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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使用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
本指南說明如何管理以下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
•

LifeSize Room 系列

•

LifeSize Team 系列

•

LifeSize Express 系列

要獲取有關管理 LifeSize Passport 的資訊﹐請參閱 LifeSize Passport 使用指南。 要獲取有
關如何安裝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的更多資訊，請參閱您的 LifeSize 系統型號的安裝指南。
產品附帶的說明文檔光碟和 www.lifesize.com 網站中的支援頁面提供了相關的說明文檔。
www.lifesize.com 網站中的支援頁面亦提供發行注意事項、技術註解和技術參照出版物。

安裝後的組態
依您的環境情況而定，安裝系統後，在使用系統前，您可能需要對您的 LifeSize 系統組態和
網路做以下額外的調整。

啟用與其他系統的通訊
如果您使用靜態網路位址轉換 （NAT）為您的 LifeSize 系統指派一個公共 IP 位址，以便與
您私有網路之外的裝置進行通訊，則您必須在撥打通話前在您的 LifeSize 系統上啟用靜態
NAT。請參閱第 14 頁 「啟用網路位址轉換 （NAT）」中的更多資訊。
如果您的 LifeSize 系統透過防火牆與其他裝置通訊，則您必須對防火牆進行設定，以允許經
由第 15 頁 「限制保留連接埠」中所指定的保留連接埠和第 16 頁 「設定防火牆設定值」中
所指定的必要連接埠所傳入和傳出 LifeSize 系統的流量。如果防火墻未正確設定為允許視訊
和音訊流量，使用者透過防火墻向使用 IP 位址的系統撥打通話時，可能會發生單向音訊或視
訊的情況。
如果您在您的環境中使用 H.323 閘道管理員，且想要使用 H.323 協定的名稱或延伸來撥打通
話，請使用第 21 頁 「指定 H.323 設定值」中的資訊來設定您的 LifeSize 系統。
如果您在您的環境中使用通訊初始化協定 （SIP）伺服器且想要使用 SIP 協定撥打通話，請
使用第 22 頁 「設定 SIP 設定值」中的資訊來設定您的 LifeSize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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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LifeSize 系統撥打測試通話
LifeSize Demo (demo.lifesize.com) 呈現為重撥清單、新系統的本機目錄以及被還原為預設
值的系統中的預設輸入項目。 要獲取有關將系統還原為預設值的更多資訊，請參閱第 26 頁
「回復預設值」。 您可使用此輸入項目從您的 LifeSize 系統撥打測試通話。 使用此輸入項目
進行的通話指向一組示範系統內後面可用的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 重撥清單輸入項目的名
稱變更為指出應答通話的系統名稱。

備註： 要使用此輸入項目，您必須在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一般中指定一個 DNS 伺服器
或使用可自動設定 DNS 伺服器的 DHCP。 如果未設定 DNS 伺服器，撥到此輸入項
目的通話狀態將顯示為不可使用，因為通話無法解析為 IP 位址。

存取管理功能
您可以使用遙控器管理您的視訊通訊 LifeSize 系統，或者使用網路瀏覽器、主機遠端登入
（telnet）通訊和安全殼層 （SSH）通訊遠端管理。

使用遙控器管理
請依照以下步驟來使用遙控器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以設定系統：
1. 在使用者介面的主畫面中，按遙控器上的

按鈕來存取系統功能表。

2. 選擇管理員喜好設定，然後按 OK （確定）。
3. 輸入管理員密碼，然後按 OK （確定）。

備註： 預設的管理員密碼為 1 2 3 4。要變更管理員密碼，請參閱第 8 頁 「變更管理員
密碼」。如果輸入了錯誤的密碼，請按遙控器上的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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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來清除登入嘗試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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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路瀏覽器管理
要從網路瀏覽器設定 LifeSize 系統的組態，您的網路瀏覽器上必須安裝並設定 Adobe Flash
Player。您可從 www.adobe.com 網站下載 Flash Player。 請參閱 www.lifesize.com 支援頁
面上 LifeSize 系統型號的發行注意事項，以取得受支援的 Flash Player 版本以及受支援的網
路瀏覽器。
由網路瀏覽器遠端存取 LifeSize 系統功能已預設為啟用狀態。 要停用透過網路瀏覽器的遠端
存取，請在管理員喜好設定：安全：一般中的 HTTP 喜好設定內選擇已停用。
要存取網路管理介面，請依照以下步驟。
1. 打開網路瀏覽器並在網路位址欄位輸入 LifeSize 系統的 IP 位址。系統的 IP 位址呈現在
使用者介面的主畫面頂端。
登入畫面將會呈現。

備註： 這是個安全網際網路連線，所以您可能會收到不明認證的警告。
2. 在登入畫面中執行以下動作：
a. 選擇介面的顯示語言。
b. 輸入管理員密碼。
c.

點按送交。

3. 完成系統管理後，請按一下畫面底端的登出按鈕，然後關閉您的網路瀏覽器。

使用 SSH 通訊管理
您可透過 SSH 通訊管理您的 LifeSize 系統。預設狀況下，SSH 通訊遠端存取的功能已啟
用。透過 SSH 通訊登入並輸入命令來遠端管理您的 LifeSize 系統。透過 SSH 通訊來使用自
動命令列介面以管理系統。 要獲取更多資訊，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話系統手冊的 LifeSize
自動命令列介面。www.lifesize.com 支援頁面上有提供此文檔。
要停用透過 SSH 階段作業的遠端存取，請在管理員喜好設定：安全：一般中的 SSH 喜好設
定內選擇已停用。

由主機遠端登入 (telnet) 通訊進行管理
您可使用主機遠端登入 （telnet）通訊來管理您的 LifeSize 系統。預設狀況下，透過主機遠
端登入 （telnet）通訊遠端存取的功能已停用。LifeSize 建議您使用網路管理介面或 SSH 通
訊來遠端管理系統。 要啟用透過主機遠端登入 （telnet）通訊的遠端存取，請在管理員喜好
設定：安全：一般中的 Telnet 喜好設定內選擇已啟用。透過主機遠端登入 （telnet）通訊使
用自動命令列介面管理系統。 要獲取更多資訊，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話系統手冊的
LifeSize 自動命令列介面。 www.lifesize.com 支援頁面上有提供此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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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ifeSize MIB 進行管理
預設情況下，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是啟用 SNMP 的裝置，支援 SNMP 第 3 版。使用由
SNMP 管理器編譯的 LifeSize 自訂 MIB，以及在您的 LifeSize 系統上設定的 SNMP 使用者，
您可以從 SNMP 管理器主控台監視並設定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
在 www.lifesize.com 的支援頁面上，可將 LifeSize MIB 以 ASCII 文字檔進行下載。要獲取有
關使用 LifeSize 自訂 MIB 及設定 LifeSize 系統以與 LifeSize 自訂 MIB 搭配使用的更多資訊，
請參閱 www.lifesize.com 支援頁面上的 「客戶支援文件」一節。
要停用對 LifeSize 系統的 SNMP 存取，請參閱第 6 頁 「控制遠端管理」。

設定安全喜好設定
您可在管理員喜好設定： 安全中設定喜好設定，以控制透過網路、主機遠端登入 （telnet）、
SSH 階段作業和 SNMP 對系統的遠端存取。 您也可以啟用 FIPS 140-2 安全性設定，啟用
H.235 AES 安全性用於通話，並管理管理員密碼和使用者密碼。

控制遠端管理
預設狀況下，透過網路 （HTTP）、SSH 和 SNMP 對 LifeSize 系統遠端存取的功能已啟用，
透過主機遠端登入通訊對系統遠端存取的功能已停用。 要啟用或停用透過任何這些機製進行
的遠端存取，請在管理員喜好設定：安全：一般中設定 HTTP、SSH、Telnet 和 SNMP 喜好
設定。

啟用 FIPS 140-2 安全性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支援 Fede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andard （FIPS） 140-2 （等
級 1），這是用來認證加密模組的美國政府電腦安全性標準。 預設情況下，FIPS 安全性已停
用。 當您在管理員喜好設定﹕安全：一般中將 FIPS 140-2 設為已啟用時，會發生以下情況﹕
•

管理員喜好設定：安全：一般中的 HTTP、Telnet 和 SNMP 喜好設定自動設為已停用，
且不可用於配置。

•

透過 SSH 對命令行介面的登入存取已停用。

備註： SSH 喜好設定的當前設定未變更。
•

管理喜好設定：網路：一般中的 802.1x 驗證喜好設定自動設為已停用，且不可用於
配置。

•

管理員喜好設定：系統畫面上的授權金鑰按鈕不可用。 要安裝或升級授權金鑰，FIPS
140-2 喜好設定必須設為已停用。

•

管理員喜好設定：安全：一般中的 H.235 AES 安全性喜好設定自動設為已啟用，如果尚
未設為已啟用或約束。

•

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訊：SIP 中的 SIP TLS 訊號傳送喜好設定設為已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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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您離開管理員喜好設定：安全：一般畫面之後，系統會重新啟動。

•

主頁面的狀態列中會顯示紅色 FIPS
全性。

•

系統重新啟動之後，FIPS 140-2 安全協定已啟用會顯示在管理員喜好設定上安全按鈕的
上方。

圖示，直到系統完成配置變更以啟用 FIPS 安

FIPS 140-2 設為已啟用時，您不能升級系統軟體。 您必須首先將 FIPS 140-2 設為已停用。
在嘗試執行升級之前，確保 HTTP 和 SSH 設為已啟用。
如果您將 FIPS 140-2 喜好設定從已啟用變更為已停用，會發生以下情況：
•

由於將此喜好設定設為已啟用而導致不可用於配置的喜好設定會變為可用。

•

透過 SSH 對命令行介面的登入存取已啟用。

備註： SSH 喜好設定的當前設定未變更。
•

HTTP 和 SNMP 喜好設定設為已啟用。 由於將 FIPS 140-2 設為 已啟用而導致已修改的
其他喜好設定不會變更。

•

當您離開管理員喜好設定：安全：一般畫面之後，系統會重新啟動。

啟用 H.235 AES 安全協定
LifeSize 系統支援 H.235 128 位元 AES 安全協定，在 H.323 通話中使用 Diffie Hellman 金鑰
交換協定。 www.lifesize.com 網站支援頁面上的發行注意事項列出了支援 AES 互通性的第三
方裝置。
要啟用 AES 安全協定，您必須將管理員喜好設定：安全：一般中的 H.235 AES 安全協定喜
好設定設為已啟用或約束。設定為已啟用時，通話可以連接，但僅當遠端支援 AES 安全加
密時通話才會進行加密。設定為約束時，如果遠端不支援 AES 安全加密，則通話將無法接
通。 要確保當 LifeSize 系統作為通話中的 MCU 時加密所有通話連接，請將此喜好設定設為
約束。
已加密的通話會在呼叫者 ID、通話管理器清單和通話統計資料清單內以加密圖示指示。請參
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使用指南中的圖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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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管理員密碼
LifeSize 建議您用安全密碼來保護管理員喜好設定，以防其他使用者擅自更動。請依照以下
步驟來變更管理員密碼：
1. 在系統功能表中，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安全：密碼。
2. 在管理員密碼下方的新密碼欄位中輸入新的密碼，然後按確定。

備註： 如果您在初始組態設定中未變更管理員密碼，則預設密碼為 1 2 3 4。
3. 在確認密碼欄位中重新輸入新的密碼，然後按確定。
4. 選擇設定新密碼按鈕，然後按確定。

設定使用者密碼
您可設定使用者密碼以控制對使用者喜好設定畫面的存取。預設狀況下，使用者密碼沒有設
定。

備註： 如果您已設定使用者密碼，則還可以使用管理員密碼來存取使用者喜好設定畫面。
請依照以下步驟來設定使用者密碼：
1. 在系統功能表中，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安全：密碼。
2. 在使用者密碼下方的新密碼欄位中輸入新的密碼，然後按確定。
3. 在確認密碼欄位中重新輸入新的密碼，然後按確定。
4. 選擇設定新密碼按鈕，然後按確定。

設定網路使用率
要設定這些影響您的 LifeSize 系統與您的區域網路上其他伺服器和裝置如何互動的喜好設
定，請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一般。

備註： 如果變更是來自配線室或透過軟體的網路中的變更 （例如路由器設定的變更），
則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檢測不到 IP 位址的變更。如果 DNS 變更了，則重新
啟動 LifeSize 系統。

指定本機設定的 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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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輸入 IP 位址 （若 DHCP 伺服器沒有指派
任何位址的話，請輸入本機設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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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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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HCP 設定 LifeSize 系統
如果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使用 DHCP （預設值）取得其 IP 位址，它可以從 DHCP 伺服器
接受一個選項，指定系統可以取得設定資訊的位置和檔案。該檔案可以位於網路伺服器、普
通檔案傳輸協定 （TFTP）伺服器或檔案傳輸協定 （FTP）伺服器上。系統每次啟動時，它
都會嘗試提取選項指定的設定檔。如果該設定檔在上次套用之後已變更，則系統會在啟動程
序繼續之前套用該設定檔。要啟用此功能，必須先滿足下列先決要件：
•

LifeSize 系統中的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一般中的 DHCP 喜好設定必須設為已啟用。

•

LifeSize 系統接受此功能的站點特定選項 157。您必須在 DHCP 伺服器上設定此選項。

備註： 如果使用 DHCP 選項 157 設定系統，並將 TFTP 伺服器指定為獲取設定檔案的
來源，系統會透過連接埠 5351 接受下載。確保已設定系統與 TFTP 伺服器之間
的防火牆，以便允許透過此連接埠下載。
•

包含 「LifeSize 自動命令列介面」命令的設定檔必須存在於 DHCP 選項指定的位置。 要
瞭解有關建立設定檔的更多資訊，請參閱第 11 頁 「建立設定檔」。

備註： 如果管理員喜好設定：安全：一般 中的 FIPS 140-2 設為已啟用，則以下命令
（若包含在設定檔中）會失敗：
set system licensekey -i
set system licensekey -u
要安裝或升級授權金鑰，FIPS 140-2 喜好設定必須設為已停用。 要獲取有關
FIPS 140-2 喜好設定的更多資訊，請參閱第 6 頁 「啟用 FIPS 140-2 安全性」。
設定 DHCP 選項
與此功能搭配使用的 DHCP 伺服器的特別設定詳情視使用的 DHCP 伺服器及您的環境而有
所不同。本小節的範圍限制為說明站點特定選項 157 的格式，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可以從
DHCP 伺服器接受該選項來取得設定檔。
如果您將選項設定為下列格式的字串，則 LifeSize 系統可以從 DHCP 伺服器接受站點特定的
選項 157。
LifeSize：server=<path>
其中 <path> 是分號分隔的一或多個 URL，指定設定檔的位置。受支援的協定包括 TFT、
FTP 和 HTTP。如果該路徑包含一個以上 URL，則 LifeSize 系統會依列出的順序嘗試 URL，
並使用存在的第一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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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如果路徑為：
http://example/config/fishtank.cfg;ftp://example/other/fishtank.cfg

則系統會嘗試從位於 http://example/config/fishtank.cfg 的網路伺服器取得設定檔
fishtank.cfg。如果該位置不存在該檔案，則系統會嘗試從位於
ftp://example/other/fishtank.cfg 的 FTP 伺服器取得設定。

備註： 如果伺服器需要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才能存取該檔案，例如，登入 FTP 伺服器，則您
可以將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包括在該 URL 中。例如：
ftp://<username>:<password>@example/other/fishtank.cfg

其中，<username> 是使用者名稱，而 <password> 是登入所需要的密碼。使用者名
稱和密碼不能包含分號。
每個 URL 也可以包含下列轉碼，使其成為系統中特有的設定：
轉碼

更換值

#M

使用利用底線字元來更換位元組間冒號的 MAC 位址進行更換。MAC 位址會解析為
具有小寫字母的十六進位數字。

#S

使用系統型號進行更換，如下所示：
room
express
room2
team2
express2
room220
team220
express220

#I

使用指定的 IP 位址進行更換。

如果將機器名稱或 IP 位址單獨用作路徑元素，則會替代下列路徑：
tftp://<name>/#M.cfg;tftp://<name>/#S.cfg

其中 <name> 是路徑中的 IP 位址或 DNS 名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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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對於 MAC 位址為 00:13:FA:00:12:33、IP 位址為 10.10.22.77 的 LifeSize Room 系統：
http://example/configs/fishtank.cfg;example;ftp://example/#I.cfg

解析為搜尋位於下列位置的設定檔：
1. http://example/configs/fishtank.cfg
2. tftp://example/00_13_fa_00_12_33.cfg
3. tftp://example/room.cfg
4. ftp://example/10.10.22.77.cfg

備註： MAC 位址會解析為具有小寫字母的十六進位數字。在先前的範例中，MAC 位址
00:13:FA:00:12:33 更換為 00_13_fa_00_12_33。如果您指定使用 #M 轉碼的路徑，
請確定設定檔的檔案名稱包含小寫字母。
會使用找到的第一個檔案。如果該檔案的總和不同於載入系統的最後一個設定檔，則會使用
新檔案。

備註： 設定導致系統重新啟動的喜好設定 （例如，連接埠範圍或 SIP 喜好設定）可能會導
致系統在將設定檔載入系統之後立即重新啟動。因為在此狀況下設定檔的總和相同，
所以檔案不會再次載入。當系統完全啟動之後，會套用實際設定變更。這可能會導
致先前的喜好設定在設定生效之前，出現在使用者介面上，例如先前的系統名稱。
建立設定檔
設定檔由一系列命令列介面命令組成，這些命令與 get config 命令的輸出格式相同，或者
位於從網路管理介面儲存系統組態時建立的設定檔中。要獲取有關使用命令列介面的更多資
訊，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的 LifeSize 自動命令列介面。 www.lifesize.com 支援頁面
上有提供此文檔。
有關從網路管理介面儲存系統設定的更多資訊，請參閱第 49 頁 「儲存和還原系統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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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主機名稱和網域名稱服務 (DNS) 伺服器
您可輸入系統的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來設定 DNS 伺服器。您同樣也可透過輸入網域名稱搜尋
的方式來解析主機名稱。網域名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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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網路速度
如果您在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網路速度喜好設定中選擇自動以外其他選項，請確定該選
項與您的網路交換器的速度和雙工組態相符合。

備註： 如果您的乙太網路交換器設定為半雙工，若撥打頻寬大於 521 Kb/s 的通話時，您可
能會遇到視訊品質不良的狀況。要處理該問題，當網路速度喜好設定為自動時，請
將您的乙太網路交換器組態變更為半雙工以外的設定值。

指定 VLAN 標籤
如果您的環境中已擁有靜態虛擬本端區域網路 （VLAN），則可以為 LifeSize 系統進行設定，
將 VLAN 標籤套用至傳出封包，並僅接受具有相同 VLAN ID 的已加上標籤的傳入封包。要啟
用此功能，導覽至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一般：VLAN 標籤並指定向系統指派的 VLAN 的
VLAN 識別碼。該值是範圍在 1 到 4094 之間的數字。

備註： 如果您設定或修改 VLAN 標籤喜好設定，則系統會在您導覽至另一個畫面時重新
啟動。

設定 802.1x 驗證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支援使用 EAP-TLS 子協定的基於 IEEE 802.1X 標準的連接埠型相互
驗證。 IEEE 802.1X 標準提供連接埠型驗證，包括請求者、驗證者 （應用程式中的 802.1X
功能乙太網路交換器）和驗證伺服器之間的通訊。 連接到交換器上 802.1X 控制連接埠的
LifeSize 轉碼器執行請求者角色。 連接到交換器上非 802.1X 連接埠的後端驗證伺服器 （通
常是 RADIUS 伺服器）通常執行驗證伺服器角色。 EAP 封包在請求者 （轉碼器）和驗證者
（交換器）之間流動；RADIUS 封包在驗證者 （交換器）和驗證伺服器之間流動。 最初，
802.1X 連接埠僅允許 802.1X 流量；所有其他封包都在資料鏈結層被封鎖，直到連接到連接
埠的裝置經過驗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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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狀況下，LifeSize 系統上的 802.1X 驗證已停用。 在您使用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一般
中的 802.1x 驗證喜好設定或從命令行介面啟用此功能時，確保您的環境符合以下先決要件：
•

環境中存在使用 CA 證書、伺服器證書和伺服器證書私有金鑰安裝的驗證伺服器。 伺服
器軟體是使用證書和私有金鑰檔案的位置設定，以及使用伺服器證書私有金鑰密碼的文
本設定。

•

驗證者被設為存取驗證伺服器，並允許一個或一個以上連接埠提供 802.1X 存取控制。

•

證書頒發機構已產生 LifeSize 系統的 CA 證書、用戶端證書、用戶端金鑰和用戶端金鑰
密碼，且您已在 LifeSize 命令列介面中使用所需的命令，在 LifeSize 系統上安裝這些證
書、金鑰和金鑰金碼。

備註： 如果您未在啟用此功能之前，從命令列介面在 LifeSize 系統上安裝 CA 證書、用
戶端證書、用戶端金鑰和用戶端金鑰密碼，則在您啟用此功能時，LifeSize 系統
無法連接到網路。 在此情況下，您可以只透過使用者介面存取系統以停用該功
能。
要獲取有關從命令列介面設定 LifeSize 系統 802.1X 支援的更多資訊，請參閱 LifeSize 視
訊通訊系統的 LifeSize 自動命令列介面 。www.lifesize.com 支援頁面上有提供此文檔。

指定 NTP 伺服器
若以下其中一個狀況存在，則系統日期和時間將自動設定並呈現在使用者介面上：
•

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一般：DHCP 喜好設定已設定為 已啟用，且 DHCP 伺服器可以
向您的系統傳送一個 NTP 伺服器位址。
- 或者 -

•

NTP 伺服器的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在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一般：NTP 伺服器主機名
稱中已指定。

備註： DHCP 伺服器傳送到系統的 NTP 伺服器位址取代了 NTP 伺服器主機名稱喜好設
定中所指定的 NTP 伺服器主機名稱或位址。
系統資訊頁面顯示系統所用的 NTP 伺服器的 IP 位址。

備註： 時區未自動設定。如果您在初始組態設定時沒有為系統指定時區，則呈現在使用者
介面中的時間可能不正確。要手動指定時區，請參閱第 23 頁 「手動設定系統日期和
時間」。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管理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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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 IPv6 位址
LifeSize 系統僅在系統 IP 位址支援 IPv4 和 IPv6 位址雙重組態。您無法在系統中停用 IPv4
位址。透過 IPv6 位址撥打的通話使用 H.323 協定。
除了指定本機 IPv4 IP 位址 （透過 DHCP 或者手動指定一個靜態 IP 位址），若您在網路中使
用 IPv6 位址，您也可為您的系統指派一個 IPv6 位址。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一般並
將 IPv6 喜好設定選為已啟用。
如果您的 IPv6 網路傳送路由器公告，請將 IPv6 組態設為自動以便為系統自動指派 IPv6 位
址。預設選項為自動。如果將該喜好設定設為手動，您可以為系統在 IPv6 位址喜好設定中
指定一個靜態 IPv6 位址，並在 IPv6 路由器喜好設定中指定您的 IPv6 路由器位址。

備註： 啟用或停用 IPv6 會導致系統在您離開喜好設定畫面之後重新啟動。
呈現在使用者介面主畫面頂端的 IP 位址為 IPv4 位址。系統的 IPv6 位址呈現在系統資訊頁面
的系統功能表中。
所有其他的組態喜好設定 （例如：NTP 伺服器、DNS 伺服器、H.323 閘道管理員和 SIP 伺
服器）所要求的 IP 位址必須是 IPv4 位址。
目錄支援 IPv6 位址。使用者同樣也可透過使用者介面主畫面上的視訊通話或語音通話按鈕、
0x1a 文字輸入模式或螢幕上的鍵盤來手動撥打 IPv6 位址。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使
用指南 中有關變更文字輸入模式的資訊。

啟用網路位址轉換 （NAT）
網路位址轉換 （NAT）可讓位於您區域網路 (LAN) 中具有私有 IP 位址的裝置與透過公共 IP
網路存取的裝置彼此相互溝通。靜態 NAT 確保相同的公共 IP 位址總是對應至系統的一個私
有 IP 位址，以便將私有系統所需要的公共網路資料安全地路由至私有系統。
如果您是使用靜態的 NAT 將一個公共 IP 位址與您的 LifeSize 系統的私有 IP 位址相對應，則
您必須設定您的 LifeSize 系統使其能夠與您的靜態 NAT 伺服器配合使用。存取管理員喜好設
定：網路：NAT 並將靜態 NAT 喜好設定設為已啟用。在 NAT 公共 IP 位址中輸入您系統的
公共 IP 位址、主機名稱或完整網域名稱。此喜好設定的預設輸入項目方法為數值。要輸入文
字，請使用遙控器上的
鍵，以變更文字的輸入方法。

備註： 如果您使用的是靜態防火牆或有固定連接埠的 NAT，那麼您便無法向公共閘道管理
員註冊。如果您設定 H.323 的設定並啟用 H.460 支援，則系統會忽略管理員喜好設
定：網路：NAT 中的喜好設定。請參閱第 22 頁 「啟用 H.323 通話的 H.460 支援」
的更多資訊。

14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管理員指南

如果您是從防火牆外透過網路瀏覽器存取您的系統，且靜態 NAT 已啟用，則以下功能將不受
支援：
•

系統升級

•

目錄匯入

•

LifeSize Networker 升級和重新啟動

•

背景影像匯入

要處理該問題，請從防火牆內執行這些功能。

限制保留連接埠
預設狀況下，LifeSize 系統透過 60000 - 64999 範圍內的 TCP 和 UDP 連接埠視訊來控制視
訊、語音、投影和攝影機。LifeSize 系統在通話過程中僅使用這些連接埠中的一小部分。確
切的連接埠數目取決於通話的與會者數目、所使用的協定數目和此類型 （視訊或語音）的通
話所需的連接埠數目。
要將可通訊的 UDP 和 TCP 連接埠數目減少至最低，您可透過在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保
留連接埠中輸入數值來限制其範圍。如果您未選擇預設範圍的子集，則 LifeSize 建議您選擇
起始連接埠號碼大於 10000 的範圍。

備註： 變更 TCP 範圍將會導致系統自動重新啟動。
使用投影的 H.323 視訊通話比其他類型的通話需要更多的連接埠。下表依據 LifeSize 系統所
支援的最大連接數列出了使用投影的 H.323 視訊通話所需的 UDP 和 TCP 連接埠的數目。請
依據您的 LifeSize 系統所支援的最大連接數目，將此資訊作為指南以決定在保留連接埠喜好
設定中輸入的連接埠號的範圍。
最大連接數

H.323 通話所需的連接埠

八方視訊通話和投影

56 個 UDP 連接埠
14 個 TCP 連接埠

六方視訊通話和投影

40 個 UDP 連接埠
10 個 TCP 連接埠

四方視訊通話和投影

24 個 UDP 連接埠
6 個 TCP 連接埠

帶投影的雙方視訊通話和音訊通話

10 個 UDP 連接埠
4 個 TCP 連接埠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管理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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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按協定和通話類型 （視訊或語音）列出了每個連接所需的連接埠數目。如有需要，您可
使用此資訊更進一步地限制連接埠範圍。
H.323 雙向通話所需連接埠：
通話類型

所需的 UDP 和 TCP 連接埠數目

視訊a

8 個 UDP 連接埠 （如果投影已停用，則祇須 6 個）
2 個 TCP 連接埠

語音b

2 個 UDP 連接埠
2 個 TCP 連接埠

a. 每多出一名視訊與會者則額外需要 8 個 UDP 連接埠和 2 個 TCP 連接埠。
b. 每多出一名語音與會者則額外需要 2 個 UDP 連接埠和 2 個 TCP 連接埠。

SIP 雙向通話所需連接埠：
通話類型

必要 UDP 連接埠數目

視訊a

6 個 UDP 連接埠

語音b

2 個 UDP 連接埠

a. 每多出一名視訊與會者則額外需要 6 個 UDP 連接埠。
b. 每多出一名語音與會者則額外需要 2 個 UDP 連接埠。

設定防火牆設定值
如果您的 LifeSize 系統透過防火牆與其他系統通訊，則您必須設定您的防火牆以允許經由以
下連接埠所傳入和傳出系統的流量：
•

TCP 連接埠 1720 （用於 H.323 通話設定）

•

UDP 連接埠 5060 （用於 SIP 通話設定）

•

TCP 連接埠 5060 （在針對 SIP 通話啟用 TCP 訊號傳送的狀況下用於 SIP 通話設定）。
請參閱第 22 頁 「設定 SIP 設定值」。

•

TCP 連接埠 5061 （在啟用 TLS 訊號傳送的狀況下用於 SIP 通話中的 TLS 訊號傳送）。
請參閱第 22 頁 「設定 SIP 設定值」。

•

範圍內所需的 TCP 和 UDP 連接埠在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保留連接埠中指定。要獲
取有關指定所需的 TCP 和 UDP 連接埠的範圍之更多資訊，請參閱第 15 頁 「限制保留
連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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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服務品質
在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網路 QoS 喜好設定中可指定網路服務品質 （QoS）設定。根據
您網路中所使用的設定值來設定這些喜好設定。

備註： 網路 QoS 喜好設定僅受 IPv4 位址支援。如果您在 LifeSize 系統上啟用了 IPv6 位
址，則 IPv6 通話將忽略 QoS 喜好設定。要獲取有關 IPv6 位址的更多資訊，請參閱
第 14 頁 「啟用 IPv6 位址」。
您可以為音訊、視訊和資料封包指定 DiffServ （差別性服務）或 IntServ （整合性服務）值。
您同樣也可設定 IntServ 服務類型 （ToS）喜好設定。 預設情況下，網路 QoS 和 IntServ
ToS 均設為無。

設定 LifeSize Transit 喜好設定
如果您使用的是 LifeSize Transit 與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請參閱 LifeSize Transit 說明文
檔，瞭解有關如何在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 LifeSize Transit 中進行喜好設定的資訊。

設定通訊喜好設定中進行喜好設定的資訊
您可以經由設定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訊進行喜好設定，指定控制通話期間系統所用協定的選
項。

停用多方通話
您可以經由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訊：一般，將多方通話喜好設定設為已停用，停用 LifeSize
系統上的多方通話。預設為已啟用，可讓使用者撥打系統支援的最大數目的多方電話。您只
可以在系統未在通話中時設定此喜好設定。選擇已停用會只允許一個通話、語音或視訊連接
至系統。
如果系統包括內嵌的多點橋，此喜好設定也會顯示一個視訊 + 一個音訊選項。此選項可讓系
統以最大數目的已連接通話者同時連接視訊和語音通話。

設定撥號選項
您可以在執行系統重設或其他任何時候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訊：一般，以在初始組態設
定期間選擇語音和視訊撥號選項。請參閱您的 LifeSize 系統型號 「安裝指南」中有關這些喜
好設定的更多資訊。

停用 PSTN
LifeSize 系統支援 PSTN 連接模式，您可以經由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訊：一般將 PSTN 喜好
設定設為已停用，停用對撥打或接聽 PSTN 通話的支援。您只可以在系統未在通話中時設定
此喜好設定。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管理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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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投影
通話期間，使用者通常可以透過次要的 H.239 媒體頻道，從連接至 LifeSize 編解碼器上適當
輸入端子的膝上型電腦或個人電腦中分享資料。預設狀況下，LifeSize 系統上的投影功能已
啟用。要停用投影，請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訊：一般：投影。如果您的系統與不支援投
影的第三方系統配合使用時出現互通性問題，請考慮停用投影功能。

備註： 當通話期間所有與會者的投影都停用時，使用者介面會提供使用者選項，從投影輸
入端子作為主要視訊串流傳送視訊。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使用指南中有關
投影和選擇主要與投影輸入端子的更多資訊。

手動啟動投影
如果投影喜好設定設為已啟用 （預設值），則使用者在通話期間將 LifeSize Camera、
LifeSize Camera 200 或 LifeSize Focus 之外其他視訊輸入裝置連接至編解碼器時投影會自
動啟動，且視訊輸入裝置未被選為主要輸入端子。使用者介面會將投影輸入端子切換至此視
訊，並啟動投影。如果在通話期間切斷視訊輸入裝置連線，則投影會自動停止。 您可以在管
理員喜好設定：通訊：一般中將自動開始投影設為手動，以允許使用者手動啟動投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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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 VGA 和 DVI-I 輸入端子解析度
LifeSize 系統支援原始 16:9 和 4:3 VGA 和 DVI-I 輸入端子。 系統資訊畫面顯示 VGA 輸入端
子或 DVI-I 輸入端子的實際 VGA 或 DVI-I 輸入大小。 輸入選擇器會視螢幕比例為輸入顯示
16:9 或 4:3 視窗。
下表顯示系統模組支援的 VGA 和 DVI-I 輸入端子解析度。
解決方法

行為

LifeSize 型號

640 x 480

縮放至 1024 x 768

LifeSize Room
LifeSize Team MP
LifeSize Express

原始 （無系統變更）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LifeSize Express 200
LifeSize Express 220

800 x 600

縮放至 1024 x 768

LifeSize Room
LifeSize Team MP
LifeSize Express

原始 （無系統變更）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LifeSize Express 200
LifeSize Express 220

1024 x 768

原始 （無系統變更）

所有型號

1280 x 720

原始 （無系統變更）

所有型號a

1280 x 768

原始 （無系統變更）

所有型號 a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管理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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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法

行為

LifeSize 型號

1280 x 1024

縮放至 1024 x 768，扭曲螢幕比例
以適合

LifeSize Room
LifeSize Team MP
LifeSize Express

原始 （無系統變更）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LifeSize Express 200
LifeSize Express 220

a. 在 LifeSize Room、LifeSize Team MP 和 LifeSize Express 上支援的最大 4:3 解析度為 1024x768；而在
LifeSize Room 200、LifeSize Room 220、LifeSize Team 200、LifeSize Team 220、LifeSize Express 200
和 LifeSize Express 220 上為 1280x1024。

解析度從本端傳送到遠端，用於主要和次要視訊串流。 由於 H.264 或 H.263 協定解析度限
制，解析度可能不完全匹配。 僅當連接到 VGA 或 DVI-I 輸入端子的裝置上螢幕刷新率設為
60 Hertz 時，才支援這些解析度。
以下是從 HDMI 來源傳送到 DVI-I 輸入端子的視訊的受支援輸入解析度和幀速率：
•

480p60

•

576p50

•

720p60

•

1080p30 （僅在支援 1080p30 輸出的 LifeSize 系統上可用）

如果音訊從 HDMI 來源傳送到 DVI-I 輸入端子，則音訊會在選取 DVI-I 輸入端子作為主要或
投影視訊輸入端子時，傳送到近端喇叭和遠端喇叭。
要獲取設定 DVI-I 輸入端子的更多資訊，請參閱第 38 頁 「設定高畫質輸入端子和 DVI-I 輸入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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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H.323 設定值
預設狀況下，LifeSize 系統支援 H.323 協定，以撥打和接聽視訊和語音通話。當系統不在通
話中時，可停用對 H.323 通話的支援，方法是在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訊：H.323 中的 H.323
喜好設定中選擇已停用。如果您將 H.323 喜好設定設為已停用，則系統將無法使用 H.323 協
定撥打或接聽通話。

備註： 如果 H.323 和 SIP 喜好設定都設為已停用，且 LifeSize Networker 未連接至系統，
則會顯示一則警告訊息，指出無法使用此組態撥打或接聽視訊通話。請參閱第 22 頁
「設定 SIP 設定值」，以瞭解有關 SIP 喜好設定的更多資訊。
H.323 啟用時，您可以指定撥號時使用的 H.323 名稱或延伸。H.323 名稱和延伸識別閘道管
理員的裝置。任何已註冊裝置都可以使用此名稱和延伸撥號另一個。H.323 名稱喜好設定是
設定閘道管理員組態並需要使用 H.323 ID 註冊系統時的選用值。如果閘道管理員為系統指定
H.323 ID，請為 H.323 名稱喜好設定輸入該 ID。H.323 延伸喜好設定是設定閘道管理員組態
並需要使用 E164 號碼或延伸註冊系統時的選用值。如果閘道管理員為系統指定 E164 號碼
或延伸，請為 H.323 延伸喜好設定輸入該號碼。
祇有當閘道管理員需要閘道管理員 ID 時才進行設定 （例如，多重閘道管理員組態）。閘道管
理員 ID 必須與系統向其註冊的閘道管理員上所設定的閘道管理員 ID 相符合。如果閘道管理
員不需要 ID，請勿進行此喜好設定，因為這可能導致無法向閘道管理員註冊。
如果您要使系統自動偵測閘道管理員，則將閘道管理員模式喜好設定設為自動。您也可以將
閘道管理員模式喜好設定設為手動，手動選擇閘道管理員。如果設為手動，請指定主要閘道
管理員的 IP 位址和連接埠。
當您在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訊：H.323 中選擇註冊按鈕時，圖示出現在狀態列中，指示
H.323 閘道管理員的註冊過程狀態。當您的 LifeSize 系統試圖向閘道管理員註冊時，將會出
現黃色的 H.323 圖示
。如果註冊失敗，則會出現紅色的 H.323 圖示
。如果系統
已向閘道管理員註冊，則系統將顯示其狀態。
要導覽至 H.323 喜好設定的第二頁，請按下遙控器上的

。

使用閘道管理員 IP 位址 2 和閘道管理員連接埠 2 喜好設定設定次要 H.323 閘道管理員是選
用的。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管理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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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 H.323 通話的 H.460 支援
LifeSize 系統支援使用 H.460 協定的 H.323 通話防火牆穿越。要讓此功能正常發揮作用，您
必須在您的環境中設定 H.460 伺服器的組態。

備註： 如果您設定 H.323 的設定並啟用 H.460 支援，則系統會忽略管理員喜好設定：
網路：NAT 中的喜好設定。
要在 LifeSize 系統上啟用 H.460 用戶端支援，在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訊：H.323 中設定
H.323 喜好設定，如第 21 頁 「指定 H.323 設定值」中所述，以下內容除外：
1. 將閘道管理員模式喜好設定設為手動。
2. 為閘道管理員 IP 位址 1 和閘道管理員連接埠 1 喜好設定，輸入在您的環境設定的 H.460
伺服器 IP 位址和連接埠號碼。
3. 將 H.460 喜好設定設為已啟用。
4. 導覽至註冊，然後按下 OK （確定）。

備註： 如果您啟用 H.460，並使用閘道管理員 IP 位址 2 和閘道管理員連接埠 2 喜好設定
指定次要閘道管理員的 IP 位址和連接埠號碼，則系統會忽略次要閘道管理員。

設定 SIP 設定值
預設狀況下，LifeSize 系統上已啟用通訊初始化協定 SIP 支援。若要將 SIP 設為撥號時所用
的協定，請在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訊：SIP 中設定 SIP 喜好設定。您也可以在系統未在通話
中時，透過將 SIP 喜好設定設為已停用，停用 SIP 支援。如果您將 SIP 喜好設定設為已停
用，則系統將無法使用 SIP 協定撥打或接聽通話。

備註： 如果 SIP 和 H.323 喜好設定都設為已停用，且 LifeSize Networker 未連接至系統，
則會顯示一則警告訊息，指出無法使用此組態撥打或接聽視訊通話。請參閱第 21 頁
「指定 H.323 設定值」，以瞭解有關 H.323 喜好設定的更多資訊。
對於伺服器，請輸入使用者名稱、SIP 伺服器授權名稱以及裝置密碼 （如有必要）。授權名
稱和密碼都是 LifeSize 系統用來認證的數值；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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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計劃使用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ions Server 2007 對 LifeSize 通訊系統進行
SIP 通話，則 LifeSize 建議您將 SIP 伺服器類型選為 Microsoft OCS。預設值為自動。 請參
閱 「發行註意事項」，以獲取有關受支援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ions Server 2007 版
本的資訊。 請參閱使用結合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ions Server 2007 的 LifeSize 系統
的 LifeSize 技術說明，以獲取如何在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上設定環境和 SIP 喜好設定的相
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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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直接或透過代理伺服器，變更使用 「SIP 註冊伺服器」進行註冊時使用的通訊路徑，
並設定代理伺服器設定值。SIP 裝置使用註冊設定值來動態註冊其目前的位置。
當您選擇註冊按鈕，並按下 OK （確定）時，狀態列中會出現圖示以說明 SIP 伺服器的註冊
程序狀態。當您的 LifeSize 系統試圖向 SIP 伺服器註冊時，則會出現黃色的 SIP 圖示
。如果註冊失敗，則會出現紅色的 SIP 圖示
。
要導覽至 SIP 喜好設定的第二頁，請按下遙控器上的

。

您可以變更 SIP UDP 訊號傳送連接埠。您也可以啟用 TCP 訊號傳送，並變更 TCP 訊號傳送
連接埠。只有將 「SIP 註冊伺服器」喜好設定設為已啟用，才可以啟用 「傳輸層安全
（TLS）」訊號傳送並變更 TLS 訊號傳送連接埠。TCP 訊號傳送和 TLS 訊號傳送互斥。啟用
一個即會自動停用另一個。將 SIP 註冊伺服器喜好設定設為已停用會自動停用 TLS 訊號傳
送。如果既未啟用 TCP 訊號傳送，也未啟用 TLS 訊號傳送，則祇會啟用 UDP 訊號傳送。

備註： 如果您變更 UDP 訊號傳送連接埠、啟用或停用 TCP 或 TLS 訊號傳送或變更 TCP
或 TLS 訊號傳送連接埠，則系統會重新啟動。
如果啟用 TLS 訊號傳送，系統會嘗試為 SIP 通話中的媒體加密使用 「安全即時傳輸協定
(SRTP)」。如果遠端支援 SRTP，則媒體會加密，且在通話期間在使用者介面中的通話者
ID、「通話管理器」清單和 「通話統計資料」清單內會顯示加密圖示。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
通訊系統使用指南中的圖示說明。如果遠端不支援 SRTP，則媒體不會加密，且通話加密圖
示不會顯示在使用者介面中。

設定系統設定值
透過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系統，您可變更使用者介面中向使用者識別系統的設定值、設定
系統日期和時間、檢查授權金鑰的更新，以及將系統重置為出廠預設值。

識別系統
要變更為系統所指定的系統名稱、撥號數目、地理位置，請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系統：識
別。

手動設定系統日期和時間
您可依下列方式手動設定系統日期和時間：
1. 在系統功能表中，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系統：日期和時間。
2. 設定時區。
3. 設定日期的月份、日數和年份。
4. 設定時間的小時、分鐘和秒鐘。
5. 選擇設定日期和時間按鈕，然後按 OK （確定）以儲存所做的變更。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管理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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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新授權碼
4.0.0 之後版本的系統軟體升級需要系統上安裝現行授權金鑰。如果現行授權碼不存在，則升
級失敗。當裝置的維護協議書生效時，用於升級的現行授權碼可用。 系統資訊頁面中的升級
授權欄位顯示安裝在系統中的升級授權碼的到期日期 （如果存在授權碼）。

備註： 當軟體已發行時，如果授權碼為最新，則您可向具有到期授權碼的軟體版本安裝修
補程式。 三位數的版本號的第三個數字表示修補程式，例如 4.5.1 為版本 4.5.0 的
第一次修補。
在軟體升級期間，如果系統上未安裝任何授權碼，或者安裝的授權碼已過期，則系統會嘗試
連接 LifeSize 授權碼伺服器以檢查授權碼狀態。 如果您的 LifeSize 系統透過連接埠 80 對
LifeSize 授權碼伺服器進行 HTTP 存取，您可檢查以便在使用者介面或網路管理介面中更新
授權碼。如果您的系統沒有此存取權限，請參閱第 25 頁 「手動安裝授權碼」。
檢查使用者介面中的授權碼更新
1. 在主畫面中，按遙控器上的

按鈕來存取 「系統功能表」。

2. 導覽至管理員喜好設定：系統：授權碼。
3. 選擇更新授權碼。
4. 按下遙控器上的 OK （確定）。
如果更新成功，成功字樣會出現在更新授權碼狀態方塊中，並且現行授權碼與其到期日期會
出現在升級授權方塊中。 如果更新失敗，請參閱第 25 頁 「更新失敗之疑難排解」。
檢查網路管理介面中的授權碼更新
1. 打開網路瀏覽器並在網路位址欄位輸入 LifeSize 系統的 IP 位址。

備註： 系統的 IP 位址呈現在使用者介面的主畫面頂端。
登入畫面將會呈現。

備註： 這是個安全網際網路連線，所以您可能會收到不明認證的警告。
2. 在登入畫面中執行以下動作：
a. 選擇介面的顯示語言。
b. 輸入管理員密碼。
c.

點按送交。

3. 導覽至喜好設定：系統：授權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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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按更新授權碼按鈕。
如果更新成功，「成功」字樣會出現在更新授權碼狀態方塊中，並且現行授權碼與其到期
日期出現在升級授權方塊中。如果更新失敗，請參閱第 25 頁 「更新失敗之疑難排解」。
5. 完成後，請按一下畫面底端的登出按鈕，然後關閉您的網路瀏覽器。
更新失敗之疑難排解
如果使用者介面或網路管理介面中的授權碼更新失敗，以下其中一則消息會出現在更新授權
碼狀態方塊中：
狀態訊息

說明

無合約

裝置的現行維護協議書不存在。請聯絡您的授權 「LifeSize 合作夥伴」，更新
維護協議書。更新過程可能需要 24 至 48 小時才能完成。

服務不可用

系統無法連接至 LifeSize 授權碼伺服器。系統可能已關機，或者您不具有對伺
服器的 HTTP 存取權。 如果此情況仍然存在，請聯絡 LifeSize 技術服務部，您
可對伺服器進行 HTTP 存取，或使用 第 25 頁 「手動安裝授權碼」 中的說明手
動安裝授權碼。

授權碼無效

授權碼已存在，但是無效。聯絡 LifeSize 技術服務部。

手動安裝授權碼
如果無法利用使用者介面或網路管理介面中的授權碼更新功能獲取授權碼，您可透過完成以
下動作從網路管理介面手動安裝授權碼：
1. 點按 www.lifesize.com 支援頁面上的下載軟體按鈕
2. 輸入您的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的序號，並點按送交。
3. 將授權碼從軟體下載頁面複製到您的作業系統剪貼簿中。
4. 打開獨立的網路瀏覽器視窗，並存取您的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的網路管理介面。
5. 導覽至喜好設定：系統： 授權碼。
6. 在輸入新授權碼方塊中，貼上您在步驟 3 中複製的授權碼。
7. 點按新增授權碼按鈕。

備註： 當您將授權碼複製到輸入新授權碼方塊中之後，新增授權碼按鈕才可用。
授權碼與其到期日期會出現在升級授權方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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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復預設值
系統管理員喜好設定包含整個系統的組態。您可能必須將系統重置為其預設狀態，以修正您
可能遇到的不明問題或是返回已知的組態。您可以從使用者介面，或者使用編解碼器背板上
的重置按鈕以手動的方式重置系統。
從使用者介面重置系統
請依照以下步驟從使用者介面中進行系統重置：
1. 在系統功能表中，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系統：系統重置。
2. 輸入管理員密碼。
系統自動重新啟動，管理員密碼重新設置為其預設值 (1 2 3 4)。使用者密碼也被重置為空白
密碼，讓使用者無需密碼即可存取使用者喜好設定。初始組態畫面將會呈現。您必須完成初
始組態畫面以完成重置。

備註： 如果您使用遠端存取的方式來重置系統，則您必須透過導覽初始組態畫面並在提示
儲存組態時按遙控器上的 OK （確定） 來從使用者介面中完成重置。
使用重置按鈕重置系統
如果重置失敗或者您沒有使用者介面的存取權限，您可使用編解碼器背板上的重置按鈕手動
重置系統。您也可以使用安裝在系統上的替換軟體影像，將系統重置為預設值。通常，替換
軟體影像是前次軟體升級之前系統使用的版本。
在 LifeSize Room 或 LifeSize Team MP 上使用重置按鈕
如果您在使用 LifeSize Room 或 LifeSize Team MP，則必須首先移除編解碼器的電源，按住
重置按鈕，然後連接電源。 編解碼器面板上的藍色 LED 會閃爍，然後大約每 5 秒鐘變更顏色
或狀態一次，直到 LED 變為穩定的藍燈。下表指出 LED 所呈現的顏色和狀態的變更順序 °
和您在放開重置按鈕時系統的對應效果。
當 LED 為此顏色時：

放開重置按鈕以取得此結果：

穩定紅色

系統會重新啟動而不會變更組態。

閃爍藍色和紅色 （每個顏色的持續
時間相同）

系統會在初始化組態時重新啟動並將數值重置為預設值。

閃爍藍色和紅色 （藍色閃爍時間
較短）

系統會在使用安裝在系統上的替換軟體影像初始化組態時重新啟動，並將
值重設為預設值。

穩定藍色

系統會停止，並且不會重新啟動。 要離開此狀態，請按下重置按鈕，直到
編解碼器面板上的藍色 LED 閃爍。系統會重新啟動而不會變更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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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feSize Express 系列型號、LifeSize Room 200、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和 LifeSize Team 220 上使用重置按鈕：
如果您在使用 LifeSize Express 系列型號、LifeSize Room 200、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或 LifeSize Team 220，則可以使用重置按鈕而無需移除系統電源。按住
重置按鈕。編解碼器前面板上的藍色 LED 會大約每 5 秒鐘變更顏色或狀態一次，直到 LED
變為穩定的藍燈。下表指出 LED 所呈現的顏色和狀態的變更順序，和您在放開重置按鈕時系
統的對應效果。
當 LED 為此顏色時：

放開重置按鈕以取得此結果：

藍色和紅色

系統會重新啟動而不會變更組態。

備註：LED 可能會保持在此狀態超出
5 秒鐘。視您的視角而定，LED 可能
會呈現為紫色。
穩定紅色

系統會重新啟動而不會變更組態。

閃爍藍色 （閃亮的持續時間長於
閃斷）

系統會重新啟動，並將喜好設定重置為預設值。

閃爍藍色 （閃亮的持續時間短於
閃斷）

系統會在使用安裝在系統上的替換軟體影像初始化組態時重新啟動，
並將值重設為預設值。

穩定藍色

如果您在 LED 變為穩定藍色時放開重置按鈕，則系統會停止，並且不
會重新啟動。繼續按住重置按鈕，直到系統重新啟動 （在 LED 變為穩
定藍色後大約 5 到 10 秒）。系統會重新啟動而不會變更組態。

設定通話喜好設定
所有的使用者都可設定通話的自動應答選項和指定重撥清單中可以顯示的最大輸入項目數。
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使用指南中的更多資訊。
管理員可以在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話中設定最長通話時間和頻寬。

管理頻寬
您可以透過在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話中設定傳出最大頻寬和傳入最大頻寬，指定傳出或傳入
通話使用的最大頻寬。當您透過手動撥號進行通話或者在目錄輸入項目中指定頻寬時，您為
傳出最大頻寬選擇的值會變成使用者可以在使用者介面中選擇的最大值。如果使用者在撥號
時指定頻寬為自動，則最大傳出頻寬會變成通話連接時協調頻寬的開始點。
如果您選擇自動作為傳出最大頻寬和傳入最大頻寬喜好設定的值，且使用者在撥號時為頻寬
選擇自動，則系統會於 1152 kb/s 撥號。例外：當您在管理員喜好設定：外觀： 顯示器中將
顯示器解析度設為 1080i 或 1080p 時 （在支援 LifeSize Camera 200 的這些解析度的
LifeSize 系統上）。 在此情況下，系統以 1728 kb/s 進行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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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頻寬喜好設定會決定系統如何回應通話期間封包遺失。設為已啟用時 （預設值），系統
會在通話連接之後嘗試使用最適用頻寬。

選擇最長通話時間
您可以透過從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話中選擇最長通話時間喜好設定的選項，控制通話保持連
接狀態的時間量。

控制重撥清單輸入項目和自動接聽選項
使用者和管理員可以在使用者喜好設定和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話中，控制重撥清單中出現的
輸入項目數目以及系統接聽通話的方式。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使用指南中的更多資
訊。

啟用遠距臨場
您可設定 LifeSize 系統以便在遠距臨場室內使用，且遠距臨場室的會議管理員可使用控制台
（例如：LifeSize Control 或網路管理介面中的通話管理器）來控制通話；使用者可使用已連
接的電話與系統進行互動。
啟用遠距臨場會從視圖中移除使用者介面。系統閑置時，僅有背景影像會呈現在顯示器中。
管理員可按 OK （確定）並輸入管理員密碼來存取使用者介面。
通話期間，使用者可以看到通話視訊和靜音指標。導覽列、母子視窗、呼叫者 ID 資訊和通話
狀態訊息不會呈現在畫面中。
使用者可以呼叫通話管理器對話方塊和通話統計資料，並使用遙控器選擇視訊輸入。遙控器
上數字鍵為按鍵式複頻。使用者可在通話管理器中變更此按鍵狀態。
若要啟用或停用遠距臨場和鎖定或解除鎖定攝影機，請設定管理員喜好設定：遠距臨場中的
喜好設定。

設定音訊狀態
您可透過設定管理員喜好設定：音訊中的喜好設定來調整音訊狀態。

設定音訊編解碼器順序
若要變更系統用來撥號的可用音訊編解碼器的順序，請選擇音訊編解碼器順序喜好設定，選
擇一個編解碼器，並按向右箭頭以將清單中的輸入項目向上移動，或按向左箭頭以將清單中
的輸入項目向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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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作用中麥克風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可以連接至通話期間用於音訊的多個麥克風裝置 （例如，
LifeSize Phone、LifeSize Focus 和連接器中帶有麥克風的編解碼器 LifeSize MicPod）。通
話期間祇可使用其中一個裝置來作為作用中麥克風。
要選擇一個裝置充當作用中麥克風，導覽至管理員喜好設定：音訊並在作用中麥克風喜好設
定中選擇一個裝置。作用中麥克風喜好設定中供選擇的選項視 LifeSize 系統型號而定，如下
所示：
作用中麥克風選項

LifeSize 型號

自動 （預設值）

所有型號

Phone

所有型號

麥克風輸入端子

LifeSize Room （連接器中帶有麥克風的
編解碼器）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MP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LifeSize Express
LifeSize Express 200
LifeSize Express 220

麥克風輸入端子 （無 AEC）

LifeSize Room （連接器中帶有麥克風的
編解碼器）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MP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LifeSize Express
LifeSize Express 220
LifeSize Express 200

音訊輸入

LifeSize Room
LifeSize Team MP
LifeSize Express
LifeSize Express 200
LifeSize Express 220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管理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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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中麥克風選項

LifeSize 型號

音源輸入 （無 AEC）

LifeSize Room
LifeSize Team MP
LifeSize Express
LifeSize Express 200
LifeSize Express 220

音源輸入 1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音源輸入 1 （無 AEC）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音源輸入 2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音源輸入 2 （無 AEC）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作用攝影機

LifeSize Room

攝影機 1

LifeSize Room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MP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LifeSize Express
LifeSize Express 200

攝影機 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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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風輸入端子 （無 AEC）和音源輸入 （無 AEC）選項用於連接自己帶有迴音消除器的麥
克風。
攝影機選項用來指定 LifeSize Focus 作為作用中麥克風。
當作用中麥克風喜好設定設為自動 （預設值）時，或者如果選擇的選項未連接至編解碼器，
則系統會基於下列優先順序，自動嘗試選擇一個裝置：
LifeSize 型號

作用中麥克風選項的預設順序

LifeSize Room （連接器中不帶有麥克風
的編解碼器）

1. Phone
2. 作用攝影機
3. 非作用攝影機

LifeSize Room

1. Phone

（連接器中帶有麥克風的編解碼器）

2. 麥克風輸入端子
3. 作用攝影機
4. 非作用攝影機

LifeSize Express 220

1. Phone
2. 麥克風輸入端子

LifeSize Team MP

1. Phone

LifeSize Express

2. 麥克風輸入端子

LifeSize Express 200

3. 攝影機 1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當作用中麥克風喜好設定設為自動時，下列狀況適用：
•

如果 LifeSize Phone 也連接至系統，則 LifeSize 系統會忽略從 LifeSize MicPod 連接至
麥克風輸入端子的音訊輸入端子。 LifeSize Phone 會變成作用中麥克風，且
LifeSize MicPod 上的 LED 會閃爍紅色，以指出無效設定。 要讓 LED 停止閃爍紅色，請
中斷 LifeSize MicPod 的連接，或者透過將管理員喜好設定：自動：作用中麥克風設為麥
克風輸入端子以從 LifeSize MicPod 啟用音訊輸入端子。

•

系統不會自動選擇 「音源輸入」。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管理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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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作用中麥克風音量
透過選擇作用中麥克風音量，然後按 LifeSize 遙控器上的 OK （確定），您可調整作用中麥
克風的音訊等級。

備註： 如果選擇 LifeSize Phone 作為作用中麥克風，則作用中麥克風音量喜好設定不可
用。LifeSize Phone 麥克風自動調整音量。
當您存取該喜好設定時，音訊表出現在作用中麥克風音量下。 音訊表以低於數位全刻度
(DFS) 的分貝 (dB) 均方根 (RMS) 來顯示傳輸的語音的級別。音訊表可精確到 ± 1 dB。最高
等級為 0 dB。低於 -50 dB 的等級不會被顯示出來，並表示非常安靜或非作用輸入。通話過
程中的典型等級大約為 -28 到 -22 dB DFS。 安裝指南中會顯示 LifeSize 系統模型中，音訊表
如何在 LifeSize 系統上運作，以及作用中麥克風音量喜好設定的建議設定的詳細說明。
在系統資訊頁面中檢查麥克風狀態
系統資訊頁面中的作用中麥克風欄位會顯示哪個裝置在作為作用中麥克風使用。當值為無
時，「沒有作用中麥克風」指標
會出現在使用者介面的狀態列上，表示沒有可用的作用
中麥克風。

備註： 如果您選擇 「音源輸入」作為作用中麥克風，且裝置沒有連接至視訊系統上的音源
輸入，則 「沒有作用中麥克風」指標將不會出現在使用者介面上，且系統資訊頁面
將顯示 「音源輸入」以作為作用中麥克風的狀態。
編解碼器上連接器中帶有麥克風的系統的系統資訊頁面上會呈現麥克風輸入端子欄位，指出
輸入端子的裝置連接狀態 （無、備妥或錯誤）。

設定音訊輸入端子 （音源輸入）
如果沒有在作用中麥克風喜好設定中選擇音源輸入，則 LifeSize 系統會自動將連接至編解碼
器上音源輸入的裝置的音訊傳送至音源輸出。在作用中麥克風喜好設定中選擇音源輸入作為
作用中麥克風時是單聲道。
使用者和管理員可以使用使用者喜好設定中的音源輸入音量喜好設定或管理員喜好設定：音
訊，設定音源輸入的音量。

備註： 如果作用中麥克風喜好設定設為音源輸入選項，則音源輸入音量喜好設定不可進行
選擇。
LifeSize Room 200、LifeSize Room 220、LifeSize Team 200 和 LifeSize Team 220 上有兩
個可用音源輸入連接器。 使用管理員喜好設定：音訊中的音源輸入 1 關聯和音源輸入 2 關聯
喜好設定，可以選擇與這些輸入端子相關聯的音訊輸入端子。如果您選擇任意輸入端子，則
連接至音源輸入端子的裝置將總是為可聽取的。如果您從喜好設定選項中選擇一個特定視訊
輸入端子，則只有在來自選定視訊輸入端子的視訊影像呈現在顯示器中時，連接至音源輸入
端子的裝置才是可聽取的。如果您選擇音源輸入作為作用中麥克風，則其相關聯視訊會自動
設為任意輸入端子，且您必須使用作用中麥克風音量喜好設定來調整音源輸入端子的音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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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主要音訊輸出端子
您可以將音訊測試聲訊傳送至連接至編解碼器作為主要音訊輸出裝置的喇叭。導覽至管理員
喜好設定：音訊：主要音訊輸出測試。選擇要測試的聲道，或者選擇自動。自動選項會循環
測試所有可用聲道，並在移至下一個可用聲道之前在每個聲道上測試聲訊 5 秒鐘。要結束測
試，選擇關閉，或者導覽至另一個喜好設定或畫面。

備註： 測試中置聲道選項只在 LifeSize Room 上可用。
在 LifeSize Room 和 LifeSize Team MP 上，主要音訊測試聲訊只透過音源輸出進行輸出。
在 LifeSize Express 系列模型、LifeSize Room 200、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和 LifeSize Team 220 上，主要音訊測試聲訊透過音源輸出和 「顯示
器 1」的高畫質視訊輸出端子進行輸出。

測試輔助音訊輸出端子 （僅限 LifeSize Room）
您可以將音訊測試聲訊傳送至連接至 LifeSize Room 編解碼器上輔助音訊輸出端子的喇叭。
導覽至管理員喜好設定：音訊： 輔助音訊輸出測試。選擇要測試的聲道，或者選擇自動。自
動選項會循環測試所有可用聲道，並在移至下一個可用聲道之前在每個聲道上測試聲訊 5 秒
鐘。要結束測試，選擇關閉，或者導覽至另一個喜好設定或畫面。

靜音音訊輸出端子
預設狀況下，當您按下遙控器或 LifeSize 音訊輸入裝置上的靜音按鈕時，系統的所有音訊輸
入端子都會靜音，其中包括來自以下裝置的音訊：作用中麥克風、連接至編解碼器用於投影
的個人電腦或連接至輔助輸入端子 （如果在編解碼器上可用）的裝置。 您可以透過在管理員
喜好設定：音訊中將音訊靜音喜好設定設為僅限作用中麥克風，設定系統的組態以僅靜音作
用中麥克風。預設值為所有輸入端子。使用者可以透過檢視系統資訊頁面中的音訊靜音欄
位，偵測此喜好設定選擇的選項。

選擇音訊輸出端子
預設狀況下，語音通話中的音訊將傳送至連接 LifeSize 編解碼器的 LifeSize Phone。 如果您
希望將語音通話中的音訊傳送至音源輸出端子，請設定管理員喜好設定：音訊：語音通話音
訊輸出端子中的喜好設定。 如果 LifeSize Phone 未連接至 LifeSize 編解碼器，則無論選定了
哪個喜好設定，語音通話中的音訊都將傳送至音源輸出端子。
根據預設值，視訊通話中的音訊將傳送至音源輸出端子 （通常是您的顯示器）。 如果您希望
將視訊通話中的音訊傳送至連接的電話，請在管理員喜好設定：音訊：視訊通話音訊輸出中
設定喜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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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音訊等級
除了調整音源輸入和作用中麥克風音訊的音量，您也可調整與下列喜好設定有關的等級：
•

輔助音訊輸入端子音量 （僅限 LifeSize Room）為透過輔助音源輸入端子所傳送的音訊
選擇音量等級。

備註： 如果您在調整連接到輔助音訊輸入端子的裝置的音訊音量時未聽到音訊，請執行
以下動作：
1. 導覽至管理員喜好設定：音訊。 記下為輔助音訊輸入端子關聯喜好設定選取
的選項。
2. 要從輔助音訊輸入端子聽到音訊，請為輔助音訊輸入端子關聯喜好設定選擇
任何輸入端子。
3. 使用輔助音訊輸入端子音量喜好設定以調整音量。
4. 將輔助音訊輸入端子關聯設為您在步驟 1 中記下的選項。
•

音源輸出高音 （dB） — 選擇以將音訊輸出端子調整為聲音範圍內較高的頻率。

•

音源輸出低音 （dB） — 選擇以將音訊輸出端子調整為聲音範圍內較低的頻率。

•

鈴聲音量 — 選擇鈴聲和忙線音的音量等級。

•

DTMF （雙音多頻）音量 — 選擇 DTMF 和按鍵聲的音量等級。

•

狀態音音量 — 選擇狀態音的音量等級。

關聯輔助音訊輸入端子
如果您搭配使用 LifeSize Room 和輔助音訊輸入裝置，則可以透過設定管理員喜好設定：
音訊：輔助音訊輸入端子關聯，選擇與裝置相關聯的視訊輸入端子 。預設狀況下，當輔助視
訊輸入裝置已連接且視訊影像已呈現在顯示器中時，才能聽到輔助音訊輸入端子中的音訊。
如果您選擇任意輸入端子，則連接至輔助音訊輸入端子的裝置將總是為可聽取的。如果您從
喜好設定選項中選擇一個特定視訊輸入端子，只有在來自選定視訊輸入端子的視訊影像呈現
在顯示器中時，連至輔助音訊輸入端子的裝置才是可聽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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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視訊狀態
管理員可透過設定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中的喜好設定來調整視訊狀態以控制攝影機和視訊
品質。

由遠端使用者控制攝影機的使用
為了防止遠端使用者遙控您的近端攝影機，包括設定與控制攝影機預設點，請將管理員喜好
設定：視訊：視訊控制：近端攝影機的遠端遙控喜好設定設為已停用。如果您選擇已啟用，
您仍可在遠端設定攝影機預設點和遠端移到攝影機預設點喜好設定中選擇已停用來防止遠端
使用者設定與使用近端攝影機預設點。

鎖定攝影機預設點
根據預設值，所有使用者皆可設定 PTZ 攝影機預設點。 若要防止所有使用者 （近端和遠
端）設定攝影機預設點，請將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訊控制：攝影機預設點鎖定的喜好
設定設為已鎖定。若要祇防止遠端使用者設定攝影機預設點，請在近端攝影機的遠端遙控或
遠端設定攝影機預設點喜好設定中選擇已停用。

控制攝影機平移方向
您可透過設定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訊控制：攝影機平移方向，來定義相對於攝影機實
際排列的攝影機平移方向。選擇感測的以使攝影機依照使用者面對攝影機的角度來向左或向
右平移。選擇反向讓攝影機從其左側或右側做平移。

控制數位變焦
電子數位變焦會剪裁顯示在顯示器中的視訊影像的一個區域 （採用與原始影像相同的寬高
比），然後將所剪裁的影像擴大至原始影像的尺寸。 LifeSize Focus 與 LifeSize Camera （連
接至 LifeSize Express、LifeSize Express 200、LifeSize Room 200、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和 LifeSize Team 220）均可實現數位變焦。
對於 LifeSize Camera，僅在已達到攝影機最長焦距 （光學變焦）之後方可實現數位變焦。
在使用數位變焦時，LifeSize Camera 不支援攝影機預設點。 在使用數位變焦時使用攝影機
預設點會致使攝影機返回光學變焦。

備註： 在使用數位變焦時，畫質可能會有所下降。
預設情況下，數位變焦已停用。 您可透過在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訊控制中將數位變焦
喜好設定選為已啟用來啟用此功能。
要獲取有關使用數位變焦的資訊，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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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路管理介面中控制視訊快照
您只可以從網路管理介面的通話管理器中，將近端和遠端攝影機的視訊的視訊快照儲存為
.jpg 格式。預設狀況下，視訊快照已啟用。 要停用視訊快照，在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
訊控制中的視訊快照喜好設定內選擇已停用。您也可以在網路管理介面的通話管理器中停用
或啟用視訊快照。要獲取有關視訊快照的更多資訊，請參閱第 48 頁 「儲存視訊快照」。

指定主要和投影輸入端子預設值
您可以使用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訊控制中預設主要輸入端子和預設投影輸入端子喜好
設定，指定主要輸入端子和投影輸入端子的預設輸入端子。使用者介面會重置為在系統閒置
後接聽電話時和通話終止時顯示所選取的預設輸入端子。這會確保通話開始時總是選擇預設
輸入端子。使用者可以在通話之前或通話期間變更輸入端子。如果您為這些喜好設定選擇手
動，則使用者介面會顯示使用者前次選擇的輸入端子，並且不會自動變更輸入端子。
如果您為預設投影輸入端子喜好設定選擇自動 （預設值），則系統會選擇連接到編解碼器上
VGA 或 DVI-I 輸入端子的裝置。
如果您為預設主要輸入端子喜好設定選擇自動 （預設值），則系統會以下列順序選擇預設輸
入裝置：
LifeSize 型號

輸入端子優先順序

LifeSize Room

1.

高畫質攝影機 （作用攝影機）

2.

輔助視訊

1.

高畫質攝影機 1

2.

文件提示機

LifeSize Team MP

LifeSize Express 200

高畫質攝影機 1

LifeSize Express 220

高畫質輸入端子 1

LifeSize Team 200

1.

高畫質輸入端子 1 （如果連接到 LifeSize Camera 200）

LifeSize Team 220

2.

高畫質攝影機 1 （連接到標有僅限 LifeSize 攝影機或僅限系
統攝影機的連接埠的 LifeSize Camera 或 LifeSize Focus）

3.

高畫質輸入端子 1 （連接到 LifeSize Camera 200 以外的其
他裝置）

LifeSize Room 200

1.

高畫質輸入端子 1 （如果連接到 LifeSize Camera 200）

LifeSize Room 220

2.

高畫質輸入端子 2 （如果連接到 LifeSize Camera 200）

3.

高畫質攝影機 1 （連接到標有僅限系統攝影機的連接埠的
LifeSize Camera 或 LifeSize Focus）

4.

高畫質輸入端子 1 （連接到 LifeSize Camera 200 以外的其
他裝置）

LifeSize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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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輸入裝置名稱
您可在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訊控制中變更以下喜好設定的預設值來定義自訂輸入端子
名稱。輸入端子的自訂名稱長度限 16 個字元。
喜好設定

支援

預設值

高畫質攝影機 1 名稱

LifeSize Room

高畫質攝影機 1

LifeSize Team MP
LifeSize Express
LifeSize Express 200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高畫質攝影機 2 名稱

LifeSize Room

高畫質攝影機 2

文件提示機名稱

LifeSize Room

文件提示機

LifeSize Team MP
高畫質輸入端子 1 名稱

LifeSize Express

高畫質 1

LifeSize Express 220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高畫質輸入端子 2 名稱

LifeSize Room 200

高畫質 2

LifeSize Room 220
輔助視訊輸入端子名稱

LifeSize Room

DVD

LifeSize Room 200
LifeSize Room 220
VGA 輸入端子名稱

LifeSize Room

PC

LifeSize Team MP
LifeSize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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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設定

支援

預設值

DVI-I 輸入端子名稱

LifeSize Room 200

PC

LifeSize Express 220
LifeSize Team 200
LifeSize Team 220
LifeSize Express 200
LifeSize Express 220

設定高畫質輸入端子和 DVI-I 輸入端子
如果 LifeSize 系統在編解碼器上帶有一或多個高畫質輸入端子或 DVI-I 輸入端子，您可能需
要調整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訊控制中的高畫質輸入類型和 DVI-I 輸入類型喜好設定。
預設選項自動適用於大多數的裝置。如果連接至編解碼器上高畫質輸入端子的高畫質裝置中
未呈現任何視訊影像或原色影像，請將此喜好設定設為 DVI 選項。

備註： 選擇 DVI 選項將迫使 LifeSize 系統僅使用 DVI 視訊並忽略任何音訊輸入。 要處理此
問題，請將所連接的高畫質裝置的音訊端子連接至編解碼器背板上的音源輸入連接
埠。

控制視訊延伸
您可以在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訊控制中將視訊延伸喜好設定設為已啟用，確定使用者
總是看到 4:3 螢幕比例投影輸入或接收 16:9 螢幕比例投影視訊。預設值為已停用。

備註： 如果在支持此解析度的 LifeSize 系統上，有一個連接到系統的顯示器的解析度設為
1920x1080，則將此喜好設定設為已啟用不會有任何效果。
系統資訊畫面顯示 VGA 輸入端子狀態 （或編解碼器上包括 DVI-I 輸入的型號上的 DVI-I 輸入
端子狀態）的實際輸入大小。 輸入選擇器會視螢幕比例為輸入顯示 16:9 或 4:3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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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VISCA 輸入端子與受支援的第三方攝影機
LifeSize Room 200 和 LifeSize Room 220 在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訊控制中包括
VISCA 輸入喜好設定，以在編解碼器上選取受支援 VISCA 控制攝影機連接的輸入端子。 要
獲取有關使用此喜好設定的更多資訊，請參閱技術說明使用 Sony EVI-HD1 攝影機與
LifeSize Room 200 和 LifeSize Room 220。 預設值為 SDI 配接器。 如果您使用
LifeSize Room 200 或 LifeSize Room 220 上的 RS-232 序列埠，使用第三方裝置透過命令
列介面控制系統，則會顯示無作為此喜好設定的設定。

平衡主要和投影視訊頻寬
對於投影期間傳送至遠端的視訊影像，您能以視訊串流的總可用位元速率的百分比來為主要
和投影視訊輸入串流分配頻寬。在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訊品質：視訊頻寬平衡中選擇
欲分配的百分比。

備註： 在撥號之前調整此喜好設定。在通話期間調整此喜好設定不起任何作用。
各選項中的第一個百分比套用至主要視訊輸入串流，通常為高畫質攝影機。第二個百分比套
用至投影視訊輸入串流，通常為連至編解碼器的膝上型電腦或個人電腦。系統僅在投影期間
傳送視訊影像時，才會根據所選的選項以分配頻寬。當來自投影視訊輸入端子的視訊串流包
含動態時，例如：包含多段動畫的幻燈片或來自 DVD 播放程式的視訊輸入，請考慮調整此
喜好設定。

選擇來源視訊品質度量指標的優先順序
您可將通話期間 LifeSize 系統傳送至遠端的主要和投影視訊的品質設為以銳利度或動態為優
先。如果您希望以銳利度為優先，可為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訊品質：主要視訊動態喜
好設定選擇較小的數值，在較低的頻寬通話中，系統以較低的幀速率和較高的解析度傳送主
要視訊。預設值 (10) 以動態為優先。如果頻寬有限，可以考慮調整此喜好設定。
如果正在傳送投影，請在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訊品質：投影視訊銳利度中選擇投影視
訊品質的優先順序。預設值 (10) 以銳利度為優先。通常，投影資料不包含動態 （例如：電
子試算表或幻燈片）。如果您在此喜好設定中選擇一個較小的數值來將投影視訊設為動態優
先，則系統將以較高的幀速率和較低的解析度傳送視訊。

調整視訊編碼器品質
您可調整通話期間傳送至遠端的視訊影像品質，方法是在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訊品質
：視訊編碼器品質喜好設定中指定相對較低或較高的解析度。將滑桿向右移動可降低發送至
遠端的視訊解析度並改善視訊影像的品質。可考慮使用此喜好設定來微調發送至遠端的視訊
影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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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 H.241 MaxStaticMBPS
ITU-T 標準 H.241 包含解碼器可支援的選擇性參數的定義並以其能力與其他裝置通訊。 當您
將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視訊品質中的 H.241 MaxStaticMBPS 喜好設定設為已啟用時，
LifeSize 編解碼器能以較高的解析度將近端視訊傳送至支援 MaxStaticMBPS 選擇性參數的第
三方遠端裝置。

調整視訊封包的最大傳輸單位 （MTU）
視訊封包若超過路由器或網路路徑中任何一段的最大傳輸單位 (MTU) 尺寸，則將可能被切割
或丟棄。這會導致接收裝置所接獲的視訊品質不良。您可設定 LifeSize 系統所傳送的視訊封
包的最大傳輸單位 （MTU）。預設值為 1440 位元組。可允許的範圍介於 900 到 1500 個位
元組之間。若要設定視訊封包的最大傳輸單位 （MTU），請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
視訊品質：視訊 MTU。

停用對本機目錄的存取權限
預設情況下，使用者可使用本機目錄中的項目撥打電話，並且新增、移除或修改這些項目。
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使用指南中有關本機目錄的更多資訊。
您可停用使用者對本機目錄的存取權限，方法是將管理員喜好設定：目錄：一般中的本機
目錄設定為已停用。停用對本機目錄的存取權限還會停用下列功能：
•

從重撥清單中將項目儲存至本機目錄

•

將企業目錄項目複製到本機目錄

•

在會議目錄中創建會議項目時從本地目錄選擇項目

當本機目錄喜好設定設為已停用時，管理員可保有對網路管理介面目錄頁面上的本機目錄的
存取權限。有關從網路管理介面管理本機目錄的更多資訊，請參閱第 48 頁 「使用進階目錄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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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企業目錄
使用者可以透過從已儲存號碼清單中選擇一個需要撥打的號碼，從目錄中撥打通話。企業目
錄符合 H.350 規格標準，並能按字母順序和分層格式來儲存多達 1000 條的輸入項目。所有
使用者皆可管理本機目錄和會議目錄中的輸入項目。僅有管理員可以管理企業目錄中的輸入
項目。
您可在自動偵測喜好設定或輕量級目錄存取協定 （LDAP）中進行喜好設定來填入企業目錄
（位於管理員喜好設定：目錄中）。預設狀況下，會啟用自動偵測而停用 LDAP。您祇可以啟
用下列其中一個方式。系統會自動停用其他方式，以防止重複的輸入項目顯示在企業目錄
中。這些方法的狀態 （已啟用或已停用）出現在管理員喜好設定： 目錄畫面 （使用者介面
中）上。LDAP 安裝的連線狀態也會顯示在此頁面和系統資訊頁面上。可以呈現的連線狀態
值包括下列項目：
LDAP 連線狀態

說明

未註冊

未設定 LDAP 喜好設定的組態。

已註冊

已設定 LDAP 喜好設定的組態。LifeSize 系統前次嘗試聯絡 LDAP
伺服器並接收資料已順利完成。

無法聯絡

已設定 LDAP 喜好設定的組態，但是 LDAP 主機名稱無效或者伺
服器不存在。

未授權

已設定 LDAP 喜好設定的組態，但是使用者名稱或密碼無效。

語法無效

已設定 LDAP 喜好設定的組態，但是基準 「識別名稱」 (DN) 無
效。

已失敗

已設定 LDAP 喜好設定的組態，但是發生非預期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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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自動偵測
自動偵測功能允許您網路上的 LifeSize 系統自動向其他 LifeSize 系統傳送位址資訊。預設狀
況下，LifeSize 系統加入網路時，將傳送一個廣播封包到本機子網路以宣告其存在。本機子
網路上收到了該封包且自動偵測功能設為已啟用的任何 LifeSize 系統都將傳送自身位址資訊
和所偵測到的其他 LifeSize 系統的位址清單來進行回覆。LifeSize 系統將為本機子網路上每
個收到回覆的系統在其企業目錄中建立一條輸入項目。系統接著將查詢所收到的其他 IP 位
址清單和其自身儲存的重撥清單中的 IP 位址，但系統祇查詢您於自動偵測子網路和自動偵測
忽略的子網路喜好設定中所指定的過濾器可允許的位址。預設狀況下，系統僅回覆和傳送查
詢到本機子網路中的其他 LifeSize 系統。
設定自動偵測子網路和自動偵測忽略的子網路喜好設定以允許系統偵測本機子網路之外的其
他 LifeSize 系統，並與其他 LifeSize 系統分享該資訊。在自動偵測子網路喜好設定中指定子
網路過濾器 （以空格分開）以識別 LifeSize 系統可傳送查詢和回覆的子網路。預設狀況下，
該喜好設定為空白；系統僅回覆和傳送查詢至本機子網路中的其他 LifeSize 系統。要從自動
偵測中排除子網路，請在自動偵測忽略的子網路中指定子網路過濾器。如果目的位址與自動
偵測子網路喜好設定中的任何一個過濾器都不相符，或者與自動偵測忽略的子網路喜好設定
中的某一個過濾器相符，則 LifeSize 系統將不會查詢或回覆位於該位址的 LifeSize 系統。
例如，您可以設定自動偵測子網路喜好設定使其包含一個大的子網路，然後在自動偵測忽略
的子網路喜好設定中排除該子網路的一個子集。可以考慮網路具有多個 IP 位址為 10.* 的子
網路，其中位址為 10.85.* 的裝置的網路連接速度很慢。如果您在自動偵測的子網路中輸入
10.*，在自動偵測忽略的子網路喜好設定中輸入 10.85.*，則 LifeSize 系統將查詢與回覆除位
址 10.85.* 之外的所有具有 10.* 位址的 LifeSize 系統。
如果您將自動偵測設為已停用，則 LifeSize 系統將不會向本機子網路傳送廣播訊息，也無法
偵測其他 LifeSize 系統或被其偵測。

從 LDAP 伺服器讀取
當您啟用並設定 LDAP 喜好設定的組態來填入企業目錄時，可以指定主機名稱、登入和查詢
參數，以及從預先設定的 LDAP 伺服器讀取資料的重新整理間隔。LifeSize 建議您使用符合
H.350 規格標準的架構來安裝 LDAP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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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外觀喜好設定
使用者可設定使用者喜好設定：外觀與背景中的喜好設定，這將影響下列各項的外觀或狀
態：
•

系統閒置和螢幕保護程式逾時時顯示的螢幕保護程式

•

系統睡眠模式逾時

•

通話接通後的使用者介面顯示逾時間隔

•

顯示在使用者介面中的語言

•

已連接電話的顯示器上的液晶顯示器對比度

•

呈現在使用者介面中的背景影像或顏色

呈現在畫面底端的說明文字，協助使用者選擇每個喜好設定的選項。管理員還可存取管理員
喜好設定： 一般、背景、以及方式中的喜好設定。
祇有管理員可以隱藏或顯示使用者介面中的 LifeSize 品牌和螢幕保護程式商標，或者新增或
移除自訂背景影像。要隱藏或顯示 LifeSize 品牌，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外觀：一般：公司
標誌。選擇無以隱藏品牌。預設選項會顯示品牌。要新增或移除自訂背景影像，請參閱第 47
頁 「新增或移除自訂背景影像和顏色」。

視訊方式喜好設定
所有使用者都可以在使用者喜好設定：外觀中設定母子畫面視訊方式喜好設定。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使用指南中有關設定此喜好設定的更多資訊。
LifeSize 系統支援雙顯示器、語音啟動切換視訊和輔助視訊輸出端子，只有管理員可以在管
理員喜好設定：外觀：方式中設定下列視訊方式喜好設定的組態：
•

顯示器 2 方式

•

多方通話方式

•

輔助視訊輸出端子喜好設定

顯示器 2 方式
預設狀況下，當您將第二個顯示器連接至支援雙顯示器的 LifeSize 系統時，顯示器中會顯示
一則訊息，提示您選擇組態選項。導覽至使用者喜好設定：外觀：方式：顯示器 2 方式，並
選擇一個選項。此喜好設定的選項會視 LifeSize 系統型號的不同而有所變化。要獲取有關設
定此喜好設定組態的資訊，請參閱 LifeSize 系統型號的 「安裝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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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通話視訊影像方式
LifeSize 系統支援多方視訊通話，可以顯示最多四個通話者的視訊：三個遠端與會者，一個
近端與會者。在多方視訊通話期間，如果您選擇將遠端與會者的視訊指派給畫面方式中最大
視窗的畫面方式，則正在說話的遠端與會者的視訊會呈現在最大的視窗中。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使用指南中有關選擇畫面方式的更多資訊。
LifeSize Room、LifeSize Room 200 和 LifeSize Room 220 還支援在 H.323 和 H.460 通話中
語音啟動切換視訊。 如果在任何這些系統上啟用語音啟動切換視訊，且系統控管通話，則系
統僅將目前正在說話的與會者視訊傳輸至會議中所有與會者，並將最後通話人的視訊傳輸至
目前正在說話的與會者。 要啟用語音啟動的切換，請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外觀：方式，並
將多方通話方式喜好設定設為最後通話人。您必須啟用此功能，然後才能撥打或接聽會議中
的第一個通話。
如果多方通話方式喜好設定設為所有通話者，則預設狀況下，所有通話者的視訊都會出現在
顯示器中 （最多四個與會者：最後三個遠端通話人和一個近端通話人）。 其他加入通話的遠
端與會者視訊影像不會出現在顯示器中，除非該與會者成為現行通話人，而更換最後三個遠
端通話人中最早一位的視訊影像。
通話期間您不能變更多方通話方式喜好設定。LifeSize 建議您在通話中未使用系統作為 MCU
時，保持將多方通話方式喜好設定設為所有通話者。 只有 H.323 和 H.460 通話支援語音啟動
的切換。 語音啟動的視訊切換不支援虛擬多方。 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使用指南中有
關虛擬多方的更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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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ize Room 中的輔助視訊輸出喜好設定
預設狀況下，LifeSize Room 上會啟用輔助視訊輸出。 您可以透過在管理員喜好設定：外觀：
方式中設定下列喜好設定的組態，指定在已連接至輔助視訊輸出端子的視訊裝置中顯示的視
訊來源，或者停用輔助視訊輸出端子：
喜好設定

預設值

說明

輔助視訊輸出端子

已啟用

選擇已停用以阻止視訊傳送至已連至輔助視訊輸出端子
的裝置。

閑置的輔助輸出端子方式

無輸入端子

系統閑置時，在已連至輔助視訊輸出端子的裝置中選擇
要顯示的視訊來源。

無輸入端子已連接裝置中無顯示任何視訊。
高畫質攝影機顯示來自高畫質攝影機的視訊。
高畫質攝影機 + 輔助顯示來自高畫質攝影機和已連至輔

助視訊輸入端子裝置的視訊。
高畫質攝影機 + 輔助 + 文字顯示來自高畫質攝影機、已
連至輔助視訊輸入端子的裝置和文件提示機的視訊。

所有輸入端子顯示來自所有已連接的視訊輸入裝置的視
訊，或者無任何視訊 （如果裝置未連接）。

現用的通話輔助輸出端子方式

已接收

通話期間，在已連至輔助視訊輸出端子的裝置中選擇要
顯示的視訊來源。

已接收顯示從遠端所接收的視訊。
已傳送顯示傳送至遠端的視訊。
高畫質攝影機顯示來自所選高畫質攝影機的視訊。

設定顯示器喜好設定
祇有管理員才可設定影響顯示器類型、解析度和能源管理選項的喜好設定組態。顯示器喜好
設定會呈現在管理員喜好設定：外觀：顯示器中。通常，祇有在安裝系統、更換顯示器和排
除顯示器故障時，才需要設定顯示器類型和解析度。請參閱您的系統型號 「安裝指南」中的
更多資訊。

備註： 如果 LifeSize 攝影機之外的其他視訊輸入裝置連接到 LifeSize 系統上的高畫質輸入
端子或色差輸入端子，則確保管理員喜好設定：外觀：顯示器中選取的顯示器解析
度與輸入裝置上的解析度相符。 解析度不相符可能導致視訊以 720p30 傳輸到遠端。
當系統進入睡眠模式時，您可將顯示器節能程式喜好設定設為已啟用，以便連接的顯示器能
夠關閉 LifeSize 系統傳送給它的訊號。LifeSize 建議您測試此功能與您的顯示器的相容性，
然後才在您的環境中使用。當不再從系統接收訊號時，部分顯示器可能會呈現為黑色，而不
會進入節能狀態。其他顯示器可能會識別訊號遺失，並顯示指出此狀態的文字。這可能會導
致畫面中出現緊急文字影像。部分顯示器可能會識別訊號遺失並關閉電源，但是在 LifeSize
系統喚醒時並不會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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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最近的組態變更
您可檢視管理員喜好設定：最近中的喜好設定以作為排除您使用 LifeSize 系統時可能遇到的
問題或快速存取最近變更的喜好設定的輔助訊息。對其他喜好設定設定值有依存性的喜好設
定 （例如：H.323 和 SIP 伺服器喜好設定）可能不會呈現在最近中。

備註： 升級系統軟體會從最近畫面中移除所有喜好設定。

使用診斷喜好設定和工具
所有使用者都可以使用的診斷喜好設定和工具，包括高畫質攝影機喜好設定、連接至編解碼
器的裝置輸入端子喜好設定和系統重新啟動選項。要獲取有關使用這些喜好設定和工具的資
訊，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使用指南。管理員可在使用者喜好設定或管理員喜好設定
：診斷中存取這些喜好設定與工具。

備註： 在網路管理介面中，要在診斷：攝影機頁面上檢視對攝影機診斷喜好設定進行變更
的效果，點按儲存變更，然後點按重新整理。
在管理員喜好設定：診斷中僅管理員可用的診斷喜好設定與工具包括通話計數器統計資料、
色帶設定值和網路公用程式。

使用網路公用程式
您可使用管理員偏好設定：診斷：網路公用程式中的 ping （封包網際網路探索）和
traceroute （路由追蹤）公用程式來排除使用系統時所遇到的網路連線問題。ping 指令可以
測試兩個裝置之間的反應。traceroute 命令可以測試反應並追蹤封包從一個裝置到另一個裝
置的傳送路徑。

重新啟動系統
當您執行下列其中一個動作時，系統會重新啟動：
•

重新啟動系統 （管理員喜好設定或使用者喜好設定：診斷：系統重新啟動）。

•

將系統重置為預設狀態 （管理員喜好設定：系統：系統重置）。

•

在網路管理介面中使用系統還原來還原系統組態 （喜好設定：系統：系統重置：系統
恢復）。

•

啟用或停用 IPv6 （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一般） 。

•

變更 VLAN 標籤喜好設定 （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一般）。

•

變更 TCP 保留連接埠 （管理員喜好設定：網路：保留連接埠）。

•

變更 UDP 訊號傳送連接埠、啟用或停用 TCP 或 TLS 訊號傳送或變更 TCP 或 TLS 訊號
傳送連接埠 （管理員喜好設定：通訊：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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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理員喜好設定：安全：一般中啟用或停用 FIPS 140-2。

•

反覆變更使用者介面中顯示的語言，或者將連接至 LifeSize 系統的顯示器變更為需要將
使用者介面重新載入至記憶體中的解析度，例如，從 720 至 1080。在此狀況下，記憶體
會被切割，且無法重新載入所有使用者介面。

•

從網路管理介面升級系統軟體 （維護：系統升級）。

所有使用者都可重新啟動系統，方法是從主畫面中存取使用者喜好設定：診斷：系統重新
啟動。管理員還可透過存取管理員喜好設定：診斷：系統重新啟動來重新啟動系統。出現提
示時選擇是以確認重新啟動。
請參閱第 26 頁 「回復預設值」以將系統重置為預設狀態。

備註： 如果使用者介面沒有回應，且您無法透過執行這些指示來重新啟動系統時，您可依
照第 26 頁 「回復預設值」所述，按編解碼器背面板的重置按鈕以重新啟動系統。
LifeSize 建議您不要透過拔掉電源插頭來重新啟動系統。

獨特網路管理功能
您可利用使用者介面所提供的網路管理介面來執行相同的管理組態。 網路管理介面包含使用
者介面中不具備的以下額外功能。

備註： 當在網路管理介面中管理 LifeSize 系統時，確保您在使用受支援的 Adobe Flash
Player 版本和受支援的瀏覽器。 使用不受支援的網路瀏覽器或 Flash Player 版本，
某些功能 （例如檔案上載）可能會無法正常運作。 請參閱 www.lifesize.com 支援頁
面上 LifeSize 系統型號的發行注意事項，以取得受支援的網路瀏覽器和 Flash Player
版本。

新增或移除自訂背景影像和顏色
您祇能從網路管理介面來新增或移除自訂背景影像。存取喜好設定：外觀：背景並點按畫面
底部的新增按鈕以便新增新的背景影像。若要套用新的影像，只需選取影像然後按一下要套
用該影像的顯示器即可。影像必須為 1280 x 720 的 .jpg 檔案類型，並且具有獨特的顯示名
稱。
使用者和管理員可以指定呈現在顯示器中的背景顏色，而不是背景影像。在管理員喜好設
定：外觀：背景或在使用者喜好設定：背景中為顯示器背景影像喜好設定選擇無，然後為顯
示器背景顏色喜好設定選擇一種顏色。
祇有管理員可以在網路管理介面的喜好設定：外觀：背景中指定自訂的背景顏色。每一個顯
示器的現行背景旁邊都會顯示一個顏色樣本。按一下顏色樣本。 即會顯示取色滴管
圖示
和顏色輪
圖示。 使用這些圖示執行下列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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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介面選擇背景顏色
1. 按一下取色滴管，以從網路管理介面選擇一個顏色。
2. 按一下您要從介面套用的顏色。
3. 按一下顯示器以套用顏色。
指定自訂顏色
1. 按一下顏色輪以存取顏色編輯器。
2. 透過提供 RGB 值或十六進位值，指定自訂顏色。您也可以透過按一下顏色編輯器中顯示
的顏色樣本，選擇預先定義的顏色。
3. 按一下儲存變更以儲存選擇。
4. 按一下顯示器以套用顏色。

儲存視訊快照
您只可以從網路管理介面中，將近端和遠端攝影機的視訊的視訊快照儲存為 .jpg 格式。從網
路管理介面的通話管理器中，按一下儲存快照
按鈕來從近端或遠端攝影機中擷取視訊影
像。預設狀況下，視訊快照已啟用。 要停用視訊快照，請導覽至管理員喜好設定：視訊：
視訊控制，並在視訊快照喜好設定內選擇已停用。您也可以使用通話管理器中的
按鈕來
停用或啟用視訊快照。

備註： 系統在睡眠時不會產生視訊快照。如果網路管理介面正在顯示通話管理器畫面，則
系統會喚醒 （如果在睡眠狀態），並且不會進入睡眠狀態。如果您離開通話管理器
畫面，或者網路管理介面逾時而變成登入畫面，則系統會在螢幕保護程式逾時加上
睡眠逾時喜好設定中指定的時間間隔之後進入睡眠狀態。
網路管理介面中的診斷：攝影機頁面上也可以使用主要輸入攝影機的視訊快照。

使用進階目錄功能
祇有透過網路管理介面才可以執行目錄的進階使用。 在目錄標籤上，按一下您想要存取的目
錄名稱。 全部列出會擷取目前的目錄資料。 使用搜尋可以尋找目錄中的特定輸入項目。
檢視本機目錄或會議目錄時，您可以按一下全部清除以刪除所有項目；匯入以新增多個項
目；匯出以 CSV 格式匯出項目；以及新增以新增單個項目。
檢視企業目錄時，您可以按一下匯出以 CSV 格式匯出項目。

備註： 從網路管理介面匯入和匯出目錄輸入項目時，使用支援 UTF-8 編碼的文字編輯器檢
視或編輯資料。使用網路管理介面匯入的目錄輸入項目中不支援雙位元組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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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和還原系統組態
您祇可以從網路管理介面儲存和還原系統組態。
系統儲存功能會建立包含命令列介面命令的文字檔，以還原儲存的組態。儲存的設定包括所
有可以從命令列介面設定的喜好設定，而命令列介面密碼和預設 SNMP 使用者的密碼除外。
您可以手動編輯檔案，來自訂設定。系統還原功能會使用儲存的設定檔來還原系統設定。要
獲取有關使用命令列介面編輯設定檔中的命令和儲存與還原系統組態的更多資訊，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的 LifeSize 自動命令列介面。

備註： 組態喜好設定和選項視 LifeSize 系統型號和軟體版本而有所不同。使用從不同型號
或軟體版本儲存的檔案還原系統組態可能產生非預期的結果。LifeSize 建議您還原從
相同系統或相同系統型號和軟體版本儲存的設定。
要從網路管理介面儲存系統組態，請遵循以下步驟：
1. 在網路管理介面中，導覽至喜好設定：系統：系統重置。如果您要在檔案中儲存系統密
碼，請選擇儲存密碼。使用此選項儲存的密碼不會加密。
2. 按一下系統儲存。
3. 在下載檔案對話方塊中，按一下是。
4. 系統提示時，選擇儲存設定檔的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要從網路管理介面還原系統組態，請遵循以下步驟：
1. 執行還原之前請確定儲存的設定檔存在。
2. 當您儲存設定檔案時，如果選擇不儲存密碼，密碼在該檔案中顯示為被 ### 字元環繞的
記號並且 FIX: 會出現在設定檔中命令的前面，例如：
FIX: set admin password ###Password###

如果您希望在使用該檔案還原系統之前用密碼更換這些記號，請刪除 FIX: 並使用密碼更
換 ###token###。在您還原系統時，如果不編輯這些行，錯誤 09 （無效的命令）出現在
命令輸出結果中；FIX: 行被忽略；以前為密碼設定的值保持不變。
3. 掛斷所有連接至系統的通話。如果當您執行還原時通話已連接，則會出現一個對話方塊
並提示您繼續或取消還原。如果您繼續進行，則系統還原程序會終止通話。
4. 在網路管理介面中，導覽至喜好設定：系統：系統重置。
5. 按一下系統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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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出現錯誤對話方塊，請檢查錯誤。您可能會想要將錯誤複製並粘貼至文字編輯程序
中，以便進行分析和疑難排解。由於出現 FIX: 行而導致的錯誤會識別帶有並非手動編輯
加上的記號密碼的命令。其他錯誤可能指出還原指定喜好設定或還原整個設定的問題。
有關可能出現的錯誤碼的說明，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的 LifeSize 自動命令列介
面中的 「標準回覆碼」。
7. 按一下繼續。LifeSize 系統會重新啟動，並會出現一個對話方塊指出還原順利完成。

將畫面文字複製到剪貼簿
網路管理介面支援從大多數畫面將資料複製到作業系統剪貼簿。此功能可讓您將設定資訊粘
貼至電子郵件或文字編輯應用程式，從而簡化疑難排解。如果畫面支援此功能，則畫面的右
下角會出現一個複製按鈕。按一下複製按鈕以將畫面上的資料複製到剪貼簿。

下載通話歷程
您可以從網路管理介面的診斷頁面中，將通話歷程作為以逗點分隔值的檔案 （.csv 檔案擴展
名）下載。按一下通話歷程，然後按一下下載通話歷程。系統提示時，請選擇儲存檔案的位
置。通話歷程檔案包含您執行命令列介面中下列命令時所產生的相同輸出。
status call history -f -?

從網路管理介面中下載通話歷史記錄最多可擷取 26 個記錄。使用命令列介面可擷取多達
1000 個記錄。 將系統還原為預設設定或從命令列介面中執行 set system clean -C 命令
會從編解碼器中刪除通話歷史記錄。 要獲取有關從命令列介面擷取、刪除通話歷史記錄的更
多資訊，請參閱 LifeSize 視訊通訊系統的 LifeSize 自動命令列介面。 要獲取有關將系統還原
為預設值的更多資訊，請參閱第 26 頁 「回復預設值」。

升級系統軟體
您祇可以從網路管理介面升級系統軟體，並手動安裝授權碼。請參閱第 51 頁 「升級您的系
統軟體」中的更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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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路管理介面管理通話
您可在目錄標籤中選取一個輸入項目並按一下撥號來撥打通話。從目錄中來撥打輸入項目將
呼叫通話管理器。通話管理器標籤包括使用者介面中使用者可用的所有通話管理功能。當您
將滑鼠指標移動到介面元素上時，會顯示一個工具提示，協助您識別與該元素相關聯的通話
管理功能。 通話管理器中出現的資料每五秒鐘重新整理一次。

升級您的系統軟體
在升級 LifeSize 系統軟體之前，請確定系統符合下列先決條件：
•

您要與系統搭配使用的所有攝影機和 LifeSize SDI Adapter 都已恰當連接至編解碼器。

備註： 如果攝影機和 LifeSize SDI Adapter 在升級前未連接至 LifeSize 系統，則系統升
級後這些裝置將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

如果您從軟體版本 4.0.0 升級至更新版本，系統上已存在用於升級的現行授權碼。升級授
權的過期日期顯示在系統資訊頁面上。要升級授權碼，請參閱第 24 頁 「更新授權碼」。

備註： 如果系統上不存在現行授權碼，則升級失敗。如果現行授權碼不存在，請聯絡您
的已授權 「LifeSize 合作夥伴」，以更新您的維護協議書。更新過程可能需要
24 至 48 小時才能完成。
請依照以下步驟來升級您的系統軟體：
1. 存取 Access www.lifesize.com/support
2. 按一下下載軟體按鈕。
3. 輸入您的序號 （位於 LifeSize 系統編解碼器的底端或背板上以及系統資訊頁面上）。
4. 按一下要下載的軟體版本的連結。
5. 將檔案下載至系統上的本機目錄。
6. 存取您系統的網路管理介面。請參閱第 5 頁 「使用網路瀏覽器管理」。
7. 按一下維護標籤。
8. 按一下系統升級。
9. 如果升級要求您將系統重置為原始預設值，請勾選重置為預設狀態核選方塊。
10. 瀏覽到您在步驟 5 中所下載的升級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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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一下升級。

備註： 如果通話已連接至系統，一個對話方塊將會出現並提示您繼續或取消升級。按一
下是，以繼續升級並中斷目前的通話。升級可能需要幾分鐘的時間；請勿中斷升級過
程。升級期間，一個狀態畫面將會出現在已連接至系統的顯示器中。使用者無法取消該
畫面，且系統會拒絕傳入的通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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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理員組態
視窗。
13. 您的系統已就緒可供使用。如果您在步驟 9 中選擇了重置為預設狀態核選方塊，則您必
須先重新設定您的系統。請參閱您的 LifeSize 系統型號的 「安裝指南」。

升級失敗的疑難排解
如果試圖升級您的 LifeSize 系統軟體時不幸失敗，請依照以下步驟來執行：
1. 確保您具備有效的升級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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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所傳回的錯誤代碼記錄下來。
5.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與 LifeSize 技術服務部或 LifeSize 合作夥伴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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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錯誤代碼
以下是升級失敗時可能會收到的錯誤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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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現用分割區指令失敗。

3

寫入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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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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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連線中斷時。

5

升級指令碼失敗

在影像成功上載後，系統會執行升級指令碼以進行最後的處理。
此錯誤說明該指令碼發生錯誤。這通常會發生在使用另一項
LifeSize 產品的升級影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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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的升級影像時。

7

無法掛載升級分割區

在將影像複製到系統上之後，系統無法掛載該影像。這通常發生
在升級影像損壞或者使用另一項 LifeSize 產品的升級影像時。

8

無權限

系統無法讀取升級分割區。

9

影像損毀

升級影像損壞而無法使用。這通常在影像錯誤或者上載到裝置的
過程中發生錯誤時發生。

10

引數不正確

提交了無效的引數給升級程式。這通常會發生在使用另一項
LifeSize 產品的升級影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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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12

解密失敗

系統無法將升級影像進行解密。這通常會發生在影像損壞或者遭
受危害時。

13

開發商系統

系統的組態設定僅供開發之用，限由 LifeSize 的代表人員進行
升級。

14

正在進行升級

已經在進行升級。系統一次祇能支援一個升級。

15

升級授權已過期

裝置上不存在升級系統軟體的現行授權碼。請聯絡您的授權
「LifeSize 合作夥伴」，更新維護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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