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入門

Cisco Unified 攝影機

將攝影機架設在顯示器上

啟用全螢幕視訊

調整子母畫面的位置

若想將攝影機裝設在電腦顯示器上（而非電話螢幕
上），請向系統管理員索取固定夾與 USB 延長纜線。

若要從視窗檢視切換成全螢幕檢視，請按全螢幕
軟鍵。

按子母畫面 (PIP) 軟鍵
可將 PIP 視窗移至電話
螢幕的不同方位，或隱藏 PIP 視窗。

固定夾上提供大、小兩組可拆式滑動支架。大支架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的顯示器；小支架適用於桌上型
電腦的顯示器（如圖示）。取下未使用的支架。

若要回復成視窗檢視，請按最小化軟鍵。

將相機置於固定夾上，然後接上延長纜線。

附註：使用全螢幕檢視時如有新來電，將會顯示快
顯警示通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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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適用於 Cisco Unified IP Phone 9971 及 9951。
1. 取下攝影機鏡頭與機身上的塑膠護蓋。
2. 取下電話螢幕面上的塑膠保護膜。
3. 在電話閒置的狀態下，將攝影機的 USB 接頭
插入電話的 USB 連接埠（位於電話螢幕的
背面）。

2 撥打視訊通話
撥打視訊通話的方法，與撥打一般通話相同。

依預設，您可以在電話螢幕一角的子母視窗中，顯示
「自我檢視」（攝影機傳送給他人的影像）。

通話對方的電話如有啟用攝影機功能，即可進行雙
向視訊通話。反之，若通話對方未啟用攝影機功能，
則只能進行單向視訊通話（在通話對方電話上顯示
您的視訊）。

在全螢幕檢視模式中，您可以透過按切換軟鍵以全
螢幕顯示「自我檢視」，並將通話對方的影像移至
子母畫面 (PIP) 視窗中。
再次按切換則可將「自我檢視」移回 PIP 視窗中。

PIP 軟鍵上的圖示會指出再次按 PIP 軟鍵時 PIP 視窗
會出現的位置（或會隱藏）。

隱藏視訊

同樣，即使您在通話期間並未啟用攝影機功能，您的
電話仍可顯示通話對方的視訊。

若要隱藏電話螢幕上的所有視訊，請按隱藏視訊軟
鍵。「隱藏視訊」只可在視窗檢視時使用，全螢幕
檢視無法使用此功能。

3 選擇檢視

若要再次顯示視訊，請按顯示視訊軟鍵。

您可以在視訊通話期間執行下列作業：
• 啟用全螢幕視訊
• 切換不同的檢視
• 調整子母畫面的位置
• 隱藏視訊
4. 在電話確認攝影機安裝之後，調整相關設
定（請參閱「設定」一節）。

切換不同的檢視

4 禁止視訊

調整亮度

禁止視訊表示禁止您的電話將視訊傳送給其他通
話方。

2. 選取配件。

1. 按應用程式按鈕

如何才能快速地封鎖我的攝影機？
。

3. 反白顯示 Cisco Unified 攝影機。

• 禁止視訊傳輸 — 請參閱禁止視訊一節。
• 關閉快門 — 順時鐘旋轉鏡頭關閉快門。逆時鐘
旋轉則重新開啟快門。

4. 按設定軟鍵。

禁止視訊及音訊

5. 選取亮度。

若要同時禁止視訊及音訊，請按電話上的靜音按
鈕
。

6. 使用導覽台上的方向鍵調高或調低亮度。

若要取消禁止視訊及音訊，請再次按靜音。

7. 按儲存軟鍵。

僅禁止視訊

自動傳送

若只要禁止視訊（不包括音訊），請按靜音視訊
軟鍵
。

若「自動傳送視訊」設為開啟（預設設定），將會
在通話期間自動傳送攝影機的視訊資料流。

• 「取消視訊的靜音」軟鍵（紅色圖示）

。

您可以從您的電話上調整下列攝影機設定：
• 檢視區

• 攝影機上的紅燈。
• 電話螢幕上的「靜音視訊」圖示
檢視時不會顯示）。

（全螢幕

• 帶有紅色圖示的靜音「自我檢視」影像（若自我
檢視是顯示在隱藏的 PIP 視窗中，則不會出現）。

攝影機上的視訊太暗（或太亮）

• 亮度

開啟或關閉自動傳送功能

• 自動傳送

1. 按應用程式按鈕

。

僅禁止音訊

2. 選取配件。

5. 按開啟或關閉軟鍵。

您可以參考下列網址所提供的線上使用者指南、快速
入門指南及快速參考卡：

7

秘訣

4. 按設定軟鍵。

「預覽」軟鍵具備哪些功能？

5. 選取檢視區。

按預覽軟鍵可讓您即使沒有進行視訊通話，也可檢
視攝影機所拍攝的畫面。在撥打視訊通話之前使用
「預覽」功能，有助為攝影機進行設定並調整位置。

1. 按靜音按鈕

7. 按儲存軟鍵。
。

何處可取得更多資訊？

若將通話設為保留會如何？

亮度

在您繼續通話之前，將禁止視訊傳輸（封鎖）。

5 進行會議

「亮度」設定只對您傳送給他人的視訊有所影響，
而不會影響您從他人接收的視訊。

各種攝影機燈號分別代表什麼？

若要召開視訊會議，請依照一般方式設定電話會議。
若要參與視訊會議，請依照一般方式接聽通話。

由於視野可能會影響亮度，因此在調整亮度之前，
請先調整您攝影機的檢視區。

視訊會議期間，參與者會出現在您的電話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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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反白顯示 Cisco Unified 攝影機。

6. 使用導覽台上的方向鍵放大或縮小檢視區。

2. 按取消視訊的靜音軟鍵

4. 按設定軟鍵。

。

若只要禁止音訊（不包括視訊），請執行下列兩個
步驟：
。

攝影機視野的亮度條件會影響畫面亮度。請嘗試移
動鏡頭，看看亮度是否有所改善（例如將吊燈移出
攝影機的視野範圍）。您也可以依照設定一節的說
明調整亮度。

3. 反白顯示 Cisco Unified 攝影機。

調整攝影機的檢視區
1. 按應用程式按鈕

。

2. 選取配件。

檢視區
「檢視區」用於實現攝影機的廣角與縮放功能。

若要回復視訊傳送，請按取消視訊的靜音軟鍵

若「自動傳送視訊」設為關閉，將會在通話期間自
動禁止視訊（但您的電話仍可接收視訊）。此時若
要回復視訊傳送，請按取消視訊的靜音軟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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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定

若要驗證視訊確已禁止，可尋找：

• 綠燈 — 正在傳送您的視訊。
• 紅燈 — 已禁止您的視訊。

附註

為獲得最佳效果，請使用 8.5 x 14" (legal)
大小的紙張列印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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