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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安装
准备安装 LifeSize 视频通信系统时，请考虑房间的物理条件、显示器的兼容性以及网络配置
和设置。LifeSize 建议您在开始安装之前收集网络设置和系统识别信息。请参阅第 5 页上的 “
初始配置 ”，该部分解释了您需要收集的信息，并提供了记录信息的空间。

房间配置
房间的大小、形状、布局和占用情况决定了放置视频会议组件的位置。例如，在小型办公室
安装中， LifeSize Focus 可以放在房间的一端或者角落，因为其波束成型麦克风阵列抵消了
来自其后面墙壁反射的回声，并拾取其前面最远 2.7 米 （9 英尺）的清晰声音。在一个多用
户的会议室中，则应将 LifeSize MicPod 或 LifeSize Phone 放在与会者的中间，因为它们的
拾音模式是全向性的。
警告：铺设来自编码解码器的线缆时，请不要铺设在人员走动的区域，因为若绊倒在线
缆上，既会造成人员受伤，又会造成线缆和编码解码器的连接器永久损坏。如果线缆的
铺设必须经过人员走动的区域，请使用某种形式的理线装置或方法，以免绊倒。
环境中的照明会影响图像质量。 LifeSize 系统的最佳照明条件是 300 到 500 LUX。如果照度
太低，请考虑添加人工照明。来自受遮光源的间接光或来自浅色墙的反射光通常会带来非常
好的效果。避免下列情况：
•

阳光直射在主题、背景或摄像头镜头上

•

主题和摄像头镜头受到直接照射

•

有色照明

•

刺目的侧面照明或来自上部的强光

有关环境的具体照明要求，请咨询管理员或 LifeSize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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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持的显示器类型和分辨率
LifeSize Express 200 可以通过 HDMI 线缆连接到高清显示器 （最低 720p），包括：
•

等离子体、 LCD 和 LED 平板显示器

•

大屏幕背投电视显示器 （720p 显示器）

•

前投影显示器

•

背投视听室配置

可支持的显示分辨率包括：
•

显示器 1：
-

1280 x 720p60

-

1280 x 768p60

注意：如果您为管理员优选设置 : 外观 : 显示器中的显示器 1 分辨率优选设置选择了不受
所连接显示器支持的选项，该设置会默认为自动。
•

显示器 2：
-

1280 x 720p60

放置在防火墙后
LifeSize 建议您将系统放置在防火墙后，并至少阻挡以下端口：
•

22 (SSH)

•

23 (Telnet)

•

80 (HTTP)

•

443 (HTTPS)

如果您需要保持这些端口打开，请确保将默认的管理员和命令行界面密码更改为非常安全的
密码。有关更改默认管理员密码的信息，请参阅 LifeSize 视频通信系统管理员指南。
有关更改命令行界面密码的信息，请参阅 www.lifesize.com 的 Support （支持）页面上提供
的 LifeSize 自动命令行界面文档。
还可以通过在用户界面中配置优选设置，禁用系统的 SSH 和 web 访问。默认情况下，
Telnet 访问已禁用。有关详情，请参阅 LifeSize 视频通信系统管理员指南。

网络带宽
网络带宽不够可能导致音频和视频质量不佳。 LifeSize 建议网络至少有 1 Mb/s （进出）的带
宽，以进行高清视频呼叫。在带宽较低的视频呼叫期间， LifeSize 系统自动选择可用带宽能
达到的最佳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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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服务服务器
如果想要将域地址用于发出呼叫，必须配置域名服务 (DNS) 服务器，或者使用可自动设置
DNS 服务器的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服务器。

初始配置
安装过程期间， LifeSize 系统提示您对其进行首次配置。 LifeSize 建议您在安装之前，收集
所有必要的信息。以下各节提供了收集这些数据的指导，以及记录这些数据的方式。您可能
需要咨询网络管理员，了解网络设置和系统识别信息。

注意：当执行系统重置时，初始配置屏幕也会显示。有关详情，请参阅 LifeSize 视频通信系
统管理员指南中的 “ 恢复默认设置 ”。
语言
选择要在用户界面中显示的语言。默认语言为英语。
管理员和用户密码
用户界面提供的一些功能和优选设置只能由拥有密码的管理员用户访问。出于安全方面的原
因， LifeSize 建议您在初始配置期间，更改默认管理员密码 (1 2 3 4)。
另外，您可以设置用户密码来控制对用户优选设置的访问，这些优选设置可让用户执行以下
操作：
•

更改用户界面的外观。

•

指定呼叫的接听方式。

•

配置音频设置。

•

更改摄像头和 DVI-I 输入设置。

•

重新启动系统。

管理员密码和用户密码可以是数字 0-9、星号 * 和井号 # 的任意组合，最长可为 16 个字符。

注意： 如果设置了用户密码，还可以使用管理员密码来访问用户优选设置。
管理员密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户密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统识别
整个用户界面中显示有让用户能够识别系统的信息。
将位置优选设置设为您的位置。默认设置为美国。时区优选设置用于设置在用户界面主页面
状态栏中显示的系统时间。默认设置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即使在初始配置期间指定了 NTP
服务器，也必须设置该优选设置 （请参阅第 6 页上的 “ 网络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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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名称、视频号码和语音号码显示在用户界面的主屏幕上。系统名称还可能显示在本地目
录和公司目录中。 LifeSize 建议您将默认的系统名称更改为能让用户很容易识别系统的名称。
系统名称 （用来在网络中标识此安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视频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语音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视频和语音拨号优选设置
LifeSize 系统支持将 IP 或 ISDN 协议用于视频拨号。视频拨号优选设置的默认设置是自动，
这使得系统能确定用来发出呼叫的最佳方法。
LifeSize Express 200 支持将 VoIP 和 ISDN 用于语音呼叫。 VoIP 使用 H.323 或 SIP。
当在连接到系统的 LifeSize Phone 上使用语音按钮发出呼叫时，您可以拨打 IP 地址以及
VoIP 或 ISDN 电话号码。
当使用遥控器或电话上的视频按钮发出呼叫时，可以拨打 IP 地址。这使公司网络内的系统能
够在不访问网关的情况下，使用系统 IP 地址呼叫网络内的其它 LifeSize 系统。
网络设置
默认情况下， LifeSize 系统上已启用了 DHCP。如果为 DHCP 优选设置选择了已禁用，则必
须输入 IP 地址 （如未由 DHCP 服务器分配，则为本地配置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 （用于将
IP 地址分割为网络和主机标识符）和默认网关 （系统使用的默认网关的 IP 地址）。
IP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网掩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默认网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可以输入系统的主机名。如果没有可自动设置 DNS 服务器的 DHCP 服务器，可以输入 IP
地址来配置 DNS 服务器。您还可以定义解析主机名时要搜索的域名。 DNS 将网络节点的名
称转译为地址；请指定此优选设置，以使用 DNS 将设备的主机名解析为 IP 地址。
主机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NS 服务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称搜索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为网络速度优选设置选择除自动默认以外的其它选项，则请确保该选项与在网络交换机
上配置的速度和双工模式匹配。
网络速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络双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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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输入网络时间协议 (NTP) 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以自动设置系统日期和时间。
如果 DHCP 优选设置设为已启用，且 DHCP 服务器可以将 NTP 服务器地址传递到 LifeSize
系统，则 LifeSize 系统会忽略您为 NTP 服务器主机名指定的值。
网络时间协议 (NT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音频优选设置 : 活动麦克风
活动麦克风优选设置的默认选项为自动。系统检测连接的音频输入设备，并按照以下顺序
选择其中一个作为活动麦克风：
•

电话

•

麦克风输入

•

摄像头 1

如果希望使用连接到编码解码器上线路输入接口的设备作为活动麦克风，您必须为活动
麦克风手动选择线路输入。
系统信息页面中的活动麦克风字段显示了当前哪个设备作为活动麦克风运行。如果值为无，
用户界面主屏幕的状态栏中会出现 “ 无活动麦克风 ” 指示符
，指示没有可用的活动麦克
风。在安装系统并完成初始配置之后，您可以查看系统信息页面。从主屏幕中，按 LifeSize
遥控器上的
按钮。

注意：如果选择线路输入或线路输入 （无 AEC）作为活动麦克风，而设备未连接到编码解
码器上的线路输入接口，则系统信息页面会显示 “ 线路输入 ” 作为活动麦克风的状
态。用户界面中不会出现 “ 无活动麦克风 ” 指示符。
活动麦克风优选设置的麦克风输入 （无 AEC）和线路输入 （无 AEC）选项用于自带声学回
声消除器 (AEC) 的麦克风。
音频优选设置 : 活动麦克风音量
您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来调节活动麦克风的音频电平：选择活动麦克风音量，并按 LifeSize 遥
控器上的 OK （确定）。

注意： 当麦克风输入、摄像头 1、或线路输入是活动麦克风时，会有一个内建的声学回声消
除器和降噪器是活动的。该内建的声学回声消除器自动尝试调节音量，以达到最合适
的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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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访问活动麦克风音量时，该优选设置下会显示一个音频表。该音频表会随下图所示的语
音传输路径上的数字信号处理、自动增益控制 (AGC)，以及音量和音调控制而变化。

LifeSize Phone

所传输语音 /
音频
音量和音调控制
线路输入

模/数

LifeSize
MicPod

模/数

DSP、 AGC、
回声消除器

音频表

其它数字输入

虚线表示当选择麦克风输入 （无 AEC）或线路输入 （无 AEC）作为活动麦克风时的音频路
径。此模式对于设置系统增益很有用，但是，除非安装包括了带有外部 AEC 的音频输入设
备，否则切勿在呼叫期间使用。如果未使用 AEC，可能会出现回声。
如果选择 LifeSize Phone 作为活动麦克风，活动麦克风音量优选设置将不可用。
LifeSize Phone 麦克风自动调节音量。语音流会绕过 LifeSize 系统中的所有处理，包括音量
和音调控制，而直接馈送到所传输语音路径中。
音频表以低于数字满刻度 (DFS) 的分贝 (dB) 有效值 (RMS) 来显示所传输语音的电平。其
精确度为 ± 1 dB。最大电平是 0 dB。 -50 dB 以下的电平不显示，并指示输入非常安静或
不活动。呼叫高峰期间的典型电平大约为 -28 到 -22 dB DFS。 AEC （回声消除器）和 AGC
（自动增益控制）会尝试将传输电平有效值保持在 -20 dB DFS 以下。以下各图显示在不同
电平时，音频表出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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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安静或输入不活动，低于 -50 dB （无条形）

-20 db DFS 电平 （最后一个绿条）

-10 db DFS 电平 （最后一个黄条）

0 db DFS 电平 （最大可能电平；首个红条为 -9 dB）

通话中的典型传输语音电平
为 LifeSize MicPod 或 LifeSize Focus 设置活动麦克风音量时，可让某人处在通话参加者在
会议室中通常会坐的位置，并要求该人面向活动麦克风，以正常音量讲话。
使用该音频表，可直观地验证传输电平峰值在所需的 -28 到 -22 dB 范围内。
LifeSize 建议，对于大多数 LifeSize MicPod 应用，将活动麦克风音量的音量设置为 5 到 8。
LifeSize 建议，对于大多数 LifeSize Focus 应用，将 “ 活动麦克风音量 ” 的音量设置为 5 到
10。

LifeSize Express 200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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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使用外部混音器或放大麦克风时将活动麦克风音量设为线路输入选项，请按照以下步
骤操作：
1. 为活动麦克风选择线路输入 （无 AEC）。
2. 让某人处在距离麦克风大约一米处，面向麦克风，以正常音量讲话。
3. 调节活动麦克风音量和外部混音器输出电平，直到音频表峰值在 -28 到 -22 dB 范围内。
LifeSize 建议您调节外部混音器音量，使得在活动麦克风音量控制设置为不小于 5 或大
于 15 的情况下，峰值电平能达到音频表 -28 到 -22 dB 范围。
4. 如果您使用的麦克风或混音器带有回声消除器，则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调节。否则，请
为活动麦克风选择线路输入。这会打开 LifeSize 系统的回声消除器、降噪和自动增益控
制功能。如果不使用回声消除器，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回声问题。
5. 调节之后，请检查在距离麦克风一米处正常讲话时的峰值电平是否在 -28 到 -22 dB 范围
内。 AGC 尝试将传输电平保持在 -20 dB 以下，也就是条形图的绿色范围。
在未选择线路输入作为活动麦克风的情况下，也有一个音频表可用于线路输入音量优选设
置，以便为连接到编码解码器上的线路输入接口的设备设置音频电平。
音频优选设置 : 视频和语音呼叫输出
如果计划在视频呼叫和语音呼叫中都使用外部扬声器来提供音频输出，而不使用
LifeSize Phone，请确保视频呼叫音频输出和语音呼叫音频输出优选设置都设为线路输出。
默认情况下，视频呼叫音频输出设为线路输出；语音呼叫音频输出设为电话。如果音频使用
的是 LifeSize Phone，请将这些优选设置设为电话。
音频优选设置 : 测试扬声器
您还可以测试初级输出扬声器以获取适当的音频电平，或者确保扬声器工作正常。为初级音
频输出测试选择自动，以对可用的扬声器循环进行测试。在您选择关闭之前，该测试持续进
行。您还可以选择测试左或测试右选项，将声音发送到左信道或右信道。声音同时发送到显
示器 1 的线路输出和高清视频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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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ize Express 200 组件
LifeSize Express 200 包装中含有下列组件：
•

•

以下音频组件其中之一：
-

LifeSize Focus

-

LifeSize MicPod － 请参见第 15 页上的 “ 可选外设 ”，了解双 LifeSize MicPod 选项

-

LifeSize Phone

以下摄像头和线缆其中之一：
-

LifeSize Focus
•

-

标准 2.9 米 （9.5 英尺）线缆，可选 7.5 米 （24.6 英尺）或 15 米 （49.2 英尺）
线缆

LifeSize Camera
•

标准 7.5 米 （24.6 英尺）线缆，可选 15 米 （49.2 英尺）线缆

•

LifeSize Express 200 编码解码器

•
•

LifeSize 遥控器 （包含三节 AAA 电池）
快速参考卡

•

产品文档光盘

LifeSize Express 200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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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LifeSize Express 200
在安装 LifeSize 视频通信系统之前，请阅读文档 LifeSize 安全与法规通告，了解重要的安全
信息。该文档可从文档光盘以及 www.lifesize.com 网站上的支持页面获取。
警告：在将线缆连接到编码解码器时要当心，以免损坏线缆或编码解码器上的连接器。
连接时，应面向编码解码器的背面或确保能看到所有连接器。
要安装 LifeSize 系统的组件，请从产品包装中取出所有组件 （包括线缆），并将它们放置在
会议室中想要的位置。
警告：请勿在编码解码器顶部或附近放置任何物品，否则可能妨碍该装置周围的空气流
动，或产生热量。从而可能造成系统过热和重新启动。如果长时间过热，可能会损坏编
码解码器。确保放置编码解码器的房间通风良好且温度受控。
请参阅系统随附的 LifeSize 快速参考卡，直观地了解正确的安装步骤说明。快速参考卡上的
编号对应下列步骤：
1. 打开遥控器背面的电池仓。
a. 在插入电池之前，请分别拉直最靠近外电池槽的两根带子。
b. 插入两个靠外的电池，负极一端 (-) 首先紧靠弹簧，然后将正极一端 (+) 按到位，
压住电池下面的布带子。
c.

将较长的布带子放在两个电池的上方，插入居中的电池，首先负极一端紧靠弹簧，
压住其下方的较长布带子。然后将电池的正极一端按到位。

d. 将布带子的两端放在居中电池上方，并安装盖子。
2. 要连接到 LifeSize Camera (2a) 或 LifeSize Focus (2b)，可将摄像头线缆插入摄像头后
侧上的端口，另一端插入编码解码器后面标有摄像头符号
的端口。

3. 将一根视频显示器连接线插入显示器后侧上的端口，另一端插入编码解码器 (3a) 背面上
标有显示器 1 符号
的端口。将显示器电源线插入墙上的电源插座。

注意：如果计划使用不是显示器内置的外置扬声器，请将扬声器连接到编码解码器后面
标有线路输出符号
的端口。
要连接第二个显示器，可将视频显示器连接线插入显示器后侧上的端口，另一端插入编
码解码器 (3b) 后面标有显示器 2 符号
的端口。将显示器电源线插入墙上的电源插
座。默认情况下，第二个显示器为空白。在完成初始配置之后，请参阅第 14 页上的 “ 配
置第二台显示器 ” 以完成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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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网线插入编码解码器后面标有局域网符号
的网络端口。

的网络端口。将网线的另一端插入墙上

5. 如果要将 LifeSize Focus 同时用作音频和视频输入，可跳过步骤 5。否则，执行以下操
作之一：
a. 如果您使用单个 LifeSize MicPod 来输入音频，请将 LifeSize MicPod 连接线的端部
插入编码解码器背面上标有麦克风符号
的麦克风端口。如果 LifeSize MicPod 安
装在接线可能被拉扯或绊着的位置，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 “ 安装 LifeSize MicPod 防
拉线夹 ”。
警告：在 LifeSize MicPod 接线上绊倒可能会造成人员受伤，以及 LifeSize MicPod
接线连接器和编码解码器中的连接器永久损坏。 LifeSize 建议您如第 17 页上的 “ 安
装 LifeSize MicPod 防拉线夹 ” 中所述使用 LifeSize MicPod 产品盒中包含的防拉线
夹。
如果是使用双 LifeSize MicPod 来输入音频，请参阅第 15 页上的 “ 配置双
LifeSize MicPod”，了解关于受支持配置选项的说明。
b. 如果使用 LifeSize Phone 来输入音频，请将电话线插入到电话下侧标有 LAN （局域
网）符号
的端口。

注意： LifeSize Phone 上标有

符号的外部端口留作将来使用。

将电话线的另一端插入编码解码器背面上标有 LifeSize Phone 符号
确保线缆都固定在穿线框中，以免损坏线缆。

的端口。

注意：当 LifeSize Phone 连接到 LifeSize 视频通信系统时，您不能将其配置为用作
独立的免提电话。使用 LifeSize 视频通信系统界面来配置您的系统。
6. 将电源线从电源适配器插入到编码解码器后面标有
线一端插入电源适配器，将另一端插入电源插座。

的电源插座。将电源

LifeSize 系统启动，编码解码器前面的蓝色 LED 指示灯亮起。有关系统开机或条件更改
后系统状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1 页上的 “ 状态图标 ”。
在首次连接到编码解码器时，摄像头会初始化；该过程需要约 90 秒。
警告：在此期间，不要干扰或断开设备，否则可能会损坏系统。

LifeSize Express 200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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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会出现初始配置屏幕，提示您配置系统。请参阅第 5 页上的 “ 初始配置 ” 以及您之前在
该处收集的信息，以指导您进行配置选择。使用遥控器上的箭头键浏览各初始配置屏幕
中显示的优选设置。出现在每个屏幕底部的图标及其说明对应于遥控器上的按键，并指
示对屏幕或选定对象可以执行哪些操作。
如果初始配置屏幕不出现且显示器为空白，请参阅第 18 页上的 “ 安装问题故障诊断 ”。
屏幕的底端包含系统状态栏和导航栏。系统状态栏指示系统和网络状态。当系统启动
时，状态也显示在重拨清单的顶部，指示系统的当前状态。请参见第 21 页上的 “ 状态图
标 ”，获取您可能遇到的状态图标的解释。

锁定 LifeSize 编码解码器
您可以用安全环锁住 LifeSize 编码解码器，以防止设备的物理移动。要获得帮助，请与
LifeSize 合作伙伴或 LifeSize 技术服务部联系。

配置第二台显示器
如果安装了第二台显示器，必须对其进行配置。从用户界面的主屏幕，按 LifeSize 遥控器上
的
，以访问系统菜单。浏览到管理员优选设置 : 外观 : 布局，并选择显示器 2 布局，默认
情况下该项被设为无。选择演示 + DVI-I 输入，以配置第二台显示器。配置后，当发送或接
收演示时，显示器 2 显示 DVI-I 输入或演示 （近端和远端）。
在 LifeSize Express 200 使用两台显示器时，以下条件适用：
•

呼叫期间屏幕上出现的、用来指示近端或远端演示正在进行的演示图标，会出现在显示
器 1 上。对于发自远端参加者的演示，接收演示图标
会出现在显示器 1 的左上角；
对于发自近端参加者的演示，发送演示图标
会出现在显示器 1 的右下角。

•

对于显示器 2，只支持演示视频或 DVI-I 输入。用户优选设置 : 背景和管理员优选设置 :
外观 : 背景中出现的背景图像和颜色优选设置只能用于显示器 1。用户界面只出现在显示
器 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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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外设
您可以连接下列可选外设，以增强 LifeSize 系统：
外设

用途

DVI-I 输入

连接便携式电脑，用于演示或共享 PC 数据的 DVI-I 端口。对于具有 VGA
输出的设备和 PC， LifeSize 包含了一根 DVI-A 转 VGA 的线缆。 HDMI 信
号源可通过转换器转换后使用。有关受支持分辨率和音频支持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LifeSize 视频通信系统管理员指南。

Networker

针对使用 LifeSize Networker 的情况。
注意：此端口也标记有 LifeSize Phone 符号
LifeSize Phone 或 LifeSize Networker。

麦克风输入

，可以用于

针对使用单或双 LifeSize MicPod 配置的情况。
在单 LifeSize MicPod 配置中，可以将 LifeSize MicPod 延长线缆 （15 米，
49.2 英尺）添加到 LifeSize MicPod。
在双 LifeSize MicPod 配置中，您在大房间中使用两个 LifeSize MicPod、
一条分离线缆和多条延长线缆的组合，以创建更宽范围的音频输入。请参
阅第 15 页上的 “ 配置双 LifeSize MicPod”。

音频输入 （线路输入）

除 LifeSize Phone 或 LifeSize MicPod 之外，还与外部线路电平音频输入
一起使用。

音频输出 （线路输出）

针对使用未内建到显示器 1 中的外部线路电平输出扬声器或使用耳机 （左
加右）的情况。
警告：耳塞或头戴式耳机的声压如果过高，可能会损伤听力。

配置双 LifeSize MicPod
如果要使用双 LifeSize MicPod，您可以使用分离线缆，将延长线缆和两个 LifeSize MicPod
的组合连接到 LifeSize 编码解码器上的单个 LifeSize MicPod 端口，以在大会议室中获取最
大的全向音频覆盖范围。
双 LifeSize MicPod 配置仅限于两个 LifeSize MicPod 和一条分离线缆。（不能使用多个分离
器连接到超过两个 LifeSize MicPod。）不过，您可以使用三种延长线缆的配置变化形式：
•

如果将分离器的公端直接连接到编码解码器，可以不使用或者使用一条延长线缆，将
LifeSize MicPod 连接到分离器的每个母端。

•

如果使用一条延长线缆将编码解码器连接到分离器，可以不使用或者使用一条延长线
缆，将 LifeSize MicPod 连接到分离器的每个母端。

•

如果使用两条延长线缆将编码解码器连接到分离器，则必须将两个 LifeSize MicPod 直接
连接到分离器的母端。

LifeSize Express 200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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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LifeSize MicPod 安装在接线可能被拉扯或绊着的位置，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 “ 安装
LifeSize MicPod 防拉线夹 ”。
警告：在接线上绊倒可能会造成人员受伤，以及 LifeSize MicPod 接线连接器和编码解码
器中的连接器永久损坏。 LifeSize 建议您如第 17 页上的 “ 安装 LifeSize MicPod 防拉线
夹 ” 中所述使用 LifeSize MicPod 产品盒中包含的防拉线夹。
LifeSize 编码解码器将检测到的连接到编码解码器麦克风输入端口的任何分离器或线缆都视
为 LifeSize MicPod。如果 LifeSize MicPod 未连接到延长或分离线缆，且麦克风输入被选择
作为活动麦克风，则无任何音频可用。状态栏不会出现 “ 无活动麦克风 ” 指示符，系统信息
页面中的活动麦克风字段将麦克风输入报告为活动麦克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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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LifeSize MicPod 防拉线夹
如果 LifeSize MicPod 安装在接线可能被拉扯或绊着的位置， LifeSize 推荐使用
LifeSize MicPod 中附带的防拉线夹，以减少断开或损坏插头或 LifeSize 视频通信系统编码解
码器的机会。
在将防拉线夹装到编码解码器上之前，请确保编码解码器表面清洁 （无污物、灰尘、油污及
其它残留物）和干燥。防拉线夹上的胶带只能单次使用。将防拉线夹装到编码解码器上并将
LifeSize MicPod 线缆如下图所示穿过防拉线夹：

要获取防拉线夹的替换件，请联系 LifeSize 合作伙伴。

LifeSize Express 200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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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安装
LifeSize 视频通信系统管理员指南解释了如何发出测试呼叫来验证安装。它还解释了一些附
加调节，在您使用以下各项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对 LifeSize 配置和网络进行这些附加调节：
•

网络地址转换 (NAT)

•

防火墙

•

H.323 网守

•

会话初始化协议 (SIP)

•

其它网络安全协议

安装问题故障诊断
LifeSize 系统可能遇到的安装问题通常涉及显示器输出问题、线缆连接不正确、网络带宽或
连接性。请参阅 LifeSize 视频通信系统用户指南，了解 LifeSize 系统可能遇到的其它问题的
故障诊断信息。
线缆连接不当或松动是硬件设备问题的常见原因。调查系统问题时，请首先检查所有外部控
制装置和线缆连接。确保连接正确、可靠，且无任何物体妨碍线缆连接。

从 LifeSize Phone 上配置显示器输出
如果您在使用 LifeSize Phone，且显示器显示初始配置屏幕，但图像变形且不可用，或者显
示器空白，您可以从 LifeSize Phone 用户界面来配置显示器。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确保当前没有进行呼叫。
2. 登录到 LifeSize Phone 的管理菜单。
a. 当电话空闲时，依次按
b. 输入管理员密码 （默认为 1 2 3 4），并按

。
。

3. 按键盘上的 1，选择优选设置。
4. 按键盘上的 1，选择显示器 1。

5. 按

键选择自动。

6. 按

键接受所作更改。

注意：如果在任何优选设置屏幕上的空闲时间达到两分钟，则返回到主屏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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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完成优选设置的设定之后，请按
8. 按

键加以保存。

返回到先前屏幕。

无电源
要对电源问题进行故障诊断，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将电源模块 (PSU) 与 LifeSize 编码解码器和交流电源断开。
2. 将您确认肯定正常的电器插入到交流电源，以确定电源是否正常。
3. 如果交流电源正常，则将 PSU 插入到交流电源，但不要将 PSU 连接到 LifeSize 编码解
码器。如果 PSU 上的绿色 LED 指示灯亮，说明 PSU 可能是好的。
4. 从交流电源断开 PSU。将 PSU 连接到 LifeSize 编码解码器，再将 PSU 重新连接到交流
电源。如果 LifeSize 编码解码器启动失败，且 PSU 上的绿色 LED 指示灯暗淡，则编码
解码器可能是问题根源。

IP 地址显示无效值
在完成初始配置之后，如果出现在主屏幕顶部的 IP 地址显示无效值，则可能存在以下一种状
况：
状况

解决方法

设备配置为使用 DHCP 获得地址，但无可
用 DHCP 服务器。
注意：DHCP 客户端自我分配一个 169.254
B 类网络中的地址，且主屏幕上的状态栏中
会出现红色的网络符号
。

确认设备已连接到有 DHCP 服务器的网络上。

以太网线连接故障。

用高质量线缆替换以太网线。

该设备配置为使用静态 IP 地址，但尚未输
入任何 IP 地址。

如果禁用 DHCP，则请确定并输入必要的 IP 信息。

网络连接不可用。

检查网络连接。

红色网络符号
中。

出现在主屏幕的状态栏

LifeSize Express 200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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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问题
摄像头的视频出现在用户界面主屏幕上的一个小窗口中，该窗口位于重拨清单上方。如果不
能显示摄像头的视频，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

确保您已经按第 12 页上的 “ 安装 LifeSize Express 200” 所述，将摄像头正确地连接至
LifeSize 编码解码器。

•

确认摄像头正面的蓝色 LED 指示灯亮起且不闪烁，这表明已经通电。

•

从用户界面的主屏幕，按 LifeSize 遥控器上的
，以访问系统菜单。按
访问系统信息页面的第二页。确保摄像头状态为准备就绪。

•

确保初级输入被设为高清摄像头。按遥控器上的
。如果屏幕顶部未出现初级输入 :
高清摄像头，请按
以显示初级输入选择框。使用遥控器上的箭头键选择合适的高清
摄像头，然后按 OK （确定）。

按钮，以

改善暗景图像
如果图像显示太暗，可以调节用户 （或管理员）优选设置 : 诊断 : 高清摄像头中的高清摄像
头亮度优选设置。

连接的视频输入设备不工作
如果所连接视频输入设备的功能不被 LifeSize 系统支持，则对于该输入，系统信息页面上会
出现状态在范围之外。该设备可能处于编码解码器不支持的模式。更改模式可能会有用。若
更改模式也没用，则该设备不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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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图标
下表列出了系统状态栏中可能出现的图标。
图标

状况
表示通信子系统正在初始化。如果该图标在系统启动后再次出现，即表示
出现问题。重新启动系统。

表示系统正在初始化。当系统正在初始化时，主屏幕上的功能被禁用且重
拨清单中不显示条目。在系统启动后，如果系统连接了新设备，也会显示
该图标并且图标在设备准备就绪后消失。如果该图标持续出现，即表示出
现问题，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表示已检测到连接的电话，且电话正在初始化。如果该图标持续出现，即
表示出现问题，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表示系统没有活动麦克风。检查设备的连接，然后检查为活动麦克风优选
设置选择的选项。

网络状态

标识网络状态，如下：
已连接

（绿色指示符）

进行中

（黄色指示符）

已断开连接
系统过热

（红色指示符）

当系统温度超过正常运行温度时，此黄色指示符向您发出警告。
编码解码器会自动调节风扇转速，以冷却自身。
此红色指示符警告系统过热，并正接近最大允许的运行温度，达到
该最大允许温度后，系统会自动重启。
警告：需要编码解码器重启的温度可能会造成编码解码器组件永久损坏。
确保放置编码解码器的房间通风良好且温度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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