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入门 

Cisco Unified Video 摄像机
1  安装
对于 Cisco Unified IP 电话 9971 和 9951：

1. 取下摄像头透镜和身上的保护塑料。

2. 取下电话显示屏顶部的小塑料盖。

3. 在电话空闲时，将摄像头的 USB 连接器插入

电话的 USB 端口（电话显示屏后面）。

4. 电话确认安装后，对设置进行调整（请参阅

“设置”部分）。
在监视器上安装摄像头

如果您希望在计算机监视器上安装摄像头（而不是在

电话上），请从您的系统管理员处获取安装夹和 USB
扩展电缆。

在安装夹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可取下的滑动支架。大支

架用于膝上型计算机监视器，小支架用于桌面计算机

监视器（如图所示）。取走剩余的支架。

将摄像头放进安装夹中，然后连接扩展电缆。

2  进行视频呼叫
要发出视频呼叫，先在电话上照常拨号。

如果通话对方的电话已启用摄像头，则可进行双向视

频通话。如果通话对方没有启用摄像头，则只可进行

单向视频（您的视频显示在通话对方的电话上）。

同样，即使呼叫过程中您没有启用摄像头，您的电话

也会显示通话对方的视频。

3  选择您的视图
在视频呼叫中，您可以：

• 启用全屏视频

• 切换视图

• 调整画中画位置

• 隐藏视频
启用全屏视频

要从窗口视图切换到全屏视图，按全屏软键。

要返回到窗口视图，按最小化软键。

注意：如果在全屏视图下接收到新呼叫，系统会弹

出通知提醒您。

切换视图

您的“自拍像”（即通过您的摄像头传输给其他人的

图像）将默认显示在电话屏幕一角的画中画窗口中。

在全屏视图下，您可以按交换软键来全屏显示您的

“自拍像”，并将通话对方的图像移动到画中画 (PIP)
窗口中。

再次按交换软键则会将您的“自拍像”移回 PIP 窗
口中。
调整画中画位置

按画中画 (PIP) 软键  将 PIP 窗口移动到电话屏

幕的其它角落，或隐藏 PIP 窗口。

PIP 软键上的图标会显示当您下一次按 PIP 软键时

PIP 窗口将显示的位置（或会隐藏）。

隐藏视频

要隐藏电话屏幕上的所有视频，按隐藏视频软键。

仅可以在窗口视图下使用“隐藏视频”功能（全屏时

不行）。

要再次查看视频，按显示视频软键。



4  关闭视频
关闭视频即阻止电话在呼叫中向通话对方传输视频。

关闭视频和音频

要同时关闭视频和音频，按电话上的关闭按钮 。

要取消关闭视频和音频，再次按关闭软键。

仅关闭视频

要仅关闭视频（不关闭音频），按关闭视频软键 。

要确认视频已关闭，查看是否：

• 显示有“取消关闭视频”软键（红色图标） 。

• 摄像头上亮红灯。

• 电话屏幕上有“关闭视频”图标 （全屏模式

下不可见）。

• 带红色图标的关闭“自拍像”（如果自拍像在隐

藏 PIP 窗口中，则不可见）。

要继续视频传输，按取消关闭视频软键 。

仅关闭音频

要仅关闭音频（不关闭视频），执行以下两个步骤： 

1. 按关闭按键 。

2. 按取消关闭视频软键 。

5  开展会议
要创建视频会议，照常设置会议呼叫。要参与视频会

议，照常应答呼叫。

视频会议中，出席者将显示在您的电话屏幕上。
6  设置
调整电话的如下摄像头设置：

• 查看区域

• 亮度

• 自动传输

查看区域

查看区域可执行摄像头的广角和缩放功能。

调整摄像头查看区域

1. 按应用程序按键 。

2. 选择附件。

3. 突出显示 Cisco Unified 摄像机。

4. 按设置软键。

5. 选择查看区域。

6. 使用导航键盘上的箭头放大或缩小查看区域。

7. 按保存软键。

亮度

亮度设置会影响传输给其他方的视频，但不影响从其

他方接受的视频。

因为查看区域会影响亮度，所以在调整亮度前先调整

查看区域。
调整亮度

1. 按应用程序按键 。

2. 选择附件。

3. 突出显示 Cisco Unified 摄像机。

4. 按设置软键。

5. 选择亮度。

6. 使用导航键盘上的箭头增加或降低亮度。

7. 按保存软键。

自动传输

当开启“自动传输视频”功能时（默认设置），摄像

头将在呼叫时自动传输视频。

当关闭“自动传输”功能时，各呼叫的视频将被自动

关闭，但电话仍然能接受视频。此时若要继续发送视

频，按取消关闭视频软键 。

打开或关闭“自动传输”功能

1. 按应用程序按键 。

2. 选择附件。

3. 突出显示 Cisco Unified 摄像机。

4. 按设置软键。

5. 按打开或关闭软键。

7  提示

“预览”软键有什么作用？

未进行视频呼叫时，按预览软键可查看您的摄像头

采集的图像。在进行视频呼叫前尝试使用“预览”

功能来帮助对摄像头进行有效设置和定位。

当保留呼叫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在您继续呼叫前，视频传输将被关闭（阻止）。

摄像头指示灯代表什么？

• 绿色 — 正在传输视频。

• 红色 — 视频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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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才能迅速关闭摄像头？

• 关闭视频传输 — 请参阅 “关闭视频” 部分。

• 关闭快门 — 顺时针方向旋转摄像头的透镜以关

闭快门。逆时针旋转则再次打开快门。

我的摄像头的图像太暗（或太亮）

摄像头查看区域的照明条件会影响亮度。尝试移动

摄像头看亮度情况是否有改善（例如，尝试关闭摄

像头查看区域的天花灯）。您也可以按照“设置”

部分中描述的步骤调整亮度。

我可以在何处获得更多信息？

下列网址提供用户指南、快速入门指南和快速参考卡： 

http://cisco.com/en/US/products/ps10453/products_
user_guide_list.html

注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在 8.5 x 14”
（Legal 尺寸）的纸张上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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