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size® Icon™ Series 300/500/700

.

Get started setting up your system

Set up and activate

Configure your system

Configure

Start placing calls. You can also manage your calls, share data, and create recordings.

Use your system

Learn about the Lifesize cloudbased video service that supports desktop, mobile, and browserbased
video collaboration with your Icon.

Lifesize cloudbased service

硬件安装
准备安装 Lifesize 视频系统时，请考虑房间的物理条件、与显示器的兼容性以及您的网络配置。注意：如果不使用 DHCP，网络管理员必须手
动为您的系统设置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快速参考卡
带 Lifesize Phone HD 的 Lifesize Icon 300
带 Micpod 和 Room Controller 平板电脑应用程序的 Lifesize Icon 300
Lifesize Icon 500
Lifesize Icon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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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和激活您的系统
在 Icon 的初始配置期间，请遵循这些步骤。
1. 打开浏览器并导航至 Icon 上显示的 IP 地址。
2. 从列表中选择您的语言，然后单击下一步。
3. 选择您的时区。
4. 可选：单击

以配置代理连接。

1. 启用 HTTP 代理。
2. 输入主机、端口、用户名和密码。
3. 单击保 存。
5. 设置并确认管理员密码。这使管理员可以访问系统的 Web 界面。
6. 设置并确认 Lifesize PhoneTM HD 管理员密码。这允许访问 Lifesize Phone HD 中的管理员设置。
7. 单击下一步。
8. 选择您的音频输出（Phone HD 或者电视显示器或扬声器），然后单击下一步。
9. 您已完成设置。单击转到管理员控制台以将您的系统与 Lifesize 服务配对。
10. 您可以将 Icon 与单个用户或会议室关联。

单个 用户

我允许 Lifesize 最终用户将设备与其自身相关联。
用户允许 Lifesize 管理员将设备与其 Lifesize 组中的任何用户或现有房间系统相关联。

如果设备驻留在会议室中且供多个用户使用时，使用此选项。
会议室

11. 单击激 活。

为 Icon 创建单独的 Lifesize 帐户。给系统输入一个名称，它将显示在目录中。或者，也可以输入电子邮件地址用于呼
叫系统。

为 Icon 300 设置 Micpod
在 Icon 的初始配置期间，请遵循这些步骤。
1. 打开浏览器并导航至 Icon 上显示的 IP 地址。
2. 从列表中选择您的语言，然后单击下一步。
3. 选择您的时区。
4. 设置并确认管理员密码。这使管理员可以访问系统的 Web 界面。
5. 配对您的系统。您可以将 Icon 与单个用户或会议室关联。

单个 用户

我允许 Lifesize 最终用户将设备与其自身相关联。
用户允许 Lifesize 管理员将设备与其 Lifesize 组中的任何用户或现有房间系统相关联。

如果设备驻留在会议室中且供多个用户使用时，使用此选项。
会议室

为 Icon 创建单独的 Lifesize 帐户。给系统输入一个名称，它将显示在目录中。或者，也可以输入电子邮件地址用于呼
叫系统。

6. 下载适用于您平板电脑的 Lifesize Room Controller 应用程序。
7. 通过应用程序扫描二维码或输入代码完成配对过程。
您现在已准备好发出您的第一次呼叫。

配置您的系统
使用新的 Lifesize Icon Web 界面或 Lifesize Phone HD 配置您的网络设置、配置文件、安全性和语言等。
网络接口
Phone HD

网络考虑事项
网络带宽不足可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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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系统自动选择可用带宽能达到的最佳分辨率。如果想要将域地址用于发出呼叫，必须配置 DNS 服务器，或者使用可自
动设置 DNS 服务器的 DHCP 服务器。Lifesize 默认的 DNS 服务器为 8.8.8.8。

使用 Lifesize Icon Web 界面
用于配置 Lifesize Icon 系统的新 Web 界面现将所有设置选项放在一个页面上，可轻松快速配置所需内容。

配置系统配置文件
1. 打开浏览器并导航至 Icon 的 IP 地址。注：这可通过在 Phone HD 上点击开 始 > 系统找到。
2. 设置配置文件值。
系统名 称

定义房间系统名称。

系统 语言

选择系统界面的语言。

系统 电 话号码

设置系统使用的电话号码

NTP 服务器

除了 DHCP 服务器传递到系统的任何 NTP 服务器地址之外，还使用您为
NTP 服务器主机名指定的值。

日 期 和时 间

选择日期、时间和时区

3. 单击保 存。

配置网络
1. 打开浏览器并导航至 Icon 的 IP 地址。注：这可通过在 Phone HD 上点击开 始 > 系统找到。
2. 向下滚动到网络部分并设置以下内容：
连接类型

有线

DHCP 服务器

DHCP 动态分配和指定 IP 地址。
如果禁用 DHCP，请输入本地配置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用来将 IP 地址
分割为网络和主机标识符）和默认网关。

IP 地 址

输入系统的 IP 地址。

默认网 关

输入默认网关详细信息。

网络掩码

输入网络掩码信息。

静态 DNS 服务器 1 和 2

输入 IP 地址以配置 DNS 服务器。输入域名，以便在解析主机名时执行
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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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主机名解析为 IP 地址。

网络双 工 模 式

全双工允许两个组件之间的通信同时传输和接收信息。

网络速 度

选择您的网络速度：10 Mb/s、100 Mb/s 或 1000 Mb/s

3. 单击保 存。

安全性和密码
1. 打开浏览器并导航至 Icon 的 IP 地址。注：这可通过在 Phone HD 上点击开 始 > 系统找到。
2. 向下滚动到安全性部分并设置以下内容：

设置 并 确认管 理员密码

密码应至少包含 8 个字符，其中至少一个数字，至少一个小写字母
和一个大写字母，至少一个特殊字符。

设置 并 确认 Phone HD PIN

为与此系统搭配使用的 Lifesize Phone HD 设置 4 位数字的个人
标识号 (PIN)。

3. 单击保 存。

配置系统行为
1. 打开浏览器并导航至 Icon 的 IP 地址。注：这可通过在 Phone HD 上点击开 始 > 系统找到。
2. 向下滚动到系统行为部分并设置以下内容：

自动接 听 来电

允许自动接听来电。如果已禁用，则必须手动接听或忽略来电。默
认情况下，您必须手动接听或忽略来电。

自动开 始 演 示

如果将便携式电脑连接到系统的视频输入端，会自动启动演示。默
认设置为已启用。

音频 输出

指定视频呼叫期间音频输出的位置

双显示 模 式

选择自拍模式（默认）或镜像模式。通过下面内容了解更多。
由 50 Hz 电源供电的灯可能产生闪烁，摄像头能捕捉该闪烁并将
它传输到系统。如果使用由 50 Hz 电源供电的灯，并在视频中观察
到闪烁，请将防闪烁设置为 50 Hz。默认值为自动。

防闪 烁 50Hz

注：为该优选设置选择的值会应用到与系统连接的所有摄像头。
某些专门在阳光照明的室内使用的摄像头曝光设置可能会导致闪
烁。要消除闪烁，请增加亮 度设置。

3. 单击保 存。

双显示模式（仅限 Lifeize Icon 500 和 700）
将另一台显示器连接到系统时，可以选择一种显示模式，然后系统会自动配置第二台显示器。根据模式的不同，两个显示器在视频呼叫期间和
非视频呼叫期间的功能也有所不同。

显示 模 式

呼 叫 状态

显示 器 1

显示 器 2

自 拍 （ 默认）

呼 叫 期间

其他参加者的视频或复合视图
（如果参加者为三人或三人以
上）

本地摄像头视图显示

如果画中画 (PIP) 开启：您的
摄像头视图会在 PIP 中显示

如果（通过 HDMI 或 Lifesize Share）在本
地演示您的屏幕或当其他参加者演示屏
幕时：显示演示画面

背景

背景或数字看板

非 呼 叫 期间

如果 PIP 开启：显示背景

如果（通过 HDMI 或 Lifesize Share）在本
地演示您的屏幕：显示您的演示画面
镜像 模 式

呼 叫 期间

非 呼 叫 期间

注：

其他参加者的视频或复合视图
（如果参加者为三人或三人以
上）

本地摄像头视图显示

如果 PIP 开启：则您的摄像头
视图会在 PIP 中显示

如果（通过 HDMI 或 Lifesize Share）在本
地演示您的屏幕或当其他参加者演示屏
幕时：显示演示画面

背景或数字看板

背景或数字看板

如果（通过 HDMI 或 Lifesize
Share）在本地演示您的屏幕：
显示您的演示画面

如果（通过 HDMI 或 Lifesize Share）在本
地演示您的屏幕：显示您的演示画面

如果 PIP 开启：显示背景

注：
1. 如果您的系统之前配置为 PIP 自拍模式，则系统将保留当前设置，直到模式更改为上述两种模式之一为止。
2. 在非呼叫期间，CLISH 命令可始终以自拍模式在显示器 1 上显示摄像头视图。
3. 在 Lifesize Phone HD 上按下摄像头按钮，可始终在显示器 1 上暂时显示您的本地摄像头视图。

配置您的系统以支持使用 VoIP
1. 打开浏览器并导航至 Icon 的 IP 地址。注：这可通过在 Phone HD 上点击开 始 > 系统找到。
2. 向下滚动到 VoIP 部分并设置以下内容：
PBX 集 成

启用 PBX 集成。

SIP 用户名

设备的 SIP 用户名

授权用户名

SIP 服务器授权用户名。 只有在注册器或代理需要时才设置值。

授权密码

SIP 服务器授权密码。 只有在注册器或代理需要时才设置值。

SIP 注 册 器

当启用时，使用 SIP 注册器服务器。

SIP 注册器主机名

SIP 注册器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SIP 注 册

选择直接或通过代理。
向 SIP 注册器注册时要使用的通信路径。SIP 设备使用注册设置来动态
注册它们的当前位置。

启 用 SIP 代 理

当启用时，使用 SIP 代理服务器。

代理主机名

SIP 代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SIP 信 令

设置首选的 SIP 信令协议（TCP、UDP 或 TLS）。信令协议是互斥的；启
用一个会禁用其他协议。
若要为信令启用传输安全性，请将值设置为 TLS。

3. 单击保 存。

诊断和维护
1. 打开浏览器并导航至 Icon 的 IP 地址。注：这可通过在 Phone HD 上点击开 始 > 系统找到。
2. 向下滚动到诊断 和维 护部分并设置以下内容：

生 成 并 下载 诊断报告

支持人员可能会要求您从系统捕获诊断报告，以便确定系统问题的原
因。

下载 诊断报告

下载先前生成的诊断报告

开始数据包捕获

捕获和下载网络通信日志（.pcap 文件）。数据包捕获将需要 3 分钟才能
捕获足够信息，然后下载文件。

系统重 启

导致系统重新启动。
该操作将删除您的当前设置，包括收藏夹中的条目。

将 系统重 置为出 厂设置

系统自动重启并且管理员密码也被重置为默认值 (admin)。
注：您也可以按住 Lifesize 系统背面的红色重置按钮 10 至 15 秒来重
置系统。

USB 1

选择外壳程序、速度和流控制

USB 2

选择外壳程序、速度和流控制

使用 Phone HD
使用 Lifesize Phone HD 配置 Icon 系统。
网络设置
测试网络
系统设置重置
更改语言

网络设置
1. 使用 Phone HD，点击系统 > 管 理员。
2. 点击网络 设置，然后使用键盘输入以下内容：

DHCP 服务器

DHCP 动态分配和指定 IP 地址。
如果禁用 DHCP，请输入本地配置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用来将 IP 地址
分割为网络和主机标识符）和默认网关。

IP 地 址

输入系统的 IP 地址。

子网屏蔽

输入子网掩码信息。

默认网 关

输入默认网关详细信息。

静态 DNS 服务器 1 和 2

输入 IP 地址以配置 DNS 服务器。输入域名，以便在解析主机名时执行
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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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主机名解析为 IP 地址。

测试网络
运行网络测试检查房间系统与网络和云服务的连接情况。
1. 使用 Phone HD，点击系统 > 管 理员。
2. 点击测 试网络。
3. 点击运 行测 试。将显示测试结果。

系统设置重置
以下步骤可将系统重置到默认状态
1. 使用 Phone HD，点击系统 > 管 理员。
2. 点击网络 设置重置
3. 点击重 置以将所有网络设置重置为默认设置。
系统自动重启并且管理员密码也被重置为默认值。
注：您也可以按住 Lifesize 系统背面的红色重置按钮 10 至 15 秒来重置系统。

更改语言
1. 使用 Phone HD，点击系统。
2. 点击语言
3. 从列表中选择您的语言。Lifesize Icons 支持以下语言：
英语
简体中文（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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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文 (Pусский)
西班牙文 (Español)
瑞典文 (Svenska)

注：要更改系统 Web 界面的语言，请查看语言。

配置防火墙
本节说明了如何针对防火墙穿越配置您的 Lifesize 视频系统以作为独立的 H.323/SIP 设备。
如果您的 Icon 连接至 Lifesize 基于云的服务，请参阅此处的联机帮助。
呼 叫设置和媒体端口
限制保留端口

放置在防火墙后
Lifesize 建议您将系统置于防火墙后面。 使用以下选项之一：
带公 共 IP 地 址
的 DMZ

若将视频系统置于 DMZ 中，则允许您分配公共 IP 地址。 此配置使您的系统更容易与因特网上的公共视频系统连接。

带 NAT 的专用
LAN

若将视频系统置于带网络地址转换 (NAT) 的专用局域网 (LAN) 中，可隐藏它们的专用 IP 地址，但会使用网络以外的系统进行的呼叫更加复杂。

端口安全性
Lifesize Icon 视频系统是可针对不同目的提供不同服务和协议的网络设备。 并非所有这些服务和协议均允许从您组织或网络的外部进行访问，例如对设备管理功能的访
问或 SSH 终端访问。 为保证安全性并帮助防止恶意的利用或攻击，Lifesize 建议至少阻止对以下端口的外部或入站访问：
22 (SSH)
80 (HTTP)
443 (HTTPS)
554 (RTSP)
10008（如果系统由 UVC Manager 管理，则为 REST API 服务）

Lifesize 建议将这些端口保持打开以供内部管理员访问。 确保更改默认的管理员密码，以保安全。
注：打开 Web 界面，在优选设置 > 密码中更改管理员密码。您可以在优选设置 > 安全性中禁用系统的 SSH 和 Web 访问。
请参见反垃圾来电过滤以了解有关主动来电和骚扰电话的更多信息。

呼叫设置和媒体端口
要穿过防火墙向其他系统发起呼叫，必须配置防火墙，以允许流量通过以下端口进出系统：
UDP 端 口 1719

网闸注册。

TCP 端 口 1720

H.323 呼叫协商。

UDP 端 口 5060

SIP 呼叫协商。

TCP 端 口 5060

如果为 SIP 呼叫启用了 TCP 信令，则为 SIP 呼叫协商。

TCP 端 口 5061

如果启用了 TLS 信令，则在 SIP 呼叫中采用 TLS 信令。
注：TLS 是加密呼叫支持的唯一一种传输方式。

必 需 的 TCP
和 UDP 端 口

在优 选 设置 > 网络 > 保 留 端 口中指定的范围。

限制保留端口
要穿过防火墙向其他设备发起呼叫，必须配置防火墙，以允许流量通过保留端口进出 Lifesize 系统。 如果防火墙未正确配置以允许双向音频
和视频流量，那么通过防火墙向具有公共 IP 地址的系统发出呼叫的用户可能会遇到单向音频或视频问题。
默认情况下，Lifesize 系统通过范围 60000  64999 内的 TCP 和 UDP 端口，进行视频、语音、演示和摄像头控制的通信。 Lifesize 系统在呼
叫期间只使用这些端口中的一部分。
注：所需端口的最少数量是 100。
要将可用于通信的 UDP 和 TCP 端口数量减到最小，请通过在优选设置 > 网络 > 保留端口中更改值来限制该范围。Lifesize 建议，如果您选
择的范围不是默认范围的子集，则以大于 49151 的端口号开始。范围必须以偶数开始，以奇数结束，以使包含的总端口数为偶数。对于从
62000 开始的范围，将下限设置为 62000，上限设置为 62099，分配的范围即为最低要求的 100 个端口。
注：在保留端口中更改此值将导致系统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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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系统
使用 Lifesize Phone HD，您可以管理音频、Web 和视频会议，以及共享您的屏幕，使得与同事和合作伙伴进行协作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生
动、响应灵敏的触摸屏界面可让您快速访问最常用的功能。

进行呼叫
1. 从主屏幕中，点击呼 叫图标。
2. 点击目录图标。
3. 选择要呼叫的人。
4. 选择视频拨号或语音拨号。
使用“最近”、“目录”或“收藏夹”查找并添加联系人。使用“会议”加入会议。使用“键盘”直接拨打电话。

音频静音
在呼叫中时，点击音频静 音图标。
音频静音时，Lifesize Phone HD 上的灯变为红色。

结束呼叫
点击结束图标。
有多种方法可以结束呼叫。您可以将自己或者一个或多个参与者从呼叫中删除。

开始演示
在呼叫中时，点击演 示图标。
在呼叫中时，点击布 局图标获取屏幕布局选项。要结束演示模式，点击正在演示图标。
无论您是在视频通话中，还是在向会议室中的其他人做演示，都可以共享您的屏幕。

调节音量
在呼叫中时，点击音 量图标。使用滑块调节音量。
要在开始呼叫前调节音量，请点击主屏幕上的开 始图标以访问音量图标。

图像静音
1. 在呼叫中时，点击更 多图标。
2. 点击视 频静 音图标。

移动 摄像头
在呼叫中时，向左滑动并点击摄像头图标。
如果想要在进行呼叫之前移动摄像头，请点击主屏幕上的摄像头图标。
使用控件重新定位/缩放摄像头。
通过按住预 设栏中的数字可以添加预设。

启用“请勿 打扰”
1. 在呼叫中时，点击更 多图标。
2. 点击请勿 打扰图标。

录制呼叫
1. 在呼叫中时，点击录制图标。
2. 选择拥有该录制的人。
注意：需要 Lifesize Record and Share 才能录制呼叫。

语言
点击语言图标以更改您的语言。

管理员
点击管 理员图标以访问其他管理员设置。

点击语言图标以更改您的语言。

管理员
点击管 理员图标以访问其他管理员设置。
网络 设置用于修改网络设置，包括 DHCP 服务器和 IP 地址
测 试网络检查房间系统与网络和 Lifesize 服务的连接
网络 设置 重 置将网络设置重置为默认值，系统将从 DHCP 服务器请求地址
系统 设置 重 置将系统设置重置为默认值。重置完成后，您将重新经历系统 设置 过程。

快速控制
连接至 Lifesize Icon 系统的 Lifesize Phone HD 已添加一些手势功能。您必须在通话中，方可使用这些手势功能。
双指触碰任一屏幕可静音或取消静音
双指向上滑动任一屏幕可 10% 逐渐增加音量
双指向下滑动任一屏幕可 10% 逐渐降低音量
三指滑动任一屏幕并保持可将本地摄像头按显示的方向进行移动
四指触碰任一屏幕可前往系统选项

呼叫
进行呼叫
使用“键盘”直接拨打电话。
从目录拨号：
1. 从主屏幕中，点击呼 叫图标。
2. 点击目录图标。
3. 选择要呼叫的人。
4. 选择视频拨号。
从收藏夹拨号：
1. 从主屏幕中，点击呼 叫图标。
2. 点击收 藏夹图标。
3. 选择要呼叫的人。
4. 选择视频拨号或语音拨号。

结束呼叫
点击结束图标。

调节音量
在呼叫中时，点击音 量图标。使用滑块调节音量。
要在开始呼叫前调节音量，请点击主屏幕上的开 始图标以访问音量图标。

音频静音
在呼叫中时，点击音频静 音图标。
音频静音时，Lifesize Phone HD 上的灯变为红色。

移动 摄像头
在呼叫中时，向左滑动并点击摄像头图标。
如果想要在进行呼叫之前移动摄像头，请点击主屏幕上的摄像头图标。
使用控件重新定位/缩放摄像头。
通过按住预 设栏中的数字可以添加预设。

启用“请勿 打扰”
1. 在呼叫中时，点击更 多图标。
2. 点击请勿 打扰图标。

录制呼叫
1. 在呼叫中时，点击录制图标。
2. 如果收到提示，请选择该录制视频的所有者。注意：如果您呼叫加入会议，则会议的所有者即为录制视频的所有者。
注意：需要 Lifesize Record and Share 才能录制呼叫。

举手
1. 通话期间，点击举手图标，示意会议组织者或主持人您要提问或表述意见。按钮将指示“您举起了手”。
2. 点击手放下以放下您的手。
注意：会议室系统是会议的参与者。主持会议时，请使用 Lifesize 应用程序。

演示您的屏幕
在呼叫中时，点击演 示图标。
在呼叫中时，点击布 局图标获取屏幕布局选项。要结束演示模式，点击正在演示图标。
无论您是在视频通话中，还是在向会议室中的其他人做演示，都可以共享您的屏幕。
要结束演示模式，点击正在演示图标。
管理员可以通过优选设置 > 系统禁用自动演示。默认设置为已启用。
如果您的视频系统已经在接收演示，则必须先停止当前向所有呼叫者的演示后才能连接便携式电脑和启动您自己的演示。
布局
在呼叫期间，从下列布局选项中选择：
并排显示来自远端的演示输入和图像。

显示来自多个呼叫者的演示输入和图像。该布局对从会议中发起的集成 MCU 呼叫可用。对于未集成的 MCU，选择 < 或 > 来选取一个布局。

显示演示输入。

显示来自远端的图像。

如果视频呼叫不支持同时显示演示与图像，视频系统会自动切换初级输入和演示输入，以发送演示。 近端同时显示摄像头输入和演示输入，
远端只显示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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