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ULTRASHARP 网络摄像头 – WB7022

智能化 4K 网络摄像头1

卓越的图像质量2

美观大方的设计

简单易用

这款专业级摄像头配备大型 4K
Sony STARVIS™ CMOS 传感器和
多元件镜头，并具有高级图像信
号处理和 AI 自动取景功能，能够
带给您出色的视觉效果，提升视
频会议体验。

戴尔 UltraSharp 网络摄像头采
用优质铝材和光滑的金属质感饰
面，外观精致，是您不容错过的
时尚单品。这款网络摄像头可以
巧妙地安装到几乎无边框的显示
器上，干净利落，不会遮挡任何
一个像素。

这款专业级网络摄像头有极为顺畅的
安装解决方案1，片刻即可完成架设。
当您靠近时，戴尔 ExpressSign-In 智慧
感知登录会自动检测您的存在，并使
用 Windows Hello 自动让您登录。

内外兼修 高端品质

这是戴尔首款 4K HDR 网络摄像头，可为您带来清晰明亮的专业级视频
质量。它配备大型 4K Sony STARVIS™ CMOS 传感器，可捕捉更多光
线，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提供清晰、生动和明亮的视频清晰度以及卓
越的图像质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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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图像质量

可定制且功能丰富

美观大方的设计

多种安装方式

这款网络摄像头具有高级图像信号处理功能，可充分优化您的视觉体
验。它采用数字重叠 HDR 技术，在非常糟糕的光照环境下也能保障出
色的图像质量，而视频降噪功能则可在低光照条件下自动消除画面粗糙
的图像。它还支持 AI 自动取景，可保证您始终位于屏幕中央。

您可以通过 Dell Peripheral Manager* 软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灵活定制。
用户界面非常直观，易于操作，您可以轻松调整亮度、锐度、对比度和
饱和度，实现数字变焦、自动对焦或选择所需的视野（65°、78° 和
90° 三个选项）。

戴尔 UltraSharp 网络摄像头采用优质铝材和光滑的金属质感饰面，低调
又不失特色。即使将它安装在几乎无边框的显示器上，也不会遮挡任何
内容。

安装极其方便1 — 无需任何工具，您就可以将网络摄像头轻松卡入到磁性
底座或三脚架接座上，完成安装。您可以将它安装到三脚架上，然后放
在显示器前面，这样就不会让您看起来像读屏幕上的字幕。您可以与观
众进行更真实的互动，同时又不用将视线从摄像机上挪开。它的底座上
有一个线缆管理插槽，可以实现简洁、专业的架设。

当您靠近它时，戴尔 ExpressSign-in 智慧感知登录会将您的笔记本电脑从
睡眠模式唤醒，并使用 Windows Hello 面部识别功能让您登录。防窥镜头
盖可以保护您的隐私，在不使用的时候还可以保护镜头，也可以吸附到
网络摄像头圆柱主体的背面，便于安全存放。

安全且易于使用

这款 UltraSharp 网络摄像头获得了 Microsoft Teams 和 Zoom 认证，并且
可与其他主流 UC 平台兼容，可与不同的应用程序无缝协作。

功能特性和技术规格

接近传感器

IR 传感器
玻璃盖

可方便地将镜头盖扣在镜头上，
并在不使用时保护镜头。可将其
吸附在背面以便安全保存。

多元件镜头

Sony STARVIS™ 4K CMOS 传感器

白色 LED 指示灯

利用精巧的网络摄像头底座，
安装在几乎无边框的显示器上
也不会阻挡任何内容。

戴尔 UltraSharp 网络摄像头 — WB7022

UC 应用程序

主要特性
分辨率/FPS

4K UHD/24、30
FHD/24、30、60
HD/24、30、60

像素

830 万像素

传感器品牌

大型 Sony STARVIS™ CMOS
传感器

视野 (FOV)

65°、78°、90°

HD 数字变焦

最高 5 倍

自动对焦

是

自动光校正

(1) 高级数字重叠
(DOL) HDR
(2) 视频降噪 (3D+2D)
• 时域降噪 (3DNR)
• 空域降噪 (2DNR)

自动白平衡

是

AI 自动取景

是

麦克风

否

认证

Microsoft Teams、Zoom

其他经过优化的
应用程序

Skype for Business、Go To
Meeting、Google Meet、
Google Hangout、Blue
Jeans、Slack、Lifesize、
Webex

设计与连接
网络摄像头尺寸
（直径 x 长度）

42 mm x 90 mm
1.65 in x 3.54 in

网络摄像头底座尺寸
（宽度 x 深度 x 高度）

32 mm x 65 mm x 9.4 mm
1.25 in x 2.56 in x 0.37 in

材料

阳极氧化铝

与 PC/显示器的连接

USB-A

随附可拆卸线缆

USB-C 转 USB-A，2 m

软件与支持
软件

Dell Peripheral Manager for
Windows OS
Dell Display Manager for
Mac OS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11/10 64 位
Mac OS

防窥增强
外置防窥盖/镜头盖

是（磁性连接）

Windows Hello

是

戴尔自己的解决方案

无需使用工具即可将磁性底座
连接到您的网络摄像头，并可
轻松整理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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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 Sign-In 智慧感知登录 保修
（仅限 Windows 操作系统）

Certified

3年

可使用随附的三脚架接座灵活
地将您的网络摄像头连接到三
脚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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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画质 4K 网络摄像头
相关配件

借助专为戴尔 UltraSharp 网络摄像头精心设计的配件，
享受物尽其用的卓越体验

戴尔 ULTRASHARP 40 系列 WUHD 曲面
显示器 — U4021QW

戴尔 PREMIER 主动式降噪无线耳机 —
WL7022

配有多端口适配器的戴尔扬声电话 —
MH3021P

这款创新型 40 英寸 WUHD 5K2K 曲面显示器可提供
非凡的色彩和清晰度，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可通过多
种方式进行连接，包括 Thunderbolt™ 3、RJ45 等。

这款无线耳机通过了 Teams 认证，配有主动
降噪功能和智能传感器，可自动将您的通话
静音和取消静音，让您随时随地轻松协作。

推出戴尔首款配备集成 USB-C 多端口适配
器的扬声电话5，它可提供流畅的一体式会议
和连接解决方案。

产品供应情况因国家/地区而异。请联系您的戴尔销售代表或访问 Dell.com 了解详细信息。
* 仅与 Microsoft Windows 10/11 操作系统兼容。对于 Mac 操作系统，请使用 Dell Display Manager 软件。
1 基于 2021 年 4 月对其他品牌的 4K 个人会议网络摄像头进行的内部分析。
2 基于受戴尔委托对 20 名经验丰富的网络摄像头用户进行的独立用户研究。参与者评估了在均匀、低对比度和高对比度光照条件下，使用戴尔 UltraSharp 网络摄像头和主流竞争
品牌的 4K 个人会议网络摄像头流式传输的实时网络会议视频的亮度、色彩饱和度和锐度（未向参与者展示实际网络摄像头或品牌）（2021 年 6 月）。
3 要获得有限硬件保修协议的副本，请寄信至 Dell USA LP，收信人：Warranties, One Dell Way, Round Rock, TX 78682，或者访问 dell.com/warranty。
4 不含三脚架。
5 基于戴尔于 2020 年 3 月进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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