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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開始/停止按鍵

產品規格 產品介面外觀

型號 AREC KS-CC1 即時字幕機

視訊輸入

HDMI*2 (最高 2160p30)
USB (UVC)*1 (最高 1080p60)
IP 串流*1 (RTSP, RTP, RTMP, 支援多種編碼解析
度, 最高: 1080p30)

音源輸入

非平衡式輸入接孔 : 

Mic in*1 (3.5mm)/ Line in*1 (3.5mm)
數位音訊輸入 : 

USB (UAC)*1/ HDMI*1

視訊輸出

1x HDMI 
1x HDMI (Loop環出)
2x H.264/AVC 串流輸出

最大輸出解析度 1080p60

音源輸出
1x HDMI (8ch LPCM, Bitstream, HD Bitstream)
1x HDMI

網路介面
1 x 1GbE (RJ-45)
影音串流輸入與輸出、外部控制與設定

USB介面
USB 3.0 (Type-A)
支援USB hub功能，包含UVC影像輸入、影片/
資料檔案匯出與滑鼠控制

壓縮類型
視訊 : H.264/ AVC; 
音訊 : AAC-LC

傳輸速率
視訊 : 300Kbps~8Mbps
音訊 : 80Kbps~320Kbps

網頁控制介面 管理設定/ 影片管理/ 移動裝置觀看字幕

電源 12V/3A

尺寸 95 × 80 × 68mm

重量 456g

配件 電源線 / 簡易說明書

溫度/ 濕度 0~40°C / 90%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設備資訊/ 服務開始或停止

前面板 服務開始或停止按鍵

外部存儲 USB 儲存裝置/ SD 卡/ NAS

本地儲存檔案匯出格式 MP4 + SRT

遠端備份 FTP/ SFTP

解析度

串流輸出協定

最高 1080p30 (640x360 ~ 1920x1080)

文字字幕與錄影檔案

即時字幕文字自動加在直播內容；

本地錄影的影片檔不包含文字內容，並產出最多

1個本地語言字幕檔和2個翻譯語言字幕檔
（最多3份SRT字幕檔案）

RTP, RTMP (RTMPS), RTSP

即時字幕與即時翻譯延遲 3-5秒

LIVE直播至影音平台或
直播伺服器

Yes，支援RTMP(RTMPS)串流協議，可同時串
流最多2個影音平台

視訊和音源輸出

網路與USB介面

視訊和音源輸入

存儲、備份與相容性

控制介面

一般

串流傳輸與錄影

所有規格若有修改，AREC恕不另行通知

AREC Inc.  |    www.arec.com  |  sales@arec.com
全球企業總部：台灣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367號3樓   
電話+886-2-8259-5060

Main Features

會議中顯示講者即時字幕與翻譯

在一個演講活動或研討會現場，KS-CC1可提供即時字幕顯示與即時翻譯，是國際會議、研討會、名人/名師演講、宗教佈道等
活動場合的加分利器。

自動化AI，提供24/7全年無休的即時服務

透過Google語音轉文字技術，KS-CC1可以將演說文字（本地語言）即時顯示在現場活動的大螢幕上，同時支援最多2個翻譯
語言（活動前由行政人員做好設定），可顯示在聽眾個人的移動裝置上。KS-CC1打破外包人力需事先預約的限制，提供24/7
即時字幕與翻譯服務，既省人力又可以節省大筆翻譯預算。

多工合一：即時轉譯文字、錄影、直播

除了即時字幕與翻譯，KS-CC1也提供錄影與現場直播功能。
當活動結束後，使用者可以透過USB隨身碟或電腦，從
KS-CC1設備下載影片檔案（不含字幕）、1個本地語言字幕
檔（SRT）和最多2個翻譯語言的字幕檔，方便後續剪輯與再
利用。

聽眾可透過行動裝置收看文字直播

透過個人行動裝置掃QR code，聽眾可以連結到KS-CC1網頁
，可自行選擇觀看即時字幕或即時翻譯。即時的文字直播或

翻譯服務可提升觀眾的參與感與理解程度，讓更多不同背景

或不同母語的人皆可參加，吸引更多人參與活動。

Good morning.

 Guten Morgen  Bonjour. 

即時字幕或翻譯可
透過行動裝置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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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至內容平台

錄影與文字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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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畫面中加入即時字幕

影像與聲音訊源

or

直播至內容平台

錄影與文字檔案

+

 Good morning. 

即時字幕輸出

 Good morning. 

AREC KS-CC1
會議型即時字幕機

會議中可自動產生即時字幕與翻譯

支援錄影與直播功能

會議結束後最多可產出1個影片檔、1個本地語言和2個翻譯語言的文字檔案

體積小、易安裝，高性價比的會議廳升級方案

 Bonjour.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vous voir ici aujourd'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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