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size Share™
入门：

关于设置 Lifesize Share 的说明
设置视频（英语）

注 意：3.5 mm 音频插孔和 USB 端口目前没有任何功能。

管理功能：

用于控制网络上所有 Lifesize Share 设备的帐户管理
直接连接到任何视频会议系统
为来宾提供安全、独立的无线接入点

用户功能：

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移动电话共享文件或流视频
共享屏幕 — 演示文稿、文档和更多内容
共享在线媒体 — 视频 和 音频
多用户共享队列可以让您快速切换演示者

请访问 Lifesize Share 概述了解更多信息。

管理功能
为了配置和使用 Lifesize Share 设备，您必须将 *.lifesizeshare.com 加入白名单，并将 TCP 端口 22 保持为打开状态。

Lifesize Share 设备的初始设置  有线
1. 将设备连接到 HDMI 缆线和会议室系统的 HDMI 端口或显示器的 HDMI 端口。
2. 将网线插入设备背面标有 LAN 符号的网络端口中。网线的另一端插入网络端口中。如果端口已禁用 DHCP，设备将进入维护模式，
您可以将其连接到 WiFi 网络来完成注册。请参阅 Lifesize Share 设备的初始设置  无线。
3. 将电源适配器缆线插入设备背面的电源端口中，并将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中。
4. 打开显示器，然后打开计算机上的 Web 浏览器，然后遵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5. 如果您已有 Lifesize Share 帐户，请直接跳转到第 6 步。如果这是您的第一个设备，并且您没有 Lifesize Share 帐户，请单击注 册开
始注册 Lifesize Share 帐户。
1.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和密码。
2. 单击注 册。系统会向您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电子邮件。
3. 输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的验证码。
4. 单击确认帐户。
5. 输入帐户名。例如，lifesizeshare.com。这是用于访问设备的 URL。
6. 可选：输入 CNAME。
7. 单击保 存。您可以在设备列表页面上单击管 理设置来更改帐户设置。
6. 给设备命名并单击保 存。Lifesize 建议，为 Lifesize Share 设备指定与会议室相同的名称。现在完成已设备注册。单击修 改设置可以
设置设备，单击继 续则开始使用设备。
注 意：首次设置时，左上角会显示 Lifesize Share 设备的 IP 地址和序列号；完成注册后，则会显示设备名称和帐户名。

Lifesize Share 设备的初始设置  无线
1. 将设备连接到 HDMI 缆线和会议室系统的 HDMI 端口或显示器的 HDMI 端口。
2. 将电源适配器缆线插入设备背面的电源端口中，并将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中。
3. 打开显示器并连接到屏幕上指示的 SSID。.
4. 在计算机上打开 Web 浏览器并访问 http://lifesize.share。
5. 按照说明将设备连接到 WiFi 网络并重新启动。
6. 打开显示器，然后打开计算机上的 Web 浏览器，然后遵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7. 如果您已有 Lifesize Share 帐户，请直接跳转到第 8 步。如果这是您的第一个设备，并且您没有 Lifesize Share 帐户，请单击注 册开
始注册 Lifesize Share 帐户。
1.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和密码。
2. 单击注 册。系统会向您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电子邮件。
3. 输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的验证码。
4. 单击确认帐户。
5. 输入帐 户名。例如，lifesizeshare.com。这是用于访问设备的 URL。
6. 可选：输入 CNAME。
7. 单击保 存。您可以在设备列表页面上单击管 理设置来更改帐户设置。
8. 给设备命名并单击保 存。Lifesize 建议，为 Lifesize Share 设备指定与会议室相同的名称。现在完成已设备注册。单击修 改设置可以
设置设备，单击继 续则开始使用设备。
注 意：首次设置时，左上角会显示 Lifesize Share 设备的 IP 地址和序列号； 完成注册后，则会显示设备名称和帐户名。

编辑帐户设置
要编辑帐户，您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编辑帐户设置
要编辑帐户，您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1. 要修改 Lifesize Share 帐户设置，请单击管 理设置，然后根据需要来更改帐户名或 CNAME（可选）。
2. 完成更改后，单击保 存。

编辑设备
完成设备注册后，您可以修改任何或所有设备设置。要编辑设备，您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1. 从设备列表中选择设备。
2. 单击 设备名称旁边的

， 即可打开“Lifesize Share 设备设置”窗口。

3. 编辑或保留以下内容：
设备名称
代码规定：每次询问、只询问一次、每 30 天询问一次、从不询问。这是指连接到设备时需要输入配对代码的频率。
帧速率：30 或 60 帧/秒 (FPS)。
启用“过扫描”：默认情况下将禁用“过扫描”。启用“过扫描”可能会导致图像比例与显示图像的屏幕比例不匹配。
启用/禁用无线。启用时，您可以将 Lifesize Share 连接到 WiFi 网络，或为来宾配置无线接入点。
无线模式。注 意：在无线接入点模式下，Lifesize Share 在第 6 通道上传输。

连接到无线网络 – 从可用的选项中选择网络。
开放式广播 – 允许访问公司网络。
仅限互联网的广播 – 允许通过设备创建的网络进行互联网访问。
仅限共享的广播 – 仅共享到设备，不可互联网访问。

SSID

如果连接到现有网络，请选择 SSID。
如果创建单独的无线接入点，请指定 SSID 名称。

使用密码（适用于无线 网络）

如果是，请指定密码。

4. 单击提 交。
在此屏幕上，您可以使用以下操作进行故障诊断：重新启动设备、将设 备日 志发送给 支 持, 以及创建反向 SSH 通道供支持人员访问。注
意：选择上述任何选项都会自动启动操作。

删除设备
要删除设备，您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1. 从设备列表中选择设备。
2. 单击设备名称旁边的

，然后单击删除来确认删除。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设置了 展示牌来帮助用户了解如何连接到 Lifesize Share 设备。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用户功能
Lifesize Share 设备支持以下浏览器和操作系统：
Mac OSX – Google Chrome™、Safari®
Windows — Google Chrome、Internet Explorer® 11、Microsoft Edge
iOS — Safari
Android™ — Google Chrome

共享屏幕仅在装有 Google Chrome 和 Lifesize Screen Share and Scheduler Chrome Extension 的台式机上可用。

以来宾身份使用 Lifesize Share 设备
使用笔记本电脑或手机查找无线网络 SSID 名称，然后输入密码。现在，您可以使用 Lifesize Share 设备了。

使用 Lifesize Share 设备
1. 打开 Web 浏览器并前往贵公司提供的 URL（例如：lifesizeshare.com 或 share.company.com）。
2. 单击设备名称，然后单击

。设备会尝试超声波连接。注 意：您必须打开麦克风以便进行超声波配对。超声波配对仅适用于 Google

Chrome 和 Lifesize Screen Share and Scheduler Chrome Extension。
3. 如果超声波连接失败，请输入屏幕上显示的配对代码，然后单击配对。代码会在 30 秒后消失；请单击重 新发送 代码刷新屏幕。
注意：如果您使用 Lifesize™ Phone™ HD 进行音频呼叫，将无法使用超声波配对。

分享您的屏幕
注意：共享屏幕仅适用于使用带有 Lifesize Chrome Extension 的 Google Chrome。如果尚未安装 Lifesize Chrome Extension，系统会在您首
次共享时提示您安装。
1. 单击

共享屏幕。

2. 选择要共享的屏幕：
整个屏幕
应用程序窗口
Google Chrome 选项卡

3. 单击共 享。
4. 单击停止共享或关闭浏览器可以停止共享。

播放视频
1. 单击

播 放视 频。

2. 输入要播放的视频的 URL。注 意：链接必须来自 YouTube、Vimeo 或 Lifesize Record and Share。无法在设备上播放有广告的
YouTube 视频。
3. 单击

。您可以暂停或停止视频。

管理文件
Lifesize Share 可以让多个用户一次上传多个文件，但用户一次只能展示一个文件。
可用的总空间为 25GB，上传大小上限为 2GB。
以下是支持的文件类型：AVI、DOC (x)、JPG、MP4、M4V、PDF、PNG、PPT (x) 和 XLS (x)。
1. 单击

管理文件。

2. 将文件拖放到上传栏上，或单击上传栏并选择要上传的文件。注 意：视频文件必须是 MP4 格式。使用 URL 共享视频更有利于执行。
3. 审查要上传的文件。
4. 单击上传。
上传文件后，将显示文件列表选项卡。要共享文件，请单击

。

4. 单击上传。
上传文件后，将显示文件列表选项卡。要共享文件，请单击

语言
单击右上角的语言选项可以选择新的显示语言。
英语
简体中文（简体中文）
捷克文 (Čeština)
荷兰文 (Nederlands)
芬兰文 (Suomi)
法文 (Français)
德文 (Deutsch)
意大利文 (Italiano)
日文（日本語）
韩文 (한국어)
挪威文 (Norsk)
波兰文 (Polski)
葡萄牙文（巴西）(PortuguêsBrasil)
西班牙文 (Español)
瑞典文 (Svensk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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