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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ENTIS 會議
傳訊息實現動人心



2 | DICENTIS 會議系統 DICENTIS 會議系統 | 3

構和介面加享便了設計彈性
互動功方面的更大求趨凸顯了
會議成佳提高明度的求

去 125 年來世品就代品質和世防真正的世專為基
礎會議市場超 65 年它是何辦到的？異的品永久足客求並承在
未來的許年是會續

Bosch 提供的會議

會議方市場在年了的從
獨轉成完合的方是續發中
的趨在合式方中音訊視
訊社交和會議訊會準基礎

的會議必須足更
求它必須支援視訊社交
互動和力

DICENTIS 會議方常合各種泛
的用從小型組織到跨國司
方域和各國府國高會都合

Bosch 力於提供的會議平台來足目和未
來市場的求因我們正四個置和
品來我們的 IP 品組合DICENTIS

DICENTIS 是專門針對未來合式會議境所打
的革命性平台為了應未來發確會議
方的傳得傳承Bosch 會其在 
2013 年成功推出的 DCN 多媒體元素轉型為
打的 DICENTIS 會議用代 Bosch 
IP 式會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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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成的
傳訊息實現動人心

DICENTIS 開式
準為建構基礎因
合種不同的技
即便是第三方
方合

彈性來應未來的發
不論的組織何革的 DICENTIS 會議
都之回應不斷的求
是因為 DICENTIS 開式準為建構基
礎因合種技即便是第三方
方合
▶ 使用乙太路和 IP便重使用現

的基礎構
▶ 使用 OMNEO便 DICENTIS 

到其音訊和制設
▶ DICENTIS 置中的 Android™ 

用準應用式
▶ Windows 服輕合自訂的軟

方

▶  OMNEO 路構的開式平台提供彈性符合
成本的和維作

▶ 支援的輕合提供自動影制功

▶ 具性之的授式力輕採用的功

▶ 實現大會議成的佳使用者驗

▶ 合自訂式會議置設定佳方式回應組織的獨求

▶ 線源供應援確會議順利行而不會
中斷的形

符合成本
DICENTIS 會議的核心是利用 Bosch 所開
發的獨 IP 式 OMNEO 路構並
完準的乙太路來作確高彈
性符合成本的維作
 DICENTIS 常合重使用現的基礎
構會議置使用 Bosch 源交和 
Bosch 路線輪鍊路組
提供省彈性的方另
CAT5e (或更高) 線和乙太路供 
(PoE) 交會用星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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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永都提供下針對的求來設定
使用會議的每個組織都其獨的求因 
DICENTIS 會議提供了泛的功擇下
了利用哪一種方

高性性
建在 DICENTIS 會議中的固線源供應
援確在發生障的見況下不會失何
的所音訊和制都由的
技行加密符合格且國的準
會防止到和未經授的存對於高
性或性的會議境別重

永都的功
了定期軟更DICENTIS 會議就輕
來合開發的功而不更昂貴的硬其中包
括授的和座軟但第三方 AndroidTM 
應用式的其功Bosch 提供了軟維合約 
(SMA) 來幫助客維其本服個 DICENTIS 
會議順暢跨越平台伺服作本服包括
用於各種路應用式的軟相容性掛
式

自動影制
DICENTIS 支援符合 ONVIF 準的 IP 影簡
自動影制的合序ONVIF 是市場上路
線視訊的球性準它確會者是到在
大顯上話的人

的品設計
DICENTIS 的設計對境的影響至因
至命式項正在申專利的功主席一
關閉所會者的置大幅減少力並節省
場會議之間和休息的源

• 所的明於第 18 頁
• 自動影制是一項功DICENTIS 支援符合 ONVIF 準的 IP 影簡自動影制的合序
• DICENTIS 置的功包括文件檢視路存簡報檢視即視訊使用第三方 AndroidTM 應用式

功 DICENTIS 
置

DICENTIS 會議置 - 
附

DICENTIS 會議置 - 
附國語言功

DICENTIS 會議置 - 
附功 DICENTIS 會議置

會者設定 x x x x x

會議主席設定 x x x x x

會議

語言擇



NFC 識別

雙方共用

自動影制

 會議的準為執行所的工作
會議管理語言擇功
即視訊雙方共用路存
文件檢視第三方應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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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會議置都設定為會者或主席置
所的硬量減至少並發揮大
的成本

獨的會議置包先的功
專注於手的討論

晰自的音質
所 DICENTIS 會議置都使用 Bosch 獨的智型音場
回授抑制技在使用較高音量提供佳語音
晰度項技免回音和嘯叫因提供佳
的語音晰度

克和揚同用提供自的音
質會者和主席是舒會議中的發言
並專注於手的討論

即用克
何 DICENTIS 會議置都使用三個即用
克柄短柄和高向性克高向性克會
利用高向性 Bosch 技的話得晰重現
而獨式設計則幫助發言者自的方式傳訊息

果是音響件的或是人們想直在台
上發言單向的柄或短柄克會是佳方

鼓人心的晰度
設計在人們的互動方式中演了關鍵的色是打一
個境來鼓人們行建設性對話的核心因Bosch 
投了大量源來研開發 DICENTIS 會議置的實
設計成果何？越的人工學設計超高的易用性
尚又的

會議維在正軌上
DICENTIS 是專為提供佳會議結構和成所設計
針對正在使用的何 DICENTIS 會議置來定義基
本會議設定會議由作員或主席加管理個人
開或結束會議開回合定哪一會
者發言同間少人發言主席在必
使用先來所的會者克

▶ 高向性克和智型音場回授抑制技 (Acoustic Feedback Suppression) 
確重現晰的語音

▶ 揚和克同使用提供卓越的語音晰度

▶ 佳人工學設計

▶ 會議功 (發言) 在功用即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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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人的介面
DICENTIS 置採用平易人的 Android™ 作
提供引力且人的介面它使用訂
或第三方應用式來一提升會議率合
會議室制

的設計
尚且存路的 DICENTIS 置不
但符合人工學何室設計
款置初是在 2013 年發行而且已得
項大包括 2014 年的紅設計大和 2015 年
的國設計大

楚到每個音節
DICENTIS 置提供超異的音質和晰度
不論來源是音是的話的音響設計合了雙
向喇確重現音訊譜Bosch 設計的
技一提供更自的音先的功為
個會議室提供佳的音響果而 Bosch 的智型
音場回授抑制技則會在使用較高音量提供佳
的晰度

見每個
DICENTIS 支援自動影制並利用 Bosch 
高畫質會議影捕捉高析度影會者在自
己的上見發言者的部

識彼
置面磁式會者輕識正
在話的人果會者未在會議開之識彼
會是一個常實用的擇

DICENTIS 置
傳訊息實現動人心

▶ 使用者易用的 7 吋高容提升會議驗

▶ 先的設計

▶ 合式線訊 (NFC) 讀卡識會者 – 會者至
使用現的登記卡

▶ 提供異晰度和音質的雙向喇

▶ 會者發言的即視訊在置上蹤

▶ 路存和文件瀏確共用的訊是的而且場行
的更正

輕上會議的討
論容並自的方式發
言的所訊都
信手拈來

高析度的容
都擷訊上線檢視文件

方便識會者
的

即用的 
Bosch 高向
性克提供了
晰的音
品質

DICENTIS 置建 NFC 
讀卡方便識會者
會者現的登記卡在置的
附加識

現異晰度和高音質的雙
向揚

發言向會
者意下克
即發言

鼓互動
DICENTIS 置的直覺式形使用者介面和易於
作的增強會者的互動力使用者舒
度會者在提供同口譯的自己的語
言上討論的容置合了音訊

視訊會議路存和為方便的子
功所的功會者在各自的
上存相關訊或路更率的方式參會
議同會議主席續完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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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ENTIS 會議置 - 附

即用的 Bosch 高
向性克提供了
的語音晰度

置左側和右側的個
別音量制

DICENTIS 會議置 - 附建 NFC 
讀卡方便識會者會者現
的登記卡在置的附加識

文字顯會者稱的
楚到正在發言
的人求發言的人
用來擇語言

發言
向會者意
下克
即發言

▶ 4.3 吋會顯會者單議主題和語言項提升
會議成

▶ 合式線訊 (NFC) 讀卡識會者 – 會者至
使用現的登記卡 

▶ 雙方共用功所的設量減至少 - 不但節省成本
的方式用會議的間

DICENTIS 會議置 - 附
提供了直覺且晰的會議
驗不論置是由一是
會者使用

發言只是一半的功
DICENTIS 會議置 - 附 4.3 吋容
引會者並提升會議成它的方式是
會者到正在發言的人隊發言的人它會顯
議主題並會者們自己的語言上會
議的行它會提供訊的存

同種語言溝
個會者使用一個 DICENTIS 會議裝置 - 附觸
控螢幕置會提供會議管理識別和語言
擇給個人重的一是個會者都
自己的語言討論容們會 NFC 卡
登並文字擇自己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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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ENTIS 會議置 - 附國語言
功

又簡單的語言擇
提供會議的口譯會者只在會議開之
頭式並慣用語言語言的擇常
簡單因為只會在顯它會文字提
供會者找到自己的語言而且在會
議開之就不會錯何事們從會議一開
就專心參手的討論容

二合一
DICENTIS 會議置 - 附國語言功一個
共用語言項提供雙方識別雙方會議功

▶ 上會文字顯不同的語言會者輕找並自己的語言
並專心參會議

▶ 合式線訊 (NFC) 讀卡識會者 – 會者至使用現
的登記卡

▶ 雙方共用功所的設量減至少 - 不但節省成本
的方式用會議的間

克確直
覺式 (雙方) 參方式

音量制幫助在使用
楚到每個音節

Bosch 高向性克
提升了晰度並
會者自的方式參
會議

文字的高易讀性擇
上的符會者輕
擇自己的語言

DICENTIS 會議置 - 附
國語言功建 
NFC 讀卡方便
識會者會者
現的登記卡在置的附
加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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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ENTIS 會議置具直覺的易用
性的克和晰的語音
確所會者都專注於手的
議題

只在主席開
序才會出現在
上會者專
心參會議

色的在該的
才會

高品質的 Bosch 喇
驗高音響設計和音
訊理

DICENTIS 會議置 - 附
功建 NFC 讀卡
方便識
會者會者現的
登記卡在置的附
加識

下
會者在其置上下一個發光的色來
重的一是只在主席開才
會出現確它們在會議期間不會干會者

秘密
DICENTIS 會議置 - 附功會用秘密功
在設定中會者投完的間就不到 
LED確會者不會受到會者投的影響

▶ 色的只在功才會在每個置上會
者輕且

▶ 合式線訊 (NFC) 讀卡識會者 – 會者至
使用現的登記卡 

▶ 支援秘密證提供不受人影響的結果

▶ 發言為所會者提供直的用加基本會議

DICENTIS 會議置 - 附功

DICENTIS 會議置

發言向
會者意下克
即發言

DICENTIS 會議置會者參討論登記
求發言發言者在會議期間的言論就所 
DICENTIS 會議置一會議置會提供發
言功功的會者只下

就開發言置軟授支援雙方共
用提供具成本且活的會議方場
的間授雙方共用的置一來
只一半的置就成完用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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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使用者 - 置包 NFC 讀卡支援不同的卡便
在會議中登記會者

▶ 雙方共用行會議討論識別語言擇和 – 盡量較少
的設成大的成來成本常合間的場使用

▶ 語言擇會者自己的語言討論容
▶ 上的會議訊是目發言者的會者單 - 更的

方式管理會議
▶  - 上的色且輕

DICENTIS 會議置 - 附

DICENTIS 音訊源交
▶ 為 DICENTIS 會議的所置提供源
▶ 不何路設定方便
▶ 完乙太路 (IEEE802.3) 和 OMNEO 準相容輕第

三方設
▶ 支援成本
▶ 支援線援佳用性
▶ 智型音場回授抑制技回音除和提供佳音訊品質
▶ 的命式
▶ 音訊和出

DICENTIS 源交
▶ 為 DICENTIS 會議的所置提供源
▶ 不何路設定方便
▶ 完乙太路 (IEEE802.3) 和 OMNEO 準相容輕第

三方設
▶ 支援成本
▶ 支援線援佳用性
▶ 的命式

DICENTIS 中設

▶ 識使用者 – 置包 NFC 讀卡支援不同的卡便在會議
中登記會者

▶ 語言擇 – 會者在提供同口譯的自己的語言
會議容

▶ 雙方會議雙方識別 – 個會者同使用相同的置

DICENTIS 會議置 - 附國語言功

▶ 識使用者 - 置包 NFC 讀卡支援不同的卡便在
會議中登記會者

▶  - 色且輕

DICENTIS 會議置 - 附功

▶ 識使用者 - 置包 NFC 讀卡支援不同的卡
便在會議中登記會者

▶ 語言擇 – 會者在提供同口譯的自己
的語言會議容

▶  – 上的色且輕
▶ 上的會議訊是目發言者的會者單 – 更

的方式管理會議
▶ 即視訊 – 提供即視覺容
▶ 第三方應用式 – 強功
▶ 文件檢視 – 輕享訊
▶ 路存得訊或詢其人
▶ 檢視簡報
▶ 自訂應用式用的 AndroidTM API

DICENTIS 置

高向性克
▶ 高向性 Bosch 技提供了晰的語音
▶ 獨式設計幫助發言者自的方式傳訊息
▶ 允許自由動

柄和短柄克
▶ 柄 480 和 310 的型
▶ 用於音響件的
▶ 合用於人們發言的台置

DICENTIS 克
在 3 個即用克之間擇

▶ 功實現晰成的討論求發言功和
雙方會議功 – 個會者使用相同的置

DICENTIS 會議置
軟

DICENTIS 軟套件

DICENTIS 軟維合約

▶ 授式力具性
▶ 包授的和座軟
▶ 軟升得的功而不用昂貴的硬

▶ 確順暢阻的佳
▶ 定期更
▶ 確部 Windows® 和 Android™ 動的應用式相容
▶ 續軟維合約 12 或 5 年

▶ 十堅固實現的
▶ 佈建線和個會議置 (包即用克)
▶ 符合設形狀口的泡棉
▶ 箱箱設都簡單
▶ 方便的輪加墊把手發開式閂鎖

DICENTIS 箱

明

      會議

      雙方會議

識別

雙方識別



雙方

語言擇

雙語言擇

會者單制

即視訊

第三方應用式

文件檢視

路存

檢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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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之傳
125 年來世品高品質和性而
揚世作為球先科技的供應
世質的服技支

世防方的防訊
專音響品為何應用提供專的
方擇世共未來

世防
欲瞭更關 DICENTIS 品的訊瀏
下頁 www.boschsecurit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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