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VC-200 是一款便携式 USB 和蓝牙® 全向麦克风扬声器，可随地进行自然而可靠的远程通信。只需将 YVC-200 

简便地连接到设备，便可高效地远程沟通一切，从非正式会议到富有创意的讨论。

装进包中，随地办公！

关键的功能特性

YVC-200
便携式 USB 和蓝牙® 全向麦克风扬声器

• 卓越的远程对话提高生产力

 YVC-200 采用 Yamaha 领先的声音处理技术，即使多人同时发言也能提供全双工对话，而不会丢失声音。此外，功能强大的扬声器还能输

出逼真的音频，感觉就像电话会议的每个远程参与者就在房间里。用户可以使用 YVC-200 方便地进行对话和交流，在任何地方都能实现高

效的团队协作。

• 随时随地自由协作

 YVC-200 配备 USB 和蓝牙连接，能与支持 NFC 的设备快速配对，从而智能、简单地连接多种设备、操作系统和会议应用程序。内置的可

充电电池最长可以使用 10 小时。您可以随时随地召开会议，包括在自己或客户的办公室里召开临时会议，不错过立即决定或鼓舞人心的机会。

• 简便灵活，随身而动

 该装置设计时尚，有白色或黑色可选，能融入任何家居或企业办公装饰。它小巧轻便，节约空间，便携性完美，非常适合部署于笔记本电

脑或移动终端。它有耳机插孔，可以保护接听内容的私密性，并且让用户在通话的间歇期间欣赏音乐。

关键的客户效益

• Yamaha 的专业品质声音处理技术可通过超宽带音频 (Fs 32 kHz) 提供清晰洪亮的声音

 –“自适应回声消除器”– 提供全双工对话，实现高效的业务沟通

 –“降噪”– 降低噪声，沟通更清晰

 –“自动增益控制”– 确保每个人都能彼此听到对方的声音

 –“Human Voice Activity Detection (HVAD)”– 区分人声与噪声

• 360 度拾取范围

• 扬声器最大音量 88dB

• 可通过 USB、蓝牙或 NFC 等多种方式连接笔记本电脑、电话或平板电脑

• 具有完全的便携性，通过可充电电池供电最长可以工作 10 小时，通过 USB 连接 

供电可以工作更长时间

• 兼容多种平台，适用于多种操作系统以及个人电脑、Mac、iOS 和 Android

• 可以方便地连接到您首选的会议应用程序来开展协作

• 设计时尚，有白色／黑色两种选择

• 耳机插孔保护接听内容的私密性

• 用户友好的触摸传感器按钮



技术规格

常规

建议使用人数 最多 4 人

接口 USB 2.0 全速 (Micro-B)、蓝牙、NFC（近场通信）、3.5 mm 耳机插孔（立体声输出／单声道输入）

可连接的设备
USB：运行 Windows 或 macOS 的计算机
蓝牙：运行 Android 或 iOS 的智能手机

电源
锂离子可充电电池（连续使用时间：约 10 小时，3.6V/2250mAh/8.1Wh（典型）），USB 总线电源，USB 电源
适配器（市售）

最大耗电量 2.5W

尺寸（宽 x 高 x 深） 140 x 43 x 140 mm (5.51 x 1.69 x 5.51 in)

重量 0.28 kg (0.6 lbs)

颜色 白色、黑色

工作环境
温度：0 至 40ºC（32 至 104ºF）
湿度：20 至 85%（无结露）

存放环境
温度：-20 至 +50ºC（-4 至 122ºF）
湿度：10 至 90%（无结露）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10（32 位／64 位）、Windows 8.1（32 位／64 位）、Windows 7（32 位／64 位）、macOS 10.13、
macOS 10.12、Mac OS X 10.11

蓝牙

版本：4.2 
支持的配置文件：HSP、HFP、A2DP 
支持的编解码器：CVSD、SBC、mSBC 
无线输出：Class2 
最大通信距离：10 m (32.8 ft)（无障碍物）
无线电频率（可工作频率）：2,402 至 2,480 MHz
最大输出功率 (EIRP)：4.0 dBm (2.5 mW)

NFC
兼容的设备：兼容 NFC 的 Android 设备
无线电频率（可工作频率）：13.56 MHz

附件 USB 缆线 1 m (3.3 ft)、快速入门指南、安全手册、手提箱

其他
自动待机节能功能（仅适用于通过电池供电的情况）， 
固件更新（从个人电脑通过 USB 传输），安全固定孔（仅孔）

音频

麦克风 全方向麦克风 1 个，360º 覆盖

扬声器 45Mm 全范围扬声器 1 个

音量 瞬时最大值：88 dB (0.5 m)

频率带宽
对于声音拾取：150 Hz 至 16,000 Hz
对于播放：200 Hz 至 16,000 Hz

信号处理 自适应回声消除器、降噪、自动增益控制、Human Voice Activity Detection (HVAD)

合规

无线电干扰标准 FCC、VCCI Class B

安全 CB/G（IEC60065、IEC62368）、CE（EN62368、EN62479）、CCC (GB8898)

EMC
FCC (Part15B ICES-003)、CE（EN55032、EN55020、EN55024、EN61000、EN301489）、AS/NZS（AS/NZS CISPR32、
AS/NZS 4268）、KC（KN301489、KN32、KN35）、CCC（GB/T 13837、GB17625）、VCCI (VCCI 32-1) 

无线电 CE（EN300328、EN300330）、SRRC

环境 RoHS 合规

保修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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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Yamaha
Yamaha 企业集团自 1887 年成立以来已拓展了其业务活动，专注于乐器、音频产品、Yamaha 音乐学校、半导体以及与声音和音乐相关的其他产品和服务。Yamaha 专注于声

音和音乐，从中获得了独特的专业知识和敏感性，努力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创造兴奋点和文化灵感。Yamaha 的专属统一通信部门在日本市场中有 10 年的历史，注重提供加

强沟通并帮助组织实现业务目标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