使用者識別、語言選擇、雙方
會議及雙方識別功能

DICENTIS 會議系統是專門針對未
來整合式會議環境所打造的革命性 
IP 平台。憑藉 IP 架構與伺服器架
構，此系統以開放式標準為建構基
礎，可確保極高的靈活性及實現第
三方整合。其利用市面上最強大的
安全保護機制，保障整個會議進程
的機密資料安全無虞。

DICENTIS 系統伺服器
無須鍵盤、顯示器或滑鼠即可運作並執行所有 
DICENTIS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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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ENTIS 無線
會議系統

 ▶ 安全的 Wi-Fi 技術可與其他 Wi-Fi 網路共存

 ▶ 智慧型無線管理可確保無線會議完全不受干擾

 ▶ 觸控螢幕無線裝置有內建 NFC 讀卡機，可提供上乘的
會議體驗與功能擴充性

 ▶ 透過真正的無線連接能力實現輕鬆控制和備援

DICENTIS 無線會議裝置含觸控螢幕
座談、使用者識別、語言選擇、表決、全程雙方
共用、以當地文字顯示請求發言名單。可上傳公
司標誌以自訂裝置

無線會議完全不受干擾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可與其他網路共存。此系統經過安
全設計，可避免區域內其他無線網路 (包括行動電話及無線
接入點) 帶來的干擾問題。

易於安裝
系統能以非常快速的方式安裝並啟動。安裝精靈會引導安裝
者輕鬆快速地完成首次設定，只需要有 WAP 做為控制器、
一台平板電腦或筆記型電腦以及無線裝置。由於設定所需的
時間大幅減少，便可有條不紊地舉辦多場活動，進而提高規
劃會議的效率。

方便使用
會議主席可以在其行動裝置 (平板電腦或筆記型電腦)  
上透過瀏覽器介面管理整場會議，包括管理發言權和表決。

安全可靠的運作和會議持續性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中的所有信號都使用 WPA2 加密，
這是廣泛應用於行動裝置的高安全性標準加密方式，可避免
信號遭到盜錄或竊聽。

DICENTIS 無線接入點
WAP 可單純地設置為獨立系統的控制器。其亦可用
於 WAP 備援，做為主要或次要 WAP 以確保會議
持續性

DICENTIS 無線會議裝置
座談和雙方共用，有三種隨插即用麥克風
可供選擇。電池充飽電後可持續運作 24 
小時

極致靈活性，零干擾。

會議中心和
多用途廳室經常會舉辦具有不同佈置
和設置的活動。DICENTIS 無線會議
系統採用標準 Wi-Fi 技術，由於具備
極高的靈活性且易於安裝，無疑是完
美的解決方案。此系統為無線系統，
所以可在多用途廳室和歷史建築中安
裝、輕鬆地放置及操作，幾乎不影響
會場的完整性。

會議中心、多用途廳室、歷史建築和租賃公司的理
想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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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精彩絕倫。

DCN Dark Discussion 系
提供不同的功能，座談、語言選
擇、表決。

DCN 嵌入式裝置
使量身打造的固定式安裝能夠建置到
面和扶手上

OMNEO Dante 介面
進行音訊記錄
及/或將音訊分送到其他
廳室

DCN 中
控制裝置
無論有沒有應用程式軟體
皆可運作

DCN 口譯台
最多 31 個口譯頻道，加上原本的
主講頻道語言

DCN Discussion 系
提供不同的功能，座談、語言選擇、表決。

DCN 
會議系統
▶ 中央裝置透過零損的高速光纖纜線連接，形成安全的

備援主幹

▶ 31 個口譯頻道，加上主講頻道

▶ 輕鬆整合 INTEGRUS，以無線方式分送語言頻道

▶ 模組化嵌入式安裝面板

透過嵌入式安裝增添尚舒
希安裝與場地裝融為一體，請選擇嵌入式會議裝置，其
可安裝到面或扶手上。這將為場地增添井然有序之感，能
騰出額外的可用間，讓與會者更感舒。

系統擴充
此系統支援多達 4,000 部與會者裝置，並與各種外接元件相
容，攝影機、公共廣系統、觸控式螢幕控制器及視訊會議
介面。
連接音頻擴器和 OMNEO 介面後可進行音訊記錄，或將音
訊分送到其他廳室。

功能多，優點眾多
此系統可透過 DCN 會議軟體套件提供的廣泛控制與自訂
功能進行擴充，包括佈局式面、與會者人數、口譯員、
議程、發言名單和表決期間等選項。其另提供了資料選
項，包括用於進階記錄的 XML 串，以及用於連接第三方
應用程式的 API 功能。

DCN 會議系統運用數位會議網路 
(DCN) 技術處理發言及聆聽。其可當
做整合式面或嵌入式系統使用，便
於管理小規模乃至複佈置的各種國
際性會議。

需要嵌入式會議裝置的應用場合的理想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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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 1000 D 控制裝置
控制攝影機，並與外接設備連接；可添加擴充裝置為
較大型的系統提供額外的電源

CCS 1000 D 會議裝置
讓與會者發言及聆聽議程

CCS 1000 D 會議裝置
方便將 CCS 1000 D 會議裝置設置為
雙按鈕會議主席裝置

CCS 1000 D  
數位會談系統

 ▶ 內建數位音場回授抑制，保證卓越的語音清晰度

 ▶ 內建錄音功能可在內部記憶體和/或 USB 記憶卡上錄製
音訊

 ▶ 內建支援自動高畫質攝影機控制

 ▶ 透過內建網頁伺服器進行擴充設置與控制

 ▶ 「節能模式」讓系統自動於兩個小時未作用後關閉

 ▶ 針對法庭進行最佳化的四個單獨輸出

透過內建網頁瀏覽器輕鬆進行會議控制
對於更進階的設置和會議控制，可將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
搭配系統內建網頁瀏覽器使用。會議主席從遠端啟用或停用
與會者麥克風並將與會者從等候名單切換到發言名單，藉此
管理會議的進行。

卓越的語音清晰度
此系統採用進階數位音訊處理並具有優異的麥克風和揚聲器
效能，所以能提供卓越的語音清晰度。揚聲器和麥克風會同
時啟用，以創造更自然的面對面會議臨場感，藉此鼓勵與會
者更輕鬆地參與會議。

內建和外接錄音功能
使用內建 MP3 錄音機可以錄下整場會議的音訊 (主講
頻道以及一個單獨聲道)。這樣就能夠以電子方式保存會
議，而不需要使用外接裝置由人工記錄會議。控制裝置的
內部記憶體可錄製長達 8 小時的會議，且一張 USB 記憶
卡最多能儲存 4,000 小時的會議內容。

數位式 CCS 1000 D 會議系統是一
套獨立系統，由於使用控制裝置的
前面板進行控制，設定既簡單又快
速。

簡潔卻不失多樣。

市政府、本地商業中心和法庭的理想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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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US 輕量化頸帶耳機
各式各樣的耳機一應俱全，可重現高品質的
音效

INTEGRUS 口袋型接收器
無線便利性，造就卓越的聆聽體驗

INTEGRUS 散熱器
無風扇的冷卻功能提供安靜無聲的運作，
可擴充達到最大涵蓋範圍

INTEGRUS 發射器
方便連接 Bosch 會議解決方案和第三方音訊來源

INTEGRUS 
語言分送系統

 ▶ 先進的數位技術不受照明設備的干擾，可提供卓越的聆聽
體驗

 ▶ 使用紅外線分送音訊進行機密會議

 ▶ 簡單而直覺的介面，最多可選擇 32 個頻道

 ▶ 輕鬆整合 Bosch 會議系統

 ▶ 電池續航力持久，方便操作和維護

安全的紅外線語言分送系統，不受照明設備的干擾
INTEGRUS 在高於照明系統的頻帶下運作，所以不受任何干
擾。即便用於陽光直接照射處，也不會對音質造成影響。由
於 INTEGRUS 紅外線訊號無法通過固體結構、牆壁或天花
板，即可確保會議完整性。這使得 INTEGRUS 成為涉及安
全、敏感性機密主題的會議理想的選擇。對於具有多個廳室
的會議場所，紅外線訊號的實體邊界可確保不同的會議廳對
話不會互相干擾。
優異的音訊品質
Bosch 紅外線數位技術的音效重現絕對忠實，具有優異的品
質及 80 dB 以上的訊噪比。INTEGRUS 搭配 Bosch 會議系
統使用時，音訊品質將獲得進一步提升。

最佳電池效能
口袋型接收器以電子方式管理自身的充電程序，提供出色
的充電效能及超長的電池續航力。充電裝置最多可容納 56 
個接收器，105 分鐘內就能充飽電。鹼性電池充飽電後可
持續使用 200 小時，使用電池組時最長可運作 75 小時。

INTEGRUS 語言分送系統是全數位化
的紅外線解決方案。專為多國語言會
議場合所設計，使與會者能透過自己
的語言完全理解發言者的發言。簡報
與發言內容經同步口譯後傳輸到與會
者的口袋型接收器和耳機。由於是紅
外線系統，會議或座談的與會者便可
在會場周圍自由走動，而仍能夠跟上
會議進程。INTEGRUS 語言分送系
統可搭配 Bosch 出品的所有會議系
統使用。

語言完美傳譯。

會議中心、國際性組織和租賃公司的理想之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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