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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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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duct Description
Checking Packing Contents
1* Conference Camera
1* Tripod
1* Quick Installation Guide

Overview

230mm * 75 mm * 40 mm

Specifications

Camera Resolution

Effective Pixels

Wide Angle

Microphones 

Loudspeaker

Pickup Distance

Horizontal Rotation

Vertical Rotation

Operating system

Usage Scenarios

Interface

Button

LED Indicators
Size

2K@30fps, 1080P@30fps, 720P@30fps and other 
common resolutionsSupport 4:3 or 16:9 and other 
common aspect ratio output.

4 Megapixel

90°

4 MIC array microphones

High-power loudspeaker, AGC automatic gain

Radius up to 5M

With tripod, 360° horizontal rotation

15° vertical rotation
USB drive-free, compatible with Windows / 
Android / iOS / Linux operating systems
Corporate video conferences, remote recruitment, 
business negotiations, computer cameras, TV 
cameras, USB audio and video transmission, 
music play, etc.

1*USB2.0
1*Auto-Framing grab ON/OFF/LOCK
1*Protection cover for camera lens ON/OFF

Red ON: Standby; Green ON: Normal operation

2.Easy Set-Up Refer to the application scene graph below  

①Ajustable Base.
*15° Vertical, 360° Horizontal, in which horizontal adjustable needs to be 
  realized with tripod.
②Support tripod installation and clamp 0.5-5cm thick screen.
③Free drive, connect directly to your computer and start working.

Manufacturer: ZIONCOM ELECTRONICS (SHENZHEN) LTD.
Address: Room 702, Unit D, 4 Building Shenzhen Software Industry Base, 
Xuefu Road,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FCC Statement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receiver is connected.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Caution

Any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the party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Radiation Exposure Statement
This equipment complies with FCC radiation exposure limits set forth for an 
uncontrolled environment.
This transmitter must not be co-located or operating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antenna or transmitter.
This equipment should be installed and operated with minimum distance 
20cm between the radiator& your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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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介紹
包裝內容
1. M1/超廣角視訊會議系統 一台(含USB連接線)
2. 三腳架
3. 快速安裝手冊

產品規格

⑦⑥④ ⑤

②①

③ ⑧
⑨

⑩

產品功能概述

2. 產品使用說明  3. 安全指示 

① 視訊鏡頭架設
方法1. 將鏡頭底座夾至電腦螢幕上，底座

            可展開至180度，視訊鏡頭可上下

            調整仰俯15度，調至所需視角即可。

方法2. 亦可將附贈的三腳架鎖至底座下方

            鎖孔，搭配三腳架調整鏡頭左右方

            向，水平旋轉視角可達3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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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遵循下列安全指示使用本產品  
1. 請依本產品建議的操作環境下使用，勿靠近熱源體或潮濕環境使用。 

2. 請勿將本產品置於不穩定的桌面、無法緊實固定之裝置。

3. 請勿堵塞本產品本體上的開孔，因其有聲音傳導特性。

4. 請勿自行移除鏡頭保護蓋，人為因素損壞非產品有限保固範圍。

5. 如有下列情形，請將本產品的USB連接線拔除： 

     *USB 接孔有磨損或損壞時。 

     *本產品遭液體、雨、或水濺濕時。

6. 請勿將本產品的USB連接線置於容易踐踏之處，以免磨損或拉扯造成損壞斷裂。 

7. 長時間不使用產品時，建議將USB連接線從裝置中拔下。 

8. 請勿將本產品或配件置於震動或發熱的物體上。 

9. 清潔前請將USB連接線從裝置中拔下，使用乾燥的布擦拭表面，切勿使用酒精或

揮發性溶劑擦拭。

360°

吉翁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4栋D座702
技术支持电话： 4006-780-790
更多产品资讯，请登录 www.totolink.cn网站获取
说明书内容如有更新或升级，恕不另行通知

用户手册
一体化会议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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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海拔2000m以下地区安全使用。 仅适用于非热带气候条件下安全使用。

型号：M1

1. 产品介绍
包装内容
1 *会议摄像机
1 *三脚架
1 *快速安装手册

产品参数

摄像头分辨率

有效像素

广角

麦克风
扬声器

拾音距离
水平旋转角度

直旋转角度

操作系统

使用场景

接口

按键

状态指示灯

尺寸

400万

90°

4 MIC阵列麦克风
大功率扬声器、AGC自动增益

拾音距离可达5米半径
搭配三脚架，360°水平旋转

15°垂直旋转

USB免驱即插即用，兼容Windows / Android / iSO / 
Linux操作系统

企业视频会议、远程招聘、商务洽谈、电脑摄像头、
电视机摄像头、USB音视频传输、音乐播放等

1个USB2.0接口
1个Auto-Framing抓取开/关/锁定         
1个摄像头保护盖开/关

红色常亮：待机；绿色常亮：正常工作
230mm * 75 mm * 40 mm

2K@30fps、1080P@30fps、720P@30fps等几十种
常用分辨率支持4:3或者16:9等常用长宽比输出

扬声器AI触控开/关麦克风 支架

摄像头

摄像头指示灯 摄像头保护盖
音频倒相孔

USB连接线

三脚架

产品概括

2 .快速安装指南  请参考下列说明

①摄像头底座可自由调节。
*15°垂直，360°水平，其中水平调节需搭配三脚架实现。
②支持三脚架安装和屏幕夹持使用。
③会议摄像机拥有USB免驱功能，只需将USB连接电脑，即可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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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您好！
为了能让您更舒适、安全地使用本公司的网络产品，请仔细阅读产品使用
手册和本保修条例：
一、下列情况不属于免费维修范围，吉翁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可提供有偿服务，敬请注意：
       1. 未按使用说明书要求安装、使用、维护 、保管导致的产品故障或损坏；
       2. 擅自涂改、撕毁产品条形码；
       3. 已经超出保换、保修期；
       4. 产品保修卡上的产品序列号或型号与产品本身不符；
       5. 未经吉翁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许可，擅自改动本身固有的设置文件或擅自拆机修理；
       6. 意外因素或人为行为导致产品损坏，如输入不适合电压、高温、进水、机械破坏、摔坏、
            产品严重氧化或生锈等等；
       7. 客户发回返修中由于运输、装卸所导致的损坏；
       8. 因不可抗拒力如地震、火灾、水灾、雷击等导致的产品故障或损坏；
       9. 其他非产品本身设计、技术、制造、质量等问题而导致的故障或损坏。

二、产品售后服务承诺对照表

特别说明：
1. 外置电源的保换期限为三个月。如果返修电源有明显的硬物损伤、裂痕、断脚、严重变
     形，电源线破损、断线、裸芯等现象则不予保换，用户可另行购买。

2. 保修保换仅限于主机，包装及各类连线。软件产品、技术资料等附件不在保修保换范围
     内。无线外置天线保修期为三个月。
3. 若产品购买后的七天内出现设备性能问题，且外观无划伤，可直接更换新产品。在免费
     保换期间，产品须经过吉翁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检测，确认故障后，将更换同型号或该
     产品性能相同的返修良品，更换下来的瑕疵备件归吉翁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所有；无
     故障产品，将原样返回。
4. 在我们的服务机构为您服务时，请您带好相应的发票和产品保修卡；如您
     不能出示以上证明，该产品的免费保修期将自其生产日期开始计算。
5. 经吉翁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保换、保修过的产品将享受原始承诺质保的剩
    余期限再加三个月的质保期。如产品付费维修，同一性能问题将享受自修
    复之日起三个月止的免费保修期，请索取并保管好您的维修凭证。
6. 返修产品的邮寄费用由发送方单向负责。
7. 经销商向您做出的非吉翁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保证的其他承诺，吉翁电子
   （深圳）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技术支持和软件升级服务
      在您送修产品之前，请致电我司技术工程师，以确认产品故障，您也可以
      通过登录我们的网站，在WWW.TOTOLINK.CN上与技术工程师邮件联系，
      寻求技术支持。同时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内将研发出的各产品驱动程序、最
      新版本升级软件发布在我们网站里，方便您免费下载。
      免费技术支持电话：4006-780-790

四、该条例于发布之日起生效。
五、保修卡内容的最终解释权、修改权归吉翁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一年保修

一年保修
一年保修
一年保修
一年保修

AP系列产品

产品类型
网卡、有线路由器、无线系列产品
百兆基本型交换机
千兆基本型交换机

承诺政策

智能摄像机、智能音箱、存储设备

360°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聲明書」，請掃描

  右方QR Code連結我們網站取得。

台灣吉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72號9樓之1
聯絡電話: 02-22215559
網址: www.totolink.tw
客服信箱: fae-tw@zioncom.net

客服免費專線: 0800-885799
手機請撥市話: 02-22215559

M1/超廣角視訊會議系統

快速安裝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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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台灣吉翁電子保留所有權利。為了持續改良產品，檔案內容資訊可能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產品說明需完整解釋或描述產品如何使用時，其他產品或公司的名稱可能會出現在檔案內容資訊中，因
此沒有侵權之意。 免責聲明：檔案內容資訊可能的技術或編輯錯誤或遺漏；提供內容、使用或操作本
產品而產生意外或關連性的損壞，恕不負責。

① 鏡頭狀態指示燈
② 鏡頭保護蓋
③ 鏡頭

④ 立體聲高靈敏全向麥克風
⑤ 鏡頭底座(附三腳架)
⑥ 隱藏式觸碰感應器：啟動/關閉/鎖定 AutoFraming

⑦ 立體聲喇叭 ⑧ 音箱導向孔
⑨ 2公尺USB 連接線(供電/一體式)
⑩ 配件:三腳架

感謝您購買M1/超廣角視訊會議系統。
廣泛的視角可以讓會議中的每個人都有參與感，帶來更佳的溝通體驗。

② 連接至電腦設備
將USB連接線接上電腦的USB孔位，不需安裝驅動程式即可使用。

③ 視訊會議系統啟動
參考產品使用說明① 、② 完成安裝與連接，開啟應用程式(如Google Meet 、SKYPE)：

打開 Skype，選擇聯絡人，按下          即可開啟視訊。 

如無法使用，請參考以下步驟設定WEBCAM： 

打開 Skype->[設定]->[音訊及視訊] 

相機選擇[USB AI  Camera]

喇叭/ 麥克風選擇 [USB Speaker Phone]

完成設定後即可開始使用視訊

預設進行 AutoFraming 自動取景功能，能夠自動偵測不同人數、辨識不同人臉來提供  

適當的取景範圍。

相容於其他Zoom、Teams、LINE等視訊軟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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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解析度

有效畫素
對角視野(dFoV）
對焦類型
麥克風
喇叭
收音距離
水平旋轉角度
垂直角度
操作系統

使用情境

相容性
連接方式
連接線長度
觸控按鈕
隱私保護
狀態指示燈
尺寸
重量

2K@30fps、1080P@30fps、720P@30fps等多種解析度，
支援4:3或16:9等長寬比輸出
400萬
90度
自動對焦
內建陣列式4顆高靈敏全向麥克風
內置立體聲喇叭 x 1，並具備AGC自動增益功能
5公尺距離
使用三腳架可作360度水平旋轉
仰俯視角15度
免驅動，相容於Windows/Android/iOS/Linux/Chrome OS
系統，USB隨插即用
個人視訊、企業視訊會議、遠端應用、商務會議、電腦與電視、
音樂播放等
所有 UVC 應用程式
USB-A 2.0 x 1 
2公尺
啟動/關閉/鎖定AutoFraming x 1
鏡頭保護蓋 x 1 
紅色燈號長亮為待機狀態，綠色燈號長亮為使用中
230mm * 75 mm * 40 mm
420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