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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手册说明 

ZXV10 M800（V1.0）企业级智能视讯服务器（以下简称 ZXV10 M800）是中兴

通讯 新研发的适合企业级组网环境的一体式大容量 MCU（多点控制单元）设备。

《ZXV10 M800（V1.0）企业级智能视讯服务器用户手册》介绍了 ZXV10 M800

的技术特性和参数、安装和连接、Web 界面的操作、故障处理等内容，各章简介

如下： 

“第 1 章  概述”介绍 ZXV10 M800 的特性和参数。 

“第 2 章  结构和组网”介绍 ZXV10 M800 的结构和组网方式。 

“第 3 章  安装和连接”介绍 ZXV10 M800 的安装和连接。 

“第 4 章  Web 界面简介”讲述登录 Web 界面的方法和会议管理操作流程。 

“第 5 章  系统配置”介绍 ZXV10 M800 的系统配置，包括 MCU 配置、网络配

置、GK 配置和 FPASS 配置。 

“第 6 章  会议管理及会议控制的操作”介绍会议管理的内容，包括管理会议模

板、管理会议列表、新建会议。 

“第 7 章  终端管理”介绍终端管理的内容，包括终端列表、群组列表、终端数

据备份。 

“第 8 章  系统诊断”介绍系统诊断的内容，包括模块状态、模块控制、网络统

计、GK 注册信息、Ping。 

“第 9 章  日志管理”介绍日志管理的内容，包括故障日志和系统日志。 

“第 10 章  系统维护以及退出系统的操作”介绍系统维护的内容，包括用户信息、

软件升级、恢复出厂设置。 

“第 11 章  故障处理及问题解答”介绍 ZXV10 M800 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以及

问题解答。 

“附录 A  包装、运输和存储”讲述 ZXV10 M800 的包装方法、存储条件和运输

注意事项。 

 



 

 

“附录 B  缩略语”总结本手册中涉及的英文缩略语，并给出相应的英文全称和

中文释义，为用户查阅提供方便。 

本书约定 

介绍符号的约定、键盘操作约定、鼠标操作约定以及四类标志。 

1． 符号约定 

带尖括号“＜ ＞”表示键名、按钮名以及操作员从终端输入的信息；带方

括号“［ ］”表示人机界面、菜单条、数据表和字段名等，多级菜单用“→”

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

子菜单下的［文件夹］菜单项。 

2． 键盘操作约定 

格式 意义 

加尖括号的字符 
表示键名、按钮名。如＜Enter＞、＜Tab＞、＜Backspace＞、

＜a＞等分别表示回车、制表、退格、小写字母 a 

＜键 1+键 2＞ 
表示在键盘上同时按下几个键。如＜Ctrl+Alt+A＞表示同时按

下“Ctrl”、“Alt”、“A”这三个键 

＜键 1，键 2＞ 
表示先按第一键，释放，再按第二键。如＜Alt，F＞表示先

按＜Alt＞键，释放后，紧接着再按＜F＞键 

3． 鼠标操作约定 

格式 意义 

单击 快速按下并释放鼠标的左键 

双击 连续两次快速按下并释放鼠标的左键 

右击 快速按下并释放鼠标的右键 

拖动 按住鼠标的左键不放，移动鼠标 

4． 标志 

本书采用四个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注意、 小心、 警告、 危险：提醒操作中应注

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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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述 

摘要 

本章介绍 ZXV10 M800（V1.0）企业级智能视讯服务器的特性和参数。 

1.1 引言 

ZXV10 M800（V1.0）企业级智能视讯服务器（以下简称 ZXV10 M800）是适合

企业级组网环境的一体式大容量 MCU（多点控制单元）设备，支持 ITU-T H.264

编解码协议、ITU-T H.460 防火墙穿越、ITU-T H.235 加密、ITU-T H.239 双视频

流、ITU-T T.140 短消息横幅等先进技术， 高支持 8 M 带宽和 4CIF 图像分辨率，

为用户提供 DVD 级的高清晰会议体验。 

ZXV10 M800 是一款标准 19 英寸机架宽，1U 高的盒式 MCU；它主要运用于企业

异地办公，进行远程视频交流的场合。通过外挂录播服务器、图像台以及统一的

业务管理软件（如 ZXMS80 多媒体业务管理系统的调度接口），它也能覆盖党政

军专网、行业二级或者三级网络的扩容市场。 

1.2 ZXV10 M800 的特点 

1． 超强的多媒体平台 

ZXV10 M800采用高集成嵌入式平台设计，同时支持 ITU-T H.323、ITEF SIP

协议，内置 Web Server、GK 及网关功能。 

2． 高清晰图像效果 

ZXV10 M800 采用 ITU-T H.263++、ITU-T H.264 等 新图像编解码协议，

可提供高达 8 M 4CIF 的 DVD 级高清图像质量。 

3． 优异的音频品质 

ZXV10 M800 全面支持 G 系列音频及 新的 14 kHz 宽带音频，提供高保

真音频享受；支持唇音同步、回声抵消及 VAD 语音激励检测技术。 

4． 丰富的多画面功能 

ZXV10 M800 大支持 16 画面，并可实现多达 11 种多画面组合，支持声

控动态切换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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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用的会议功能 

ZXV10 M800 支持 MCU 级联组网，支持会议横幅、字幕及短消息发送，

支持虚拟会议、好友在线、会议特服号、主叫呼集等应用模式，支持 ITU-T 

H.239 双视频流应用。 

6． 超强的网络适应能力 

ZXV10 M800 支持网络带宽自适应和多种 QoS 保障机制，降低了网络质量

不稳定对会议的影响；支持组播，支持 ITU-T H.460 等多种公私网穿越方

式。 

7． 高安全可靠性设计 

ZXV10 M800 支持 ITU-T H.235 加密及多级权限管理等安全机制，保证了

用户会议的安全。 

1.3 技术特性和参数 

ZXV10 M800 的技术特性和参数如表 1.3-1所示。 

表 1.3-1  ZXV10 M800 的技术特性和参数 

项目 提供的功能和满足的标准 

大支持 64 路 IP 384 K 终端接入 
系统容量 

接入速率：128 K~8 M 

系统：ITU-T H.323、ITEF SIP 

视频：ITU-T H.261、ITU-T H.263、ITU-T H.263++、ITU-T H.264 

音频：ITU-T G.711、ITU-T G.729、ITU-T G.723.1、ITU-T G.722、ITU-T G.722.1 宽带音

频 

支持标准 

数据：ITU-T T.120、ITU-T T.140 

4CIF/CIF/QCIF 
视频能力 

支持不同视频编解码匹配 

支持 VAD 语音激励检测 

支持全混音 

唇音同步自动调整 
音频能力 

支持不同音频编解码匹配 

ITU-T H.239 双视频流 支持 ITU-T H.239 标准双视频流 

大 16 画面数字分屏显示 

支持 2、3、4、4+1、5+1、6+1、7+1、9、8+2、12+1、16 等 11 种多画面显示方式 多画面组合 

支持声控动态切换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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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提供的功能和满足的标准 

支持主叫呼集、Web 召集会议 

支持 IP 地址和终端号码呼叫 会议呼叫方式 

支持掉点终端自动呼叫 

支持主席控制、语音激励、导演控制 

会议控制 支持主席扩展（动态添加和删除终端、延长会议、呼叫终端、挂断会议、会场静

音和哑音等） 

横幅功能 横幅的位置、字体、颜色、文字大小可设置 

短消息功能 支持短消息群发或单会场发送 

远遥功能 支持远端摄像头控制 FECC 

级联功能 支持 3 级级联 

提供终端注册身份认证 

提供会议接入密码保护 

支持 ITU-T H.235 加密 
安全可靠性 

支持系统升级的安全模式保护 

网络接口 提供 2 个 10/100Base-T RJ45 接口 

支持网络带宽自适应 

提供多种 QoS 保障机制 

支持组播 
网络适应能力 

支持 ITU-T H.460 等多种公私网穿越方式 

提供内置 Web Server 

支持远程升级 

支持用户分级管理功能 
设备管理、维护功能 

支持设备诊断、网络检测、自动告警及日志服务 

19 英寸标准机架宽度，1U 高 

体积：43.6 mm×482.6 mm×433 mm（高×宽×深） 物理特性 

重量：≤4 kg 

工作温度：-10℃~+50℃ 

存储温度：-10℃~+70℃ 环境要求 

工作湿度：5%~95% 

100 VAC~240 VAC，50 Hz/60 Hz 

纹波电压：12V：±150 mV    5V：±50mV 

电流：0.8 A~1.4 A 
电源 

功耗：＜65 W 
电磁兼容 符合《通讯设备电磁兼容试验要求》Q/ZX23.011.6-2001 

MTBF：10 万小时 
可靠性 

MTTR：＜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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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结构和组网 

摘要 

本章介绍 ZXV10 M800 的结构和组网方式。 

2.1 外形结构 

ZXV10 M800 的外形结构如图 2.1-1所示。 

 

图 2.1-1  ZXV10 M800 外形结构 

ZXV10 M800 外形尺寸为 43.6 mm×482.6 mm×433 mm（高×宽×深），重量≤   

4 kg。 

2.2 前、后面板 

ZXV10 M800 的前、后面板如图 2.2-1所示。 

12 3
 

图 2.2-1  ZXV10 M800 前、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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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的上半部分是后面板的图示，下半部分是前面板的图示。 

2.3 前面板指示灯和电源开关 

如图 2.2-1所示，ZXV10 M800 的前面板上共有 9 个指示灯和 1 个电源开关。分布

在 3 个区域。区域 1 在面板的中间部分，有 3 个指示灯分别为 PWR、RUN、ALM；

区域 2 在面板的左侧，有 6 个指示灯，分别为 LAN、WAN、GK、STA、STB、

STC，其中 STA、STB、STC 指示 CPU 的 9 个状态。区域 3 在面板的右侧，有 1

个电源开关。 

 PWR 为电源指示灯 

上电后绿灯长亮。 

 RUN 是运行状态指示灯 

其定义如表 2.3-1所示。 

表 2.3-1  RUN 运行状态指示灯定义 

状态 定义 

灭 主控软件未启动 

绿灯长亮 表示主控软件运行正常；无正在召开的会议 

绿灯闪烁，每 2 秒 1 次，闪烁 m

次；间隔 5 秒，再次闪烁 

表示主控软件运行正常；有 m 组正在召开的会议 

 ALM 是告警状态指示灯 

其定义如表 2.3-2所示。 

表 2.3-2  ALM 告警状态指示灯定义 

状态 定义 

灭 正常 

红灯长亮 表示主控软件部分模块运行不正常 

红灯闪烁，目前暂未实现 FPGA 逻辑下载或软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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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K 状态指示灯 

其定义如表 2.3-3所示。 

表 2.3-3  GK 状态指示灯 

状态 定义 

灭 表示 MCU 不使用 GK 

绿灯长亮 表示 MCU 使用内置 GK，GK 状态正常，但 MCU 注册不成功

绿灯闪烁，每 2 秒 1 次 表示 MCU 使用内置 GK，GK 状态正常，且 MCU 注册成功 

红灯长亮 表示 MCU 使用内置 GK，GK 状态不正常 

橙灯长亮 表示 MCU 使用外置 GK，但注册不成功 

橙灯闪烁，每 2 秒 1 次 表示 MCU 使用外置 GK，且注册成功 

 LAN、WAN 网口状态指示灯 

其定义如表 2.3-4所示。 

表 2.3-4  LAN、WAN 网口状态指示灯 

状态 定义 

灭 没插网线 

绿灯闪烁，每 2 秒 1 次 网口激活 

橙灯闪烁，每 2 秒 1 次 有数据包 

红灯闪烁，每 2 秒 1 次 网口状态异常 

绿灯闪烁，每 2 秒 1 次 丢包指示 

 CPU 状态指示灯 

其定义如表 2.3-5所示。 

表 2.3-5  CPU 状态指示灯 

闪烁顺序 STA STB STC 

第一次闪烁（每 2 秒 1 次，闪烁 1 次） LAN1 CPU 状态 APU1 CPU 状态 VPU1 CPU 状态 

第二次闪烁（每 2 秒 1 次，闪烁 1 次） LAN2 CPU 状态 APU2 CPU 状态 VPU2 CPU 状态 

第三次闪烁（每 2 秒 1 次，闪烁 1 次） RMC CPU 状态 MIX CPU 状态 VPU3 CPU 状态 

绿灯闪烁表示 CPU 状态正常，红灯闪烁表示 CPU 状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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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后面板的接口和指示灯 

后面板的接口和指示灯介绍如表 2.4-1所示。 

表 2.4-1  后面板的接口和指示灯 

序号 图标 名称 说明 

1 

 

保险栓 

用于避免电源电压不稳定对设备内部元器件造

成损害。在电源电压超过 250 V、电流超过 3 A

的情况下，保险丝自动熔断，设备断电，待更

换保险丝后，在正常电源电压情况下，设备将

正常运行 

2 

 

电源接口 直接连接 200 V 市电 

3 

 

LAN 接口 用于连接局域网 

4 

 

WAN 接口 用于连接广域网（扩展使用） 

5  LAN 指示灯 用于指示 LAN 的连接状态 

6  WAN 指示灯 用于指示 WLAN 的连接状态 

7 
 

RS232 串口 用于连接计算机 

8 
 

接地螺栓和接地标志 用于接地，接地电阻要求小于 0.1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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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组网方式 

ZXV10 M800 的组网如图 2.5-1所示。 

双流双显 双流单显

ZXV10 T500

ZXV10 M800

ZXV10 T500

Internet互联网

ZXSS B100/ZXSS B200

IP私有网络

ZXV10 V300

ZXV10 V300

ZXMVC4050

H.460协议

H.460协议

H.460协议

ZXMVC6000C

ZXMVC6000C

ZXV10 T500
摄像机输入

VGA

ZXMVC4050

 

代表可视电话点对点通信 代表会议电视点对点通信 

代表多点视频会议 

图 2.5-1  ZXV10 M800 的组网 

ZXV10 M800 支持 ITU-T H.460 公私网穿越方式，通过 ZXSS B100/ZXSS B200 解

决了互联网公私网穿越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不同厂家终端穿防火墙互通的问题。 

ZXV10 M800 提供了两个网口，一个接公网，一个接私网，解决了公私网互通问

题，支持不同网络之间两点可视通话、会议电视点对点通信和多点视频会议。

ZXV10 M800 支持 ITU-T H.239 活动双视频流，双流传送远端两路图像，桌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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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胶片，视频输出远端胶片；提供单屏双显和双屏双显两种双流显示方式，分辨

率高达 128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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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安装和连接 

摘要 

本章详细介绍 ZXV10 M800 的安装和连接。 

3.1 开箱验货 

开箱验货过程中，请注意以下事项。 

1． 禁止对 ZXV10 M800 进行野蛮装卸，避免日晒雨淋。 

2． 当 ZXV10 M800 从温度较低、湿度较小的地方搬运到温度较高、湿度较大

的地方时，应停留一段时间再打开包装，以防止温度、湿度变化太大而损

坏 ZXV10 M800。 

3． 开箱验货主要是进行 ZXV10 M800 外观和配件的各种检查，在开箱过程中

必须细心，注意轻拿轻放，以防损坏 ZXV10 M800。 

3.1.1 包装箱部件检查 

打开包装箱，根据装箱清单检查部件，包装箱中应包括如表 3.1-1所示的部件。 

表 3.1-1  ZXV10 M800 包装箱中的部件 

序号 部件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备注 

1 十字槽沉头螺钉 M3×6 4 个 用于固定支耳 

2 支耳  2 个 
用于将 ZXV10 M800

安装在机架上 

3 ZXM10 DX16-CAB13 ZXM10 DX16 1 个 保护地线，长度 1m 

4 NETS-33512-001 ZX335.12.G.3502 LA 1 个 屏蔽网线 

5 测试串口线缆  1 个 选用 

6 交流电源线  1 个 用于连接电源 

7 
ZXV10 M800（V1.0）企业级智能视讯服务器

用户手册 
 1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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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ZXV10 M800 的检查 

ZXV10 M800 的检查请按照以下项目进行。 

1． 外观整洁，无划痕，无异物，无水污、油污。 

2． 螺钉无松动、脱落等现象，牢固可靠。 

3． 各种标识清晰，表面的涂敷层完好。 

4． 电缆无损坏、污渍、断裂等现象。 

发现存在部件缺少或损坏情况，应及时填写《补发货申请单》，反馈给中兴通讯驻

当地办事处，并与中兴通讯相关部门联系货物补发事宜。 

3.2 安装连接并检查 

ZXV10 M800 安装、连接加电前，请注意以下事项。 

1． 开箱安装后，检查 ZXV10 M800 放置是否平稳可靠。 

2． 确保电源电压在 ZXV10 M800 要求的指标范围内。 

3． 检查确认各类通信连线、电源连线正确、牢固。 

确认以上注意事项无误后，可以打开 ZXV10 M800 的电源开关。然后从以下两个

方面进行检查。 

1． 上电后，ZXV10 M800 前面板的电源指示灯 PWR 长亮，运行状态指示灯

RUN 长亮或者闪烁，表示运行正常。 

2． 检查网络接口。打开电源开关后，检查 ZXV10 M800 后面板上的 LAN 指

示灯绿灯长亮或者闪烁，表示网络接口正常。 

3.3 ZXV10 M800 的安装 

ZXV10 M800 可以安装在 19 英寸标准机架中也可以摆放在任何平整的桌面上。 

1． 在 19 英寸标准机架中安装 ZXV10 M800 

安装步骤如下： 

（1） 将 ZXV10 M800 底部的四个脚垫去除，可以直接用手抠掉。 

（2） 使用包装箱中配发的 4 个十字槽沉头螺钉将配发的 2 个支耳固定在 ZXV10 

M800 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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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固定好支耳的 ZXV10 M800 装入 19 英寸标准机架后，用皇冠螺钉固定

即可。 

  注意： 

皇冠螺钉是随中兴通讯的 19 英寸标准机架配发的。 

2． 在平整的桌面上摆放 ZXV10 M800 

将 ZXV10 M800 摆放在平整的桌面上，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连接电缆。 

3.4 ZXV10 M800 的连接 

ZXV10 M800 的连接是指 ZXV10 M800 与以太网网络、用户计算机和电源的连接。 

1． 连接以太网网络接口 

使用网线将 ZXV10 M800 的  接口与以太网网络接口连接。 

2． 连接用户计算机 

使用串口线将 ZXV10 M800 的  接口与用户计算机的 RS232

串口连接。 

3． 连接电源 

使用电源线将 ZXV10 M800 的  与电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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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Web 界面简介 

摘要 

本章讲述登录 Web 界面的方法和会议管理操作流程。 

4.1 登录 Web 界面 

安装 Web 的服务器 IE 建议使用 V6.0 以上的版本，分辨率设置为 1024×768。 

如果用户计算机和 Web 服务器之间存在代理服务器或者防火墙设备，请正确设置

用户 IE 选项，具体操作请询问网络管理员。 

准备完毕，在 IE 地址栏输入 ZXV10 M800 的 URL 地址，然后单击＜Enter＞键，

IE 将显示登录界面，单击  进入中文界面，单击  进入

英文界面。简体中文界面如图 4.1-1所示。 

 

图 4.1-1  简体中文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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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4.1-1中的[用户名]和[密码]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单击  按钮，

用户名和密码都正确时，弹出校对本机时间和显示当前系统时间提示框，如图 

4.1-2所示，单击  按钮，弹出如图 4.1-3所示的界面。初始登录显示

的界面为[会议管理]的[会议列表]。如果是第一次登录，请使用缺省生成的 admin

作为用户名登录，初始密码为 111111。 

 

图 4.1-2  校对本机时间和显示当前系统时间提示框 

1

2

3

 

1．主菜单条  2．子菜单条  3．内容显示区 

图 4.1-3  登录成功后的初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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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名]或者[密码]不正确，弹出如图 4.1-4所示的提示框。 

 

图 4.1-4  登录错误提示框 

  注意： 

1．如果您是首次登录，建议您马上修改登录密码，防止别人盗用。密码的修改方

法请参见“10.1  用户信息”。 

2．为了以后使用方便，可以把上面的地址添加到 IE 的收藏夹中，便于直接从收

藏夹中访问这个 Web 界面。 

4.2 界面导航 

如图 4.1-3所示的界面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1． 主菜单条 

显示功能分组，包括会议管理、终端管理、系统诊断、系统配置、日志管

理、系统维护、退出系统。选定一个主菜单项，将在子菜单条区域显示该

主菜单下的所有子菜单项。 

2． 子菜单条 

显示主菜单下的子菜单项。 

3． 内容显示区 

显示系统响应操作的操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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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会议管理操作流程 

用户通过登录 ZXV10 M800 的 Web 界面，对 MCU、终端、会议模板进行资源配

置， 终预约会议。会议管理的操作流程如图 4.3-1所示。 

会议名称、开始时间、会议时长、主席令牌……会议信息查看

终端控制

会议控制

或者

MCU管理

MCU配置

会议管理

会议控制

退出会议
管理界面

配置MCU

添加会场、多画面、允许/禁止发言、允许/禁止
收听、延长会议、开始/结束会议……

连接/断开所选终端、视频广播、删除会场、打开
/关闭麦克（音响）……

退出[会议
控制]界面

会议管理员
结束会议

会议预约结束
时间达到

断开MCU

登录会议
管理界面

新增/修改
终端召集会议模板

新增/修改
终端（群组）

预约新会议（选择MCU、终端召集会议模
板、终端，配置会议能力和预约时间）

预约时间达到
会议开始

进入[正在召开的会议]列
表，选择会议进行控制

 

图 4.3-1  会议管理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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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系统配置 

摘要 

本章介绍 ZXV10 M800 的系统配置，包括 MCU 配置、网络配置、GK 配置和 FPASS

配置。 

5.1 MCU 配置 

MCU 的配置分为基本配置、高级配置和安全配置，分别对系统的基本参数、高级

参数和安全参数进行配置。 

5.1.1 MCU 基本参数的配置 

选择[系统配置→MCU 配置→基本配置]，界面如图 5.1-1所示。 

 

图 5.1-1  MCU 配置的基本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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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会议正在进行，将弹出会议正在进行的提示框，如图 5.1-2所示。单击 

 按钮，图 5.1-1的输入框和选择框都显示为灰色状态，不能进行修

改。必须关闭正在进行的会议之后，才能进行 MCU 配置的修改。关闭会议的操

作请参见“6.4.1  控制召开的会议”。 

 

图 5.1-2  会议正在进行提示框 

用户需要在图 5.1-1中输入 MCU 的[名称]、[编号]、[会议特服号]、[终端召集

会议特服号]、[GK]。如果[GK]选择外置时，需要输入[GK IP 地址]和[GK RAS

端口]号。如果[GK]选择不启用或者内置，则[GK IP 地址]和[GK RAS 端口]的

输入框变为灰色，无法输入任何信息。 

 [名称] 

应该符合常规的命名规则，即由字符、数字、“_”、“空格”组成， 大不

超过 32 个字符。出厂设置为“ZXV10 M800”。 

 [编号] 

MCU 的编号，用来区别不同的 MCU。 

 [会议特服号] 

三位数的字符串，每位只能是数字，出厂设置为“198”。会议特服号是指

在会议召开过程中任何一个会议终端都可以通过呼叫此特服号码，自动加

入会议。 

 [终端召集会议特服号] 

三位数的字符串，每位只能是数字，出厂设置为“199”。终端召集会议特

服号是指终端通过呼叫此特服号码来召开立即会议。 

 [GK] 

提供了不启用、内置、外置三个选项，不启用表示 MCU 不启用 GK。出厂

设置为支持内置 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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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K IP 地址] 

GK IP 地址只支持 IPV4 格式。 

 [GK RAS 端口] 

GK RAS 端口是指网关在 GK 上进行 RAS 服务的端口号，缺省为 1719。 

 [系统时间] 

用于设置和修改 ZXV10 M800 的时间。 

各项参数和选项输入、选择完毕后，单击  按钮，弹出如图 

5.1-3所示的提示信息，提示保存成功，用户重启系统使配置生效。 

 

图 5.1-3  重启系统的提示窗口 

 

 

 

 

 

 

 

 

 



ZXV10 M800（V1.0）企业级智能视讯服务器用户手册 

 
5-4

5.1.2 MCU 高级参数的配置 

选择[系统配置→MCU 配置→高级配置]，界面如图 5.1-4所示。 

 

图 5.1-4  MCU 配置的高级配置界面 

 [音频 IP 包优先级] 

设置音频数据包在网络上传输的优先级。提供了缺省、1、2、3、4、5、6、

7 共八个级别，出厂设置为缺省。 

 [音频 TOS 选项] 

设置音频数据包的服务选项。提供一般、 小延迟、 大吞吐量、 大可

靠性、 小费用、 佳安全性，出厂设置为一般。 

 [视频 IP 包优先级] 

设置视频数据包在网络上传输的优先级。提供了缺省、1、2、3、4、5、6、

7 共八个级别，出厂设置为缺省。 

 [视频 TOS 选项] 

设置视频数据包的服务选项。提供一般、 小延迟、 大吞吐量、 大可

靠性、 小费用、 佳安全性，出厂设置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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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音同步] 

通过语音编码器延时来实现系统的唇音同步。提供 0、100 ms、200 ms、

300 ms、400 ms、500 ms 六个选项，出厂设置为 300 ms。 

 [QOS 网络阈值配置] 

需要设置丢包率和抖动。[丢包率]为 n%，n 为整数，0 表示不进行网络统

计；[抖动]为整数，单位为毫秒，0 表示不进行网络统计。 

  注意： 

以上参数修改后不需要重启 MCU。 

 [RAS 端口] 

设置 RAS 协议端口。出厂设置为 1719。 

 [CS 端口] 

设置 ITU-T Q.931 协议端口。出厂设置为 1720。 

 [H245 小端口] 

用来监听 ITU-T H.245 协议的 小端口。出厂设置为 10400。 

 [H245 大端口] 

用来监听 ITU-T H.245 协议的 大端口。出厂设置为 10527。 

 [终端断线自动重呼] 

出厂设置为否。 

 [VCU（0~3000）] 

VCU 表示 MC 向 MP 发送视频广播与 MC 向终端发送 VCU 之间的时间间

隔，单位是毫秒。图像解冻太快，就会出现图像切换时不是整屏切换的情

况，如果图像解冻时间太短，可以延长该时间参数，反之缩短。出厂设置

为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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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F（0~3000）] 

VCF 表示 MC 向终端发送 VCF 与 MC 向 MP 发送视频广播的时间间隔。

单位是毫秒。如果图像冻结时间太短，可以延长该时间参数，反之缩短。

出厂设置为 500。 

 [VCB Delay（0~3000）] 

VCB Delay 的单位为毫秒。VCB Delay 表示发送 VCB 后的延迟视频切换时

间。在级联会议中，收到广播非本 MCU 中的终端 VCB 请求时，VCB Delay

即 VCF Time 与视频广播时间之间需要延长的间隔。在单级会议中，VCB 

Delay 值可以为 0；在只有一个从 MCU 的级联会议中，该值可以减小至 300

以下；在有多个从 MCU 的级联会议中，该值可以适当增大，推荐设置为

500~600；该值需要在实际环境中调试，一旦调好，不要随意修改。 

 [VCU Interval（3000~300000）] 

VCU Interval 是给广播源发送 VCU 的过滤时间间隔，单位毫秒。根据实际

情况调节，调好之后不要随意修改。 

 [配置 NAT] 

配置该 MCU 是否支持 NAT，出厂设置为否。 

  注意： 

以上参数修改后需重启 MCU 才能生效。 

各项参数和选项输入、选择完毕后，单击  按钮，弹出如图 5.1-3所

示的提示信息，提示保存成功，用户重启系统使配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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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安全配置 

选择[系统配置→MCU 配置→安全配置]，界面如图 5.1-5所示。 

 

图 5.1-5  MCU 配置的安全配置界面 

 [支持 H235] 

选择是否支持 ITU-T H.235 协议，有[是]和[否]两个选项。如果选择[否]，

则下面的选项都显示灰色状态，不能进行修改。只有选择[是]，才需设置

和选择以下各项。 

 [GK ID] 

GK 名称，具有不可重复性。 

 [共享密码] 

设置共享的密码。 

 [消息检查模式] 

选择消息检查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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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完整性检查] 

选择是否进行完整性检查。 

 [进行时间检查] 

选择是否进行时间检查。 

 [允许的 大时间差] 

输入允许的 大时间差，范围在 3000~30000 之间。 

各项参数和选项输入、选择完毕后，单击  按钮，弹出如图 5.1-3所

示的提示信息，提示保存成功，用户重启系统使配置生效。 

5.2 网络配置 

通过网络配置功能可以对 ZXV10 M800 的四个网口的参数进行配置和修改。 

网络配置分为网口地址配置和本地地址列表两个页面。 

5.2.1 网口地址配置 

选择[系统配置→网络配置→网口地址配置]，界面如图 5.2-1所示。 

 

图 5.2-1  网络配置的网口地址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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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 1]、[IP 地址 2]、[IP 地址 3]、[子网掩码]、[网关]、[NAT 地址]都是

字符串，只支持 IPV4 格式。“0.0.0.0”表示没有配置。 

第一个网口为 WebServer，出厂设置为 10.10.10.10。子网掩码为 255.255.0.0。其

他网口处于没有配置状态。需要进行配置。第四个网口为公网，不需要设置 NAT

地址。 

配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将修改的网口配置信息进行保存。 

  注意： 

网口配置修改后需要重启 MCU 才能生效。 

5.2.2 本地地址列表 

选择[系统配置→网络配置→本地地址列表]，界面如图 5.2-2所示。 

 

图 5.2-2  网络配置的本地地址列表界面 

此界面 多可以设置 20 个本地网口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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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将修改信息进行保存。 

5.3 GK 配置 

GK 是 ITU-T H.323 系统中的一个 重要的设备，GK 为 ITU-T H.323 系统提供节

点管理和呼叫控制服务，是 ITU-T H.323 系统中的管理者。 

通过 GK 配置功能可以对 GK 的运行参数进行配置。 

GK 配置包括基本配置、静态地址解析表、子域配置、邻域配置、路由呼叫表、

H.235 前 、子网限制表共七个页面。 

5.3.1 基本配置 

选择[系统配置→GK 配置→基本配置]，如果没有连接 GK，将弹出如图 5.3-1所

示的提示框。 

 

图 5.3-1  没有连接 GK 的提示框 

单击  按钮，GK 配置的七个页面中的输入信息和选择信息都显示灰

色，是不可修改状态，无法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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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GK 以后，选择[系统配置→GK 配置→基本配置]，界面如图 5.3-2所示。 

 

图 5.3-2  GK 配置的基本配置界面 

 [GK ID] 

GK 名称，每个 GK 的名称应该不同。 

 [RAS 端口] 

允许多个监听端口，多个端口之间用“,”分隔。 

 [CS 端口] 

设置 ITU-T Q.931 协议端口。 

 [呼叫状态报告间隔（秒）] 

设置端点定期发送呼叫状态报告的时间间隔。单位是“秒”。 

 [存活注册间隔（秒）] 

设置端点定期发送存活注册的时间间隔。单位是“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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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K 级别] 

0 表示顶级 GK，1 表示一级 GK，2 表示二级 GK。 

 [启用 NAT] 

如果 GK 位于静态 NAT 后，请选中[启用 NAT]。 

 [启用 H.235] 

选择是否启用 ITU-T H.235。 

 [H.235 密码] 

如果选择启用 ITU-T H.235，需要设置 ITU-T H.235 密码。 

 [向前转发 LRQ] 

对顶级 GK（GK 层次为 0），必须选中这项。 

 [允许端点更新 CS 地址] 

选择是否允许端点更新 CS 地址。 

 [启用多播] 

选择是否使用多播方式。 

 [启用上级 GK] 

选择是否启用上级 GK。 

[上级 GK 地址]、[上级 GK 端口号]、[上级 GK ID]、[上级 GK H.235 密

码]：如果选择启用上级 GK，需要设置上级 GK 的地址、端口号、ID、ITU-T 

H.235 密码。 

对以上内容进行修改后，需要单击  按钮，对修改的信息进行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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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静态地址解析表 

GK 可以为已注册的端点提供呼叫的目的地址解析服务，也可以响应其他 GK 的

地址解析请求，为其他 GK 提供地址解析服务。 

选择[系统配置→GK 配置→静态地址解析表]，界面如图 5.3-3所示。 

 

图 5.3-3  GK 配置的静态地址解析表界面 

对[启用本地静态解析]选项，提供[是]和[否]选项，选择是否启用本地静态解析。 

下部的表项由[IP 地址]、[端口]、[区号]组成。 

对以上内容进行修改后，需要单击  按钮，对修改的信息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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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子域配置 

GK 可以分级，同一级的 GK 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域。 

选择[系统配置→GK 配置→子域配置]，界面如图 5.3-4所示。 

 

图 5.3-4  GK 配置的子域配置界面 

对[启用子域 GK]选项，提供[是]和[否]选项，选择是否启用子域 GK。 

下部的表项由[IP 地址]、[端口]、[区号]、[GK ID]、[H.235 密码]组成。 

对以上内容进行修改后，需要单击  按钮，对修改的信息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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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邻域配置 

选择[系统配置→GK 配置→邻域配置]，界面如图 5.3-5所示。 

 

图 5.3-5  GK 配置的邻域配置界面 

对[启用邻域 GK]选项，提供[是]和[否]选项，选择是否启用邻域 GK。 

下部的表项由[IP 地址]、[端口]、[区号]、[GK ID]、[H.235 密码]组成。 

对以上内容进行修改后，需要单击  按钮，对修改的信息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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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路由呼叫表 

选择[系统配置→GK 配置→路由呼叫表]，界面如图 5.3-6所示。 

 

图 5.3-6  GK 配置的路由呼叫表界面 

GK 可以迂回 ITU-T H.323 呼叫的 Q.931。 

对[路由呼叫]选项，提供[是]和[否]选项，选择是否启用路由呼叫。 

下部的表项列出了呼叫路由的[前 号码]。 

对以上内容进行修改后，需要单击  按钮，对修改的信息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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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H.235 前缀 

选择[系统配置→GK 配置→H.235 前 ]，界面如图 5.3-7所示。 

 

图 5.3-7  GK 配置的 H.235 前 界面 

列表中列出了 H.235 前 的号码。 

对以上内容进行修改后，需要单击  按钮，对修改的信息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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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子网限制表 

选择[系统配置→GK 配置→子网限制表]，界面如图 5.3-8所示。 

 

图 5.3-8  GK 配置的子网限制表界面 

对[启用子网限制]选项，提供[是]和[否]选项，选择是否启用子网限制。 

下部的表项列出了被限制子网的[IP 地址]、[子网掩码]。 

对以上内容进行修改后，需要单击  按钮，对修改的信息进行保存。 

5.4 FPass 配置 

FPASS 解决了 ITU-T H.323 通信协议不能穿越放火墙和 NAT（地址转换）的问题。

它可以在确保网络安全、不改变已有设备和网络环境的情况下，为用户提供实时

的点对点或多点之间的多媒体通信服务。 

选择[系统配置→Fpass 配置]，如果没有连接 Fpass，将弹出如图 5.4-1所示的提

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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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没有连接 Fpass 的提示框 

单击  按钮，FPass 配置页面中的输入信息和选择信息都显示灰色，

是不可修改状态，无法进行修改。 

连接 FPass 以后，选择[系统配置→FPass 配置]，界面如图 5.4-2所示。 

 

图 5.4-2  Fpass 配置界面 

 [服务端口（RAS 端口）] 

Fpass 监听的 RAS 端口号。 

 [服务端口（CS 端口）] 

Fpass 监听 RAS 组播端口号。 

 



ZXV10 M800（V1.0）企业级智能视讯服务器用户手册 

 
5-20

 [存活时间] 

如果超过存活时间，终端没有收到注册消息，代理就会把该终端在缓冲中

删除，单位为秒，如果这个值少于 1200，按照 1200 计算。 

 [启用 NAT] 

选择是否支持 NAT。支持 NAT 选中[是]前的  ，使其变为  。 

 [代理终端范围] 

有[代理所有终端]和[只代理以下终端]两个选项。如果选择[只代理以下终

端]，需要在下部的列表中输入代理终端的号码。如果选择[代理所有终端]

则无须选择终端号码。 

对以上内容进行修改后，需要单击  按钮，对修改的信息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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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会议管理及会议控制的操作 

摘要 

本章介绍会议管理的内容，包括管理会议模板、管理会议列表、新建会议。 

6.1 终端召集会议模板 

会议是一组终端和 MCU 之间的会话过程。会议需要一组参数来定制这个会话过

程。例如，终端和 MCU 采用的通信速率，采用的媒体编码等信息。会议参数的

取值不同，会议特性和功能表现就不一样。会议模板是会议参数取值的定制。使

用会议模板，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创建会议。如果不采用会议模板，用户每次创建

会议时，都要重复性地设置许多会议参数；而采用会议模板，这个过程就简化为

选择会议模板操作。 

6.1.1 新增会议模板 

选择[会议管理→终端召集会议模板]，界面如图 6.1-1所示。 

 

图 6.1-1  终端召集会议模板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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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按钮，界面如图 6.1-2所示。 

 

图 6.1-2  新增终端召集会议模板界面 

各参数说明如下： 

 [模板编号] 

此编号为唯一的终端召集会议模板标识，可以自由编号。 

 [会议速率] 

指定会议选用的通信速率。这个速率是指 MCU 和终端之间的每个呼叫的

速率。单击下拉按钮可以选择从 64 K 到 3 M 的不同速率。 

 [会议容量] 

表示保证上会的终端 大数目。会议容量已满的情况下，系统动态申请资

源；如果有空闲，仍然可以加入会议。会议容量不能设置为 0。 

 [视频能力] 

指定会议选用的视频编码类型，包括 H.263_CIF、H.263_QCIF、H.263_4CIF

以及 H.264_CIF 共 4 个选项。在 384 K 以下速率时，建议选择 H.263_C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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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频能力] 

指定会议选用的声音编码器类型。系统支持 G.711A、G.711U、G.722、G.728、

G.723.1 和 G.729。 

G711A、G711U、G722 占用 64 K 左右带宽，G728、G723.1、G729 占用带

宽较低。建议在 128 K 以下的会议中，选择 G.728、G.723.1、G.729。 

 [多画面数] 

多画面功能允许终端在一个屏幕中同时看到多个终端的图像。MCU 将几路

终端送来的图像组合成为一路图像，再送给会议中的所有终端。每个终端

的图像显示在大画面中的一个小画面内。 

多画面中的图像可以根据特定的规则变化，例如自动显示音量 大的几路

终端的图像，或者由用户指定显示几个终端的图像。每个终端的图像显示

在大画面中的一个小画面内。此处可以选择不使用多画面、2、3、4、5、6、

7、8、9、10、13、16 中的一种。 

 [辅视频带宽] 

选择是否需要辅视频能力及其传输速率，提供无、1536 K、1152 K、768 K、

384 K 以及 192 K 供选择。辅视频也占用总带宽。 

 [辅视频能力] 

选择辅视频的能力，提供 H.263_CIF、H.263_QCIF、H.263_4CIF、

H.264_CIFG 供选择。只有[辅视频带宽]不选择[无]，才能选择[辅视频能

力]，如果[辅视频带宽]选择[无]，则[辅视频能力]处于不可选状态。 

 [数据优先] 

数据优先是指当发送第二视频时，对于没有双流的终端，则将第二视频在

该终端的第一视频中传送。只有[辅视频带宽]选择[无]时，才能选择是否

支持数据优先。 

 [音频加密算法]、[主视频加密算法]、[辅视频加密算法] 

都提供了不支持加密、DES 算法、三重 DES 算法、AES_eofb 算法、AES_cbc

算法共五种加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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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上端参加混音] 

当终端刚加入会议时，是否允许加入到混音器中。有的用户希望终端刚加

入会议时，其声音不会影响到正在进行的会议，以后由会议控制者选择是

否参加混音。这时请选择[否]。 

 [主动呼叫终端] 

选择[是]表示会议开始时，MCU 主动呼出。 

 [广播源自看] 

表示被广播的终端是否也看自己的会场图像。如果选择[否]，被广播的终

端看的是上一个广播源的图像。 

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弹出如图 6.1-3的提示框，设置成功。 

 

图 6.1-3  保存成功提示框 

设置完成后。在图 6.1-2中，单击  按钮，返回如图 6.1-1所示的界

面。新增的模板将在界面中显示，如图 6.1-4所示中的[512]即为新增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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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新增终端召集会议模板后的界面 

在图 6.1-2中，如果不保存新增的模板，直接单击  按钮，返回如

图 6.1-1所示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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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修改和删除会议模板 

在图 6.1-1中，单击需要修改的会议模板的编号，进入终端召集会议模板信息界面，

进行修改，完成之后，单击  按钮，使修改生效。 

在图 6.1-4中，选中需要删除的会议模板，如图 6.1-5中的模板编号为[512]的模

板，可以多选。 

 

图 6.1-5  选中终端召集会议模板 

单击  按钮，弹出如图 6.1-6所示的提示框。 

 

图 6.1-6  删除所选模板提示框 

单击  按钮，所选的模板即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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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如果有会议正在使用修改、删除的会议模板，则修改和删除操作将被拒绝。 

6.2 新建会议 

选择[会议管理→新建会议]，界面如图 6.2-1所示。 

 

图 6.2-1  新建会议的基本配置界面 

[新建会议]界面包括了[基本配置]、[高级配置]、[流媒体配置]三个页面。 

1． 填写和选择会议信息 

（1） 基本配置 

基本配置页面如图 6.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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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名称] 

字符串。用于区分不同的会议。会议名称要求不能和正在召开或将要召开

的其它会议重复。为了避免重复，会议名称不能全是数字。会议名称的长

度必须小于等于 32 个字节。 

 [会议号码] 

字符串，是 0~9 的数字，长度小于等于 4 字节，是唯一的。 

如果终端已经在 ZXV10 M800 的控制中，但还没有连接会议时，终端就可

以通过呼叫会议号码连接到会议中。 

 [会议时长] 

包括小时和分钟设置，准确到分钟，包括永久会议。 

 [会议速率] 

n×64 K，n=1~29 以及 2M，3M。 

 [密码] 

由任意的字符组成（非控制字符），长度小于等于 16 字节。 

 [确认密码] 

提示用户再次输入密码。确认密码必须与密码相同。 

 [会议类型] 

会议类型选择框。可以看到[主会议]、[从会议]、[三级会议]选择项。 

 [三级级联口] 

当[会议类型]选择[主会议]、[从会议]时，[三级级联口]为不可用的灰色

状态，当[会议类型]选择[三级会议]，[三级级联口]需要选择[三级级联

口]。 

 [备注] 

可选，用户可输入任意的文本信息，长度不超过 80 个字节。 

如图 6.2-1所示，显示了填写和选择完成的会议信息页面，该会议名称为

[测试会议]，会议号码为[0623]，会议时长为[1 小时 30 分钟]，会议速率

为[1024k]，会议类型为[主会议]。 

单击  按钮，进入如图 6.2-4所示的选择与会终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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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级配置 

高级配置界面如图 6.2-2所示。 

 

图 6.2-2  高级配置界面 

 [多画面数] 

选择多画面数，有 2、3、4、5、6、7、8、9、10、13、16 供选择，缺省为

不使用多画面。 

 [广播源自看] 

表示被广播的终端是否也看自己的会场图像。如果选择[否]，被广播的终

端看的是上一个广播源的图像。 

 [视频能力] 

指定会议选用的视频编码类型，包括 H.263_CIF、H.263_QCIF、H.263_4CIF

以及 H.264_CIF 共 4 个选项。在 384 K 以下速率时，建议选择 H.263_C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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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频能力] 

指定会议选用的声音编码器类型。系统支持 G.711A、G.711U、G.722、G.728、

G.723.1 和 G.729。 

G.711A、G.711U、G.722 占用 64 K 左右带宽，G.728、G.723.1、G.729 占用

带宽较低。建议在 128 K 以下的会议中，选择 G.728、G.723.1、G.729。 

 [主动呼叫终端] 

选择[是]表示会议开始时，MCU 主动呼出。 

 [终端上端参加混音] 

当终端刚加入会议时，是否允许加入到混音器中。有的用户希望终端刚加

入会议时，其声音不会影响到正在进行的会议，以后由会议控制者选择是

否参加混音。这时请选择[否]。 

 [辅视频带宽] 

选择是否需要辅视频能力及其传输速率，提供无、1536 K、1152 K、768 K、

384 K 以及 192 K 供选择。辅视频也占用总带宽。 

 [辅视频能力] 

选择辅视频的能力，提供 H.263_CIF、H.263_QCIF、H.263_4CIF、

H.264_CIFG 供选择。如果[辅视频带宽]选择[无]，则[辅视频能力]处于不

可选状态。 

 [数据优先] 

数据优先是指当发送第二视频时，对于没有双流的终端，则将第二视频在

该终端的第一视频中传送。只有[辅视频带宽]不选择[无]，才能选择是否

支持数据优先。 

 [音频加密算法]、[主视频加密算法]、[辅视频加密算法] 

都提供了不支持加密、DES 算法、三重 DES 算法、AES_eofb 算法、AES_cbc

算法共五种加密算法。 

选择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进入如图 6.2-4所示的选择

与会终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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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媒体配置 

流媒体配置界面如图 6.2-3所示。 

 

图 6.2-3  流媒体配置界面 

 [支持组播] 

选择是否支持组播。选择[否]，不能输入和选择[组播 IP 地址]、[组播端口

号]、[路由器中继段数]、[视频码率]、[密码]、[确认密码]、[允许远程启动]、

[终端是否支持向网络发送 Announcement 包]。选择[是]，需要输入[组播 IP

地址]、[组播端口号]、[路由器中继段数]、[视频码率]。缺省为[否]。 

 [组播 IP 地址] 

组播 IP 地址范围为 224.0.0.1~239.255.255.255，如果为 255.255.255.255 表

明将媒体广播给局域网所有用户。 

 [组播端口号] 

视频组播使用的端口。音频所用的端口号比视频的端口号大 4。例如视频

用 2240 端口组播，则音频用 2244 端口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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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由器中继段数] 

指定数据到达目的地前经过的路由器数量。例如，当设置为 1 时，数据保

留在子网内。 

 [视频码率] 

范围为 16 kbit/s ~ 320 kbit/s。音频采用 G.711，码率固定为 64 kbit/s。 

 [密码] 

设置密码使得只有授权用户才能访问流媒体，防止未授权用户访问。 

 [确认密码] 

提示用户再次输入密码。确认密码必须与密码相同。 

 [允许远遥启动] 

选择是否允许远端遥控其它终端的摄像机。 

 [终端是否支持向网络发送 Announcement 包] 

选择终端是否支持向网络发送 Announcement 包。 

选择配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进入如图 6.2-4所示的选择

与会终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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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与会终端并对选中的终端能力进行配置 

在图  6.2-1、图  6.2-2、图  6.2-3中，输入和选择完会议信息后，单击 

 按钮，进入与会终端界面，如图 6.2-4所示。 

 

图 6.2-4  选择与会终端界面 

（1） 选择与会终端 

选择与会终端。可以选择一个、多个和全部。 

（2） 对选中的与会终端的能力进行选择配置 

选中的与会终端的速率、视频能力、音频能力、辅视频能力选择框将变成

可选择状态。需要对与会终端的这些能力进行选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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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终端数量将会在  处显示，如图 6.2-5所示。 

 

图 6.2-5  与会终端配置完成 

 [终端群组] 

此处列出了在[终端管理]中创建的终端群组。新增[终端群组]的操作请参

见“7.2  群组列表”。 

 [速率] 

如果无特殊需要，通常选择与会议相同。对 ISDN，应该根据实际的 ISDN

线路数目选择正确的速率。 

 [视频能力] 

如果无特殊需要，通常选择与会议相同。 

 [音频能力] 

如果无特殊需要，通常选择与会议相同。 

 [辅视频能力] 

如果无特殊需要，通常选择与会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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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按钮，保存选择的与会终端和配置。 

单击  按钮，返回会议信息的基本配置页面，如图 6.2-1所示。 

单击  按钮，召开会议，进入会议控制，会议控制的功能和操

作请参见“6.4  会议控制”。 

6.3 会议列表 

选择[会议管理→会议列表]，界面如图 6.3-1所示。 

 

图 6.3-1  [会议列表]界面 

界面中列出了所有已创建的会议，并显示每条会议记录的[会议名称/号码]、[状

态]、[开始时间]、[时长]、[与会终端]、[会议类型]、[会议容量]。 

用户可以在[按会议名称查询]框中输入会议名称，查询指定的会议。 

用户也可以在[选择]框中选择一个、多个或者点选[全部选中]，然后对选中的会

议信息，单击  按钮，进行删除。 

单击  按钮，将更新目前的会议列表，显示 新的会议列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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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和  进行前、后翻页操作。 

6.4 会议控制 

会议召开后，用户能够实现对会议实时控制。使用会议控制，能够完成结束会议、

延长会议、连接/断开终端、允许/禁止发言、允许/禁止接听、多画面控制操作。 

6.4.1 控制召开的会议 

在图  6.3-1中，单击会议名称，进入会议信息界面，在会议信息界面，单击 

 按钮，进入会议控制界面，如图 6.4-1所示。 

 

图 6.4-1  [会议控制]界面 

[会议控制]界面的顶部显示会议的基本信息，包括[会议名称]、[开始时间]、[会

议时长]、[控制方式]。在基本信息的下方，是会议控制按钮。界面中央显示终端

信息；界面底部是终端控制按钮。以下将针对某一选中的终端进行操作说明。 

图 6.4-1中，上半部分各按钮如图 6.4-2所示，针对整个会议有效，功能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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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2  [会议控制]界面针对全场操作按钮 

 延长会议 

如果在会议到达预定时间后需要继续召开，单击  按钮；弹

出延长会议时间输入框，如图 6.4-3所示。 

 

图 6.4-3  延长会议时间输入框 

输入需要延长的时间，然后单击  按钮。若系统资源充足，

延长成功；否则，系统拒绝延长请求。 

 添加会场 

允许用户在会议进行中动态添加会议。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弹出如图 6.4-4所示对话框。 

 

图 6.4-4  添加终端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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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框中，选择需要添加的终端后，单击  按钮。如果系

统资源充足且用户帐户有足够的资金，添加成功；否则，提示添加终端失

败的原因。 

  注意： 

一次操作只能添加一个会场。 

 释放主席和导演控制/取消导演 

释放主席和导演控制/取消导演是一个互斥的按钮。当有终端申请到主席

时，它成为   按钮；当没有终端申请到主席时，它是 

 按钮。 

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后，释放会议中的主席终端的主席

控制权。 

导演控制是一个双态按钮，它有  和  两种状

态。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进入导演控制方式，此时用

户可在图 6.4-1所示的会议控制界面中进行所有会议操作。 

在导演控制方式中，单击  按钮，会议的控制方式为声控方

式。在声控方式下，用户无法干预会场广播，系统自动选择声音 大的终

端作为当前广播源。 

  注意： 

主席控制与导演控制是有区别的。如果会议为导演控制，终端通过申请主席令牌，

可实现 MCU 的主席控制。如果会议为主席控制，在 MCU 上选择了导演控制，控

制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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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广播/停止广播 

  注意： 

1．只有在会议控制方式为导演控制时，才能启用导演广播功能。 

2．在导演广播时，终端如果申请到主席，则自动停止导演广播功能。 

3．级联口不属于自动广播的终端之内。 

它是一个双态按钮。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弹出输入时

间间隔对话框，如图 6.4-5所示。 

 

图 6.4-5  输入时间间隔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输入间隔的时间后，单击  按钮，会议控制方式

将变为导演广播。系统将按照设置的时间间隔，依次广播列表中的在线终

端。 

在图 6.4-1中，在导演广播方式下，单击  按钮，会议控制方

式变为导演控制，终止导演广播功能。 

 释放辅视频 

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后，停止辅视频图像的发送。 

 交换方式 

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后，参加会议的终端只能听到来自

图像广播端传来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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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信息 

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后，将弹出如图 6.4-6所示的会议

信息界面，分三个页面显示。此界面只能进行浏览，不能进行修改。单击 

 按钮，关闭会议信息界面。 

 

图 6.4-6  [会议信息]界面 

 短消息 

用户使用短消息功能可以向会议中的一个、多个或者所有终端发送文本形

式的短消息。 

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弹出发送短消息对话框，如图 

6.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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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7  [发送短消息]对话框 

1． 在界面中，可以选择一个、多个或者全部终端接收短消息。 

2． 选择短消息的类型，有[短消息]、[字幕]、[横幅]供选择。 

3． 选择是否包含会场名称。 

4． 选择短消息的[文字大小]、[文字颜色]、[背景颜色]。 

5． 在[消息内容]栏中输入需要发送的短消息的内容。完成后，单击 

 按钮，发送成功后弹出操作成功提示框，单击  

按钮，返回如图 6.4-7所示的[发送短消息]对话框。单击  按

钮，停止发送。单击  按钮，关闭如图 6.4-7所示的[发送短

消息]对话框。 

 全部允许发言 

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后，会议中所有终端的麦克风均

打开，并且将所有终端会场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发送到所有终端。如果某终

端的音响处于打开状态，那么该终端可以听到来自其它所有终端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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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禁止发言 

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会议中的所有终端的麦克风均

关闭，此时，各终端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全部允许接听 

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会议中的所有终端的音箱打开，

此时，各终端可听到麦克风处于打开状态的终端的声音。 

 全部禁止接听 

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会议中的所有终端的音箱关闭，

此时各终端听不到任何声音。 

 多画面控制 

如果会议能力支持多画面，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可进

行多画面的控制。 

 全屏控制 

它是双态按钮，有  和  两种状态。在图 6.4-1

中，单击  按钮，将全屏显示[会议控制]界面，此时按钮显示

为  状态，单击  按钮，返回到如图 6.3-1所示的

[会议列表]界面。 

 按名称排序 

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会议终端将按照名称的首字母

和数字的顺序由小到大排序列出。 

 按状态排序 

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会议终端将按照在线状态和离

线状态的顺序排序列出。 

 结束会议 

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弹出如图 6.4-8所示的提示框。 



第 6 章  会议管理及会议控制的操作 

 
6-23

 

图 6.4-8  确定提前结束会议提示框 

单击  按钮，弹出关会提示框，如图 6.4-9所示。会议关闭后，

返回如图 6.3-1所示的[会议列表]界面。 

 

图 6.4-9  关会提示框 

在[会议控制]界面（图 6.4-1中）的中部和下半部分的操作按钮如图 6.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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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10  [会议控制]界面针对某选中终端操作按钮 

 开麦克/关麦克 

它是双态按钮，有  和  两种状态。选择一个终

端后，麦克状态显示  ，表示该终端麦克风已打开；单击 

 按钮，麦克状态随即转为 ，表示已将终端麦克

关闭，该终端无法通过麦克风发言。 

选择一个终端后，麦克状态若显示  ，表示该终端麦克风已关

闭；单击  按钮，麦克状态随即转为  ，表示已

将终端麦克打开，该终端可以通过麦克风发言。 

 开喇叭/关喇叭 

它是双态按钮，有  和  两种状态。选择一个终

端后，喇叭状态显示   ，表示该终端喇叭已打开；单击 

 按钮，喇叭状态随即转为 ，表示已将终端喇叭

关闭，该终端听不到任何声音。 

选择一个终端后，喇叭状态显示 ，表示该终端喇叭已关闭；

单击  按钮，喇叭状态随即转为  ，表示已将终

端喇叭打开，该终端能够听到远端会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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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 

  注意： 

启用广播功能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终端状态为连接。 

2．会议的控制方式为导演控制。 

选中需要广播的终端，单击  按钮，将选中终端的第一视频广

播给参与会议的其他终端。 

 连接和断开 

连接按钮  和断开按钮  是互斥按钮。选择一个

终端，如果该终端处于断开状态，此时断开按钮显示为无效的灰色状态 

 ，单击  按钮，连接成功后，连接按钮变为无效

的灰色状态  。 

选择一个终端，如果该终端处于连接状态，此时连接按钮显示为无效的灰

色状态  ，单击  按钮，断开成功后，断开按钮

变为无效的灰色状态  。 

 删除 

  注意： 

启用删除功能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会议必须正在召开。 

2．终端状态为断开。 

在图 6.4-10中，选择某个断开的终端，单击  按钮，弹出确

定删除对话框如图 6.4-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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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11  确定删除对话框 

单击  按钮，该终端将从会议中删除。 

6.4.2 多画面控制 

在图 6.4-1中，单击  按钮，打开[多画面控制]界面，如图 6.4-12所

示。 

 

图 6.4-12  [多画面控制]界面 

在[画面数选择]框中可以选择显示的画面数，有 2、3、4、5、6、7、8、9、10、

13、16 供选择。 

在每个显示的子画面框内选择观看的终端图像。例如，选择子画面 1 观看的终端

图像，如图 6.4-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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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13  选择子画面 1 观看的终端图像 

在[选择画面内容（1）]中选择观看的终端，完成后子画面（1）将显示选择的终

端。如果选择[自动]，子画面将显示 近广播的终端图像。例如，假设子画面 1

和子画面 2 是自动的，子画面 1 和子画面 2 将显示 近被广播的 2 个终端图像（根

据先进先出的原则替换旧画面）。 

单击  按钮，将取消多画面。 

单击  按钮，返回如图 6.4-1所示的[会议控制]界面。 

单击  按钮，将根据目前的操作状况，更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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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6.4-13中选择[轮询]，将弹出如图 6.4-14所示的提示框。 

 

图 6.4-14  [选择轮询终端]提示框 

在提示框中可以设置轮询时间间隔，添加或者删除轮询的终端。设置完成后，单

击  按钮，在轮询画面上依次轮询会议中所有的在线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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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终端管理 

摘要 

本章介绍终端管理的内容，包括终端列表、群组列表、终端数据备份。 

7.1 终端列表 

选择[终端管理→终端列表]，界面如图 7.1-1所示。 

 

图 7.1-1  [终端列表]界面 

当终端较多，一页中显示不完时，将分成多页显示。单击  ，将显示下一

页的信息。单击  ，将显示上一页的信息。 

  注意： 

系统最多保存 100 条终端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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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面中可以查询、删除终端，也可以增加新的终端。 

在[按终端名称查询]输入框中，输入需要查询的终端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单

击  按钮，列表中将显示查询到的终端。 

在[选择]框中选择一个、多个或者[全部选中]，单击  按钮，将删

除选中的终端。 

单击  按钮，弹出如图 7.1-2所示的界面。 

 

图 7.1-2  新增终端信息界面 

在界面中填写和选择以下信息。 

[终端名称]：必填， 大不超过 32 个字符，符合常规的命名规则，即由字符、数

字、“_”、“空格”组成，或中文名称。不能重复。 

[终端类型]：必填，有[H323 终端]、[H323 级联口]、[H323 三级级联口]供选择。 

[终端号码]：必填， 大不超过 20 个字符，只包括数字。不能重复。 

[IP 地址]：只支持 IP V4，“0.0.0.0”表示没有配置。 

[GK 认证密码]：字符串， 大 16 个字符，包括数字和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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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单击  按钮，保存成功，弹出如图 7.1-3所示的提示框。 

 

图 7.1-3  [保存成功]提示框 

单击  按钮，终端增加完成，在图 7.1-1所示的界面中将查看到新增

加的终端。 

7.2 群组列表 

在群组列表中，可以新增、删除群组。 

选择[终端管理→群组列表]，界面如图 7.2-1所示。 

 

图 7.2-1  [群组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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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按钮，弹出新增群组信息界面如图 7.2-2所示。 

 

图 7.2-2  新增群组信息界面 

[群组名称]：必填。符合常规的命名规则，即由字符、数字、“_”、“空格”组成

或中文名称，不能重复且必须是唯一的。 

在[所有终端]列表框中，选择需要增加到群组中的终端，单击  按

钮，选中的终端将显示在[已选终端]列表框中。 

在[已选终端]列表框中，选择需要删除的终端，单击  按钮，选中

的终端从[已选终端]列表框中删除。 

群组中所包含的终端选择完成后，单击  按钮，保存成功时将弹出

[保存成功]提示框，单击  按钮，完成新增群组功能，在[群组列表]

界面将增加新增群组的信息，如图 7.2-3所示。图中的[ranying]就是新增的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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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3  新增群组后的群组列表界面 

在图 7.2-3中，选中将删除的群组，例如[ranying]，单击  按钮，

弹出确定删除对话框，如图 7.2-4所示。 

 

图 7.2-4  [确定删除所选群组]对话框 

单击  按钮，删除所选的群组。 

7.3 终端数据备份 

用户可通过终端数据备份，将已有的终端及群组信息导出，或将已有的备份文件

导入系统，生成新的终端及群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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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终端管理→终端数据备份]，界面如图 7.3-1所示。 

 

图 7.3-1  [终端数据备份]界面 

单击  按钮，弹出如图 7.3-2所示的提示框。 

 

图 7.3-2  保存文档路径选择 

ZXV10 M800 将终端列表以文本文件（*.txt）的形式导出，并提示用户选择存储

的路径。选择完成后，单击  按钮，终端列表文档将导出保存在指定

的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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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7.3-1中，单击  按钮，将弹出如图 7.3-3所示的[选择文件]提示

框。 

 

图 7.3-3  [选择文件]提示框 

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导入的文档，单击  按钮，选中的文件以及路径

将在图 7.3-1中的[选择备份文件]提示框中显示，如图 7.3-4所示。 

 

图 7.3-4  选择了备份文件的终端数据备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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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按钮，弹出导入成功提示框，如图 7.3-5所示。 

 

图 7.3-5  导入成功提示框 

单击  按钮，完成选中备份文件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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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系统诊断 

摘要 

本章介绍系统诊断的内容，包括模块状态、模块控制、网络统计、GK 注册信息、

Ping。 

8.1 模块状态 

选择[系统诊断→模块状态]，界面如图 8.1-1所示。 

 

图 8.1-1  [模块状态]界面 

用户可在界面中查看所有模块的名称、状态以及版本号。单击  按

钮，弹出确定重新启动 MCU 提示框，如图 8.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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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确定重新启动 MCU 提示框 

单击  按钮，弹出重启成功提示框，再单击  按钮，完

成 MCU 的重启。 

8.2 模块控制 

选择[系统诊断→模块控制]，界面如图 8.2-1所示。 

 

图 8.2-1  [模块控制]界面 

用户可以在[模块控制]界面对各模块进行相应的环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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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V10 M800 提供复位和环回的模块如表 8.2-1所示。 

表 8.2-1  ZXV10 M800 提供的复位和环回模块 

模块名称 环回状态（每种环回状态是互斥的） 是否能复位 

网络处理模块（LAN） 

（有两个模块：LAN1 和 LAN2） 

UDP环回 

RTP环回 

媒体环回 

PCI环回 

取消 

能 

语音处理模块（APU） 

（有两个模块：APU1 和 APU2） 

音频 PCI 环回 

音频 AHW 环回 

音频编解码环回 

媒体 PCI 环回 

视频 PCI 环回 

视频 VHW 环回 

媒体总线环回 

取消 

能 

混音处理模块（MIX） 

（有一个模块） 

音频 BSP 环回 

音频 MHW 环回 

取消 

能 

视频处理模块（VPU） 

（有三个模块：VPU1、VPU2 和 VPU3）

视频VHW环回 

取消 

能 

选择需要环回的模块，例如选择[LAN1]进行 UDP 环回，单击  按

钮，进行环回操作。此时  按钮变为可用状态，单击  

按钮，取消环回。 

8.3 网络统计 

网络统计功能用于显示与会各终端的网络丢包信息。界面刷新一次，信息显示一

次，每次信息包括一段时间（时间默认为 4 秒钟）网络丢包数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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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系统诊断→网络统计]，界面如图 8.3-1所示。 

 

图 8.3-1  网络统计界面 

上半部分是[QOS 网络阀值配置]，下半部分显示正在召开的会议信息，包括[会

议名称]、[开始时间]、[时长]、[与会终端]。 

在[丢包率]和[抖动]输入框中输入设置值，完成后单击  按钮，选

择下半部分正在召开的会议名称，将显示如图 8.3-2所示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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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2  网络统计结果 

在界面中可以查看到与会终端的[终端名称]、[IP 地址]、[视频丢包率]、[视频

抖动]、[视频速率]、[音频丢包率]、[音频抖动]、[音频速率]。 

单击  按钮，将更新目前的网络统计结果，显示 新的网络统计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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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GK 注册信息 

选择[系统诊断→GK 注册]，界面如图 8.4-1所示。 

 

图 8.4-1  GK 注册信息界面 

界面中列出了注册 GK 终端的[端点别名]、[端点类型]、[IP 地址]、[存活时间]。 

单击  按钮，将更新目前的 GK 注册信息，显示 新的 GK 注册信

息。 

8.5 Ping 
Ping 功能能够支持 ZXV10 M800 Ping 其他的设备。 

选择[系统诊断→Ping]，界面如图 8.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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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1  [Ping]界面 

在[IP 地址]输入框中输入 IP 地址，在[次数]中输入次数，完成后单击 

 按钮，在下面的列表框中将显示执行 Ping 命令的结果，如图 8.5-2

所示。 

 

图 8.5-2  显示执行 Ping 命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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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日志管理 

摘要 

本章介绍日志管理的内容，包括故障日志和系统日志。 

9.1 故障日志 

日志主要用于记录用户的活动过程和结果以及设备的运行状况。日志信息分为故

障日志和系统日志。如果有未处理的故障，用户登录时，会弹出[会议故障告警]

窗口，提醒用户处理。只有所有的故障处理完毕，该窗口才不会出现。[会议故障

告警]窗口如图 9.1-1所示。 

 

图 9.1-1  [会议故障告警]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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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日志管理→故障日志]，界面如图 9.1-2所示。 

 

图 9.1-2  [故障日志]界面 

界面中记录了各类故障的详细内容。 

确定了类型和起始时间后，可以进行故障日志的查询。确定查询条件后，单击 

 按钮，符合查询条件的查询结果将在下半部分的列表中显示。例

如[类型]选择[未处理故障]，选择[日期]，[从]为 1999/03/01，[到]为 2006/03/29，

单击  按钮，显示故障日志界面如图 9.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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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3  查询到满足查询条件的未处理故障 

单击  按钮，表示故障处理完毕，此记录不会在图中显示，图 9.1-1将显示 

[有 1 条故障需要处理，请查看日志]。 

单击  按钮，将弹出保存路径选择提示框，提示用户选择保存路径，

选择完成后，单击  按钮，故障日志将以 HTLM 的格式保存在指定

的路径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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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系统日志 

选择[日志管理→系统日志]，界面如图 9.2-1所示。 

 

图 9.2-1  [系统日志]界面 

确定了类型和起始时间后，可以进行系统日志的查询。确定查询条件后，单击 

 按钮，符合查询条件的查询结果将在下半部分的列表中显示。例

如[类型]选择登录，选择[日期]，[从]为 1999/03/01，[到]为 2006/03/29，单击 

 按钮，显示系统日志界面如图 9.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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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2  查询到满足查询条件的登录信息 

单击  按钮，将弹出保存路径选择提示框，提示用户选择保存路径，

选择完成后，单击  按钮，系统日志将以 HTLM 的格式保存在指定

的路径文件中。 

 

 





 

 
10-1

第10章 系统维护以及退出系统的操作 

摘要 

本章介绍系统维护的内容，包括用户信息、软件升级、恢复出厂设置。 

10.1 用户信息 

选择[系统维护→用户信息]，界面如图 10.1-1所示。 

 

图 10.1-1  [用户信息]界面 

在此界面中可以进行登录名和密码的修改。在[登录名]和[密码]输入框中输入修

改的登录名和密码，在[确认密码]输入框里再次输入与[密码]输入框相同的密码，

完成后，单击  按钮，弹出[保存成功]提示框，单击  

按钮，ZXV10 M800 系统的登录名和密码将被修改。出厂设置的登录名为“admin”，

密码为“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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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软件升级 

10.2.1 ZXV10 M800 的升级准备 

1． 配置版本服务器 

  注意： 

如果版本服务器已准备好，这个步骤可以省略。 

需要 PC 机一台，并且安装有 Winwos 2000 Server 或 Windows 2003 Server。 

（1） 运行 IIS 服务 

单击[开始→程序→管理工具→Internet 服务管理器]，如图 10.2-1所示。 

 

图 10.2-1  选择 IIS 服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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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 Internet 信息服务界面，如图 10.2-2所示。 

 

图 10.2-2  Internet 信息服务界面 

（2） 选择站点属性 

在图 10.2-2中，单击主机名[zxms80-55139]前面的  图标，展开 Internet

信息服务列表；右击[默认 WEB 站点]，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属性]

项，如图 10.2-3所示。 

 

图 10.2-3  选择[属性]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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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站点属性 

在图 10.2-3中，单击[属性]选项后，弹出[默认 Web 站点属性]界面，如图 

10.2-4所示。 

 

图 10.2-4  [默认 Web 站点属性]界面 

（4） 配置主目录 

在图 10.2-4中，选择[主目录]，如图 10.2-5所示。在[本地路径]栏，单击

 按钮选择存放升级文件的目录，选择完成后，单击 

 按钮完成升级服务器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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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5  [主目录]页面 

（5） 确认升级文件已放置在配置的目录中 

配置主目录完成后，在图 10.2-5中选择的路径下，可以看到配置文件，如

图 10.2-6所示。其中，M800_Upgrade.ini 是下载配置文件，必须有。其它

文件根据具体版本不同，有的有，有的没有。 

 

图 10.2-6  配置文件的存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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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备 ZXV10 M800 

（1） 进行升级操作前，请确认 ZXV10 M800 各模块工作正常，且没有正在召开

的会议。 

（2） 在 ZXV10 M800 上 Ping 版本服务器，可正常 Ping 通。 

（3） 进行升级操作前，请记录升级前各模块的版本号。拷贝如图 8.1-1所示的

界面即可。 

10.2.2 正常模式升级 

1． 确认配置文件 

在图 10.2-6中，升级目录中的 M800_Upgrade.ini 是下载配置文件，该文件

定义了升级文件以及非升级文件。 

一般说来，M800_Upgrade.ini 文件在发布时，已经由中兴通讯的研发人员

配置完成，不需要更改。此处只进行简单的介绍。 

文件下载分为以下 5 个部分。 

 正常模式普通文件下载； 

 正常模式镜像文件下载； 

 LAN 正常模式镜像文件下载； 

 安全模式下镜像文件下载； 

 LAN 安全模式下镜像文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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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M800_Upgrade.ini 文件，如图 10.2-7所示。 

 

图 10.2-7  打开 M800_Upgrade.ini 文件 

 普通文件下载 

下载应用程序文件，数据库及配置文件仍然存在；下载后所有数据不需要

重新配置，只在正常模式下能够使用，是 常用的一种下载方式。 

 镜像文件下载 

对 FLASH 分区进行擦写，所有的内容都被更新，配置内容也被清除。在

正常模式及安全模式可以使用，但是正常模式一般不使用。 

 安全模式 

应用程序损坏后，会进入安全模式，安全模式是一个 小系统，只支持升

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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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ZXV10 M800 共有三个主芯片，即一个主控芯片和两个 LAN 模块芯片。每个芯片

都有自己的安全模式。 

在图 10.2-7中，前面有“#”符号的是注释项。不需要下载的内容注释掉即可。 

在进行 SM_WebServer 下载时，需要检查版本号，确定版本号正确，如图 10.2-8

所示。 

 

图 10.2-8  检查 SM_WebServer 的版本号 

2． 软件升级 

选择[系统维护→软件升级]，界面如图 10.2-9所示。在[软件服务器 IP 地

址]栏输入升级软件所在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在[软件服务器端口]栏输入

升级软件所在服务器的端口号。 

输入完成后，单击  按钮，弹出如图 10.2-10所示的界面。 

 

图 10.2-9  [软件升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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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10  软件升级进度界面 

其中，CPU1 表示主控模块，CPU2、CPU3 表示 LAN 模块。界面中显示主控模块

CPU1 升级成功，需要重新启动 MCU 才能使升级生效。 

  注意： 

ZXV10 M800 正在工作或者有会议召开时，无法进行软件升级操作。 

如果 ZXV10 M800 正在工作或者有会议召开时，弹出如图 10.2-11所示的提示框。 

 

图 10.2-11  系统正忙或有会议召开提示框 

3． 升级失败的处理 

升级失败有以下两种情况。 

 下载文件时失败，ZXV10 M800 未升级成功，但仍可使用。此时只需重新

升级即可。 

 更新旧文件时失败，这种情况会造成应用程序损坏，进入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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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安全模式升级 

ZXV10 M800 有一个主控芯片和两个 LAN 模块芯片。每个芯片都有自己的安全模

式。 

1． 主控安全模式升级 

如果主控处于安全模式，访问网页后，自动进入安全模式，此时只要确认

配置文件安全模式，如图 10.2-12所示，进行升级即可。升级操作请参见

“10.2.2  正常模式升级”中的软件升级。 

 

图 10.2-12  安全模式下镜像文件下载的项 

2． LAN 安全模式升级 

如果只是 LAN 模块软件下载失败，就会进入 LAN 安全模式，主控程序不

受影响。 

此时，只需要重新下载 LAN 模块的安全模式软件，配置文件如图 10.2-13

所示。 

 

图 10.2-13  LAN 安全模式下镜像文件下载的项 

因为主控模块此时处于正常模式，还需下载主控普通文件，所以，此时

好把主控模块的下载程序注释掉，如图 10.2-14所示。如果你不介意主控

模块的程序被重新下载一次，也可以不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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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14  注释主控模块的下载程序 

10.2.4 升级检查 

升级完毕后，对系统进行诊断。选择[系统诊断→模块状态]，界面如图 8.1-1所示，

查看各模块的版本信息，并与“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中要求记录的升级前各模块的版本信息进行比较，确认升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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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恢复出厂设置 

选择[系统维护→恢复出厂设置]，界面如图 10.3-1所示。 

 

图 10.3-1  [恢复出厂设置]界面 

恢复出厂设置功能可以将 ZXV10 M800 的 MCU 的基本配置、MCU 的高级配置和

ZXV10 M800 的登录名、密码恢复为出厂设置。 

  注意： 

1． 恢复出厂设置需要通过串口连接计算机实现。 

2． ZXV10 M800 正在工作或者有会议召开时，无法进行恢复出厂设置功能。 

单击  按钮，弹出确定恢复出厂设置提示框，如图 10.3-2所示。 

 

图 10.3-2  确定恢复出厂设置提示框 

 



第 10 章  系统维护以及退出系统的操作 

 
10-13

单击  按钮，如果 ZXV10 M800 正忙或有会议召开时，将弹出如图 

10.2-11所示的提示框。无法实现恢复出厂设置功能。 

如果此时 ZXV10 M800 没有会议召开而且 ZXV10 M800 也不忙，将提示用户是否

重启ZXV10 M800系统，选择重启，ZXV10 M800将重新启动，重启后ZXV10 M800

将完成恢复出厂设置。 

10.4 退出系统 

选择[退出系统]，弹出确定退出系统提示框，如图 10.4-1所示。 

 

图 10.4-1  确定退出系统提示框 

单击  按钮，退出 ZXV10 M800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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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故障处理及问题解答 

摘要 

本章介绍 ZXV10 M800 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以及问题解答。 

11.1 软件类故障处理及问题解答 

1． 无法进入 Web 界面 

解决办法： 

（1） 确认 ZXV10 M800 的网线插在 LAN 网口上，且 LAN 网口指示灯绿灯长亮。 

（2） Ping ZXV10 M800 的 IP 地址，确认能 Ping 通。 

2． ZXV10 M800 需要几个 IP 地址？如果 IP 地址资源紧张怎么办？ 

问题解答： 

（1） ZXV10 M800 一共需要 3 个 IP 地址，如图 11.1-1所示。其中 IP 地址 1 是

主控模块的地址，IP 地址 2 及 IP 地址 3 分别是两个 LAN 模块的地址。 

（2） 两个 LAN 模块是并列的关系，如果 IP 地址资源紧张，可以不分配地址给

IP 地址 3。此时 LAN 2 模块无法正常工作，ZXV10 M800 的终端接入容量

降低一半。也就是说， 少要有两个 IP 地址，ZXV10 M800 才能工作。 

 

图 11.1-1  [系统配置→网络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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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终端呼叫会议特服号不成功 

现象描述：终端呼叫 199 创建会议不成功 

解决办法： 

（1） 检查[系统配置→MCU 配置→基本配置]中，如图 5.1-1所示，特服号设置

是否正确。 

（2） 检查 GK 是否配置了静态地址解析，如图 11.1-2所示。其中 IP 地址为主控

的 IP 地址。 

 

图 11.1-2  [系统配置→GK 配置→静态地址解析表]界面 

4． ZXV10 M800 静态 NAT 未正常工作 

现象描述：ZXV10 M800 在私网内，通过静态 NAT 穿越防火墙，呼叫公网

终端不成功。 

原因分析：配置不正确 

解决方法： 

（1） 在[系统配置→网络配置→网口地址配置]中，如图 5.2-1所示，确认已分

别为三个网口配置了 NAT 地址。 

（2） 在[系统配置→网络配置→本地地址列表]中，如图 5.2-2所示，确认正确

配置了本地地址列表。 

（3） 确认在网络设备上正确配置了静态 NAT 地址映射。 

（4） 确认在[系统配置→MCU 配置→高级配置]中，如图 5.1-4所示，配置启用

了静态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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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认在[系统配置→GK 配置→基本配置]中，如图 5.3-2所示，启用了静态

NAT。 

（6） 确认在进行配置后，重新启动了 ZXV10 M800。 

5． ZXV10 M800 配置会议能力时，为什么没有远遥能力的配置？ 

问题解答： 

为方便用户使用，ZXV10 M800 的每个会议都缺省配置了 6.4 K 的 LSD 能

力，也就是说，每个会议都有远遥能力，不需要配置。 

6． GK 的版本号为空 

现象描述： 

在[系统诊断→模块状态]中，如图 8.1-1所示，[GK 注册状态]为正常，但

GK 的版本号为空。 

原因分析： 

为避免歧义，如果 MCU 选择了注册到外置 GK，此时不显示内置 GK 的版

本号。 

7． 使用外置 GK 时，为什么在 GK 注册信息页面查不到使用的 GK 的注册情

况？ 

原因分析： 

在 ZXV10 M800 的 Web 页面中，只能查询到 ZXV10 M800 自己的内置 GK

的注册信息。 

解决办法： 

使用外置GK所提供的软件工具来查询。如果注册到另外一个ZXV10 M800

的内置 GK 上，可通过访问另一个 ZXV10 M800 的页面来查询。 

8． 开会时，图像常有冻结 

现象描述： 

开会时，会议中包含了各种终端，图像常有冻结，在 Web 页面诊断，发现

APU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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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APU 的状态是由 LAN 上报的，如果 LAN 过于繁忙，就会来不及上报 APU

状态，因而显示故障。LAN 过于繁忙的原因是终端发来的码流超过了额定

带宽。 

解决方法： 

（1） 在会议中，找一个可以统计实时码率的终端，如 ZXMVC4050、

ZXMVC6000C 等。 

（2） 打开终端的诊断页面，察看终端收发的码率是否超过额定带宽。 

（3） 依次广播每一个终端，找到引起图像冻结的源。 

（4） 将超码流的终端从会议中删除，会议图像就可以恢复正常。 

9． 多画面图像极差 

现象描述： 

开多画面会议时，多画面图像极差，切换成单画面，图像正常。 

原因分析： 

目前发现 VPU 的库与 POLYCOM 终端配合有问题，引起多画面图像极差。

对于实验室未测试过的终端，可能也有配合问题。 

解决方法： 

（1） 查看会议中终端的类型。 

（2） 开会后不自动呼叫，分别把终端依次手工呼叫，每个终端上端后观察 1~2

分钟再呼叫下一个终端。 

（3） 若某终端上端后图像变差，则说明该终端与ZXV10 M800的配合存在问题。 

（4） 将配合有问题的终端从会议中删除，会议图像就可以恢复正常。 

11.2 硬件类故障处理及问题解答 

ZXV10 M800 无法正确接入网络 

现象描述： 

ZXV10 M800 接在 HUB 上，无法正确接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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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ZXV10 M800 不支持通过 HUB 接入网络。 

解决办法： 

将 ZXV10 M800 通过网络交换机接入网络。 

11.3 升级类故障处理及问题解答 

1． 升级失败，提示“HTTP 服务连接失败” 

原因分析： 

ZXV10 M800 与升级服务器的连接不正常。 

解决办法： 

（1） 在 ZXV10 M800 上 Ping 升级服务器，确认可以 Ping 通。 

（2） 检查 HTTP 服务，确认服务正常运行。 

2． 升级失败，提示“找不到该文件” 

原因分析： 

升级配置文件中的文件名键入错误或未提供版本文件。 

解决办法： 

（1） 检查配置文件中要升级的文件，确认输入正确。 

（2） 检查 HTTP 服务指定的主目录，确认为存放版本文件的目录。 

（3） 检查 HTTP 服务指定的主目录下，确认已存放升级文件。 

3． SM_WebServer 升级失败 

现象描述： 

升级过程中，提示 SM_WebServer 升级失败。 

原因分析： 

升级 SM_WebServer 程序时，需要检查该文件的版本号，如果版本号不正

确，升级将失败。 

解决办法： 

检查配置文件中 SM_WebServer 的版本号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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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OOT 文件更新失败 

现象描述： 

串口更新 BOOT 文件过程中，ZXV10 M800 掉电，重新上电后不能正常工

作。 

原因分析： 

BOOT 文件是 ZXV10 M800 初始的引导文件，若有故障，ZXV10 M800

不能正常工作。 

BOOT 文件更新是先下载再烧结，网络中断会导致下载失败，但不会擦除

原来的 BOOT 文件。烧结过程在 30 秒以内，如果这期间 ZXV10 M800 掉

电，将导致 ZXV10 M800 不能正常工作。 

解决办法： 

升级 BOOT 文件的过程中，一定注意保持环境稳定。 

更新 BOOT 文件失败后，只能把芯片放到烧片器上重新烧结来恢复 ZXV10 

M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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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包装、运输和存储 

摘要 

本附录讲述 ZXV10 M800 的包装方法、存储条件和运输注意事项，以便于指导

ZXV10 M800 的运输、开箱、安装和拆迁。 

A.1 包装 

ZXV10 M800 在包装过程中都有装箱清单，以便开箱检查。箱内有防震发泡塑料

和防潮塑料袋。 

从包装箱中取出 ZXV10 M800 时，要用双手捧住 ZXV10 M800 的两侧。 

A.2 运输 

ZXV10 M800 在运输中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禁止对 ZXV10 M800 进行野蛮装卸，避免日晒雨淋。当 ZXV10 M800 从温

度较低、湿度较小的地方运到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的地方时，应停留一段

时间再打开包装，以防止温度、湿度变化太大而损坏设备。 

2． ZXV10 M800 应在包装完好的情况下进行运输，须用帆布遮盖，以防止在

运输过程中受潮和雨淋。 

3． 堆放应整齐有序、紧凑、合理、安全可靠，防止运输过程中由于晃动引起

损伤。 

4． 在长途运输时，不得装在敞篷的船或车厢内；中途转运时不得放在露天的

仓库内；在运输过程中不得与易燃、易爆、易腐蚀的物品同车装运；ZXV10 

M800 应有防潮和防机械损伤的措施。 

5． 搬运过程中应轻搬轻放，禁止翻滚倒置。 

6． 开箱验货过程中必须细心，注意轻拿轻放，以防损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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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存储 

存储过程中，ZXV10 M800 应放在原包装内，保存原有的防护性包装。存放 ZXV10 

M800 的仓库应有防潮、防尘、防震、防腐蚀等设施，建议配备空调和照明设备。

存储期一般不超过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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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缩略语 

缩写 英文全称 中文释义 

CIF Common Intermediate Format 公共中间图像格式 

MCU Multipoint Control Unit 多点控制单元 

MP Multipoint Processer 多点处理器 

MC Multipoint Controller 多点控制器 

GK GateKeeper 网闸（网守、关守） 

GW Gateway 网关 

QoS Quality of service 服务质量 

SNMP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NAT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e 网络地址转换 

RTP 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实时流传输协议 

RTCP Real-time Transport Control Protocol 实时流控制协议 

VAD Voice activity detection 语音激励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