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Video
炫目登場

™

LifeSize® Icon™ 系列

以您為本的體驗 視訊會議換上›
嶄新面貌
LifeSize® Icon™ 系列

LifeSize Icon 系列是一組以使用者體驗為本的視
訊系統產品，便於您與客戶、合作夥伴、供應商
及同事進行面對面的業務討論，提昇效率。透過
由 LifeSize Icon 系列徹底簡化的使用者體驗，您
可使用 LifeSize® UVC Platform™ 之多種威力強大
視訊應用程式。歷經多年持續創新與有的放矢的
設計，LifeSize Icon 系列可謂厚積薄發，所提供
Smart Video™ 是一種順暢無礙的視訊會議體驗，帶
來無與倫比的價值，使您能專注於最重要的業務。

眼見為實
›› 使用者體驗徹底簡化，意指在視訊過程中，總會適時出
現符合您所需的螢幕選項，因此您可快速輕鬆地進行協
同合作。您完全無需接受訓練，只需查看可使用的視訊
功能，即可全面開啟其他應用程式的無限可能。
›› 您個人的會議排程會顯示在首頁上，進入系統後按一下
按鈕就可開始進行通話。
›› 方便的彈出式會議提醒，讓您不再錯過重要的視訊會議。
›› 整合的會議清單讓您輕鬆搜尋並加入大型會議。再也不

徹底簡化您的視訊體驗
LifeSize Icon 系統的設計徹底簡化了使用者體驗。總是

必撥打複雜的橋接號碼 - 只需找到您要的會議然後按一
下，即可以視訊方式加入。

瞭解您的視訊通話排程。在您視訊會議即將遲到時發出有

›› 統一的名稱式撥打目錄、具搜尋功能且能將聯絡人釘選為

用的提醒。輕鬆找到並加入多人視訊通話。快速搜尋並找

常用聯絡人，所有功能都讓您可以輕鬆使用視訊通話。

到業務聯絡人，透過視訊進行協同合作。錄製並串流播放
重要的討論。透過全新的使用者體驗，您可以更輕鬆地
使用所有這些功能。如果在外出期間需要更多功能，只
需與 IT 支援團隊聯絡，即可啟用您需要的功能與應用程
式。LifeSize Icon 系列的設計目標，就是為了提供最高的
簡易性、彈性和價值。

›› 從內到外享受如同多方會議一般的使用者體驗。擁有一
致的使用者體驗，變更檢視不必使用冗雜的功能選項或
是複雜的指令。
›› 輕鬆錄製投影與會議，按下按鈕即可即時串流播放給任
意數量的觀眾。*

與 LifeSize® UVC Platform™ 整合

快速概覽

LifeSize Icon 系列系統讓您體驗由 LifeSize UVC Platform

簡單易用的

行事曆整合、會議目錄、多方通話期間

直覺式介面

的一致使用者介面、一致目錄、名稱式

提供技術之整合式強大基礎架構應用程式的優點。** 簡
化的設定與佈建程序讓 IT 團隊可專注於串流和錄製功
能、管理網路、確保安全的 NAT/防火牆穿越，支援多

撥號、搜尋與「我的最愛」
與 UVC Platform

通過啟用 UVC 應用程式輕鬆新增強大

整合**

的視訊功能。功能包括串流播放與錄製

方視訊通話並可在需要變更時快速增加新的視訊功能。

視訊通話*、管理網路、安全的 NAT/防
火牆穿越以及主持多方通話

可擴充性與彈性

遙控器

全新的流暢設計，讓使用者可快速輕鬆
地進行瀏覽

LifeSize 的 LifeSize Icon 系列提供卓越的價格/性能表

視訊品質

最高可達 1080p60

現。此系列的設計目的，是要協助您因應業務需求，所

投影品質

最高可達 1080p；實體資料連接埠

以此系統具備隨時進行軟體與配件升級的能力。無論您

與分享

是要將環境擴充為多個顯示器、升級效能或是增添新功

高畫質顯示器

最多可連接兩台顯示器

能，LifeSize Icon 系列都能為您的投資提供保護，強力

高畫質攝影機

平移、俯仰與變焦攝影機選項，最高可
支援 1080p60 高畫質與 10 倍變焦功能

支援您業務的成長。
數位 MicPod

三個 360 度採用波束形成技術的麥克
風，提供優異的收音能力

最優異的效能，最強大的使用體驗
享受最先進、效能最優異的高畫質視訊會議體驗。對高
畫質 1080p60 的支援使其可提供極致的清晰畫面與流暢
的動作表現，而 1080p 投影可以展示最清楚的細節，大
幅促進協同合作的成功。

電話*

視訊和音訊通話皆可使用觸控螢幕控制

隨處安置

可選擇壁掛 (VESA) 或顯示器安裝方式

* 此代表 LifeSize 產品研發團隊目前的視野與未來的方向。僅供說明參考之用，
不應視為 LifeSize 承諾的一部分。LifeSize 對這些功能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
擔保。
** 需要 LifeSize UVC Platform，可選虛擬機器軟體或硬體版本。

3

產品規格

LifeSize® Icon™ 系列

系統組件
LifeSize Icon 600 視訊系統
LifeSize Camera 10x 或 LifeSize Camera 200
LifeSize Digital MicPod 或第二代 LifeSize Phone*
遙控器
電源/纜線

通訊
SIP、H.323、128 Kbps - 6.0 Mbps
1xRJ-45 區域網路 10/100/1000
1x LifeSize Link，供 2x LifeSize Digital MicPod 或›
第二代 LifeSize Phone 使用*

最高支援兩個顯示器
任何支援 HDMI 輸入的 720p 或 1080p 高畫質顯示器

高畫質 1080p60 PTZ Camera
(LifeSize Camera 10x)
帶有 70 度視野的廣角變焦鏡頭
最高 10 倍光學變焦
自動對焦/自動增益控制
10 個攝影機預設值 (近端或遠端)
標準 3.0 M HDMI 纜線

高畫質 1080p30 PTZ Camera
(LifeSize Camera 200)
帶有 70 度視野的廣角變焦鏡頭
最高 4 倍光學變焦
自動對焦/自動增益控制
10 個攝影機預設值 (近端或遠端)
標準 3.0 M HDMI 纜線

視訊規格
最大解析度 1920x1080、16:9 螢幕比例
所有解析度逐行掃描最高可達每秒 60 幀
支援超過 200 種解析度
位元速率與解析度範例 (H.264、AAC-LC)：
768 Kbps (720p30)
1.1 Mbps (720p60)
1.7 Mbps (1080p30)
2.5 Mbps (1080p60)

視訊標準
H.264、H.263+ 與 H.239/BFCP

安全性

完全整合，
高傳真音訊會議電話*
90 Hz 最高可達 22 kHz，收音範圍最遠 4.5 公尺
(15 英呎)
直接透過連接到視訊裝置的 LifeSize Link 纜線供電
觸控式使用者介面
管理高畫質視訊、音訊與投影
額外支援最多兩個 LifeSize 數位 MicPod

音訊特性
WebRTC NetEQ 語音封包遺失補償
全雙工 (實現自然對話)
迴音消除 (實現無迴音通話)
自動增益控制
自動降噪

視訊輸出 (2 路輸出)
1 x 高畫質視訊輸出 (最高可達 1080p60) - 主要顯示器
1 x DVI-I 輸出 (最高可達 1080p60) 可使用 HDMI/VGA - 次要顯示器

智慧型網路功能
自適應運動控制 (AMC)，包括轉送
錯誤修正 (FEC) 以在所有的網路條件下獲得優異的›
視訊品質
NAT/防火牆穿越 (H.460/SIP)
頻寬自動偵測

目錄與通訊錄

音訊標準
G.711、G.722、G.722.1 及獲得 Polycom® 授權的
G.722.1C、MPEG-4-AAC-LC

音訊輸入 (4 路輸入)
1 x 麥克風/音源輸入 (3.5 公釐)
1x LifeSize Link (供 LifeSize Digital MicPod 或›
第二代 LifeSize Phone 使用*)
1 x 高畫質視訊輸入
1 x DVI-I 輸入

高達 100,000 條目錄項目
LDAP 支援/符合 H.350 規格標準
行事曆/會議目錄支援
H.323 URI 撥號支援 (Annex O)

系統管理
網路介面
備份與還原功能
2x USB 3.0

電源
交流電壓 100-240V，50-60 Hz，2.5A (透過外部電源)

音訊輸出 (4 路輸出)

環境資料

1 x 音源輸出/耳機
1 x LifeSize Link (第二代 LifeSize Phone*)
1 x 高畫質視訊輸出
1 x DVI-I 輸出

操作溫度：0°C (32°F) 到 40°C (104°F)
操作濕度：15% 到 85%，無凝結
貯存溫度：–20°C (–4°F) 到 60°C (140°F)
貯存濕度：10% 到 90%，無凝結

其他支援的標準

視訊裝置尺寸

H.221、H.224、H.225、H.231、H.241、H.242、›
H.245、H.281、RFC 3261、RFC 3264、RFC 2190、›
RFC 3407、RFC 2833

寬：365 公釐 (14.37 吋)
深：163 公釐 (6.42 吋)
高：43.8 公釐 (1.72 吋)
重量：1.53 公斤 (3.37 磅)
管制編號：LFZ-023

使用者介面與功能
更簡潔的使用者介面
抬頭遙控器
圖形使用者介面管理主控台
多語言支援
「請勿打擾」模式
視訊靜音
母子畫面

安裝選項
安裝孔：2 x M5 螺絲孔，相距 307 公釐 (12 英吋)
安裝螺絲：2 x M5 螺絲
(最大長度：9 公釐，最小長度：4 公釐)

視訊輸入 (2 路輸入)
1 x 高畫質視訊輸入 (最高可達 1080p60)
1 x DVI-I 輸入 (最高可達 1080p60) - 可使用 HDMI/VGA

可以禁用 HTTP、SSH 和 Telnet 服務
H.235 (AES) 加密支援 (嚴格遵守)
TLS/SRTP 支援
Kensington Security Slot

UVC 應用程式**
行事曆、會議目錄、我的最愛、具搜尋功能的一致目錄***
錄製/串流播放通話、自動記錄* 所有通話、一鍵本機操作
錄製、錄製指示器
網路管理
安全的 NAT/防火牆穿越
Microsoft® Lync™ 互通*

* 此代表 LifeSize 產品研發團隊目前的視野與未來的方
向。僅供說明參考之用，不應視為 LifeSize 承諾的一部
分。LifeSize 對這些功能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擔保。
** 需要 LifeSize UVC Platform，可選虛擬機器軟體或硬
體版本。
*** LifeSize UVC Manager™ 在購買連接到視訊裝置的
LifeSize Icon 系列時會隨附。

完全整合，高傳真音訊數位 MicPod
90 Hz 最高可達 24 kHz，收音範圍最遠 4.5 公尺
(15 英呎)
直接透過連接到視訊系統的 LifeSize Link 纜線供電
最高支援兩個 LifeSize 數位 Mic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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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極致的通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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