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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简介简介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是是是是VCONVCONVCONVCON公司最新公司最新公司最新公司最新推出的推出的推出的推出的具有极高视音频通信质量、易具有极高视音频通信质量、易具有极高视音频通信质量、易具有极高视音频通信质量、易
操作性、安全性、可靠性操作性、安全性、可靠性操作性、安全性、可靠性操作性、安全性、可靠性的的的的先进的机架式视频会议系统先进的机架式视频会议系统先进的机架式视频会议系统先进的机架式视频会议系统。。。。

主机正面视图

主机背面视图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背板连接示意图背板连接示意图

VCR DVD 触摸屏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

IP Network

红外接受器

Cameras

调音台 视频矩阵

Controller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的启动的启动

将HD1000与电视连接，打开电源，HD1000第一次启动，
稍后片刻出现以下画面，HD1000启动成功。

HD1000的红外接受器

HD1000的遥控器

此款遥控器适用于所有版本终端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遥控器按键介绍遥控器按键介绍

HD1000所有的控制都由遥控器完成，下面简要介绍 HD1000遥控器的主要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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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中关闭本地图像

多功能键

多功能键在不同的菜单中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的启动的启动

将HD1000与电视连接，打开电源，HD1000第一次启动，
稍后片刻出现以下画面，HD1000启动成功。

HD1000的红外接受器
（选件）

HD1000的遥控器

此款遥控器可尽适用于2.502.502.502.50以上版本终端使用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遥控器按键介绍遥控器按键介绍

HD1000所有的控制都由遥控器完成，下面简要介绍HD1000遥控器的主要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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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中关闭本地图像

多功能键

多功能键在不同的菜单中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摄像源切换

如何通过遥控器输入信息如何通过遥控器输入信息

� HD1000 HD1000 HD1000 HD1000的信息输入通过遥控器上的数字键盘完成。
� 通过方向键选择相应菜单，按“确认”，即可进入相应菜单。
� 数字键盘只能输入数字，通过菜单提示中的 “KeyboardKeyboardKeyboardKeyboard”、   
“LowerCaseLowerCaseLowerCaseLowerCase”按键，可以实现切换数字与字母以及区分字母的

大小写。

切换至键盘输入

字母大小写输入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的参数配置的参数配置

按遥控器上的MENU键，电视上显示出HD1000的主菜单，

HD1000所有相关参数都可以通过遥控器在菜单中进行设置

选择Options－Lang.
选择Chinese，即可显

示中文界面。

点击Network进入网络
参数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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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设置设置设置IPIPIPIP地址、掩码、地址、掩码、地址、掩码、地址、掩码、DNSDNSDNSDNS、、、、WINSWINSWINSWINS、、、、
域名、网关等基本参数域名、网关等基本参数域名、网关等基本参数域名、网关等基本参数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的网络参数配置的网络参数配置

高级网络参数配置高级网络参数配置高级网络参数配置高级网络参数配置

H.323H.323H.323H.323参数配置参数配置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流广播参数配置流广播参数配置流广播参数配置流广播参数配置

H.323H.323H.323H.323H.323H.323H.323H.323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不注册到网守 注册到指定网守 注册到VCON MXMVCON MXMVCON MXMVCON MXM

VCON MXM IPVCON MXM IPVCON MXM IPVCON MXM IP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指定网守的IP地址

用户号码

本机名称

激活唇音同步

自动缓存控制

自动带宽调整

流广播（流广播（StreamingStreamingStreamingStreamingStreamingStreamingStreamingStreaming））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组播IP地址
�设置广播TTL数值
�音频端口号
�视频端口号
�带宽选择
�设置流广播密码
�宣布开始流会议，
  去掉该选项才可以
  设置流广播密码。

开始流广播，而后可以看到广播的标志

在局域网内部召开流广播，使用默认设置即可。

高级网络参数配置高级网络参数配置

设置NAT地址

Qos优先级包括三个选项：
�不选择Qos优先级设置
�IP Precedence
�DiffServ

网卡速度选项：Auto、
10MB全双工、10MB半双工、
100MB全双工、100MB半双工。

摄像机配置选项摄像机配置选项

点击屏幕上方对应功能键盘可以调节以下菜单

通过遥控器上的   可以实现本地/远端各
个视频输入源的选择。

按遥控器的上下键，选择本地/远端的摄像头;
左右键，选择其他视频输入源。

设置/调用镜头预设位

在呼叫中，可以通过
实现屏蔽本地图像。

单显模式（使用TV1或VCR OUT）

监视器配置选项监视器配置选项

双显模式（使用TV1和TV2）
显示器输出模式（使用VGA OUT）
显示器输出模式
（使用VGA OUT和TV1）

显示器输出模式的分辨率
（包括VGA，SVGA，XGA）

VGA OUT为HD1000选件

音频参数选项音频参数选项

选择音频输入源。
录像机选项
�无混音
�录像机录音
�录像机回放

MIC增益级别。

自动回声抑制

调节音量输出大小 本地静音MIC静音

VCR录音对应背板VCR AUDIO OUT，可回放本地音频，检测终端状态

VCR回放对应背板VCR AUDIO IN，可实现本地双路混音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其他选项其他选项

点击 选项 进入HD1000其他选项的参数调

节菜单。

呼叫策略参数设置界面

是否自动接受半交互式多点广播

是否启动H.239协议

呼叫详细信息

系统安全参数选项系统安全参数选项

设置HD1000系统密码

保护系统设置

禁止对外呼叫

锁定系统（必须输入系统密码）

允许远程升级

允许Telnet远程控制

允许Web管理

允许实现流广播功能

呼叫加密选项：可以在终端呼叫时进行AES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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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 图形用户界面选项

GUIGUIGUIGUIGUIGUIGUIGUI图形用户界面选项图形用户界面选项

选择系统进入休眠时间

图像透明度选择

自动生成地址本选项

系统版本选项系统版本选项

点击Version进入
HD1000系统版本选项

系统软件版本

系统Flash版本

系统Firmware版本

系统硬件版本
终端序列号

系统升级选项系统升级选项

HD2000可以实现自动升
级，出场默认已经设置好
自动升级的参数，用户也
可以自定义设置升级的Ftp
站点地址、用户名、密码
的相关参数。

设置成系统自动检查升级
信息

设置自动检查升级信息天数

手动检查升级信息

创建视频呼叫（地址本选项）创建视频呼叫（地址本选项）

点击遥控器上的呼叫键，在地址本菜单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视频呼叫。

新建一个地址本选项

对已有地址本选项进
行编辑

手动呼叫

删除一个已有的地址
本选项

进行手动呼叫进行手动呼叫

在地址本中点击    ，出现手动呼叫菜单。

输入呼叫终端的IP地址或号码

选择呼叫速率

设置完毕，按遥控器上的Dial，即可进行呼叫，此时屏幕左下角出

现震铃标志，说明呼叫建立。

挂断呼叫，按遥控器上的挂断键即可，同时系统提示是否挂断呼叫。

从地址本中进行呼叫从地址本中进行呼叫

新建一个地址本选项

输入名称

输入IP地址

选择呼叫带宽

快速拨号选项

从地址本选择已有终端进行呼叫

通过遥控器的方向键选择地址本中
已有的记录，再按呼叫键，即可进
行呼叫。

重新呼叫重新呼叫

HD1000还可以从已呼叫菜单中选择终端重新进行
呼叫。

按遥控器上的Speed         在菜单中选则终端进行
呼叫。     

在菜单中通过遥控器的方向键选

择已呼叫的终端，重新呼叫。
标记为Redial的为已呼叫过的终
端，其他未标记的为地址本中已
存的快速拨号终端。

其他呼叫相关选项其他呼叫相关选项

在地址本中，点击      ，删除一个已存终端记录。

在其他终端呼叫本终端时，如果设置自动应答，呼
叫自动建立，如未设置，系统首选提示有呼叫，然

后手动选择是否接受该呼叫。

每次挂断呼叫后，如设置  自动添加到地址本  选项，

系统会提示是否将上次呼叫终端信息添加到地址本。

诊断选项诊断选项

在HD1000没有召开会议时，按遥控器
上的           ，可以显示诊断菜单。

清除地址本

回复出厂设置

重启系统

系统网络状况

点击DIAGNOSE ，可以显示诊断菜单中

的其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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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选项诊断选项

在HD1000召开会议时，按遥控器上的状态按键，可以显示系统实时的通

信状态。
包括通信的视音频编解码协议、呼叫带宽、帧数、视频格式、远端 IP地址
、远端终端名称、呼叫时间等相关参数。

点击AUJUST，可以
调整相关参数。

诊断选项诊断选项

在AUJUST选项中，通过遥控器的上下键切换，可以调整画面控制、唇

音同步选项。

画面控制选项

唇音同步选项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的的WEBWEBWEBWEBWEBWEBWEBWEB管理管理

HD1000内置基于WEB的管理平台，在IE地址栏中输入HD1000的IP地址
，输入系统密码，即可登陆到HD1000的WEB管理界面，实现和通过遥控

器控制一样的功能。

终端默认用户名为admin,密码无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的的WEBWEBWEBWEBWEBWEBWEBWEB管理管理

登陆到HD1000内置基于WEB的管理平台，可以实现所有HD1000功能，包

括参数的配置、发起呼叫、地址本的编辑、系统重启、系统状态信息等。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的数据功能的数据功能

HD1000具有数据双流功能功能，通过HD Data Utility，可以将安装该工具
的PC桌面所有内容通过HD1000，发送到其他终端，实现视频会议中的数据

双流功能。

通过HD Data Utility，输入HD1000的
IP地址，即可将PC桌面所有内容发送到
HD1000，实现数据双流功能。

在会议中，远端实时看到HD1000发送的
图像于数据。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基于基于WEBWEBWEBWEBWEBWEBWEBWEB的流广播接受功能的流广播接受功能

HD1000内置流媒体广播功能，在接受端上可以实时看到 HD1000发出的广播
HD1000流媒体广播功能的接受方式是多样的，不仅可以通过登陆 HD1000本
机WEB管理平台，通过IE浏览器接受，还可以通过其他VCON视频会议终端（
vPointHD）、VCON专用流媒体接受软件BroadcastViewer或是第三方流媒
体接受软件（Cisco IP/TV Viewer、FVC viewer等）实现。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双流广播功能双流广播功能

HD1000内置流媒体广播功能，同时结合HD1000内置基于WEB的流广播浏
览器功能，可以实现VCON独有的双流广播功能。

HD1000
流媒体广
播

HD1000
数据双流

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HD1000远程升级功能远程升级功能

HD1000具有远程系统升级功能，通过HD Upgrade Utility，只需输入
HD1000的IP地址，即可以实现系统的远程升级。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