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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50 1080p 定焦广角网络摄像头 
US 部件号：K80250WW | UPC 代码：085896802501
EMEA 部件号：K80251WW | UPC 代码：085896802518

恰到好处地呈现
您、您的团队以及
您所处的环境。

肯辛通 Kensington 的 W1050 1080p 定焦广角 USB-A 网络摄
像头是一款专业且经济高效的网络摄像头，可提供高质量的
视频效果 (1080p @ 30fps)，配备全向麦克风，隐私镜头盖、
摄像头底座夹具以及改善的弱光成像性能等。W1050 经过优
化，旨在帮助您在现今主流的视频会议软件中呈现出色的视
频和声音状态，它也是肯辛通 Kensington 专业视频会议生态
系统的组成部分，而这个产品体系，提供了功能强大的专用
软件和配件，让您将更多时间用于协作。无论您是居家办公
还是在办公室办公，还是想让更多人出镜，或者是进行在线
教学或学习，W1050 都能让您在飞书、腾讯会议、Microsoft 
Teams、Google Meet、Zoom 等视频会议软件上呈现更出众的
形象。
功能包括：

• 固定焦距可确保您、您的团队以及您所处的环境始终是焦点
• 针对主流会议软件，如 腾讯会议、飞书、Microsoft Teams、 

Zoom 等进行了优化
• 95° 宽视野非常适合办公室或小型会议室
• 功能强大且操作简单的 Kensington Konnect™ 软件
• 借助 2 倍变焦电子云台，可轻松变换焦点
• 垂直和水平方向最大可调角度分别为 37° 和 360°，确保获得
理想的拍摄角度

• 配备大传感器，可改善弱光成像
• 采用降噪技术的全向麦克风
• 经过严苛的清洁保护测试，并通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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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优化的视频技术

改善弱光环境下的视频性能，以 
1080p (1920x1080/30fps) 的分辨率
提供生动的视频效果。

固定焦距且可灵活摆放

即使在弱光或高对比度环境下，定焦
玻璃镜头也可确保您始终是镜头前的
焦点。垂直和水平方向最大可调角度
分别为 37° 和 360°，确保获得理想
的拍摄角度。

宽幅视频并具备集成隐私镜头盖

95° 宽视野非常适合小型团队会议、
讲课或演示产品，集成镜头盖让您轻
松控制是否出镜。

操作简单且功能强大的软件

Kensington Konnect™ 使您只需单击
按钮，即可进行个性化视频设置并创
建个人效果模板。2 倍变焦电子云台 
(ePTZ) 可在您、您的团队或您的背景
之间轻松变换焦点。

兼容肯辛通 Kensington 生态系统

结合使用桌面支架 (K87651WW) 或
环形灯 (K87653WW)，根据环境及
预算定制视频场景；也可使用其他
配件。

全向立体声麦克风

两个麦克风均采用降噪技术，可确保
您在每次会议和演示中呈现清晰稳定
的声音，彰显专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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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7 或更高版本/macOS 10.15 或更高版本
即插即用 是
软件  Kensington Konnect - 下载网址为 

www.kensington.com/konnect

USB 连接
USB 连接类型 USB-A

麦克风
类型 全向立体声麦克风（双通道）

摄像头
百万像素 2

CMOS 传感器大小 1/2.9”
FOV 95° 宽视野
对焦 固定焦距
隐私镜头盖 是
安装方式 1/4” 螺孔安装，安装夹

LED 指示灯
RGB 蓝色 LED 仅表示网络摄像头已开启

材料规格
主框架 ABS

前侧外壳 ABS

背侧外壳 ABS

隐私镜头盖 ABS

摄像头镜头 2P2G

LED 导光板 PC

缆线 TPE

夹具底座 ABS

夹具橡胶 TPU

夹具底座 ABS

上夹板底部橡胶 硅质橡胶
下夹板底部橡胶 硅质橡胶
1/4” 嵌入螺母 铜合金
铰接螺丝 钢

所有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产品可能并非在所有市场均在售。肯辛通 Kensington 和 ACCO 名称及设计是 ACCO 
Brands 的注册商标。Kensington The Professionals’ Choice 是 ACCO Brands 的商标。所有其他注册商标和 未注册商标
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2022 Kensington Computer Products Group，ACCO Brands 旗下分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k21-21045p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86) 21 6136 8966 | infocn@kensington.com

mailto:sales%40kensington.com?subject=


技术 
规格

W1050 1080p 定焦广角网络摄像头 
US 部件号：K80250WW | UPC 代码：085896802501
EMEA 部件号：K80251WW | UPC 代码：085896802518

所有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产品可能并非在所有市场均在售。肯辛通 Kensington 和 ACCO 名称及设计是 ACCO 
Brands 的注册商标。Kensington The Professionals’ Choice 是 ACCO Brands 的商标。所有其他注册商标和 未注册商标
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2022 Kensington Computer Products Group，ACCO Brands 旗下分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k21-21045p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86) 21 6136 8966 | infocn@kensington.com

产品尺寸
产品尺寸  宽度：89 毫米（3.50 英寸） 

长度：48 毫米（1.88 英寸） 
高度：54 毫米（2.11 英寸）

产品重量 125 克（0.27 磅）
外壳颜色和材质 黑色/ABS

桌面占用面积 47.8 平方厘米（7.41 平方英寸）

包装尺寸
包装方式  US：彩盒 

EMEA：棕盒
包装尺寸（单件产品）  宽度：155 毫米（6.10 英寸） 

长度：70 毫米（2.76 英寸） 
高度：70 毫米（2.76 英寸）

包装重量（单件产品） 0.3 千克（0.66 磅）
包装内物品  网络摄像头、说明书、合规表、 

保修卡、欢迎卡、中国 RoHS 表 

标准纸箱 8 件

功率和环境参数
待机功耗 5V/0.04A=0.2W

电源适配器额定功率 5V/200mA=1W

工作温度 0°C 至 40°C（32°F 至 104°F）
存放温度 -15°C 至 65°C（5°F 至 149°F）
相对湿度 工作温度为 25°C (77°F) 时，为 55%

原产地、法规和保修
原产地 中国
认证和合规  FCC、IC、CE、UKCA、RCM、VCCI、 

IEC/EN 62368-1、EU、REACH、RoHS/WEEE、 
ACCO RSL、BSMI、KC

保修   2 年有限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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