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CENTIS 無線會議
最大彈性，干。



2

專為行動世代而生
提高辦公室間使用率的求漸增加，各市
府和公司都在找更的方式來管理會議場所和多用
途室間。們的是更有彈性而且可的會議
系統。在此同時，人們會議和座會的行動裝置種
 (手、平電、筆記型電) 又不斷增加，因此必
須免在會議境中的所有 Wi-Fi 路之間造成干。

大彈性，干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能夠完足這些求。這套
最質的決方是為了成為彈性最高的會議系統所設
計，而且使用 DICENTIS 無線點 (WAP) 為控制
裝置。由於設定所的時間大幅減少，因此許多活動可
照順序辦，進而提高規會議的率。

為了確會議具有最高的意度和率，DICENTIS 無
線會議系統可其路共存。本系統的設計可免
域內其無線路的干問題，例如行動電話以及 Wi-Fi 
路的無線點。

 ▶ 標準 Wi-Fi 技可其 Wi-Fi 路共存。

 ▶ 智型無線管理可確無線會議完不受干。

 ▶ 觸控螢幕無線裝置有內建 NFC 讀卡，可提供質的會議體驗
來的擴充性。

 ▶ 真正的無線能力實現輕控制和備援。

 ▶ 用於 OMNEO，來可 DICENTIS 會議系統進行擴充。

行動世代的無線會議系統

DICENTIS 無線會議
可確不論會議
在哪裡，都享受完
不受干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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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的非常合應用在用室與史建中，
在境中，彈性的無線方提供了大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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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裝置

可設定軟體的與會者或主席無線裝置。

內建近距離無線通訊 (NFC) 讀卡
機，可讀取非接觸式智慧卡。

4.3 吋的觸控螢幕與簡單易懂的使用者介面，
以原始語言和所有標準國際字元呈現。

運用公司標誌展現公司風格。

卓越語音清晰度。

使用高檔裝飾材質所做的經典設計。

精選的無線裝置
我們提供兩種不同的裝置：無線裝置以及無線裝置延伸
設備 (配備了 4.3 吋的電容觸控螢幕，可提供快速直覺
的使用經驗)。您可以上傳公司標誌以自訂裝置；這項特
點讓許多組織和租賃公司趨之若鶩。另一項實用的功能
是系統能夠識別發言者。此外，這些裝置可使用附加軟
體模組 (例如表決、識別和兩用) 進行升級，藉此進一步
擴充功能。

獨立低調的麥克風。
也可以使用隨插即用的短柄
或長柄麥克風。

設計優雅
博世在設計最先進的會議設備擁有多年經驗，這皆反映
在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上。無線裝置延伸設備的美
學設計受到 2015 年 iF 設計大獎 (iF Design Award 
2015) 所肯定，可搭配任何室內裝潢設計，從傳統古老
的建物，到新穎的超現代多用途建築皆可。本系統是使
用高檔裝飾材質所打造，因此外觀既現代又時尚。



WP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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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P 即控制裝置

WAP 乎可置於任何置 - 裝在牆面或天、
置於三或獨置。不論是進行基本系統設置，
是無線獨系統使用，WAP 都可為控制，不
額外的控制裝置。只動一下，就可以加或重新
裝個別的無線會議裝置。WAP 具有內建的瀏介
面，可實現真正的無線能力，而且支援自動控制。

高性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中的所有信都會使用 WPA2 
加密，這是泛應用於行動裝置的高性標準加密方
式，可用來免到或。由於系統使用標準 
Wi-Fi，因此可 WPA2 標準的演進續進。

系統提供了訂模式，可讓您無線裝置輕新增至系
統中。即使管理員或作員記關閉訂序，系統
有自動訂封鎖功能。博世一直力於確此系統中的
訊有和密性。

獨立式無線接 (WAP)

內建瀏介面

支援自動高畫質影機控制

會議續性
您可以設定兩個 WAP 來建無線備援，並實現最大
度的訊定性。這可確會議續性，因為如
果個 WAP 障，另一個就會管。本系統不 
WAP 之間的額外線，這點在市場上相獨特。

簡單的影機設置
自動影控制支援最多可管理 6 部博世高畫質會議球
形影，因此不使用協力廠軟體應用式。
影設置可內建瀏介面完成。如果只使用一部
影，便不使用額外的硬體。

暢設置與控制
內建瀏介面可提供擴充
功能和平電控制。真正
的無線能力能任何
平電或筆記型電直
到 WAP，而不額
外的設備 (例如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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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利性

作簡單
不特訓練。主席可以在自己行動裝置 (平電或
筆記型電) 的瀏介面上管理場會議。這包括管理
發言和表決。

4.3 吋的觸控螢幕能為會者提供楚且不受干的
作引。這個使用者介面支援會者的原語言而且可
顯所有標準國字元。在 DICENTIS WAP 的瀏
介面中，您可以為裝置定座，並且定義會者的
單。若為無線裝置延伸設備，這包括使用無線
訊 (NFC) 卡來識別會議附的點。

裝簡單
系統能以常快速的方式裝並動。裝會引
裝者輕快速完成首設定，而且只 WAP、平
電或筆記型電，以及無線裝置就能完成。一旦設
定完成之，您就可以輕快速其裝置新增至系
統。

維簡單
無線裝置會使用智型電管理及鋰子電 (在的
使用壽命期內乎沒有任何充電果的況)。電
充電可續作 24 小時，超大多會議或座
會的時間度。管理員可以瀏介面蹤所有
使用中會議裝置的電量，至電組的使用
率。電的裝簡單。

管理簡單
系統採用 IEEE 802.11n 標準的 Wi-Fi 為基礎，因此 IT 
人員容易了並管理。它能在 2.4 和 5 GHz 下作，
而且永顯於無線基礎構中。其 Wi-Fi 點可
識 DICENTIS WAP 並免使用相同的，防止發
生傳統的爭用問題。

智慧型管理
電充電可續
作 24 小時。電組的 
LED 會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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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音響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再印證了博世會議系統享
盛的音訊體驗。這得功於許多技，而最重的
於進音訊理技。這項技可讓您同時用克
和揚，進而實現如同面對面一的會議體驗。此
外，本系統用了由博世發明的內建智型音場
回授抑制 (Digital Acoustic Feedback Suppression)
，可境自行節，並且在使用較高音量時提供
最佳的語音晰度。

另一項發是完由博世研發的高向性克技。這
項技讓發言者無須注意克的置就能提供晰
的語音，增進所有會者的。

最，封包失補償 (Packet Loss Concealment) 可讓
系統自動預測受損或失的封包狀，填補，進
而實現失且不間斷的音訊。這是其競爭對手品
所難以企及的獨特功能。

快的會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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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室的一之選

會議中心和多用途室經常辦不同活動，而各個活動又會有
各自的設定和設置。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不僅具備高度彈性，
可輕裝，可這型應用方式的理想擇。它可輕設定、
在使用之除，並重新裝於其室。如此一來，就能以最有
利、最有率的方式來用室和設備。

2

對彈性的應用場合而
言，DICENTIS 無線會議
不僅是佳方
，輕運到部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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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建的理想選擇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的裝、重新裝和作乎不會對史
建築的完性來任何影響。由於它完不進行佈線或鑽孔，
損建築或破重大史場所的美都可而。

1  DICENTIS 無線裝置
伸設

2  DICENTIS 無線接
3  世高畫質會議球形

影機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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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成的系統

1 DICENTIS 無線裝置伸設
2 DICENTIS 無線接
3 世高畫質會議球形影機
4 乙太路供交
5 平瀏介面和 WAP 行控制

2

4

5

3

1

1

用於 OMNEO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用於由博世所開發而成、並
以 IP 為基礎的獨特 OMNEO 體路構。未來
的軟體升級，您可以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新增至 
DICENTIS 會議系統以便合使用有線無線裝置，
可以新增至其 OMNEO 裝置。以 Dante 為基礎的 
OMNEO 重於專音訊域的發。此構具有兩個
主元件：傳延、高品質的音訊，以及提供健
的控制訊協定。越來越多的博世專音訊裝置基
於這種新的音訊和控制標準，讓高品質音訊得以同
步路由至任何方。

具性
投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就於投了未來。採用
可且可擴充的系統設計，再加上可軟體模組增
加功能的強可能性，使其成為確實具有性，且能
伴您的求發的一套系統。未來，您不更裝
置，只加相關的軟體模組，就能夠擴充以及增加其
功能 (例如表決和語言配)。



    11

 ▶ 獨特、軟體可供配置的裝置
 ▶ 可的模式：會者、主席或雙席討論設備
 ▶ 克音功能
 ▶ 求發言
 ▶ 可以發言
 ▶ 可用的軟體模組：兩用可讓兩會者使用同一部裝置。

 ▶ 無線裝置的所有特性
 ▶ 內建 NFC 讀卡，可觸式智卡進行識別
 ▶ 4.3 吋電容觸控螢幕
 ▶ 上傳公司標誌
 ▶ 2015 年 iF 設計大獎家
 ▶ 用的軟體模組：識別和表決

 ▶ 具備高性的 WPA2 加密技
 ▶ 符合 IEEE 802.11n 標準的免授
 ▶ 可裝在天、牆面或上
 ▶ 一信範至少有 30 x 30 公 (100 x 100 )
 ▶ 內建智型音場回授抑制 (Digital Acoustic Feedback 

Suppression)

 ▶ 瀏介面，輕直覺進行系統控制
 ▶ 觸控螢幕控制最佳
 ▶ 所有必功能，例如克控制、表決管理和會者庫
 ▶ 即時會議 (包括結果)，可支援大顯幕或路外部應用式

 ▶ 可除的鋰子電組 (使用時間 24 小時)
 ▶ 眠模式設定可節省電使用時間
 ▶ 使用期，充電果不
 ▶ 只三小時就能完充電
 ▶ 內建的理會控制充電
 ▶ 最多可同時為五個電組充電

 ▶ 每個箱子都可以和存 WAP、個無線裝置和克
 ▶ 結構堅固可
 ▶ 符合設備形狀的泡棉內裝
 ▶ 裝箱、箱及設備都簡單
 ▶ 方便的輪以及加墊把手；觸發開式閂鎖

 ▶ 可購 DICENTIS 高向性克、短柄克或柄克

無線裝置

無線裝置伸設

無線接 (WAP)

瀏介面

組與五組的

部裝置的運箱

件

DICENTIS 系統元件



品質與之傳
125 年來，博世品以高品質和可性而
揚世。作為球先新科技的供應
，博世擁有質的服技支。

博世防系統方的防、、訊
專音響品能為任何應用提供專的
決方。擇博世，共未來。

如詳細訊，從 App Store 下載 DICENTIS 應
用式 (僅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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