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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
主题：

▪ 读者、目的和所需技能
▪ 相关 Poly 和合作伙伴资源

该指南包含概览信息、步骤和参考，方便您通过视频系统执行任务。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指南中的信息适用于以下所有 Poly 视频系统：
▪ Poly G7500（型号：P011）
▪ Poly Studio X50（型号：P017）
▪ Poly Studio X30（型号：P018）

读者、目的和所需技能
本指南适用于希望进一步了解 系统可用功能的初级、中级和高级用户。

相关 Poly 和合作伙伴资源
有关此产品的信息，请参阅以下站点。

▪ Polycom 支持站点是在线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支持信息的入口，包括许可和产品注册、自助服务、
帐户管理、产品相关法律声明以及文档和软件下载。

▪ 此 Polycom 文档库为维护期内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提供支持文档。文档以响应式 HTML5 格式
显示，您可以从任何联机设备轻松访问和查看关于安装、配置或管理的内容。

▪ Polycom 社区让您有机会接触最新的开发人员和支持信息。创建帐户以获取 Poly 支持人员帮助，并
参与开发人员和支持论坛。您可以找到有关硬件、软件和合作伙伴解决方案主题的最新信息，分享想
法，并与同事解决问题。

▪ Polycom 合作伙伴网络是行业领先平台，将基于 Poly 标准的 RealPresence 平台与其客户的当前 UC
基础架构进行本地集成，让您可以轻松地通过常用应用程序和设备进行面对面交流。

▪ Polycom 协作服务充分发挥协作优势，帮助您的业务取得成功，并最大限度利用您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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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主题：

▪ Polycom 视频系统产品概述
▪ LED 状态指示灯
▪ Poly G7500、Studio X50 和 Studio X30 硬件概述
▪ 浏览系统
▪ 启动和关闭系统电源
▪ 唤醒系统
▪ 辅助功能

使用系统前，请熟悉其功能和用户界面。

Polycom 视频系统产品概述
处于 Poly 视频模式的 Poly G7500、Studio X50 和 Studio X30 系统支持 Poly 视频会议和内容共享功能。

Poly G7500 系统特性和功能
G7500 系统支持以下功能：

▪ 通过外围摄像头和麦克风，系统可针对中型和大型集成会议室进行扩展
▪ 拨打并加入视频呼叫
▪ 查看和加入预定日历会议
▪ 管理联系人、来电列表和通讯录
▪ 共享无线和有线内容
▪ 与电子黑板协作
▪ 可以自动放大发言人或对会议室内与会者群体进行取景的摄像头跟踪技术（取决于系统配置方式）
▪ Poly NoiseBlockAI，在通话期间消除公共工作环境（无人说话时）的背景噪声和外来声音。
▪ Polycom 声学围栏技术，通过仅捕获定义区域内的声音，实现在开放工作空间举行视频会议
▪ HDMI：单输入双输出
▪ 串口连接

Poly Studio X50 特性和功能
Studio X50 系统支持以下功能：

▪ 适用于狭小会议室和中小型会议室的多合一协作系统
▪ 无需单独的计算机、笔记本电脑或编解码器即可运行视频会议软件
▪ 拨打并加入视频呼叫
▪ 查看和加入预定日历会议
▪ 管理联系人、来电列表和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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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无线和有线内容
▪ 与电子黑板协作
▪ 具有 120 度超宽视野的内置 4K 摄像头
▪ 可自动对会议室与会者群体取景的摄像头跟踪技术
▪ 高保真、内置立体声麦克风，可在 3.66 米（12 英尺）的范围内拾取声音，并使用空间音频获得逼真

的存在感和清晰度
▪ Poly NoiseBlockAI，在通话期间消除公共工作环境（无人说话时）的背景噪声和外来声音。
▪ 双立体声扬声器
▪ HDMI：单输入双输出

Poly Studio X30 特性和功能
Studio X30 系统支持以下功能：

▪ 适用于狭小会议室和中小型会议室的多合一协作系统
▪ 无需单独的计算机、笔记本电脑或编解码器即可运行视频会议软件
▪ 拨打并加入视频呼叫
▪ 查看和加入预定日历会议
▪ 管理联系人、来电列表和通讯录
▪ 共享无线和有线内容
▪ 与电子黑板协作
▪ 具有 120 度超宽视野的内置 4K 摄像头
▪ 可自动对会议室与会者群体取景的摄像头跟踪技术
▪ 高保真、内置立体声麦克风，可在 3.66 米（12 英尺）的范围内拾取声音，并使用空间音频获得逼真

的存在感和清晰度
▪ Poly NoiseBlockAI，在通话期间消除公共工作环境（无人说话时）的背景噪声和外来声音。
▪ 单个单声道扬声器
▪ HDMI：单输入和输出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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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状态指示灯
下图显示了系统上的 LED。这些表列出了每个 LED 指示灯及其相关状态。

G7500 系统的 LED 状态指示灯
使用编解码器右前角的指示灯获取有关 系统状态的信息。

G7500 系统 LED 状态指示灯

指示灯 状态

白色闪烁 正在开机

白色常亮 工作正常

黄灯闪烁 正在更新

黄色常亮 休眠

红灯闪烁 阻止正常操作的错误

Studio X50 和 Studio X30 系统的 LED 状态指示灯
系统在摄像头上方配有 LED 灯条，帮助您了解系统行为。

Studio X50 和 Studio X30 LED 指示灯和状态基本说明

指示灯 位置 状态

追白 全部（交替时） 正在进行启动初始化

蓝色闪烁 十二在中间 蓝牙发现

蓝色持续 3 秒 全部 蓝牙已配对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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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位置 状态

绿色闪烁 全部 来电

绿色常亮 二在中间 传出呼叫

绿色或白色常亮 四至八（在中间时），指示跟踪的
扬声器或摄像头的方向

办公

在以下情况中，指示灯对支持的应
用程序显示绿色：

▪ 在群组取景和发言人跟踪模式中
跟踪与会者。

▪ 指示在平移 - 倾斜 - 缩放
（PTZ）模式下自定义的摄像头
方向。

红色脉动 十二在中间 呼叫保持

绿色脉动 十二在中间 呼叫保持（远端）

白色持续 3 秒 十二在中间 保存预设置

红色常亮 全部 已静音麦克风

琥珀色脉动 全部 正在进行固件更新

红灯闪烁 全部 出现阻止正常操作的错误

Poly G7500、Studio X50 和 Studio X30 硬件概述
下图和附表提供了有关系统可用硬件特性的信息。

Poly G7500 硬件
下图显示了 Poly G7500 系统的硬件功能。该表列出了图中编号的每个功能。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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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 G7500 功能描述

参考编号 功能 功能描述

1 复位按钮 将 Poly G7500 恢复为出厂软件版本

2 LED 指示灯 指示系统状态

3 遥控器配对按钮 启用蓝牙遥控器配对模式

4 重启按钮 重启系统

Poly Studio X50 硬件
下图显示了 Poly Studio X50 系统的硬件功能。该表列出了图中编号的每个功能。

Poly Studio X50 功能描述

参考编号 功能 功能描述

1 界面 覆盖系统正面的保护屏

2 麦克风阵列 捕获音频的麦克风阵列

3 摄像头 具有隐私盖的摄像头，可根据您的选择启用或禁用视
频输入

4 扬声器 立体声音频输出

5 LED 指示灯 指示系统状态和所跟踪扬声器的信息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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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 Studio X30 硬件
下图显示了 Poly Studio X30 系统的硬件功能。该表列出了图中编号的每个功能。

Poly Studio X30 功能描述

参考编号 功能 功能描述

1 麦克风阵列 捕获音频的麦克风阵列

2 LED 指示灯 指示系统状态和所跟踪扬声器的信息

3 摄像头 具有隐私盖的摄像头，可根据您的选择启用或禁用视
频输入

4 扬声器 单声道音频输出

Poly Studio X50 和 Studio X30 隐私保护盖
Poly Studio X50 和 Studio X30 系统提供实物盖，您可以将其置于摄像头镜头上方，用于保护您的隐私。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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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系统
系统的图标和用户界面可帮助您浏览和了解有关系统的重要信息。

主页界面
主页界面是您在系统显示器上看到的第一个界面。在此界面中，您可以快速访问许多系统功能。

说明： 根据系统配置，界面的某些元素可能会有所不同。

主页界面

参考编号 描述

1 系统信息栏，显示日期/时间和系统名称等详细信息。

2 任务按钮，用于拨打电话、共享内容或创建黑板。

3 用于访问其他功能的菜单。

4 本地摄像头视图。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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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界面元素
根据系统配置，以下某些交互式和只读元素可能不会显示在您的系统上。

元素 描述

姓名 描述性名称由系统管理员确定。在您想要连接系统时使用。

安全码 尝试内容共享连接后显示。使用四位数代码通过 Polycom Content App 或
AirPlay 或 Miracast 认证的设备设置无线连接。

IP 地址 为系统配置的 IP 地址、SIP、H.323 和辅助网络。

当前时间 本地时区。

当前日期 本地时区日期。

警告 通知系统已检测到一个或多个可能阻止其完全运行的问题。

日历或收藏夹卡 查看您的日历或收藏夹。

拨打电话 打开可以拨打电话的呼叫界面，或者，您可以选择一张卡来拨打号码、访问收
藏夹或查看日历。

内容 内容可用时，系统会显示可用内容列表。否则，该功能将打开帮助界面，介绍
如何设置使用 HDMI、Polycom 内容应用程序或 AirPlay 或 Miracast 认证设
备的内容共享。

黑板 创建新黑板，您可以在其中共享注释或绘图。

菜单 打开用于呼叫、共享内容、摄像头控制和其他功能的新菜单选项。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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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界面
“内容”界面是您在会议中共享和注释内容的位置。

内容界面

编号 描述

1 呼叫参与者的摄像头视图。

2 系统信息栏，显示系统名称和时间等系统信息。

3 内容工具栏，提供用于注释和处理内容的工具。

4 内容管理功能。

启动和关闭系统电源
系统插入电源后，系统开机。系统没有电源按钮，因此必须拔下电源线才能将其关机。

说明： 在进行维护期间（例如，进行软件更新），请勿关闭系统。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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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系统
一段时间没有活动后，系统进入休眠模式（如果管理员配置）。 您可以使用触摸显示器、Poly TC8 或
Poly 蓝牙遥控器唤醒系统。

步骤
» 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如果您使用触控显示器，请点按主界面。
▪ 如果您在使用 TC8，请点击屏幕。
▪ 按下遥控器的任何按钮。

辅助功能
Polycom 产品包括若干功能，适应听障、视障、行动障碍或智力障碍用户。

针对听觉障碍和聋人用户的功能
某些功能使听力受损的用户能够使用 系统。
如果需要，请联系管理员以启用以下功能。

针对听障用户的功能

辅助功能 描述

可视通知 状态和图标指示器可在来电、呼出、通话或保持呼叫时给您提示。指示器
还提醒您设备的状态以及功能启用。

状态指示灯 系统及其麦克风使用 LED 指示一些状态，包括麦克风是否静音。

可调整通话音量 通话期间，您可以提高或降低设备音量。

针对视障和盲人用户的功能
某些功能可以让有视觉障碍的用户使用 系统。
如果需要，请联系管理员以启用以下功能。

针对视障和盲人用户的功能

辅助功能 描述

自动应答 您可让电话自动接听来电。

将自动应答呼叫静音 您可以将系统配置为静音自动应答呼叫。

铃声 来电时会发出提示音。

加入或离开提示音 当有人加入或离开电话会议时，系统会发出提示音。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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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功能 描述

凸起按钮 遥控器具有凸起按钮，用于执行系统的常见任务，例如拨打号码。

针对行动不便用户的功能
某些功能可以让行动不便的用户使用 系统。
如果需要，请联系管理员以启用以下功能。

针对行动不便用户的功能

辅助功能 描述

遥控器 借助蓝牙遥控器，您可以控制系统并执行任务，例如拨打电话、启动共享
会话以及配置某些设置。

Poly TC8 TC8 使您可以控制系统并执行拨打电话等任务。

自动应答 您可让电话自动接听来电。

从个人设备呼叫 使用管理员凭据，您可以从自己的设备以无线方式访问系统 Web 界面，
以拨打电话，管理联系人和收藏夹。

支持可触控显示器 如果您的触控显示器连接到系统，您可以 选择、滑动及按屏幕操作来执行
各项功能及激活各种特性。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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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
主题：

▪ 拨打电话
▪ 呼叫联系人
▪ 呼叫收藏夹联系人
▪ 从日历加入会议

在系统上发起呼叫，有若干方式。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拨打电话：输入联系人的姓名或号码、选择通讯录
中的联系人、呼叫收藏夹联系人或最近联系人，或是加入计划会议。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拨打电话。
▪ 使用拨号盘拨打电话
▪ 呼叫联系人
▪ 呼叫常用号码
▪ 呼叫最近的联系人
▪ 呼叫收藏夹联系人
▪ 从日历中加入会议

拨打电话
您可以使用屏显键盘拨打音频、视频电话和发起电话会议。

拨打电话时使用以下拨号格式：
▪ IPv4 地址：192.0.2.0
▪ 主机名：room.company.com
▪ SIP 地址：user@domain.com
▪ H.323 或 SIP 分机：2555
▪ 电话号码：9782992285

拨打电话
您可以对联系人进行音频或视频呼叫。

步骤
1. 转至拨打电话。
2. 在拨号键盘 界面上，将滑块移动到音频 或视频 。
3. 用拨号盘输入数字或选择键盘 输入字母。
4. 选择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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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听电话
系统处理来电的方式取决于管理员如何配置系统。系统可自动应答呼叫，或提示您手动应答呼叫。

步骤
» 如果您接收来电通知，请选择接听。

忽略呼叫
如果系统未自动应答来电，则您可以忽略来电而不是接听。

步骤
» 如果您接收来电通知，请选择忽略。

结束呼叫
呼叫完成后，挂断呼叫。如果您有黑板、白板或快照等内容，系统会询问您是否要保留它们。

步骤
» 在呼叫期间，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在遥控器上，按下挂断 。

▪ 在界面上，选择菜单  > 挂断。

发起电话会议
要开始电话会议，请先正常拨打第一个电话，然后添加其他联系人。

说明： 请联系管理员，确保为电话会议设置好系统。

步骤
1. 转至拨打电话。
2. 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用拨号盘输入数字或选择键盘 输入字母。

▪ 选择联系人
▪ 选择收藏夹联系人。
▪ 选择最近通话联系人。

3. 选择呼叫。
4. 呼叫连接后，再拨打另一个电话。

系统将所有站点连接到同一个呼叫。

呼叫联系人
您可以在系统上访问和呼叫联系人、最近联系人和常用联系人。

如果管理员已配置，联系人将显示在拨打电话界面中。联系人卡片可以显示以下信息：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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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姓名
▪ 联系人号码
▪ 联系人电子邮件地址
▪ 联系人 IP 地址

呼叫联系人
要快速呼叫联系人，您可以执行搜索并从结果中选择联系人卡片。联系人卡片用于显示常用联系人、通讯
录联系人和收藏夹联系人。

步骤
1. 前往拨打电话 > 联系人。
2. 在搜索字段中，使用屏幕键盘输入字符或数字并选择搜索。
3. 选择联系人卡，查看联系人详细信息。
4. 选择 呼叫。

呼叫常用联系人
拨打电话时，系统会掌握您经常使用的联系人并将其显示在列表中。

步骤
1. 转至拨打电话。
2. 从常用列表中选择一张联系人卡片。

自动拨打电话。

呼叫最近的联系人
您可以从列表（按时间最近或最远排列）快速呼叫最近联系人。

步骤
1. 前往拨打电话 > 最近。
2. 滚动查看按日期排序的最近联系人列表，然后选择一个。

自动拨打电话。

呼叫收藏夹联系人
要快速访问最常呼叫的联系人列表，请创建收藏夹。

收藏夹显示在收藏夹、联系人或主页界面上，具体取决于您的系统配置。系统在联系人姓名旁边添加了一
个星形图标，为您提供识别和呼叫收藏夹联系人的简单方法。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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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联系人
创建收藏夹，显示您最常呼叫的联系人。

步骤
1. 前往拨打电话 > 联系人。
2. 选择一张联系人卡片，然后选择收藏夹。

该联系人会收到一个星形图标，并在联系人和收藏夹列表中显示。

取消联系人收藏
取消联系人收藏将从您的收藏夹列表中移除联系人。

步骤
1. 前往拨打电话 > 收藏夹。
2. 选择收藏夹卡，然后选择取消收藏。

该联系人将从收藏夹列表中移除。

呼叫收藏夹联系人
要快速呼叫联系人，请选择收藏夹卡片。

步骤
1. 在收藏夹、联系人或主页界面上选择收藏夹卡。
2. 选择呼叫。

从日历加入会议
在主页界面上，您可以使用显示的会议卡（如果配置）直接从日历加入会议。

说明： 如果您的系统未配置日历，则系统不会显示会议卡。您必须手动拨号加入会议。

会议卡片
如果已配置，则主页界面显示会议卡。您可以访问会议卡片以查看会议详细信息。

会议卡显示以下计划信息：
▪ 全天会议显示为第一张会议卡。
▪ 对于当天晚些时候安排的会议，显示消息空闲到[time/day]，然后按照在系统中预约的时间和日期

顺序显示即将举行会议的卡片。
▪ 对于本周晚些时候安排的会议，显示消息空闲到[time/day]，直到下一次预订会议的日期。
▪ 如果当前一周没有预定的会议，则会显示无会议消息。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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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会议卡
在主页界面上，您可以查看显示日历事件详细信息的会议卡。会议卡片显示会议时间、主题和组织者。

说明： 私人会议被标记为私人会议。除了时间，会议详细信息被隐藏。

步骤
» 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要查看会议信息，请选择会议卡，并选择信息。
▪ 要查看将来的预订会议，请选择一张卡片并向右滚动。

通过会议卡加入会议
您可以在 主页界面上选择会议卡，以选择加入会议的选项。
如果会议组织者向日历事件添加了呼叫信息，并且管理员配置了日历，则系统支持自动拨号。

步骤
» 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在当前的会议卡上，选择加入。
▪ 如果会议卡不包含呼叫信息，请选择更多 ...以显示拨号盘。拨号加入会议。

加入超订会议
如果同时预约了两次或多次会议，则会议显示为超订。您可以使用相关会议卡加入其中一个会议。

步骤
1. 选择超订会议卡并选择信息。

将显示单独的会议卡片。
2. 选择一个会议卡片并选择加入以连接到会议。

加入受密码保护的会议
某些会议可能需要输入密码才能加入。
在加入会议之前，请确保您持有密码保护会议的密码。如果您没有会议密码，并且有消息提示您输入密
码，请与会议组织者联系以获取密码。

说明： 会议卡不指示会议是否受密码保护。

步骤
1. 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手动拨入会议。
▪ 通过会议卡加入会议。

2. 输入会议密码，选择加入。
如果输入的密码不正确，将再次显示密码提示。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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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内容
主题：

▪ 共享电脑或设备的内容
▪ 在黑板或白板上共享内容
▪ 结束内容会话
▪ 结束有黑板或白板内容的呼叫

为了增强协作体验，您可以与其他与会者共享文档、图形、视频和黑板或白板。

您可以使用计算机或经过认证的设备与呼叫或会议的所有成员共享内容。

共享电脑或设备的内容
您可以从计算机共享内容，或使用应用程序从其他设备传输内容流。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分享内容：
▪ Polycom Content App，以无线方式连接 系统。
▪ 与 AirPlay 或 Miracast 认证设备的屏幕镜像。
▪ 通过 HDMI 直接连接到系统的计算机或设备

该系统最多允许不在通话中的四个同步内容源和三个通话中的三个同步内容源（源可以包括从会议室设备
或远端参与者共享的内容）。

例如，如果您处于具有三个内容源的通话中，并且您使用 Content App 共享桌面，则会话中最旧的无线或
远端内容源被您的内容取代。但是，HDMI 内容永远不会被取代。

重要提示： 在分享内容之前，请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护您的隐私。例如，在与与会者共享屏幕之前禁用设
备的屏幕锁定功能。

Polycom Content App
Polycom Content App 允许您从通过 IP 网络连接到 系统的计算机共享内容。

有关使用此应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 Polycom Content App 用户指南。

从 AirPlay 或 Miracast 认证设备中播放内容
您可以共享 Airplay 或 Miracast 认证设备中的内容并将其显示在系统上。

步骤
1. 前往设备上的 AirPlay 或 Miracast。
2. 从可用设备列表中，选择系统的名称。
3. 从 AirPlay 或 Miracast 认证的设备开始播放。

有关设备的播放信息，请参阅产品文档。
4. 出现提示后，输入主页界面显示的安全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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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DMI 连接共享内容
通过 HDMI 连接共享设备中的内容。此方法不要求您使用无线服务进行连接。

步骤
» 将您的设备连接到视频系统的 HDMI 输入端口。

HDMI 内容会一直显示，直到断开设备连接。如果在设备连接的同时重启视频系统，则重启后
HDMI 内容仍然存在。

在黑板或白板上共享内容
黑板和白板提供空白画布，您可以在上面分享您的想法并与他人合作。

说明： 只有鼠标或触摸屏与 系统相连时，才会显示黑板 键。

添加黑板或白板
您可以随时创建黑板或白板。

说明： 如果启用的板没有注释，则无法添加新板。

可用的黑板或白板数量有限。到达上限时将出现提示通知。

步骤
1. 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不在通话中：在主页界面中，选择黑板 。

▪ 在通话中：选择菜单  > 内容 > 黑板 。
2. 要添加另一个板，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要添加黑板：在工具栏中，选择黑板 。

▪ 要添加白板：在工具栏中，长按黑板 并选择白板 。

说明： 默认板类型是您上次选择的任何类型。

拍摄内容的快照
您可以拍摄当前内容。然后，您可以在快照上注释，或使用 Polycom Content App 下载它。
可使用的快照数量有限。到达快照上限时将出现提示通知。

步骤
» 屏幕上有显示板或内容时，请选择快照 。

系统捕获内容并将其显示为快照-1。系统用连续的数字命名其他快照。

共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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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快照或内容
您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快照或内容。

步骤
1. 在内容托盘中选择快照或部分内容。
2. 选择红色 X。
3. 选择删除。

结束内容会话
通过结束内容会话，您将停止显示，并删除系统上共享的所有内容。

步骤
1. 在内容会话期间，选择菜单  > 结束会话。

信息显示警告和倒计时。
2. 选择结束会话。

说明： 要保留内容，请选择继续会话。

结束有黑板或白板内容的呼叫
如果通话中有打开的黑板或白板（包括绘图、标记、快照甚至是空白板），则挂断电话后可以继续进行内
容会话。（标记不包括突出显示。）

步骤
1. 在带黑板和白板内容的呼叫中，选择菜单  > 挂断 。

通话结束，系统提示您是否要保留内容。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选择是，保留内容。
▪ 选择否，结束会话。

如果保留内容，则会继续进行内容会话。
3. 当您准备好停止内容时，选择菜单  > 结束会话 > 结束会话。

共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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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
主题：

▪ 调整室内摄像头
▪ 调整远端摄像头
▪ 开启或关闭摄像头
▪ 开启/关闭摄像头跟踪
▪ 使用摄像头预设

用户可以在通话和不在通话时访问摄像头控制。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控制摄像头，具体取决于摄像头类型：
▪ 调整室内摄像头
▪ 调整远端摄像头
▪ 开启或关闭摄像头
▪ 开启/关闭摄像头跟踪
▪ 选择、保存或删除预设

调整室内摄像头
要增强与会者的视图，可调整室内摄像头。
如果启用了摄像头跟踪，则摄像头控制不可用。关闭跟踪，以访问摄像头控制。
使用 Studio X50 和 Studio X30 系统时，如果摄像头视图缩至最小，则无法摇摄、俯仰摄像头。

步骤
1. 选择菜单 > 摄像头 。
2. 选择控制 。
3. 按下 + 放大或按下 - 缩小。按下箭头以向上或向下倾斜，或向左或向右平移。
4. 要退出控制界面，请选择返回 。

调整远端摄像头
要在通话期间增强其他与会者的视图，您可以调整远端摄像头。
如果启用了摄像头跟踪，则摄像头控制不可用。关闭跟踪，以访问摄像头控制。

说明： 为帮助设置此功能，请联系系统管理员。

步骤
1. 选择菜单 > 摄像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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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控制 。
3. 选择开关 以选择远端摄像头。
4. 按下 + 放大或按下 - 缩小。按下箭头以向上或向下倾斜，或向左或向右平移。
5. 要退出控制界面，请选择返回 。

开启或关闭摄像头
您可以打开摄像头以显示本地视频，或者关闭摄像头以隐藏本地视频。

步骤
1. 选择菜单 > 摄像头 。
2. 选择摄像头开启 或摄像头关闭 。

开启/关闭摄像头跟踪
启用摄像头跟踪后，摄像头会自动对会议室的与会者群体或当前发言人取景（取决于摄像头和系统的配置
方式）。

说明： 如果您将本地麦克风静音，系统将禁用发言人跟踪。

步骤
1. 选择菜单 > 摄像头 。
2. 选择开启跟踪 或关闭跟踪 。

使用摄像头预设
如果您的系统摄像头支持摇摄、俯仰和变焦操作，您可以最多创建 10 个预设摄像头位置。摄像头预设是存
储的摄像头位置，可让您快速将摄像头指向会议室中预定义的位置。

近端摄像头预设在通话中或不在通话中都可用。只有在通话过程中才能使用远端摄像头预设。如果启用，
则可以使用这些预设来控制远程摄像头。

说明： 如果启用了摄像头跟踪，则无法使用摄像头控制和预设功能。关闭跟踪以访问这些功能。

保存预设
将当前摄像头位置保存为预设以供日后使用。
使用已保存的预设更改通话中和不在通话时的近端摄像头位置。远端摄像头预设仅在通话中可用。

步骤
1. 选择菜单 > 摄像头 。
2. 选择预设。
3. 将摄像头调整到所需位置。

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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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选择所需的预设图像。
▪ 在界面中，长按图像并选择选择。
▪ 在遥控器上，按数字选择预设。

选择预设
您可以使用之前创建的摄像头预设，在呼叫中迅速将摄像头移动到理想位置。

步骤
1. 选择菜单 > 摄像头 。
2. 选择预设。
3. 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选择所需的预设图像。
▪ 在界面中，长按图像并选择选择。
▪ 在遥控器上，按数字选择预设。

删除预设
您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摄像头预设。

步骤
1. 选择菜单 > 摄像头 。
2. 选择预设。
3. 在界面中，长按要删除的预设图像。
4. 选择删除 。

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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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主题：

▪ 视频调整
▪ 音频调整

在通话之前或通话期间，您可以调整视频和音频设置，包括调整音量和改变视频布局。

视频调整
您可以管理视频和某些用户界面设置。

更改与会者布局
在通话期间，您可以从当前布局更改为更适合会议的另一个布局。布局框架包括近端站点和远端站点。
如果要在单个显示器上共享内容，则内容将显示在其中一个框内。

步骤
1. 在通话中，转到菜单 > 布局。
2. 选择以下一种布局：

▪ 相等：所有与会者都是相同大小。
▪ 图库：与会者显示在屏幕顶部，发言人显示在主框中。
▪ 全屏：当前发言人全屏显示。

音频调整
您可以在系统上控制多个音频设置。

将麦克风静音
为防止发言人和与会者分心，您可以将您的麦克风静音
您可以在通话中或不在通话时将音频静音。

步骤
»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遥控器上，按下静音 。

▪ 在界面中，选择菜单  > 静音 。

将显示一个通知，提示系统已经使本地麦克风已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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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麦克风静音
如果您的音频静音且您已准备好在通话中发言，请取消本地麦克风的静音

步骤
»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遥控器上，按下静音 。

▪ 在界面中，选择菜单  > 取消静音 。

调整音量
您可以在通话前或通话期间调节音量。

步骤
1. 前往菜单  > 音量。
2. 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使用触摸屏上的音量滑块。
▪ 按遥控器上的“+”或“-”按钮。
▪ 按遥控器上的向左或向右导航按钮（系统显示音量控制时）。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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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主题：

▪ 查看内容帮助提示
▪ 查看黑板帮助提示

本节包括与系统故障排除相关的信息。您还可以找到有关配对遥控器、配置显示器以及在何处查找帮助提
示的信息。

查看内容帮助提示
内容帮助提示提供有关如何使用 HDMI、Polycom Content App 或 Airplay 或 Miracast 认证设备传输内容的
信息。

说明： 如果您已连接到共享内容的来源，则不会显示帮助提示。

步骤
1. 在主屏幕中，选择内容 。

显示帮助屏幕。
2. 查看源类型的提示。
3. 要返回上一屏幕，请选择返回 。

查看黑板帮助提示
有关在黑板或白板上进行注释的帮助，您可以访问有关如何使用注释图标和触摸手势的信息。

步骤
1. 在主屏幕中，选择黑板 。
2. 在工具栏上，选择帮助 。

显示帮助屏幕。
3. 要关闭屏幕，请点击屏幕或按遥控器的返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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