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 Traversal Serviceᆩࢽኸళ

᭛ӊ⠜ᴀ˖2013-10

引言

引言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包含了设置和开始使用"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所必须的信息。

䆒㕂᪡⦃๗
– 㔥㒰⦃๗
– 䏃⬅఼

Փ⫼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ݠ
㦋ᕫRegistration Key˄⊼ݠᆚ䩹˅˄Փ⫼䅵ㅫᴎ˅
XXXX

1234 - XXXX - XXX

ᇚRegistration Key˄⊼ݠᆚ䩹˅⊼˄ݠՓ⫼ᴀᴎ˅
1234

XXXX

XXXX

䗮䖛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䖯㸠㾚乥Ӯ䆂䗮䆱

ᓊ䭓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ⱘ᳡ࡵᳳ䰤

2

NAT Traversal Service用户指南

文件版本 2013-10

引言

商标
•
•
•

Microsoft、Windows和Internet Explorer是Microsoft公司在美国和/或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Mozilla和Firefox是Mozilla Foundation的注册商标。
此处的所有其它商标均为其各自公司拥有产权。

其它
关于日期显示
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的服务期限以及服务延长期限的日期和时间为格林威治时间。

关于设置说明
本手册介绍了为软件文件版本3.10所显示的设置以及数值范围等。

关于插图
在本手册中，本机的插图均根据KX-VC600的外观。

关于激活密钥表
本手册中提及的激活密钥表附带在KX-VC300/KX-VC60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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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Panasonic用本服务进行过测试的路由器（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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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期限概述
若要使用本服务，必须进行注册。使用产品附带的激活密钥表注册后，便可免费使用本服务3个月。注册完成
后服务期限立即开始（即，完成"将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注册到本机"中所说明的步骤后）。服务期限
从服务期限开始后的3个月内全天有效（直到日期发生变化的午夜）。
例1：在4月1日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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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可使用本机确认服务到期日期。有关详情，请参阅"确认服务期限"。

若要在试用服务期限结束后继续使用本服务，您必须购买激活密钥卡延长服务期限。服务期限的长度因卡而
异。有关卡的详情，请联系您的经销商。
有关延长服务期限步骤的详情，请参阅"延长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的服务期限"。

安全概述
本服务使用标准互联网连接，因此如果没有启用加密，其他人便能听到您的通话。当您使用本服务时，强烈建
议启用加密。有关启用加密的详情，请参阅"进行加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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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互联网
若要使用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需要使
用符合以下规格的网络环境和设备。

获得Registration Key（注
册密钥）

在本步骤中，您将使用计算机访问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的注册页面并获得Registration Key
网络环境
（注册密钥）。需要以下信息：
若要使用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建立视频 • MPR ID
– 这可以在本机背面的标签上或者通过操作本机来
会议通话，需要宽带连接。（三方视频会议通话需要1.0
确认。有关详情，请参阅"确认MPR ID（使用本
Mbps的连接，而四方视频会议通话需要2.0 Mbps的连
机）"。
接。）
• Activation Key No.（激活密钥号码）
– 记录在激活密钥卡或激活密钥表上。
路由器
• Registration ID（注册ID）
请使用Panasonic用本服务进行过测试的路由器，并使
– 记录在激活密钥卡或激活密钥表上。
用供应商提供的信息连接到互联网。有关经过测试路由
器的详情，请参阅以下网站：
http://panasonic.net/psn/products/hdvc/nat_traversal/
index.html
1. 按[Menu]。
有关配置路由器的详情，请参阅路由器的说明书。
• 将显示菜单屏幕。

确认MPR ID（使用本机）

连接本机和路由器
1. 将路由器连接到本机背面上的LAN插口。
• 请使用五类或更高级别的局域网网线将路由器连
接到本机背面上的LAN插口。（LAN插口的位置
取决于您所使用机器。有关详情，请参阅操作说
明书或使用说明书（用户手册）。）
注

•

在下列情况下无法保证操作：
– 使用没有经过Panasonic测试的路由器。
– 一个路由器连接了多部高清映像通信主
机。
– 高清映像通信主机直接连接到互联网，
而不是通过路由器。

文件版本 2013-10

2. 使用[ ][ ]选择"设置"，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系统设定屏幕。
3. 按下[ ]三次。
• 将显示第四页。
4. 使用[ ][ ]选择"增强"，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增强功能确认屏幕。请查看"MPR
ID"（A）字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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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Home]。
• 将显示主屏幕。

获得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
钥）（使用计算机）
注

•

支持以下操作系统和网络浏览器：
Microsoft® Windows® 7
– Microsoft®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8
–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10
Microsoft Windows 8
–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10
– Mozilla® Firefox®

1. 从计算机中，访问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的注册页面（https://
。
www.tsunagarunet.com/hdcom/main）
• 将显示登录屏幕。
注

•

登录屏幕以英文显示。可在屏幕右上角的下
拉列表中更改语言。

2. 输入图像中显示的字符，然后单击"申请"。

•

将显示功能选择屏幕。

注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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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字段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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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HDVC旁的"新申请"。

•

将显示信息确认屏幕。

注

•

单击"点击显示下一页的连接号码"将显示更
多的可用终端ID。该操作最多可以重复5次。
一旦单击了"点击显示下一页的连接号码"，
便无法调用截止目前为止已经显示的终端
ID。

8. 单击"注册"。
• 必须将屏幕上"Registration Key"中所显示的数
•

将显示新的应用屏幕。

4. 请填写以下项目：

"MPR ID"
"Activation Key No."
"Registration ID"

5. 单击"下一页"。
• 将显示使用条款屏幕。
6. 请通读使用条款，并且如果您同意条款，单击"同

值（16个字符）注册到本机。将页面打印出来或
者在激活密钥表上或者其他纸张上记录下
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并保存在安全的
地方。

重要事项
•

如果忘记了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信
息放在何处，请参阅"再次显示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使用计算机）"。

9. 单击"回到主菜单"。
• 将显示功能选择屏幕。

意"。
• 将显示终端ID选择屏幕。

7. 选择想要使用的终端ID，然后单击"下一页"。

文件版本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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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显示Registration Key（注册
（使用计算机）
密钥）
如果忘记了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信息放在何
处，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再次显示。
1. 从计算机中，访问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的注册页面（https://
www.tsunagarunet.com/hdcom/main）。
• 将显示登录屏幕。

"Activation Key No."
"Registration ID"

4. 单击"下一页"。
• 将显示设备信息屏幕。在屏幕上确
认"Registration Key"信息。完成操作后，关闭
浏览器。

注

•

登录屏幕以英文显示。可在屏幕右上角的下
拉列表中更改语言。

2. 输入图像中显示的字符，然后单击屏幕底部的"这
里"。

•

将显示本机信息登录屏幕。

注

•

该字段区分大小写。

3. 请填写以下项目：

"类别"：选择HDVC
"MPR I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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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Registration Key（注册
密钥）注册

5. 按[Enter]，使用[

][ ]选择"NAT Traversal模
式"，然后再次按[Enter]。

在本步骤中，将您获得的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
注册到本机。若要进行注册，必须首先配置网络设置。

进行网络设定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使用本机
打开本机的电源后，需要设置语言、连接模式、设备名
称、日期和时间、以及网络设置。这些设置可以在日后
进行更改。
1. 按电源按钮打开本机。
• 将显示语言选择屏幕。

2. 按[Enter]，使用[

][

注

•

如果另一方的连接模式设置与您的不同，则
无法建立通信。

] 选择语言，然后按

[Enter]。

6.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的对话框。
7.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设备名称设置屏幕。
8. 输入设备的名称（最多24个字符）。

3. 按[G]。
4.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连接模式设置屏幕。

9.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的对话框。
10.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日期和时间设置屏幕。

文件版本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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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

][

]选择项目，然后输入信息。

注

•
•

只有当"IP地址"设置为"手动"时才可以输
入"IP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如果 "IP地址"、"子网掩码"或"默认网关"数
值中含有1或2位数字，请照原样输入。请勿
如[.001]般进行输入。
示例：IP地址为[192.168.0.1]。
正确输入：[192.168.0.1]
错误输入：[192.168.000.001]

"DNS服务器"：使用[

•

输入年（4位数）、月（1–2位数）、日（1–2位
数）、时间（24小时显示），然后选择日期格式
（月/日/年、日/月/年、年/月/日）和小时显示格
式（12小时/24小时）。

14. 使用[

][

]选择以下项目进行输入：

]选择DNS服务器的IP地

注

•

12.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的对话框。
13.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网络设置屏幕。

][

址信息（"主DNS服务器"、"辅DNS服务器"）会从
DHCP服务器自动获取还是手动设置。
– "自动"（默认）：自动获取IP地址信息。
– "手动"：手动设置IP地址信息。

若要选择"自动"，"IP地址"必须设置为"自
动"。

"主DNS服务器"：输入主DNS服务器的IP地址。
"辅DNS服务器"：输入辅DNS服务器的IP地址。
注

•
•

只有当"DNS服务器"设置为"手动"时才可以
输入"主DNS服务器"和"辅DNS服务器"。
如果 "主DNS服务器"或"辅DNS服务器"数值
中含有1或2位数字，请照原样输入。请勿如
[.001]般进行输入。
示例：IP地址为[192.168.0.1]。
正确输入：[192.168.0.1]
错误输入：[192.168.000.001]

15. 按[G]。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的对话框。

16. 使用[
"IP地址"：使用 [

][

]选择本机的IP地址信息

（"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会从DHCP
服务器自动获取还是手动设置。
– "自动"（默认）：自动获取IP地址信息。
– "手动"：手动设置IP地址信息。
"IP地址"：输入本机的IP地址。
"子网掩码"：输入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输入默认网关的IP地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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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将显示端口号码设置屏幕。确认"广域网的端口
号"和"局域网的端口号"已设置为"自动"（默认）。
如果没有设置"自动"，请按照以下步骤更改设置。

1. 使用[

][ ]选择"广域网的端口号"或"局域网的
端口号"。

2. 使用[

][

]选择"自动"。

17.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以及在保存后系统重启的对
话框。

文件版本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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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系统将自动重启以将更改反映到系统设置中。本

7. 使用[

][

]选择"连接模式"，然后按[Enter]。

机重启后，确认"NAT Traversal Mode"显示在
主屏幕的右上角。

如果之前使用过本机
如果您已经在IP模式下使用过本机，请按照以下步骤配
置网络设置。
1. 按[Menu]。
• 将显示菜单屏幕。

2. 使用[ ][ ]选择"设置"，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系统设定屏幕。
3. 按下[ ]三次。
• 将显示第四页。

•

将显示连接模式设置屏幕。

8. 按[Enter]并使用[

][

]选择"NAT Traversal模

式"。

4. 使用[ ][ ]选择"管理员登录"，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登录屏幕。
5. 使用[

][ ]选择"密码"，然后输入管理员密码（4–
10位数）。

注

•

如果另一方的连接模式设置与您的不同，则
无法建立通信。

9.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以及在保存后系统重启的对
话框。

注

•
•

请输入在安装过程中设置的管理员密码。
如果忘记了管理员密码，请联系您的经销
商。

10.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本机重启后，将显示网络设定屏幕。
注

6. 使用[ ][ ]选择"登录"，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管理员菜单屏幕。

文件版本 2013-10

•

取决于当前的网络负载，重启可能需要一些
时间。

NAT Traversal Service用户指南

13

设置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

注

11. 使用[

][

]选择以下项目进行输入：

•
•

只有当"DNS服务器"设置为"手动"时才可以
输入"主DNS服务器"和"辅DNS服务器"。
如果 "主DNS服务器"或"辅DNS服务器"数值
中含有1或2位数字，请照原样输入。请勿如
[.001]般进行输入。
示例：IP地址为[192.168.0.1]。
正确输入：[192.168.0.1]
错误输入：[192.168.000.001]

12. 按[G]。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的对话框。

13. 使用[
"IP地址"：使用 [

][

]选择本机的IP地址信息

（"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会从DHCP
服务器自动获取还是手动设置。
– "自动"（默认）：自动获取IP地址信息。
– "手动"：手动设置IP地址信息。
"IP地址"：输入本机的IP地址。
"子网掩码"：输入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输入默认网关的IP地址。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将显示端口号码设置屏幕。确认"广域网的端口
号"和"局域网的端口号"已设置为"自动"（默认）。
如果没有设置"自动"，请按照以下步骤更改设置。

1. 使用[

][ ]选择"广域网的端口号"或"局域网的
端口号"。

2. 使用[

][

]选择"自动"。

14.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以及在保存后系统重启的对
话框。

注

•
•

只有当"IP地址"设置为"手动"时才可以输
入"IP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如果 "IP地址"、"子网掩码"或"默认网关"数
值中含有1或2位数字，请照原样输入。请勿
如[.001]般进行输入。
示例：IP地址为[192.168.0.1]。
正确输入：[192.168.0.1]
错误输入：[192.168.000.001]

"DNS服务器"：使用[

][

15.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系统将自动重启以将更改反映到系统设置中。本
机重启后，确认"NAT Traversal Mode"显示在
主屏幕的右上角。

]选择DNS服务器的IP地

址信息（"主DNS服务器"、"辅DNS服务器"）会从
DHCP服务器自动获取还是手动设置。
– "自动"（默认）：自动获取IP地址信息。
– "手动"：手动设置IP地址信息。
注

•

若要选择"自动"，"IP地址"必须设置为"自
动"。

"主DNS服务器"：输入主DNS服务器的IP地址。
"辅DNS服务器"：输入辅DNS服务器的IP地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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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的服务器端口

将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
注册到本机

1. 按[Menu]。
• 将显示菜单屏幕。

注

2. 使用[ ][ ]选择"设置"，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系统设定屏幕。
3. 使用[ ][ ]选择"呼叫设置"，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呼叫设置屏幕。
4. 按[R]两次。
• 将显示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服
务器端口设置屏幕。

•

确认"NAT Traversal模式"显示在主屏幕的右上
角中。如果未显示，请将连接模式更改为"NAT
Traversal模式"（13 页）。

1. 执行"如果之前使用过本机"中的步骤1–6。
• 将显示管理员菜单屏幕。
2. 按下[ ]三次。
• 将显示第四页。
3. 使用[ ][ ]选择"增强"，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软件增强屏幕。
4. 按[G]。

5. 确保"服务器端口"设置为"默认" （默认）。
注

•

取决于所使用的路由器，当选择了"默认"时，
您可能无法进行视频会议通话。在这种情况
下，选择"备用"。

•

将显示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输入屏幕。

6.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的对话框。
7.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系统设定屏幕。
8. 按[Home]。
• 将显示主屏幕。

文件版本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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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16位的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

如果即使在尝试了以上步骤后仍未显示终端
ID，则表示您的互联网连接可能有问题。请
联系您的经销商。

6.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以及在保存后系统重启的对
话框。

7.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系统将自动重启以将更改反映到系统设置中。本
机重启后，终端ID显示在主屏幕的右上角。
注

•

•

16

如果您输入的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
无效，将显示"注册密钥代码验证失败。"。
请重新确认所发行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
钥）的信息（10 页）
，然后从步骤5开始重复
操作。如果即使正确输入了发行的
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仍会显示此信
息，请与您的经销商联系。
本机重启后，"未分配终端ID"可能会显示在
主屏幕的右上角。在显示终端ID之前可能需
要一些时间。如果在5分钟后仍未显示终端
ID，请尝试以下操作：
a. 确认局域网网线已正确地连接到本机，
然后重启本机。
b. 将路由器连接到计算机，然后确认计算
机是否可以连接到互联网。如果无法连
接到互联网，确认路由器的互联网连接
设置是否正确配置。
c. 确保路由器上禁用了以下设置，然后重
启本机。
– 信息包过滤设置
– 端口转发设置

NAT Traversal Service用户指南

文件版本 2013-10

设置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

进行加密设置

设置共享加密密钥

如果配置了加密设置，您只能与具有相同加密密钥的一
方建立视频会议通话，这样便可以防止拨打电话到未知
方或者接听了未知方的电话。配置加密设置可使用以下
两种方法。

注

设置共享加密密钥
当与不同方通信时，如果不需要更改加密密钥，请使用
该方法。所有方设置了相同的加密密钥，从而让该方法
可在一个公司或组织内使用。

1. 执行"如果之前使用过本机"中的步骤1–6。
• 将显示管理员菜单屏幕。

设置每个本地现场的加密密钥
使用这种方法，会为每个本地现场设置加密密钥，并且
在您选择本地现场时切换加密密钥。例如，如果您与多
个不同客户进行视频会议通话，您可以更改每个客户的
加密密钥并且避免与不同客户共享加密密钥。

•

存在加密设置会被第三方更改的危险。因此，对
管理员密码进行管理并赋予用户更改加密设置权
限时要小心。

2. 使用[ ][ ]选择"加密"，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加密设置屏幕。
3. 使用[

][

]选择以下项目进行输入：

注

•
•

•

•

如果没有设置加密密钥，则无法启用加密。
您可以同时配置共享加密密钥方法以及本地现场
加密密钥方法，并分别使用两种方法。选择本地
现场时将使用本地现场加密密钥方法，而取消本
地现场选择时将使用共享加密密钥方法。
如果按照"设置共享加密密钥"中的步骤配置了加
密设置，那么相同的设置会在IP模式下自动应
用。请注意，配置了加密设置后，您可能无法与
在IP模式下通信的对方建立视频会议通话。
如果您不想将设置应用到IP模式，请按照"设置
每个本地现场的加密密钥"中的步骤配置加密设
置。
建立视频会议通话时，即使一方使用共享加密密
钥方法而另一方使用本地现场加密密钥方法，如
果加密密钥相匹配便仍然可建立视频会议通话。

"访问模式 (SIP)"：使用[

][

"加密 (SIP)"：使用[

]选择"开"。

][

]选择"管理员"。

注

•

如果"加密 (SIP)"设置与视频会议通话中对
方的设置不符，视频会议通话便不会开始。

"加密密钥 (SIP)"：输入加密密钥（4–256个字符[字
母数字、空格、符号]）。
注

•
•

文件版本 2013-10

不能输入&、<、>、逗号（,）、双引号（"）。
输入过程中，会显示加密密钥的字符，但一
旦保存了设置后，所有的字符会显示为星号
（*），并且您不再能在屏幕上检查加密密钥。
请事先记录加密密钥，并将其保存在安全的
地方。

NAT Traversal Service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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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在"加密密钥 (SIP)"中指定的数值与对
方指定的不符，即使启用了加密视频会议通
话也不会开始。
当加密密钥显示为星号（*）时，按下[Y]可
删除整个加密密钥。

设置每个本地现场的加密密钥
可以为每个本地现场指定不同的加密设置。最多可以注
册5个本地现场。

配置准备工作
4.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的对话框。
5.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管理员菜单屏幕。
6. 按[Home]。
• 将显示主屏幕。

若要从本地现场设置中配置加密设置或加密密钥，您必
须使用以下步骤将设置权限应用到普通用户。
1. 执行"如果之前使用过本机"中的步骤1–6。

2. 使用[ ][ ]选择"加密"，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加密设置屏幕。
3. 使用[

][

]选择以下项目进行输入：

"访问模式 (SIP)"：使用[

][

]选择"用户"。

4.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的对话框。
5.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管理员菜单屏幕。
6. 按[Home]。
• 将显示主屏幕。

注册本地现场
1. 按[Menu]。
• 将显示菜单屏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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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 ]选择"选择本地现场"，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选择本地现场屏幕。

注

3. 使用[ ][ ]选择“未注册”，然后按[B]。
• 将显示本地现场设置屏幕。

"加密密钥 (SIP)"：输入加密密钥（4–256个字符[字
母数字、空格、符号]）。

4. 使用[

注

][

]选择以下项目进行输入：

•

与加密设置不同的一方无法进行加密视频会
议通话。

•
•

不能输入&、<、>、逗号（,）、双引号（"）。
输入过程中，会显示加密密钥的字符，但一
旦保存了设置后，所有的字符会显示为星号
（*），并且您不再能在屏幕上检查加密密钥。
请事先记录加密密钥，并将其保存在安全的
地方。
• 如果在"加密密钥 (SIP)"中指定的数值与对
方指定的不符，即使启用了加密视频会议通
话也不会开始。
• 当加密密钥显示为星号（*）时，按下[Y]可
删除整个加密密钥。

"视频质量"：使用[

"连接模式"：按[Enter]并使用[

][

]选择"NAT

Traversal模式"。
"本地现场名称"：输入本地现场的名称。
"最大带宽"：按[Enter]并使用[

][

注

•

•
•

•

视频会议通话期间的最大带宽会调节到所有
参与方中将最大带宽设置设为最低的一方的
带宽。
无法选择高于经销商最大带宽设置的值。详
情请与经销商联系。
进行三方视频会议通话时，选
择"1.0 Mbps"或更高的值。否则，将无法保
证图质和音质。
进行四方视频会议通话时，选
择"1.5 Mbps"或更高的值。否则，将无法保
证图质和音质。

"加密 (SIP)"：使用[

文件版本 2013-10

][

]选择"开"。

]在优化光滑移动或视频图

像质量之间选择。
– "运动"（默认）：优化光滑移动。
– "清晰"：优化图像质量。
注

] 选择要使用

的最大允许带宽（256 kbps、384 kbps、
512 kbps、768 kbps、1.0 Mbps、1.2 Mbps、
1.5 Mbps、2.0 Mbps、2.5 Mbps、3.0 Mbps、
3.5 Mbps、4.0 Mbps、4.5 Mbps、5.0 Mbps、
5.5 Mbps、6.0 Mbps、6.5 Mbps、7.0 Mbps、
7.5 Mbps、8.0 Mbps、8.5 Mbps、9.0 Mbps [默
认]、10.0 Mbps）
。

][

•

如果其中一方正在使用旧版本软件，那么"运
动"将被选择。

"最大分辨率"：使用[

][

]选择在视频会议通话期

间使用的主摄像机和辅助摄像机的最大显示分辨率。
– "Full HD"：最大分辨率：1920 ´ 1080i（此模
式会根据网络状态切换显示分辨率。）
– "HD"（默认[适用于KX-VC300]）：最大分辨率：
1280 ´ 720p（此模式会根据网络状态切换显示
分辨率。）
– "自动"（默认[适用于KX-VC600]）：此模式会根
据可用的带宽选择"Full HD"或"HD"。
注

•
•

•

建议选择"自动"或"HD"。
如果您正在使用KX-VC300，只有在购买激
活密钥卡（KX-VCS401）以Full HD分辨率
发送图像才能选择"自动"或"Full HD"。详情
请与经销商联系。
选择了"Full HD"时，如果另一方的带宽较
低，显示分辨率可能会比选择了"HD"或"自
动"时的分辨率低。

NAT Traversal Service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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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如果对方的设备在您所在国家/地区以外，则 3. 使用[ ][ ]为在"连接模式"中所显示的"NAT
场频可能会与您的设备有所不同。在这种情
Traversal"选择本地现场。
况下，即使已指定了"Full HD"，最大分辨率
也将为"HD"。
进行三方视频会议通话时，即使已指定
了"Full HD"，主摄像机也将自动设为"HD"。
进行四方视频会议通话时，即使已指定
了"Full HD"，主摄像机和次摄像机也将自动
设为"HD"。
当"视频质量"设置为"清晰"时，"Full
HD"和"HD"会固定在最大分辨率。如果想要
根据网络条件更改分辨率，请选择"自动"。
当您正在使用带宽较低的网络时或者将网络
配置为以有限的带宽使用时，如果"视频质
量"设置为"清晰"，那么显示图像可能会有延
迟。
注

5.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的对话框。
6.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选择本地现场屏幕。
7. 按[Home]。
• 将显示主屏幕。

选择本地现场
1. 按[Menu]。
• 将显示菜单屏幕。

•

对于当前选择的本地现场，会在"已选择"中

•

显示"
"。
未注册的现场将显示“未注册”。

4.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的对话框。
5.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主屏幕。
注

•
•

2. 使用[ ][ ]选择"选择本地现场"，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选择本地现场屏幕。

•

选择本地现场时，在设备信息中显示的是在"本
地现场名称"中输入的名称，而不是设备名称。
如果您取消了本地现场选择，加密密钥将恢复为
在管理员菜单上指定的数值。启用还是禁用加密
取决于以如下方式为"访问模式 (SIP)"所指定数
值：
– 如果指定了"管理员"：设置将恢复为在管理
员菜单上指定的数值。
– 如果指定了"用户"：设置将恢复为在连接设
置中指定的数值。有关详情，请参阅操作说
明书或使用说明书（用户手册）。
要取消本地现场选择，将电源关闭后重新打开，
或者还可以使用以下步骤：
1. 重复步骤1–2。

2. 使用[ ][
3. 按[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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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当前选择的本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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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显示询问您是否要取消本地现场选择
的确认对话框。
4.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主屏幕。

文件版本 2013-10

NAT Traversal Service用户指南

21

使用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
使用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

将联系人添加到联系列表

注册多方联系人
注

注册单方联系人
1. 按[Menu]。
• 将显示菜单屏幕。
2. 使用[ ][ ]选择"新建联系人"，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联系列表注册屏幕。
3. 使用[

][

]选择以下项目进行输入：

•

如果您正在使用KX-VC300，只有在购买了激活
密钥卡（KX-VCS301）以激活多方视频会议通
话后才可以完成多方联系人的注册。有关激活密
钥的详情，请与经销商联系。

1. 按[Menu]。
• 将显示菜单屏幕。
2. 使用[ ][ ]选择"新建联系人"，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联系列表注册屏幕。
3. 使用[

][

]选择以下项目进行输入：

"组/现场"：输入联系人的名称（最多24个字符）。
"速拨"：输入速拨号码（1–300）。
[最大带宽]：按[Enter]，并使用[ ][ ]选择最大带
宽（未指定、256 kbps-10.0 Mbps）。
"多点"：使用 [ ][ ] 选择"否"。

"组/现场"：输入视频会议通话的名称（最多24个字
符）。
"速拨"：输入速拨号码（1–300）。

"终端ID"：输入终端ID（7位数）。

[最大带宽]：按[Enter]，并使用[ ][ ]选择最大带
宽（未指定、256 kbps-10.0 Mbps）
。
"多点"：使用 [ ][ ] 选择"2个现场"或"3个现场"。

4.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的对话框。
5.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联系列表屏幕。
注

•

若要继续输入其他联系人，按[B]并重复步骤
3–5。

6. 按[Home]。
• 将显示主屏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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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场 1"/"现场 2"/"现场 3"：使用以下步骤从
联系列表屏幕进行选择。
1. 使用[ ][ ]选择"现场 1"、"现场 2"或"现场
3"。
2. 按[Enter]。
• 将显示联系列表屏幕。
3. 使用[ ][ ]选择联系人。

•

可以使用[ ][ ]或遥控器的数字键选择所
显示的标签（27 页）。
4. 按[Enter]。
• 将显示联系列表注册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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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G]。
• 将显示确认保存设置的对话框。
5. 使用[ ][ ]选择"是"，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联系列表屏幕。
注

•

若要继续输入其他联系人，按[B]并重复步骤
3–5。

6. 按[Home]。
• 将显示主屏幕。

文件版本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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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视频会议通话
注

•

确认"NAT Traversal模式"或终端ID（7位数）显示在主屏幕的右上角。如果没有显示"NAT Traversal
模式"，请将连接模式更改为"NAT Traversal模式"（13 页）。如果没有显示终端ID，请参阅"33 页"。

进行视频会议通话
使用速拨呼叫
注

•

若要使用速拨呼叫，需要在联系列表中的"速拨"中编程速拨号码（22 页）。

使用遥控器操作
1

按[Home]。
• 将显示主屏幕。

2

使用拨号键，输入单键连接号码（1至5）。
• 将显示所选单键连接号码中注册的信息。

3

4

1
2

24

3

按[Start]。
• 将呼叫所选单键连接号码中注册的一方。
• 也可以按[Enter]来开始呼叫。

4

想要结束呼叫时，按[End]。
• 将显示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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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输入终端ID呼叫
可以通过输入想要呼叫方的终端ID（7位数）来进行视频会议通话。
1

按[Menu]。
• 将显示菜单屏幕。

2

使用[ ][ ]选择"手动拨号"并按[Enter]。
• 显示将返回到输入屏幕。

1
7
2-5

8

6

注
无需执行步骤1和2，可以按主屏幕中的[Start]显示输
入屏幕。
3

使用[

4

使用[ ][ ]选择以下方法之一。
两方视频会议通话："否"
三方视频会议通话："2个现场"
四方视频会议通话："3个现场"

][

]选择"多点"。

注

•

如果您正在使用KX-VC300，只有在购买了激活
密钥卡（KX-VCS301）以激活多方视频会议通话
后输入2或3个现场才可用。有关激活密钥的详
情，请与经销商联系。

5

使用[

6

输入终端ID（7位数）。

文件版本 2013-10

][

]选择"现场 1"、"现场 2"或"现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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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输入终端ID时可以参考联系列表，步骤如下：
1. 按[G]。
• 将显示联系列表屏幕。
2. 使用[ ][ ]选择想要参考的联系人。

•

可以使用[ ][ ]或遥控器的数字键选择
所显示的标签（27 页）。
3. 按[Enter]。
• 显示将返回到输入屏幕。
• 无法使用呼叫历史输入终端ID。

26

7

按[Start]。
• 将呼叫您所输入的终端ID。
• 也可以按[Enter]来开始呼叫。

8

想要结束呼叫时，按[End]。
• 将显示主屏幕。

NAT Traversal Service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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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系列表呼叫
1
2

按[Menu]。
• 将显示菜单屏幕。
使用[ ][ ]选择"联系人列表"并按[Enter]。
将显示联系列表屏幕。条目组合在索引标签中，并
以"组/现场"的字母顺序显示。

•

1
4
2, 3

5

3

3

使用 [

•
•

][

]选择想要呼叫的条目。

（没有条目的索引
使用[ ][ ]可以前后切换索引标签。
标签将跳过。）
按遥控器上的数字键可以切换到分配到该键的索引标
签，如下所示。
᭄ᄫ䬂

㋶ᓩᷛㅒ

1

–

2

ABC

3

DEF

4

GHI

5

JKL

6

MNO

7

PQRS

8

TUV

9

WXYZ

0

0-9
-&!/

#
4

按[Start]。
• 将呼叫您所选择的注册方。

5

想要结束呼叫时，按[End]。
• 将显示主屏幕。

文件版本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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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也可以使用以下方式之一进行视频会议通话：
– 从呼叫历史呼叫。
– 使用菜单屏幕上的速拨号码呼叫。（最多可从300个速拨号码中选择。）
有关这些步骤的详情，请参阅操作说明书或使用说明书（用户手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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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视频会议通话
根据设置，您可以手动（手动应答）或自动（自动应答）回应视频会议通话中参与者的请求。有关设置详情，
。
请参阅操作说明书或使用说明书（用户手册）

设置为手动应答时
有视频会议呼叫时将鸣响来电铃声，并显示对话框。

•
•

收到联系列表中所注册某方的呼叫时，将显示组/现场。
收到没有在联系列表中注册某方的呼叫时，将显示终端ID。

使用遥控器操作
1

按[Start]。
• 视频会议将开始。
• 也可以按[Enter]来应答视频会议呼叫。

1

注

•

如果没有在约60秒内应答视频会议呼叫，呼叫将自动终止。

设置为自动应答时
有视频会议来电时，将在一声响铃后自动应答呼叫，随后传输将开始。

文件版本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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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的服务期限
延长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的服务期限

延长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的服务期
限

4. 使用[ ][ ]选择"增强"，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增强功能确认屏幕。请查看"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A）字段。

A

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的可用性在一段时
间后过期。若要继续不中断的服务，则需要延长服务期
限。

确认服务期限
可以使用本机确认服务期限。
注

•

即使服务期限过期后，也可以在期满的6个月内
使用相同的终端ID将服务期限延长。终端ID会在
服务期限过期后的6个月后失效，并且服务期限
也无法延长。然后便需要获得新的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并重新注册到本机（7 页、
11 页）。
例：试用激活密钥表在1月1日注册。

了解服务期限
– 如果显示"Expiration date is DEC/31/2020

–
4᳜1᮹ܼ
10᳜1᮹ܼ
1᳜1᮹ ˄Ⳉࠄ4᳜2᮹ज˅˄Ⳉࠄ10᳜2᮹ज˅

ৃ⫼᳡ࡵᳳ䰤
᳡ࡵᓊ䭓ⱘᳳ䰤

ᮄ⊼ݠᆚ䩹ˈ䳔㽕⊼ݠ

1. 按[Menu]。
• 将显示菜单屏幕。

–

(GMT)"，服务期限会在2021年1月1日午夜过
期。
如果显示"已过期"，仍然在服务期限过期后的6
个月内。可以将服务期限延长。
如果显示"未注册"，则表示Registration Key（注
册密钥）从未注册到本机，或者服务期限过期后
又经过了6个月或更长时间。服务期限过期后经
过6个月后，服务期限将无法延长。然后需要获
得新的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并重新注
册到本机（7 页、11 页）。

5. 按[Home]。
• 将显示主屏幕。

2. 使用[ ][ ]选择"设置"，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系统设定屏幕。
3. 按下[ ]三次。
• 将显示第四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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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服务期限

•

若要延长服务期限，需要购买激活密钥卡。延长期限因
购买的卡而异。有关卡的详情，请联系您的经销商。

将显示功能选择屏幕。
注

•

该字段区分大小写。

注

•

如果在服务期限仍然有效时延长了服务期限，延
长的期限会增加到当前的服务期限。
例：在3个月期限的服务期限内，服务期限延长
了1年。

3. 单击HDVC旁的"期间延长"。

ϟϔᑈ4᳜2᮹ܼ
˄Ⳉࠄ4᳜3᮹ज˅

4᳜1᮹ܼ
1᳜1᮹ 3᳜1᮹ ˄Ⳉࠄ4᳜2᮹ज˅

᳡ࡵᳳ䰤˖3Ͼ᳜

•
ᓊ䭓˖1ᑈ

将显示期限延长屏幕。

ᳳ䰤˖1ᑈ

4. 请填写以下项目：
᳡ࡵᳳ䰤˖1ᑈ䳊3Ͼ᳜

•

如果在服务期限过期后的6个月内延长了服务期
限，服务期限会在执行延长时开始。

1. 从计算机中，访问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的注册页面（https://
www.tsunagarunet.com/hdcom/main）
。
• 将显示登录屏幕。
注

•

登录屏幕以英文显示。可在屏幕右上角的下
拉列表中更改语言。

2. 输入图像中显示的字符，然后单击"申请"。

"MPR ID"：输入想要延长服务期限设备的MPR ID。
"Activation Key No."：输入为服务期限延长所购买
的激活密钥卡上印刷的Activation Key No.（激活密
钥号码）。
"Registration ID"：输入为服务期限延长所购买的
激活密钥卡上印刷的Registration ID（注册ID）。

5. 单击"下一页"。
• 将显示使用条款屏幕。
6. 请通读使用条款，并且如果您同意条款，单击"同
意"。
• 将显示延长确认屏幕。

文件版本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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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注册"。

•

将显示延长完成屏幕。

注

•
•

若要注册另一张激活密钥卡，单击"继续申
请"并重复步骤4至7。
使用激活密钥卡一次性可注册的总服务期限
为6年，其中包括了当前激活服务期限中的
剩余时间。如果这样做会让总服务期限延长
到6年以上，则无法注册激活密钥卡。

8. 单击"回到主菜单"。
• 将显示功能选择屏幕。
9. 请按下本机的电源按钮将其关闭，然后再打开以重
启本机。
• 延长的服务期限会反应在本机上。

10. 按[Menu]。
• 将显示菜单屏幕。
11. 使用[ ][ ]选择"设置"，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系统设定屏幕。
12. 按下[ ]三次。
• 将显示第四页。
13. 使用[ ][ ]选择"增强"，然后按[Enter]。
• 将显示增强功能确认屏幕。确认字段"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然后确认服
务期限已延长。

14. 按[Home]。
• 将显示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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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检修
故

障

检

修

故障检修
发生故障时，首先确认以下项目。如果仍然没有解决问题，请联系您的经销商。

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的注册页
基本操作
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屏幕上显示的语言为一种外
语。

• 语言设置不正确。
→ 在登录屏幕的右上角，从下拉列表（8 页）中选择您首选的语言。

无法登录到设备应用屏幕。

• 图像中显示的字符未正确输入。
→ 确认字符的大写是否正确，然后尝试重新输入。
→ 确认没有输入任何未使用的字符，然后尝试重新输入。无法使用以下字
符。
– 大写字母：I O
– 小写字母：c i j l o s u v w x z

如果出现以下信息
留言

原因和解决方法

•

输入的激活密钥无效。

您所输入的Activation Key No.（激活密钥号码）或Registration ID（注
册ID）不正确。
→ 确认在激活密钥卡上或激活密钥表上书写的信息，确保已正确输入。

已经注册了激活密钥。

•

您所输入的Activation Key No.（激活密钥号码）和Registration ID（注
册ID）已经被另一台高清映像通信主机使用。
• 您输入了以前已用于注册的Activation Key No.（激活密钥号码）和Registration ID（注册ID）。
→ 输入还未曾使用过、书写在激活密钥卡或激活密钥表上的信息。如果仍
然出现该信息，请联系您的经销商。

已经注册了试用许可证。

• 使用附带的激活密钥表完成注册后您尝试使用不同的激活密钥表。
→ 请勿使用产品附带之外的激活密钥表。

本机
基本操作
问题
注册了激活密钥，但无法使用
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进行视频会议通话。

文件版本 2013-10

原因和解决方法

• 连接模式未设置为"NAT Traversal模式"。
→ 将连接模式设置为"NAT Traversal模式"（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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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法

注册了激活密钥并重启本机
后，即使过了5分钟后终端ID
也没有在主屏幕的右上角显
示。

•
→
•
→

延长了服务期限，但在主屏幕
上没有显示终端ID。

•

即使执行了服务期限延长，服
务期限也没有被延长。

•

局域网网线未正确连接。
确认局域网网线已正确地连接到本机。
互联网连接的路由器设置不正确。
请按照路由器的说明书并根据互联网提供商所提供的设置信息正确地设
置路由器。
• 在路由器上启用了信息包过滤或端口转发。
→ 请在路由器上禁用这些功能。有关详情，请参阅路由器的说明书。
您没有在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注册页面上注册后重启
本机。应用注册信息需要重启本机。
→ 请关闭本机电源后再重新打开，以重新启动本机。
您没有在KX-VC Series NAT Traversal Service注册页面上注册后重启
本机。应用注册信息需要重启本机。
→ 请关闭本机电源后再重新打开，以重新启动本机。

如果出现以下信息
留言
注册密钥代码认证失败。

原因和解决方法

• 您尝试注册的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无效。
→ 请重新确认所发行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的信息（10 页），然后
重复注册（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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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XXXXXXXX

原因和解决方法

•

注

•

路由器或局域网网线没有正确连接到本机，所以无法使用视频会议通
话。下表将解释错误代码：

䇈ᯢ

䫭䇃ҷⷕ

"XXXXXXXX"中显示
了错误代码（包含字母
数字字符）
。

01000003

DHCP⾳ᳳᏆ䖛ᳳǄ

01000006

⬅ѢDHCP⾳ᳳᓊ䭓㗠থ⫳њব࣪Ǆ

01000007

DHCP㔥㒰ֵᙃ᮴ᬜǄ

05000008
0700000b

⊼ࠄݠSIP᳡ࡵ఼༅䋹Ǆ

05000009

NAT Traversalᓣϟ༅এTCP䖲Ǆ

0600000a

NAT Traversalᓣϟ༅এTCP䖲Ǆ

→ 请确认路由器和/或局域网网线已正确连接到本机。（将路由器直接连接
到本机并确认操作。并且要尝试更换局域网网线，然后确认操作。）如
果设备连接正确，可能是路由器设置出错，或者设备发生故障。请联系
经销商。
注

•

如果由于未正确连接局域网网线导致本机和路由器传输失败，重新
连接局域网网线后在显示终端ID以及进行视频会议通话之前可能需
要10分钟。

服务马上过期！请购买并注册
新的激活密钥卡以免中断NAT
Traversal Service。过期日期
可以在增强屏幕上确认。

• 服务期限可能已经过了3个月。
→ 请购买新的激活密钥卡，并延长服务期限（30 页）。

服务期限已过期。请购买并注
册新的激活密钥卡以激活NAT
Traversal Service。

• 服务期限已过期。
→ 如果在过期后的6个月内：
请购买新的激活密钥卡，并延长服务期限（30 页）。

→ 如果过期后的6个月或更长时间：
请购买新的激活密钥卡，然后获得新的Registration Key（注册密钥），
重新注册到本机（7 页、11 页）。
注

•
由于服务器问题，NAT Traversal Service暂时不可用。对
此造成的不便，我们深感抱
歉。

文件版本 2013-10

若要确定从服务期限过期后是否超过了6个月，请参阅"确认服务期
限"。

• NAT Traversal Service服务器上发生了错误。
→ 请稍等，然后尝试重新连接。如果仍然无法连接，请联系您的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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