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feSize Video Center。
任何地方。不論即時或隨選。
LifeSize® Video Center 是今日市場上功能最強的單鍵高畫質串流、錄製及

自動發佈解決方案。透過視訊、語音和資料串流來分享知識並傳達業務關

鍵資訊。這個單一裝置解決方案可確保視訊很容易使用，可從任何地點和

更多裝置（包含 iPhone®、iPad® 及 iPod®）上進行通用視訊協同作業。

優異的廣播功能 

LifeSize Video Center 可支援無人匹敵的同時錄製、隨選視訊及同步即時

串流的數量，全部皆為 720p30 高畫質視訊。錄製高階主管更新業務簡報、

銷售會議、訓練課程、資料或圖表並廣播到全球任何位置。LifeSize Video 

Center 與 LifeSize 視訊會議系統整合之後，只要按一個按鈕，便可將高畫質

品質的視訊串流至任意地點的數百位觀眾。

更理想的視訊品質

有了自動自適應串流，可針對每個觀眾（使用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

板裝置或手機）最佳化即時和隨選視訊。檢視使用的裝置會根據頻寬條件

自動選取最佳播放速率，因此可將延遲或緩衝情況降到最低，確保優質檢

視體驗。

可安心使用的企業解決方案

LifeSize Video Center 可大幅減輕 IT 管理員的負擔，管理員可以新增使用者

及建立錄製鍵，讓作者可以獨立自動發佈內容。與 Active Directory 的整合

可簡化使用者及群組管理，而內建的報告功能則可為使用者檢視模式提供

深入的理解。

此外，LifeSize Video Center 可因應企業需求進行調整，透過其對 NAS（網

路連接儲存）的支援，擴充儲存容量並集中管理視訊資產。LifeSize Video 

Center 也提供 API 支援，可與第三方應用程式（包含學習管理系統）進行

整合。

LifeSize® Video Center

LifeSize Video Center 提供威力強大的單鍵

高畫質串流、錄製及自動發佈功能，全都包

含在單一裝置中

自動發佈容量 

串流至更多裝置

靈活性

無與倫比的 

效能

LifeSize Video Center

重要特性

按鈕快速錄製

使用者控制 

的顯示方式

只需一個按鈕，即可從 

LifeSize 終端進行錄製

和自動發佈*

透過錄製鍵，自動 

管理安排內容

在任何電腦、iPhone®、

iPad® 或 iPod® 上觀賞

播放時可輕鬆 

切換顯示方式

即時串流及錄製。 

將視訊內嵌至其他網站

支援無與倫比的 

即時和隨選視訊數量

自動自適應串流
在任何裝置上享受 

最佳化播放品質

可自訂的 

使用者介面

可支援品牌管理的

可調整式使用者介面

管理員控制
管理 Active Directory、

報告功能、網路儲存、API

*適用於 LifeSize® 220™ 系列系統、由 LifeSize® 提供技術的 LGExecutive 及 LifeSize® Passport™

開放及 

可相互操作

完全支援的 API 

以及與 VBrick 系統的整合



產品規格
系統組件
LifeSize Video Center 裝置
面板鍵

電源線

相容性
利用 4.6 或更新的軟體，從任何 LifeSize® 220™ 系列終
端錄製視訊及資料

利用 4.8 或更新的軟體，從 LifeSize® Passport™ 及由 
Lifesize® 提供技術的 LG Executive 錄製視訊及資料，
不僅限於通話

利用 LifeSize Video Center 的 SIP 撥出功能，從 LifeSize 
非 220 系列終端或非 LifeSize 終端錄製視訊及資料*
在使用 Windows®、Linux® 及 Mac® 的電腦上播放 
支援的網路瀏覽器： 

•	  IE 7/8、FF 3.5 或更新版本、Chrome 1.2 或更新版
本、Safari 5.0

支援的用途
通話以外的錄製/串流
點對點或多點通話錄製/串流
錄製/串流至行動裝置
獨立擷取所有通話與會者 
同時擷取主要及次要視訊

單鍵錄製

本機操作錄製、即時串流及隨選播放

立即轉碼為多種位元速率，以進行即時串流

封存，匯入高畫質視訊

將視訊內嵌至網頁

第三方整合

錄製功能
錄製音訊、視訊（高達 720p30）及資料
動態擷取視訊及資料，不需要預先設定

自動降速錄製位元速率（以將封包損失降至最低）

擷取近端視訊、遠端視訊或兩者（適用於 LifeSize 220 
系列終端）

利用錄製鍵，提供自動發佈支援

只有在即時通話期間，才會重疊顯示錄製指示器，	

在錄製的視訊中不會出現（適用於 LifeSize 220 系列
終端）

錄製鍵
防止有人未經授權使用系統，並具備自動發佈功能

支援數千個錄製鍵，每個都可含有所建立視訊的特定

屬性：

•	  Title、Description、Channel、Author、Tags、
Access Permissions、Video Quality、Bitrate

建立、修改及刪除錄製鍵

啟用/停用錄製鍵的管理員選項
可設定的按鍵長度，3 – 10 個數字

Active Directory / LDAP 整合
緊密整合至任何 LDAP 伺服器。可讓管理員充分運用簡
化和集中的使用者及群組管理而獲利 

API（應用程式介面）
緊密整合 LifeSize Video Center 與外部系統
管理員控制

輕量化且高擴充性

報告
可讓管理員存取豐富的內建報告，追蹤其他人所進行

的檢視計數及檢視模式

下載每個視訊的原始資料，建立客戶報告

UI 儲存
適用於高畫質視訊的大型內部儲存空間（內建 1 TB）
使用網路連接儲存 (NAS)，進一步擴充用於視訊的儲存
空間

支援 NFS 及 CIFS/SMB

自動發佈
錄製自動附加標題及標籤，將之歸檔至適當頻道、	

指定存取權限並將視訊發佈到網路

串流功能
即時及隨選串流（單點傳播）

多達 1000 個即時 720p30 高畫質觀眾數
多達 350 個隨選 720p30 高畫質觀眾數
錄製之後，立即可使用隨選視訊 
將視訊串流至 iPad®/iPhone®/iPod® 裝置 
在將視訊及資料串流至行動裝置支援使用不同的顯示

方式

視訊及音訊格式
高畫質，16:9 螢幕比例
H.264 視訊、AAC-LC 音訊

Flash 視訊播放器
個人電腦上的動態使用者控制播放方式：

•	並列、子母畫面、視訊焦點、資料焦點

同步化視訊、音訊及資料播放 
播放、暫停、倒轉、快轉、音量、全螢幕

自動自適應位元速率串流，以獲得最佳使用者體驗

內容管理
多語言網路使用者介面

依頻道管理安排內容

視訊中繼資料包含： 
•	標題、說明、作者、標籤、日期、視訊縮圖

近期和精選視訊 
可修剪開始及結束點

精選視訊輪播

下載視訊以供離線播放

使用者評論

將檔案附加至視訊頁面

內容發佈工具
視訊儀表板：

•	修改視訊屬性

•	刪除視訊

評論儀表板：

•	新評論的通知

•	新增、刪除或回應評論

檢視/建立/修改錄製鍵
管理設定檔

LifeSize® Video Center
進階搜尋工具
針對搜尋目標搜尋可進行完全相符和變異搜尋，並依

相關性及日期傳回結果

搜尋標題、作者、標籤及說明

使用者存取控制
具備安全性功能的設定檔，包含管理員、內容建立者、

獲授權的觀眾和匿名觀眾

依個別使用者及群組定義視訊存取權限

使用者只會看到他們有權存取的視訊

錄製鍵可防止未經授權的錄製

鎖定面板槽

系統管理
增量 FTP 備份
韌體更新工具

啟用/停用視訊下載功能
啟用/停用使用者評論
支援大量錄製操作

管理員可監控甚至是終結進行中的錄製及串流工作階段

啟用/停用使用者錄製鍵
支援本機使用者及群組，以及來自公司 LDAP 目錄的使
用者及群組

支援離線轉碼

電源
AC 電壓：100 – 240V、50 – 60 Hz、5A（最大值） 

硬體設定
可安裝於機架 (1U)
尺寸：17.2 吋寬 x 1.7 吋高 x 19.8 吋深
雙 GigE 網路配接器，2 X RJ-45
備援硬碟機，RAID 1

環境資料
操作溫度：10°C (50°F) 到 35°C (95°F) 
操作濕度：20% 到 95%，無凝結 
貯存溫度：-40°C (-40°F) 到 70°C (158°F) 
貯存濕度：5% 到 95%，無凝結
重量：17.2 公斤 (38 磅)

品牌及機型：LifeSize® Video Center 2200

與 VBrick® 整合

LifeSize Video Center 第 1.2 版或更新版本支援與 VBrick 
Enterprise Media System (VEMS) 第 5.4 版或更新版本
整合，可存取進階 VBrick 功能

1 效能及功能表格注意事項： 

a.	 同時錄製/即時觀眾/隨選觀眾是各自獨立的數字
b.	 同時錄製/即時觀眾/隨選觀眾的錄製測試中並不包含簡
報串流

c.	 根據 LifeSize 內部測試，使用 LifeSize 220 系列終端
2 所列出的解析度僅適用於  LifeSize 220 系列終端。對於由 
Lifesize 提供技術的 LGExecutive 及 LifeSize Passport 請參考其各
自的資料表，以取得關於解析度及對應位元速率的資訊。

* 請參閱最新的軟體發佈注意事項，以取得 Lifesize 不支援之裝
置的清單 

效能及功能1

位元速率 解析度
2

儲存時數 同時錄製 即時觀眾 隨選觀眾

768 Kbps 720p30 2600 20 1000 350

400 Kbps 480p30 5200 40 2000 400

270 Kbps 360p30 7800 50+ 250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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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LifeSize
1601 S. MoPac Expressway 
Suite 100
Austin, Texas 78746 USA

+1 512 347 9300
免費電話（美國）	
+1 877 543 3749 
電子郵件 info@lifesize.com
www.lifesize.com

中東和非洲：
LifeSize 地區辦公室
+49 89 1222 899 0（德國）
免費電話（歐洲）00 8000 999 09 799

亞太地區：
LifeSize 地區辦公室
+65 6303 8370（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