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資訊
Logitech G633s 7.1 聲道 LIGHTSYNC 遊戲耳機麥克風
件號 :

黑色: 981-000752

原產地:

中國

耳機技術規格:

 單體：50mm
 頻率響應：20Hz-20KHz
 阻抗：39 歐姆 (被動)，5k 歐姆 (主動)
 靈敏度：93dB SPL/mW

麥克風技術規格:

 麥克風收音方式：心形（單向）
 大小：6mm
 頻率響應：100Hz-10KHz

包裝內容:

 耳機麥克風 x1
 3.5 mm類比連接線 x1
 Micro USB 連接線 x1
 使用者文件 x1

系統需求:

 Windows® 10、Windows 8.1、Windows 7、Mac®、Nintendo
Switch™、PS4、Xbox One、平板電腦或行動裝置
 在 PC 上使用需有 USB 2.0 連接埠，在遊戲主機或行動裝置上使
用需有 3.5 公釐音訊連接埠
 DTS Headphone:X 2.0 功能在 PC 上需透過 USB 連線與羅技 G HUB
軟體啟用。
 選用的 G HUB 軟體需要有網際網路連線以進行軟體安裝，並需
在 64 位元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或更新版本上
執行

其他:

 連線類型：USB
 LCD 顯示器：無
 音訊控制：有
 麥克風：有

 麥克風類型：心形（單向）
 隔音：有
產品價格:

HK$1,299

保修熱線:

冠恒集團有限公司
3898 4910
荃灣海盛樓 9 號有線電視大廈 29 樓 2907A室

保固資訊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自攜保養)

上述產品資料摘錄自生產商/供應商文獻及/或由生產商/供應商所提供之資料。

產品資訊
Logitech PRO 精簡型機械式遊戲鍵盤
件號 :

920-008296

原產地:

中國

實體規格:

約 360mm x 34.3mm x 153mm (闊 x 高 x 長)

重量:

約 980 公克 (不含連接線)

連接線:

1.8 公尺

包裝內容:

 Pro 遊戲鍵盤 x1
 鍵盤資料連接線 x1
 使用者文件 x1

系統需求:

 Windows® 10、Windows 8.1、Windows 8、Windows 7
 USB 連接埠 (用於下載羅技遊戲軟體的網際網路連線)

耐用性:

 耐用性：7000 萬次點擊
 觸發距離：1.5 公釐
 觸發力度：45 公克
 總行程：3.0 公釐

鍵盤規格:

 連線類型：USB 2.0
 USB 協定：USB 2.0
 指示燈 (LED)：有
 LCD 顯示器：無
 USB 連接埠 (內建)：無
 背光：RGB
 特殊按鍵：可自訂的 FN 鍵

產品價格:

HK$1,099

保修熱線:

冠恒集團有限公司
3898 4910
荃灣海盛樓 9 號有線電視大廈 29 樓 2907A室

保固資訊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自攜保養)

上述產品資料摘錄自生產商/供應商文獻及/或由生產商/供應商所提供之資料。

產品資訊
LOGITECH G502 LIGHTSPEED 無線遊戲滑鼠
件號 :

黑色: 910-005569

原產地:

中國

實體規格:

約 75mm x 132mm x 40mm (闊 x 高 x 深)

重量:

114 公克 (僅滑鼠)，選用的額外配重砝碼：最多 16 公克

包裝內容:

 G502 LIGHTSPEED 遊戲滑鼠 x1
 LIGHTSPEED™ 無線接收器 x1
 接收器延長轉接器 x1
 充電/資料連接線 x1
 配件盒 x1
 4 個 2 公克砝碼
 2 個 4 公克砝碼
 使用者文件 x1

系統需求:

 Windows® 7 或更新版本
 Mac OS® X 10.11 或更新版本
 Chrome OSTM
 USB 連接埠
 用於下載羅技 G HUB 軟體的網際網路連線

追蹤性:

 感應器：HERO™
 解析度：100 – 16,000 DPI
 零濾波/加速/過濾
 最大加速：> 40 G*
 最大速度：> 400 IPS*
*在羅技 G240 遊戲滑鼠墊進行測試

靈敏度:

 USB 資料格式：16 位元/軸
 USB 回報速率：1000 Hz/毫秒
 無線回報速率：1000 Hz (1 毫秒)
 無線技術：LIGHTSPEED 無線技術
 微處理器：32 位元 ARM

耐用性:

 PTFE 腳墊：250 公里範圍*
*在羅技 G240 遊戲滑鼠墊進行測試

電池壽命 (持續使用):

 預設背光：最長 48 小時
 無背光：最長 60 小時
 使用 USB 2.0 充電 5 分鐘可提供 2.5 小時遊戲遊玩時間

產品價格:

HK$1,299

保修熱線:

冠恒集團有限公司
3898 4910
荃灣海盛樓 9 號有線電視大廈 29 樓 2907A室

保固資訊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自攜保養)

上述產品資料摘錄自生產商/供應商文獻及/或由生產商/供應商所提供之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