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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优点与特性

增强您的会议室功能
配备搭载了Sony®传感器的 4K 广角摄像头、增强型 
PTZ 和波束成形麦克风阵列。使用电视的扬声器 

轻松设置。 易于维护。
具有自动软件更新、远程设备管理和配置功能的智能解
决方案。即插即用 

一键加入
随时可用的视频会议一体机。 无需电脑。一键加入会
议。 针对领先的基于SIP的UC解决方案进行了优化 

身临其境
通过智能相框、语音跟踪和降噪功能，享受自然的会议
体验。EPOS AI™赋能 

轻松分享内容
允许会议中的任何人轻松分享内容。来自任何设备。
无线缆。无需应用程序。 直接开启

EXPAND Vision 3

视频协作  全新打造

适用于当今智能办公室的多合一视频协作一体机。只需一
键即可加入会议，畅享犹如亲临现场的体验。EPOS AI™
赋能的全高清视频和出色的拾音和降噪功能，助您加强协
作。  

易于设置和安装，并针对领先的基于SIP的UC解决方案进
行了优化。享受自然的会议体验，通过高清面部表情、肢体
语言和清晰的语音通信，提高工作效率。

更多信息，请访问 eposaudio.com/expand-vision-3

http://www.eposaudio.com/expand-vision-3


产品资料

概览

颜色 黑色

视频协作一体机重量 550 克

视频协作一体机尺寸 28 (高) x 280 (长) x 55 (宽) 毫米 

质保 2 年

音频

麦克风 数字 MEMS 麦克风线性阵列（4 个麦克风）
降噪和回声消除

麦克风覆盖范围 180°

有效的麦克风范围 5 米

麦克风频率响应 70 - 8.000 赫兹

通信—音频性能 即使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也能提供自然的通话体验和出色的
语音清晰度。这是通过集成波束成形麦克风阵列跟踪和捕捉声
音，同时消除噪音来实现。使用屏幕/显示器的内置扬声器，实时
自动计算延迟，实现有效的回声消除。

技术

UC 应用 针对领先的基于 SIP 的 UC 解决方案进行了优化，集成日历

操作系统 AndroidTM 9.0 （或更高版本）

内部存储 32 GB

CPU Arm®V8 64 位 6 芯

GPU 四芯 Arm®

内存 4 GB

电源电压 5V

能耗 15 W

USB 输出 5 V, 500 mA

运行温度（最高） 35 °C / 95 °F

运行温度（最低） 4 °C / 39 °F

运行湿度（最高） 90%

存储温度（最低） 2 °C / 35 °F

存储温度（最高） 45 °C / 113 °F

视频/摄像头

摄像头 4K 广角，搭载Sony®传感器

镜头类型 6 元件非球面低失真透镜

视频分辨率 最高 1080p （全高清） @ 60fps

变焦 4 倍数字式

云台(PTZ) 增强型 PTZ，机电平移/倾斜 ± 20 °

视野 (FOV) 112°

智能画框 EPOS AITM 赋能

视频标准和协议 编码： H.264、MVC、VP8
解码：  H.264、VP8、MPG-1、MPG-2、MPG-4、H2.663、

H2.65、VC-1、VP9、M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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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资料

网络与连接

输入/输出 以太网、HDMI 输出、USB-C/显示端口、USB-A、MicroSD

以太网 IPv4 & IPv6、DHCP/ 静态 IP

Wi-Fi 双频 (2.4/5 GHz)
标准： 802.11ac/802.11ac

蓝牙® 版本 5.0
蓝牙®配置文件： A2DP、HSP、AVRCP

无线共享技术 Miracast®

支持双屏 是

支持触摸屏 是

设备管理

远程设备管理 EPOS Manager 

本地设备设置 屏幕图形用户界面 

固件更新 自动

隐私 / 安全

硬接线隐私开关 摄像头 / 麦克风

支持安全锁 肯辛顿锁TM

加密 硬件加密（最高 512 位）；
AES 加密（256 位）；
SHA 加密（256 位）；
SecureBoot；SSL 流量加密

交付内容

盒内物件： EXPAND Vision 3 视频协作一体机、蓝牙® 远程控制、通用电
源、HDMI 线缆、壁挂支架、安全指南、快速指南和合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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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览
连接设备  产品 描述 EAN / UPC 码

通过 HDMI 或 USB-C 
显示端口连接的
屏幕 / 显示器

EXPAND Vision 3
货号：1000305

全高清视频会议一体机 
视频和波束成形麦克风。 
使用屏幕/显示器扬声器。针对基于 
SIP 的领先 UC 解决方案进行了优
化。 

EAN 57 14708 00106 5
UPC 8 40064 40106 7

隐私开关

4 / 4

EXPAND Vision 3

附加优点与特性

支持双屏
在一个屏幕上显示内容，在另一个屏幕上显示会议

简单的远程设置和更新
通过EPOS Manager进行远程设备管理和设置

尽在掌控
附带遥控器，或通过您智能显示器上的触摸屏

安全安装
支持肯辛顿锁系统，确保您的视频一体机在您需要的地方

随意放置
可以放在桌子上或显示器顶部，或者安装在墙壁上

保证隐私
配备专用的硬线通信音频和视频静音按钮

灵活连接
通过蓝牙®连接耳机或全向麦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