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Size® Bridge™

为您带来无与伦比的多方视
频通话体验
LifeSize Bridge 重新定义了支持高品质多方通话的高清视频会议
技术。此款 MCU 功能强大，并采用针对性设计，可为您带来具
有业内无可匹敌的高品质和高可靠性的高清视频观看体验，并
可同时交付无与伦比的性价比。

更多选择，更多通话
为了满足多方协作性会议的需求，LifeSize Bridge 可提供 8、12
或 16 个端口。在需要进行多人通话时，LifeSize Bridge 可通过
扩展在单一通话中实现多达 48 人的参与，并可通过多网桥级联
实现数百人的参与。

高可用性集群
借助 LifeSize Bridge，从此不必再为端口可用性或者停机而烦
心。通过具有高可用性的集群许可将多个网桥进行连接，从而
使其可以作为单一设备运行。如果一处出现断电或发生故障，
则其他网桥能够自动接替此处的工作。网桥集群为终端用户提
供单一管理界面和单一拨号方案，从而实现轻松管理。此外，
用户无需购买和安装任何附加硬件。

简单直观，易于使用
可互操作、基于标准、易于设置和使用的 LifeSize Bridge 可以在
世界范围内进行部署和实现集群。可根据计划或按照需要安排
会议，并可为每位员工分配一个具有专用地址的虚拟会议室。

LifeSize Bridge 可为您打造不同凡响的高品质以及无与伦比的逼
真协作环境。欢迎您探索其中的独到之处。

LifeSize Bridge
主要特色
无与伦比的
性价比

1080p30、720p60、720p30
业内最低的每端口成本

每位参与者
都拥有专用
编码器

任意编码解码器、任意速度、
任意分辨率、任意布局和任
意端口都不会造成容量或
功能损失

端口容量依购
买的许可而定

更大容量

可在 8 端口的基础上逐渐
进行扩展

可通过扩展会议许可实现
48 人 1080p30 通话，或通过
网桥级联实现数百人的通话

高可用性集群

可实现高达 10 个网桥的集
群，并始终具有高可用性

灵活开展会议

支持根据计划和/或按需安排
高清虚拟会议室

简化管理

直观的界面

为多网桥集群提供单一管理
界面

拖放式管理实用程序，简单
易用

LifeSize® Bridge™

产品规格
容量型号

屏幕覆盖

安全性

可在 8 端口的基础上升级至 12 和 16 端口

文本覆盖显示参与者的名称。仅限音频：当前发言
者的姓名。用于终端音频静音、管理音频静音和视
频静音的图标

通过 PIN 保护会议

可在 12 端口的基础上升级至 16 端口
可通过扩展会议模式对 16 端口进行升级，从而实现
高达 48 人参与同一个会议
通过多网桥级联可在保留带宽的同时支持数百人参与

高可用性集群
可通过集群许可（仅对于 16 端口 LifeSize Bridge 可
用）构建高达 10 个 LifeSize Bridge 2200 的集群
可面向管理员提供端口扩容能力和单一界面，为最
终用户提供单一拨号方案，并通过自动呼叫故障转
移实现冗余

通信协议和视频标准
H.323、SIP、H.320 (ISDN)，通过网关守卫经由
LifeSize® Networker™ 进行连接

交互式覆盖：启用和禁用自我查看、演讲人顺序、
状态指示器、静音视频、通告、摄像机控制导航
提供 15 种语言支持并可控制文本的插入位置

H.235 AES 和 SRTP/TLS 加密
FIPS 兼容的 H.235 加密模式
HTTPS 安全管理

服务质量
通过 Diffserve 和 TOS/IP Precedence 实现 QoS 支持

从终端进行会议控制

网络冗余支持 NIC 绑定故障转移（使用支持
IEEE 802.1AX-2008 的交换机）

通过 H.323 或 SIP 直拨
可选择 FECC 或 DTMF 音调控制

具有前向纠错功能 (FEC) 的自适应运动控制 (AMC)

为每位参与者提供 12 种可选布局
自动将演讲者置于主窗口中

日志

单独控制将任意参与者置于主窗口中

音频、通信、数据库、许可管理器、调度程序、系统管
理员、系统信息、系统状态、定时器、用户界面和视
频冗余控制的诊断 Syslog

会议支持
可通过扩展会议许可在 16 端口 LifeSize Bridge 上为高
达 48 人安排会议

通话详细记录

级联和演讲会议

基础架构支持

计划和触发外拨

外部网关守卫和 SIP PBX 会议注册

向网关守卫和 SIP PBX 进行会议注册
不受限制的按需虚拟会议室

通过 LifeSize® Transit™ 客户端/服务器实现 NAT/防火墙
穿越

多达 10,000 个自定义按需虚拟会议室

NTP（网络时间协议）支持

LifeSize Bridge 实用程序

通过网关守卫实现 LifeSize Networker 支持

512 Kbps (1072x608)p30 DVD 分辨率

用于在 Microsoft® Windows™ 和 Apple® OSX™ 上进行
网桥配置、控制和管理的 Adobe® Air™ 管理应用
程序

接口

768 Kbps (1280x720)p30 真正高清

3 种登录级别：管理员、用户和支持

4 个 RJ45 以太网接口，10/100/1000 Mbps 全/半双工，
手动或自动感知，包含 VLAN 标记

1.1 Mbps (1280x720)p60 真正高清

拖放式日程安排程序

用于 RS-232 配置的 DB9 串行端口

H.264、H.263、H.261

视频性能
按参与者分配的编码器可为每名参与者提供任何分
辨率、帧速度或带宽
视频带宽：每端口 128 Kbps 至 4 Mbps
视频分辨率：1080p30/720p60，通过宽屏
CIFp30/p60
128 Kbps (432x240)p30 宽屏 CIF
384 Kbps (912x512)p30 有线电视

1.7 Mbps (1920x1080)p30 全高清

音频标准和性能
AAC-LC、G.722.1c 48 Kbps、32 Kbps、24 Kbps
(Siren 14)、G.722.1 32 Kbps、24 Kbps (Siren 7)、
G.722、G.711 (μ-law)、G.711 (A-law)
DTMF 音调检测（频内和 RFC2833）

外部 Syslog 支持

智能诊断 LED

LifeSize Bridge 会议控制实用程序

嵌入式重置按钮

通过个人和会议级别控制进行以下实时会议管理：
• 音频和视频（静音/取消静音）

电源

• 带布局锁定的布局选择

交流电压 100–240V，50–60 Hz

• 通过外拨添加参与者
• 终止（整个会议或参与者）

机箱规格

自动降低背景扬声器音量

• 用户偏好设置（自我查看、演讲者顺序、状态指
示灯、通告、导航、插入文本）

高度：(2U) 87 毫米（3.34 英寸）

演示标准和协议

• 个人统计报告

宽度：450.56 毫米（17.74 英寸），不含凸缘

• 拖放式参与者管理

宽度：484.64 毫米（19.08 英寸），含凸缘

宽带音频混合

H.264、H.263、H.263+、H.261
H.239、SIP 双视频（仅限 LifeSize）
数据共享支持标准视频系统分辨率而不会影响端口
容量

带凸缘的 2U 19 英寸机架安装

厚度：513.12 毫米（20.20 英寸）

系统管理

重量：12.70 千克（27.99 磅）

LifeSize Bridge 实用程序
用于第三方管理的 WSDL 管理 API

环境数据

本地化

IPV4 视频处理和会议管理

工作温度：0°C (32°F) 至 40°C (104°F)

Unicode 会议和站点名称支持 15 种用户可选择的
语言

IPV6 仅进行视频处理（集群情况下不可用）

工作湿度：15% 到 85%（非冷凝）

LifeSize® Control™ 支持

存放温度：–20°C (–4°F) 至 60°C (140°F)

虚拟接线员
指导视频参与者完成会议选择
提示音频参与者会议 ID 和 PIN

• Microsoft® Exchange™ 集成
• Google® Mail™ 集成
• 会议设置和启动

存放湿度：10% 到 90%（非冷凝）

监管型号
LifeSize® Bridge™ 2200 = LFZ-016

允许临时召开会议

布局
每位参与者都拥有独特的布局
为每位参与者提供 12 种分屏布局，并可通过拖放进
行布置
多分屏布局及语音启动切换会占用最多 4 个主要窗口
DTMF 音调和远端摄像机控制 (FECC) 以选择布局
根据参与人数自动选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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