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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使用 LifeSize Phone
LifeSize Phone 是高傳真音訊會議通話系統。 LifeSize Phone 運用十六個隨時連線的麥克
風、環形麥克風排列以及波束形成技術，無論是在主管辦公室還是大型會議室中召開會議，
都能產生卓越的室內覆蓋範圍、發話者偵測、清晰度和回音消除效果。 其非侵入性的典雅設
計有助於實現靈活的連接目的。
您可將 LifeSize Phone 作為獨立運作的音訊會議裝置，或與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完全整
合。 LifeSize Phone 使用容易，具備齊全的多方會議功能。
LifeSize Phone 符合下列環境規格：
操作溫度

攝氏 0 到 40 度

操作濕度

10% 到 85%，非凝結狀態

貯存溫度

攝氏 -30 到 55 度

貯存濕度

10% 到 90%，非凝結狀態

海拔高度

0 到 3048 米

安裝 LifeSize Phone
您的 LifeSize Phone 產品包裝內含有下列配件：
•

桌面主控台及整合式鍵盤和顯示器

•

乙太網路供電纜線

•

快速提示參考

•

說明文件光碟，其中包含本使用指南以及所有受支援語言版本的 LifeSize 終端使用者授
權協議書。 請瀏覽 www.lifesize.com 網站以參閱有關產品 「發行注意事項」。

•

安全和管制通告

受支援的組態
LifeSize Phone 共有三種產品組態：
•

用於 IP 的 LifeSize Phone

備註： 一旦遇到無法使用 「乙太網路供電」 (PoE) 的時候，您必須為這種組態準備
IEEE 802.3af 型電源轉換器。 請瀏覽 www.lifesize.com 網站以參閱詳細說明，或與您
的 LifeSize 產品零售商聯絡。
•

用於 LifeSize Room 的 LifeSize Phone

備註： 請參閱 LifeSize Room 說明文件中有關安裝、設定組態以及使用 LifeSize Room
和擴音話筒的詳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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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 IP 的設定
請依照以下步驟來設定 LifeSize Phone，以便與您環境中的 IP 配合使用：

備註： 請參閱產品包裝內的快速提示參考上有關適當安裝的圖示說明。
1. 將乙太網路纜線插入電話底部最靠中間的連接埠；此連接埠標有 LAN （區域網路）符號
。 外部連接埠留待日後使用。 請確定將纜線固定在導板上以免受損。
2. 將乙太網路纜線另一端插入牆上的 PoE 配接器或 PoE 連接埠。 如果是使用 PoE 配接
器，請將剩下的端頭插入牆上的網路連接埠。 一旦遇到無法使用 「乙太網路供電」
(PoE ) 的時候，您必須準備 IEEE 802.3af 型電源轉換器。
3. LifeSize Phone 系統啟動之後，便會提示您進行首次組態設定。

設置您的 LifeSize Phone 組態
一旦完成您環境中的 LifeSize Phone 設定，您就會被提示要根據您的語言環境和網路來設定
系統。 您可以變更喜好設定，例如顯示語言、電腦系統管理員密碼 （用於存取進階喜好設
定）、IP 或 連接所用的撥號選項以及其他喜好設定等等。 您也可以變更電話顯示器上所顯
示的電話名稱和號碼。

備註： 為了確保安全起見，LifeSize 建議在初始配置期間變更預設的電腦系統管理員
密碼。
以下按鍵可在配置期間作為導覽之用：
鍵盤按鍵

功能
可以切換數值、啟動欄位中的游標以及接受對欄位所做的變更。

可以作為向上鍵和向下鍵以在喜好設定中捲動。
「降低音量」鍵還可當您編輯文字欄位時變更文字輸入模式。

可當您返回上一個畫面時作為上一步鍵，而當您輸入文字時則作為退格鍵。

可當您變更喜好設定值時作為取消鍵。

將選定的項目在依照順序排列的清單中向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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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按鍵

功能
將選定的項目在依照順序排列的清單中向上移動。

一旦完成了初始配置設定之後，就可以存取電腦系統管理員功能表以便開始撥號、接電話或
繼續其他的喜好設定。
進階配置
您可以透過電腦系統管理員組態 來存取進階喜好設定。 請依照以下步驟來存取電腦系統管
理員組態：
1. 當電話處於閒置狀態時依序連按

。

2. 輸入預設的電腦系統管理員密碼 （預設值為 1 2 3 4），然後按

。

如果您輸入的密碼不正確，就會顯示登入失敗訊息。 等候六秒鐘以後便會回到主畫面。
如果您成功地輸入了密碼，主功能表便會顯示下列選項：
•

1 - 喜好設定

•

2 - 系統資訊 （唯讀資訊）

•

3 - 維護

•

4 - 說明

3. 選擇一個選項，然後按

鍵以捲動功能表選項。

4. 按
鍵以循環切換數值或是啟動某個欄位中的游標。 再按
的變更。

鍵一次以接受您所做

備註： 如果您在任何喜好設定畫面中持續兩分鐘閒置狀態，就會返回主畫面。 如果您
在主功能表中保持閒置狀態，就會返回主畫面。
5. 當您完成設定喜好設定時，按
6. 按

鍵以儲存所做的設定。

鍵以返回上一個畫面。

從網頁瀏覽器進行配置
您也可以利用網頁瀏覽器，導覽至位於 LifeSize Phone 上的電腦系統管理員組態主功能表底
部所顯示的 URL 以設定 LifeSize Phone。 在登入畫面，選擇用來顯示使用者介面的語言，
輸入電腦系統管理員密碼，然後點按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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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在網頁瀏覽器上安裝並且設定 Flash Player，以便從網頁瀏覽器中存取電腦系統管理員
組態。 您可以從 www.macromedia.com 網站下載 Flash Player。 請參閱 「LifeSize
Phone 發行注意事項」中必要的版本資訊。
設定網路組態設定值
欲設定網路組態設定值，您可參考第 5 頁的 「進階配置」， 進行管理員喜好設定，或參考
第 5 頁的 「從網頁瀏覽器進行配置」在瀏覽器中進行這些喜好設定。 在 通訊 : 網路 功能
表中，您可以建立 DHCP 或靜態 IP 網路設定值。

備註： 如果您變更 IP 設定值，系統可能會自動重新啟動。
「動態主機組態協定」(DHCP) 可用於動態配置並指派 IP 位址。DHCP 允許您將網路裝置
從一個子網路移到另一個子網路之上，而無需管理員干預。如果有 DHCP 伺服器存在的話，
您可以選擇啟用 DHCP。如果停用了 DHCP，您必須識別 IP 位址 （若 DHCP 伺服器沒有
指派任何位址的話，就是本機設定的 IP 位址）、子網路遮罩 （用於將 IP 位址分割為網路和
主機識別號）和閘道器 （系統預設閘道器的 IP 位址）。
您也可以定義系統的主機名稱並且識別 IP 位址以設定 DNS 伺服器。
同樣地，您可以定義透過網域名稱搜尋的方式來解析主機名稱。「網域名稱系統」(DNS) 可
用於將網路節點名稱轉譯為位址；指定此喜好設定要使用 DNS 來將裝置的主機名稱解析為
IP 位址。
設定您的電話以便與 SIP 配合使用
通訊初始化協定 (SIP) 是指網際網路工程工作小組 (IETF) 的 IP 網路多媒體視訊會議標
準。SIP 是一種 ASCII 式應用層控制協定，負責建立、維護和終止兩個或更多裝置之間的通
話。
要將 SIP 設定為撥號時所用的協定，您可參考第 5 頁的 「進階配置」 進行管理員喜好設
定，或參考第 第 5 頁的 「從網頁瀏覽器進行配置」在瀏覽器中進行這些喜好設定。 在通訊
: SIP : 一般功能表中，輸入使用者名稱、SIP 伺服器授權名稱以及裝置密碼。授權名稱和
密碼都是 LifeSize Phone 用來認證的數值；只有當註冊伺服器或代理伺服器需要認證時才
需要這些數值。
您也可以將 SIP 註冊伺服器和代理伺服器設定值設為啟用，並設定 SIP 代理伺服器和 SIP
註冊伺服器 （在通訊：SIP：代理伺服器和注冊伺服器功能表）。SIP 裝置使用註冊設定值
來動態地註冊目前的位置。進階 SIP 喜好設定可用來變更向 SIP 註冊伺服器註冊時所使用
的 SIP UDP 或 TCP 信號傳送連接埠以及通訊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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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您的電話以便與 H.323 配合使用
若要以一個使用 H.323 協定的名稱或延伸來撥號，您必須設定 H.323 喜好設定 （您可參考
第 5 頁的 「進階配置」 進行管理員喜好設定，或參考第 5 頁的 「從網頁瀏覽器進行配
置」，在瀏覽器中進行這些喜好設定）在通訊 : H.323 : 一般功能表中，輸入使用 H.323 進
行通話時所用的裝置名稱和延伸。這些都是讓閘道管理員識別裝置的選擇性數值。任何已註
冊裝置都能使用此 ID 和電話號碼來彼此撥號。
H.323 名稱

亦稱為 H.323 ID。如果設定了閘道管理員並且系統必須以 H.323 ID 進行
註冊時，就會使用這個選擇性數值。如果 「閘道管理員管理設定」為系統
指派了 H.323 ID，此欄位應已包含該 ID。

H.323 延伸

如果設定了閘道管理員並且系統必須以 E164 號碼或延伸註冊的話，就會
使用這個選擇性數值。如果閘道管理員管理設定為系統指派了 E164 號碼
或延伸，此欄位應已包含該號碼。

只有當閘道管理員需要閘道管理員 ID 時才為其設定 （例如，多重閘道管理員組態）。閘道
管理員 ID 必須與在系統向其註冊的閘道管理員上設定的 「閘道管理員 ID」相符。如果閘
道管理員不需要 ID，就不要設定此喜好設定，因為這可能導致無法向閘道管理員註冊。
如果系統已向閘道管理員註冊，系統便會顯示其狀態。如果您希望 LifeSize Phone 自動偵測
H.323 閘道管理員的話，請將閘道管理員模式喜好設定設為自動 （在通訊：H.323：閘道管
理員功能表中）。您也可以將閘道管理員設為手動以手動方式選擇閘道管理員。如果設為手
動，請指定主要閘道管理員的 IP 位址和連接埠。次要 H.323 閘道管理員組態屬於選擇性的
組態。
設定 NAT/ 防火牆組態設定值
防火墻篩選從不同信任區的另一網路進入您私有網路的流量，例如網際網路。防火墻通常包
含網路位址轉換 （NAT）以便啟用位於您的 LAN 中的裝置之間的通訊，這些裝置具有私有
IP 位址，通過公共 IP 網路存取。靜態 NAT 確保相同的 IP 位址總是映射至系統的一個私
有 IP 位址，以便將私有系統所需要的公共網路數據安全地路由至私有系統。
通過設定通訊：NAT/ 防火牆組態設定值 中的喜好設定，您可以設定電話經由防火墻通訊時
是否使用靜態 NAT。如果您將電話設為經由防火墻通訊，則必須對防火墻進行設定以容許經
由以下連接埠的所傳入和傳出的流量：
•

TCP 連接埠 1720

•

UDP 連接埠 5060

設定服務品質
您可以在通訊：網路服務品質喜好設定中指定網路中的網路服務品質 （QoS）設定。您應該
根據您的網路中所用的設定值來設定這些喜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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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ifeSize Phone
請在使用 LifeSize Phone 之前先熟悉其功能。 顯示器會顯現電話狀態、顯示器組態功能表
和使用者輸入內容。 LED 指示燈會發亮或閃爍以指出特定的狀況。
使用鍵盤
下表說明電話鍵盤按鍵；其中某些按鍵會根據您調用的時間不同而具有雙重功能。
按鍵

說明
接聽來電、開始撥號、取得撥號音或是結束目前的通話。

撥號或是允許其他與會者加入目前的通話。
可在設定組態時作為取消鍵。

初始化視訊會議。
備註：視訊鍵可作為獨立電話機上的語音鍵。

撥打上一次撥的號碼。
可在設定組態時作為上一步或退格鍵。
提高或降低喇叭或鈴聲音量。
可在設定組態時用來向上或向下捲動。
音量鍵

- 當您編輯文字欄位時變更文字輸入模式。

啟用或停用靜音功能。
也可以循環切換數值或是在配置期間啟動某個欄位中的游標。

備註： 請參閱電話顯示器上的說明中有關使用這些按鍵的更多資訊。
撥打通話
若要撥打通話，按

並使用數字鍵輸入號碼。

備註： 當語音撥號 （喜好設定：通訊 : 一般）設定為 VoIP 時，您可以撥打 IP 位址
以及電話號碼。
若要將另一個與會者新增至該通話，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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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新的號碼，再按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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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結束通話，則按

。

接聽、忽略或拒絕接聽來電
收到來電時：
•

按

接聽來電。

•

按

•

如果您正在進行另一通話，您也可按
任何其它來電打斷您目前的通話。

忽略來電。
（請勿打擾），此時將忽略新的呼叫者並防止

LifeSize Phone 疑難排解
以下各節說明使用 LifeSize Phone 時可能會遇到的常見問題的症狀、可能的原因和解決方
法。
當遇到問題時，請先目視檢查裝置。 確定系統沒有碰到水或接觸熱源，外觀上看起來也沒有
任何損壞。
請遵守下列準則以確保取得最佳效能：
•

將 LifeSize Phone 放置在會議室中央。

•

避免通話期間移動 LifeSize Phone。

•

以一般交談的音量說話，並將聲音對準電話。

電纜佈線錯誤
硬體裝置經常會出現纜線沒有接好或是鬆脫的問題。 調查系統為何發生問題的時候，請先查
看所有的外接控制和纜線接頭。 檢查接頭是否正確牢固，而且也沒有其他東西阻礙纜線。
確認電源透過 PoE 或 配接器向裝置正確供電。 如果電源充足的話，LED 指示燈就會發
亮，而且顯示器也會啟動。
如果是透過 PoE 連接電話而且您的網路連線並不支援 PoE，您必須在網路連線和電話之間
使用 PoE 配接器來供應電源。 您必須準備 IEEE 802.3af 型電源轉換器。 請瀏覽
www.lifesize.com/support 網頁以參閱更多資訊。
檢查任何系統纜線的連接，並且確定纜線的任何一端都沒有阻礙或鬆脫。 確定已將網路纜線正
確地連接到 PoE 配接器、牆上連接埠或介面模組。 雖然 LAN （區域網路）端頭可以插入電
話機，但是這樣電話是無法使用的。 必須反過來連接纜線另一端，才能接通 LifeSize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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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位址顯示無效的數值
如果 IP 位址顯示無效的數值，或者主功能表上的位址顯示為 http://0.0.0.0，那麼可能發生
了下列其中一種狀況：
狀況

解析度

裝置的組態設為使用 DHCP 來取得位址，
但是卻沒有任何 DHCP 伺服器可供使用。

請確認已將裝置插入具有 DHCP 伺服器的網路。

乙太網路纜線連接錯誤。

將乙太網路纜線更換為高品質纜線。

裝置的組態設為使用靜態 IP 來取得位址，
但是卻沒有在位址欄中輸入任何 IP 位址。

如果將 DHCP 設定為停用的狀態，請識別並輸入必要的 IP 資
訊。

不能接通網路連線。

因此您無法存取網頁組態。

較差畫質顯示
如果顯示器的品質不佳或資料無法讀取，請調整 LCD 對比度設定值 （喜好設定：外觀功能
表）。 建議採用預設值。
顯示器故障
如果資料沒有顯示在電話顯示器上，請確定已將裝置適當地插入 PoE 連接或 配接器。 請
確定乙太網路連接器已完全插入電話底端的 RJ-45 插座。 同時請確定乙太網路牆上插座連
接為用於 IP 的 PoE （標準的乙太網路沒有電源）。 乙太網路纜線連接不良也可能會造成顯
示器故障；請更換為高品質的乙太網路纜線。
無撥號音
如果在您按
當的調整。

或

鍵以開始撥號時沒有聽到任何撥號音，請確定已將喇叭音量做了適

音質不穩定
如果有來電時聽不到電話鈴聲，喇叭音量可能被設得太低。 （LED 指示燈會閃藍燈以指出
有人來電。） 請用向上 （提高）和向下 （降低）調整音量鍵來調整音量。 如果音訊方面仍
然有問題，請調整鈴聲音量喜好設定 （喜好設定 : 音訊功能表）。
接聽效果含糊不清可能是由於高度迴響室所造成的。 如果您發現接聽效果不良，請在室內增
設消音材料，並且儘量靠近電話說話。
如果選定了低頻寬音訊 codec 為優先的話，請調整音訊 codec 的優先順序 （喜好設定 :
音訊功能表）。
請確定遠端來電者正確地設定了電話，並且處於適合音響聽覺適的良好環境中。 為了獲得最
佳的接聽效果，請確定遠端來電者是使用 LifeSize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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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失真
音訊品質不佳可能是由於網路連線不良所造成的。 請確定您的網路連線能夠處理正確的頻
寬；LifeSize 建議您的網路連線必須能夠處理至少 100Mbps (100-baseT) 的頻寬，以便
取得最佳的效能。
同時，請確定通話雙方的擴音話筒都沒有受到阻礙或損壞。 不要在電話機上堆東西。 請勿使
用任何清潔液或揮發劑來清理電話。 必要時，只需要用一條微濕的軟布就足夠清理電話的表
層了。
恢復預設值
您可能必須將電話重設為其原始預設狀態 （在維護 - 重新設置功能表）以修正您所遇到的原
因不明的問題。如果重設失敗，您也可以手動將電話恢復為預設狀態。先切斷電源，同時按
住 7、8 和 9 號按鍵，然後重新接通電源。按住這些按鍵，直到初始化組態畫面出現為止。

升級 LifeSize Phone 系統
請依照以下步驟來升級您的 LifeSize Phone 系統：
1. 從 LifeSize FTP 網站上的 LifeSize Phone 目錄將升級檔案下載到您系統上的本機目錄
中。
ftp://support@ftp.lifesize.com

備註： 如果您尚未收到存取 LifeSize FTP 網站的登入名稱和密碼，請與 「LifeSize 客
戶服務部」聯絡。

2. 重新啟動系統。
3. 請參考第 5 頁的 「從網頁瀏覽器進行配置」中所述的網路組態。
4. 選擇介面的顯示語言。
5. 輸入電腦系統管理員密碼，然後點按送交。
6. 選擇維護。
7. 選擇系統升級。
8. 如果升級要求您將系統重置為原始預設設定值，請選擇重置為預設狀態核選方塊。
9. 瀏覽到您在步驟 1 中所下載的升級檔案。
10. 點按送交。

備註： 這可能需要幾分鐘的時間；請勿打斷升級程序。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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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當升級完成時，便會顯示系統升級狀態訊息。關閉狀態視窗並且關閉電腦系統管理員組
態視窗。
12. 您的 LifeSize Phone 系統已經就緒可供使用。如果您在步驟 8 中選取了重置為預設狀態
核選方塊，您必須先重新設定 LifeSize Phone。
疑難排解升級失敗
如果試圖升級您的 LifeSize 系統不幸失敗，請依照以下步驟來執行：
1. 確保獲得有效的升級影像。
2. 重新啟動系統。
3. 再次嘗試升級。
4. 如果第二次嘗試還是失敗
中有關這些代碼的說明。

請記錄傳回的錯誤代碼。請參閱第 12 頁的 「升級錯誤代碼」

5.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與 「LifeSize 客戶支援部」聯絡。
升級錯誤代碼
以下是升級失敗時可能會接獲的錯誤代碼。
代碼

問題

說明

1

內部錯誤

系統缺少重要檔案。

2

切換至升級失敗

設定現用的分割區的指令失敗。

3

寫入失敗

將影像複製到升級分割區的過程中發生了寫入失敗。這通常會發
生在使用另一項 LifeSize 產品的升級影像的時候。

4

讀取失敗

在影像上載期間發生了讀取傳入資料失敗。這通常會發生在上載
期間連線中斷的時候。

5

升級指令碼失敗

在影像成功上載之後，系統會執行升級指令碼以進行最後的處
理。此錯誤說明了指令碼中有錯誤。這通常會發生在使用另一項
LifeSize 產品的升級影像的時候。

6

無法執行升級指令碼

系統無法執行升級指令碼。這通常會發生在使用另一項 LifeSize
產品的升級影像的時候。

7

無法掛載升級分割區

在將影像複製到系統上之後，系統卻無法掛載影像。這通常會發生
在升級影像損壞或者使用另一項 LifeSize 產品的升級影像的時候。

8

無權限

系統無法讀取升級分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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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問題

說明

9

影像損毀

升級影像損壞而無法使用。這通常會由於影像錯誤或者上載到裝
置的過程中出現了錯誤而發生。

10

引數不正確

將無效的引數送交給了升級程序。這通常會發生在使用另一項
LifeSize 產品的升級影像的時候。

11

簽名無效

加密簽名無效。這通常會發生在影像損壞或者遭受危害的時候。

12

解密失敗

系統無法加密升級影像。這通常會發生在影像損壞或者遭受危害
的時候。

13

開發商系統

系統的組態設定僅供開發之用，限由 LifeSize 代表進行升級。

14

正在進行升級

已經在進行升級。系統一次只能支援一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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