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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感謝您購買 Yamaha CS。本產品為視訊會議系統，⽅便您在擁擠的空間及會議室內舉⾏遠端會議。本產品可搭配您的
整合通訊裝置，作為音訊 / 視訊裝置使用。本裝置配備高品質的攝影機、⿆克⾵及喇叭，協助您舒適地進⾏遠端協作。

關於本手冊
本手冊使用以下警示語來表示重要資訊：

警告

此內容表示「有嚴重受傷或死亡的危險」。

注意

此內容表示「有受傷的危險」。

須知

表示您應當遵守的內容，以免產品發生故障、損壞或運作異常及資料遺失。

重要

表示您應該知道的內容，確保正確操作及使用產品。

註

表示有關操作及使用的資訊。請閱讀此資訊以供參考。

•本手冊中所示的插圖僅用於說明目的。
•本手冊中的公司名稱及產品名稱是其各自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Yamaha 持續對本產品中含有的軟體進⾏改善和更新。您可以從 Yamaha 網站下載最新軟體。
•本手冊的內容為截至印製日期的最新規格。若要取得最新手冊，請瀏覽 Yamaha 網站並下載手冊檔案。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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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隨附物品
•CS-800（本裝置）
•請先閱讀
•安全指南
•快速指南
•USB 2.0 纜線（Type C-A，5 m）
•HDMI 纜線（ m）
•遙控器
•鏡頭蓋
•端子蓋
•鈕釦型電池（CR

）×

•交流電變壓器附電源線（CW

）

•桌架
•壁掛架（安裝配件）
•螺絲
- 端子蓋螺絲（ . mm ×

mm）×

- 桌架用六角螺絲（M ×

mm）×

- 壁掛架用裝置固定螺絲（M ×

mm）×

•六角扳手

另售物品
•BRK-TV1 顯示器固定架（安裝配件）
將裝置安裝至電視的 VESA 固定架時需要用到。
•USB 線：CBL-L10AC（10 公尺）
、CBL-L

AC（25 公尺）

這些是光纖 USB 纜線。在裝置與電腦相隔很遠時使用。支援 USB . Gen (Super Speed Plus)，能以高達 10 Gbps 的速
度通訊。

註
VESA 標準是定義將電視等視訊設備安裝到壁掛架及電視架時所使用之螺絲孔間隔的國際標準。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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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可用的手冊
您可從以下網站下載 PDF 格式的產品手冊。
 Yamaha 網站（下載）
https://download.yamaha.com/


請先閱讀（隨附）

這說明購買產品後首先要做的工作。



CS-800 安全指南（隨附）

這說明安全使用本產品的注意事項。



CS-800 快速指南（隨附）

這主要提供使用本產品的基本資訊，例如零件名稱、安裝程序和設定
操作，以及可在哪裡取得其他相關資訊的詳細資料。



CS-800 使用指南（本手冊）

這提供所有功能的詳細資訊，包括快速指南所述的功能。此外，還有
說明如何在電腦上使用 Yamaha CS Manager 應用程式設定及操作裝
置。

可用的公用程式軟體
此公用程式軟體可根據用途及環境來設定裝置。軟體可從以下網站下載。
 Yamaha 網站（下載）
https://download.yamaha.com/


Yamaha CS Manager

此軟體可讓您從電腦上設定及操作裝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本手
冊中的「使用 Yamaha CS Manager 指定詳細設定」。（第 26 頁）

更新韌體
本產品在設計上允許更新裝置的韌體，用以改善操作性、新增功能及修正問題。建議將裝置韌體更新至最新版本。

1. 從網站下載。
從以下網站下載 CS-

韌體檔案。

 Yamaha 網站（下載）
https://download.yamaha.com/

2. 使用 Yamaha CS Manager 進⾏更新。
在 Yamaha CS Manager 的 [Tools] 選單中，從 [Update] 畫面進⾏更新。
（第 49 頁）

相關連結
•Yamaha CS Manager > 更新韌體（第 49 頁）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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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項與接頭
前面板

1

2

3

4

1 麥克風
此⿆克⾵擷取的音訊會送到連線的遠端。

2 攝影機
此攝影機擷取的視訊會送到連線的遠端。

3 狀態指示燈
指示裝置的狀態。下列清單中的項目越低，則指示的優先順序越高。
指示燈狀態

裝置狀態

白色（亮起）

待機

淺藍色（亮起）

攝影機運作中

綠色（亮起）

通話中

紅色（亮起）

⿆克⾵靜音

白色（閃爍）

每秒 0.361 次

熄滅

啟動
關閉；省電待機

白色（閃爍）

每秒 0.3 次

監控關閉

橘色（閃爍）

每秒 1 次

出廠重設；啟用 HDMI 連接∕ DisplayLink 功能∕ Bluetooth

藍色（閃爍）

每秒 1 次

正在與遙控器或智慧型裝置配對

藍色（亮起）

3秒

遙控器配對完成通知

綠色（閃爍）

每秒 2 次

正在接聽通話

紅色（閃爍）

每秒 2.5 次

硬體錯誤

橘色（閃爍）

每秒 2 次

正在接收韌體資料

橘色（閃爍）

每秒 10 次

正在更新韌體

橘色 <--> 紅色（交替閃爍）

韌體更新失敗

4 喇叭
從遠端輸出音訊。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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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項與接頭

後面板

1

2

3 4

1 [FUNCTION] 按鈕
可用來配對裝置與遙控器，或將裝置恢復為出廠預設設定（出廠重設）
。

2 [DC-IN] 插孔
在此處連接交流電變壓器。將交流電變壓器連接至後面板上的 [DC-IN] 插孔後，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
連接交流電變壓器會自動開啟裝置。

3 [USB] 連接埠（Type C）
此連接埠用於將裝置連接至電腦。這可在電視上顯示電腦畫面及設定裝置。使用隨附的 USB 2.0 纜線（Type C-A）進
⾏此連接。如需連接此裝置的詳細資訊，請參考 「連接裝置（設置範例）」( 第 11 頁 )。

4 [HDMI] 連接埠
此連接埠用於將裝置連接至電視。這可讓電視顯示已連接至 [USB] 連接埠的電腦畫面，以及裝置的螢幕顯示選單。

相關連結
•恢復為出廠預設設定（出廠重設）（第 54 頁）
•連接裝置（設置範例）（第 11 頁）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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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項與接頭

遙控器
1 2

8

3

7

9

4

5

6
頂部

底部

1 選單按鈕
可在電視上顯示螢幕顯示選單，或配對裝置與遙控器。

2 電源按鈕
用於將 CS-800 設為開啟 / 待機狀態。

3 攝影機縮放按鈕
用於縮放（放大 / 縮小）攝影機目前拍攝的視訊。

4 平移 / 傾斜按鈕
用於水平 / 垂直調整攝影機角度。這也可用於智慧取景操作或在電視上顯示的螢幕顯示選單中移動游標。

5 攝影機預設 1 和 2 按鈕
可儲存及重新叫用兩組 PTZ（平移、傾斜及縮放）
。⻑按（2 秒）此按鈕可儲存使用按鈕 3 和 4 調整的設定。若要重
新叫用，只要按下按鈕即可。

6 智慧取景按鈕
用於開啟 / 關閉智慧取景 *。如需指定智慧取景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智慧取景設定」( 第 41 頁 )。

7 喇叭⾳量按鈕
用於調高 / 調低喇叭的音量。

8 9 麥克風靜⾳按鈕
用於開啟 / 關閉⿆克⾵。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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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項與接頭

相關連結
•指定攝影機預設
Yamaha CS Manager > 攝影機設定 > 1
•智慧取景設定（第 41 頁）

* 智慧取景
透過此功能，攝影機會根據模式跟隨拍攝主體。根據用途，選取適當的模式。
[Group]：對群體中的所有人取景
[Speaker tracking]：對當前說話者取景
[Individual]：對特定人員取景
若要變更智慧取景模式，請使用遙控器、螢幕顯示選單（第 25 頁）或 Yamaha CS Manager（第 41 頁）。
[ 遙控操作 ]
•使用按鈕 6 開啟智慧取景。
•使用傾斜（上 / 下）按鈕 4 變更智慧取景模式。
•在 [Individual] 模式中，使用平移（左 / 右）按鈕 4 選取要對焦的對象。
•在 [Group] 模式中，攝影機縮放按鈕 3 會停用。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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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與設置
連接裝置（設置範例）
 自帶電腦時
當攜帶自己的電腦到視訊會議舉⾏地點時，依照下列範例進⾏連接。
電視

交流電變壓器

裝置（CS-

HDMI
纜線

1

USB
纜線

2

）

電腦

1 將隨附 HDMI 纜線的一端連接到裝置上的 [HDMI] 連接埠，然後將另一端連接到電視。
2 將隨附 USB 纜線的一端連接到裝置上的 [USB] 連接埠，然後將另一端連接到電腦。

註
•務必先執⾏ 「指定使用自己的電腦或智慧型裝置的必要設定」( 第 16 頁 ) 中的程序。
•若要在電視上顯示電腦畫面，可能需要安裝 DisplayLink® 驅動程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將 DisplayLink® 驅動程式
安裝至您的電腦」( 第 17 頁 )。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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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與設置

 使用會議室電腦時
當視訊會議舉⾏地點有配置專用的電腦或平板電腦時，依照下列範例進⾏連接。

電視

交流電變壓器

裝置（CS-

）
USB
纜線
2

電腦

1 將隨附 HDMI 纜線的一端連接到電腦，然後將另一端連接到電視。
2 將隨附 USB 纜線的一端連接到裝置上的 [USB] 連接埠，然後將另一端連接到電腦。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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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
纜線
1

連接與設置

連接電源
將隨附交流電變壓器的一端連接到裝置上的 [DC-IN] 插孔，然後將另一端連接到電源插座。

裝置（後面板）

交流電變壓器

連接交流電變壓器會自動開啟裝置。

註
連接電源後，可使用遙控器上的電源按鈕開啟裝置或將其設為待機狀態。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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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與設置

插入 / 更換遙控器電池
在將隨附的電池（CR
（另售）
。

× 2）插入遙控器前，請拆下底部面板和電池蓋。若要更換電池，請取出舊電池並安裝新電池

底部面板
電池蓋

重要

•更換電池時，務必使用指定的型號（CR-

電池

）。

•根據當地法規來處置舊電池。

CS-800 使用指南
14

連接與設置

配對裝置與遙控器
若要使用遙控器操作裝置，請依照下列程序進⾏配對。

1. ⻑按 [FUNCTION] 按鈕 ( 裝置的後面板 ) 至少 2 秒。

裝置（後面板）

裝置前面板上的狀態指示燈會閃爍藍色。

2. ⻑按遙控器上的選單按鈕至少 2 秒。

裝置前面板上的狀態指示燈亮藍燈 3 秒後，即完成配對。

註
⻑按裝置後面板上的 [FUNCTION] 按鈕將會解除已配對的遙控器。
若要重新配對遙控器，請依照上述的配對程序。

相關連結
•遙控器（第 9 頁）
•指定使用自己的電腦或智慧型裝置的必要設定（第 16 頁）
•從電視螢幕（螢幕顯示選單）設定裝置（第 25 頁）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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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與設置

指定使用自己的電腦或智慧型裝置的必要設定
必須啟用 HDMI 連接∕ DisplayLink 功能∕ Bluetooth，才能使用自己的電腦∕智慧型裝置。

註
執⾏下列操作前，請依照 「配對裝置與遙控器」( 第 15 頁 ) 中的程序。

1. ⻑按遙控器上的選單按鈕和攝影機預設 2 按鈕至少 3 秒。

裝置前面板上的狀態指示燈以 0.5 秒為間隔閃爍橘燈五次後，即完成設定。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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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與設置

將 DisplayLink® 驅動程式安裝至您的電腦
若要在電視上顯示電腦畫面，可能需要安裝 DisplayLink 驅動程式 (Mac 上的 DisplayLink Manager)。如果檢查下列項目後
電視上還是沒有顯示電腦畫面，請安裝 DisplayLink 驅動程式。
•裝置和電視使用 HDMI 纜線連接。
•電視輸入正確設定。
•電腦的顯示設定設為「重複」或「延伸」顯示。
•
「指定使用自己的電腦或智慧型裝置的必要設定」（第 16 頁）中所述的操作已執⾏。
•DisplayLink 已在 Yamaha CS Manager 中啟用。
（第 42 頁）
從以下網站下載最新的 DisplayLink 驅動程式。
（以下網站並非由 Yamaha Corporation 管理。）
 DisplayLink 驅動程式下載頁面
https://displaylink.com/downloads

在電腦上選擇裝置
在電腦上，選擇「Yamaha CS音訊裝置。

1. 選擇「Yamaha CS-

」作為預設的音訊播放及錄製裝置。此外，在視訊軟體中，選擇 CS-800 作為視訊裝置及

」作為預設的播放裝置及錄製裝置。

[ 適用於 Windows]
1 用滑⿏右鍵按一下工作列上的喇叭圖示，然後選擇「Open Sound settings」。
2 選擇「Related Settings」下⽅的「Sound Control Panel」
。
3 從 [Playback] 標籤的裝置清單中，選擇「Yamaha CS-

」
，然後用滑⿏右鍵按一下。

4 選擇「Set as Default Device」。
5 從 [Recording] 標籤的裝置清單中，選擇「Yamaha CS-

」，然後用滑⿏右鍵按一下。

6 選擇「Set as Default Device」。
[ 適用於 macOS]
1 選擇選單列中的 Apple 選單。
2 選擇「System Preferences」中的「Sound」
。
3 選擇 [Sound]。
4 選擇 [Output] 標籤上的「Yamaha CS5 選擇 [Input] 標籤上的「Yamaha CS-

」。
」。

2. 在視訊軟體中，選擇 CS-800 作為視訊裝置及⾳訊裝置。
在視訊軟體中執⾏適當的操作，選擇 CS-800 作為視訊裝置及音訊裝置。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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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與設置

在會議中使用智慧型裝置
透過藍牙將智慧型裝置（手機或平板電腦）連接至此裝置，即可在對⽅的智慧型裝置上與其舉⾏遠端會議。（僅音訊）

 藍⽛連線可執⾏的操作
舉⾏視訊會議
透過 CS-

，您可在對⽅的智慧型裝置上與其舉⾏遠端視訊會議。

從透過藍牙連接至此裝置的智慧型裝置中，撥號給視訊會議參與者的智慧型裝置。

允許他人使用其智慧型裝置從遠端加入視訊會議
透過 CS-800 舉⾏視訊會議時，遠端參與者只能在其智慧型裝置上以音訊參加會議。遠端參與者能在視訊會議中與其他參與
者交談。
從透過藍牙連接至此裝置的智慧型裝置中，撥號給會議參與者的智慧型裝置。

 進⾏藍⽛連線

1. 第一次連接時：配對
第一次將藍牙智慧型裝置連接至此裝置時，必須配對裝置。
1 準備作業：在此裝置和智慧型裝置上啟用藍⽛。
•在 CS-800 上啟用藍牙。（第 16 頁的「指定使用自己的電腦或智慧型裝置的必要設定」）
•在智慧型裝置上開啟藍牙。
2 配對：使用下列任何⽅式進⾏配對。
•透過遙控器，使用螢幕顯示選單（第 25 頁）進⾏配對。
•使用電腦上的 Yamaha CS Manager 進⾏配對。
（第 38 頁）

2. 第⼆次和以後進⾏連線時：進⾏藍⽛連線
配對的智慧型裝置可使用螢幕顯示選單或智慧型裝置進⾏連接。

註
•CS-800 的攝影機（視訊）無法用於會議。
•透過 USB 連接的電腦和透過藍牙連接的智慧型裝置可同時連接。
•多台智慧型裝置無法同時用於通話。
•如果 Yamaha CS Manager 用於刪除配對資訊（第 36 頁）
，或 Yamaha CS Manager 設為在連線中斷時刪除配對資訊，請
重新執⾏配對。
•藍牙連線可使用下列任何⽅式中斷。
- 使用智慧型裝置中斷。
- 使用螢幕顯示選單或 Yamaha CS Manager 中斷。
- 將連接的智慧型裝置移出藍牙訊號的範圍外。

相關連結
•指定使用自己的電腦或智慧型裝置的必要設定（第 16 頁）
•從電視螢幕（螢幕顯示選單）設定裝置（第 25 頁）
•Yamaha CS Manager（第 26 頁）> 藍牙設定（第 36 頁）
•使用 Yamaha CS Manager 進⾏藍牙連線（第 38 頁）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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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端子蓋
將纜線連接至裝置的後面板後，安裝端子蓋。這可防止纜線斷開並避免連接埠 / 插孔沾染灰塵。
使用兩支隨附的端子蓋螺絲將端子蓋裝到裝置（ . mm ×

mm）
。

端子蓋

端子蓋螺絲
（ . mm ×

mm）

* 圖例僅作說明，纜線並未顯示。

安裝桌架
安裝隨附的桌架可讓您將裝置放在桌子等表面上使用。
利用六角扳手，使用隨附的六角螺絲（M ×

mm）將桌架裝到裝置。

桌架用六角螺絲（M ×
裝置（後面板）
桌架

* 圖例僅作說明，纜線並未顯示。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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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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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壁掛架
•務必由您購買產品的經銷商或專業技術人員安裝固定架。

警告

•完成安裝後，務必確定 CS-800 有牢牢固定。此外，請定期檢查以確保裝置不會掉落或傾倒。
對於錯誤安裝所造成的任何意外，本公司恕不承擔任何責任。
•完成安裝後，請勿讓身體倚靠在 CS-800 或從上⽅對其用力施力。如果裝置掉落，可能會導致
受傷或損壞。

 牆壁安裝
使用隨附的壁掛架，將此裝置裝到牆壁上。

1. 將壁掛架安裝到牆壁。
壁掛架

重要

•本產品未隨附將壁掛架安裝至牆壁的螺絲。請備妥具有足夠強度的螺絲。
•如需螺絲及安裝的詳細資訊，務必聯絡您購買產品的經銷商或專業技術人員。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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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裝置懸掛於在步驟 1 安裝的支架上。

壁掛架用裝置固定螺絲
（M × mm）

3. 從壁掛架的下側，使用隨附的壁掛架用裝置固定螺絲（M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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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固定裝置。

連接與設置

 安裝至電視
使用（VESA）BRK-TV 顯示器固定架（另售）
，可將裝置安裝至電視。將裝置安裝在電視架上的電視下⽅時，請做好下列
準備。

準備物品
1 壁掛架（隨附物品）
•壁掛架
•壁掛架用裝置固定螺絲（M ×

mm）×

2 顯示器固定架（另售）BRK-TV * 相容電視尺寸：48 至 70 英寸
•顯示器固定架（用於以水平及垂直⽅向固定至壁掛架）
•隔片 × 4
•支架組裝用螺絲（M4 × 10 mm 含墊片）×
•電視固定螺絲（M ×

mm）×

和（M ×

mm）×

•電視固定螺絲（M ）的彈簧墊片與平墊片 × 各 4 個
•電視固定螺絲（M ×

mm）×

和（M ×

mm）×

•電視固定螺絲（M ）的彈簧墊片與平墊片 × 各 4 個
* 僅限使用上述四支電視固定螺絲。
3 電視架（待提供）
4 螺絲起子（待提供）

重要

•如需組裝電視架及固定電視的詳細資訊，請參考電視架手冊中的說明。
•電視應由兩人以上合力安裝至電視架。

•務必由您購買產品的經銷商或專業技術人員安裝固定架。

警告

•完成安裝後，務必確定 CS-800 有牢牢固定。此外，請定期檢查以確保裝置不會掉落或傾倒。
對於錯誤安裝所造成的任何意外，本公司恕不承擔任何責任。
•完成安裝後，請勿讓身體倚靠在 CS-800 或從上⽅對其用力施力。如果裝置掉落，可能會導致
受傷或損壞。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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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使用電視和電視架中的螺絲孔的安裝範例。

1. 使用隨附的螺絲，安裝顯示器安裝架（垂直）、顯示器安裝架（用於固定到壁掛架）及壁掛架。
顯示器固定架（垂直）
具有凹槽的邊緣應該朝上

[ 隨附於顯示器固定架 ]
支架組裝用螺絲
（M4 × 10 mm 含墊片）×
壁掛架

顯示器固定架

2. 使用隨附的螺絲，安裝顯示器固定架（水平）及在步驟 1 組裝的支架。
將顯示器固定架（水平）對齊電視的螺絲孔，以確定安裝位置。
確定安裝位置後，將步驟 1 中的支架安裝到適當的高度。
電視
（背面）

[ 隨附於顯示器固定架 ]
支架組裝用螺絲
（M4 × 10 mm 含墊片）×

顯示器固定架（水平）

重要

這時還不可安裝電視。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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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在步驟 2 組裝的支架安裝到電視架、電視及裝置。

1 將步驟 2 中的支架安裝到電視架。
2 將裝置懸掛於在步驟 1 安裝的壁掛架上。
3 從裝置的下側，使用裝置隨附的螺絲將其固定至步驟 2 中的支架。

隔片

1

[ 隨附於顯示器固定架 ]
電視固定螺絲 × 4
（M6 × 12 mm 或
mm）
（M8 × 15 mm 或
mm）
* 使用符合電視螺絲孔的螺絲。
* 使用隔片時，請使用較⻑的螺絲。

裝置

2
3
電視架

重要

•根據電視架的配置，請同時鎖緊 BRK-TV1 顯示器固定架隨附的隔片。
•如需組裝電視架及固定電視的詳細資訊，請參考電視架手冊中的說明。

2
壁掛架
裝置
（後面板）

3

壁掛架

裝置

[ 隨附物品 ]
壁掛架用裝置固定螺絲（M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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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視螢幕（螢幕顯示選單）設定裝置
螢幕顯示選單是在電視螢幕上顯示裝置設定選單的功能。可使用遙控器操作。

註
•使用自己的電腦時，可使用此功能（第 11 頁）。此功能無法用於會議室電腦。
•若要使用此功能，請先執⾏ 「配對裝置與遙控器」( 第 15 頁 ) 中的程序。
•若要使用此功能，請先執⾏ 「指定使用自己的電腦或智慧型裝置的必要設定」( 第 16 頁 ) 中的程序。

顯示裝置的設定選單

1. 按下遙控器上的選單按鈕。

螢幕顯示選單會顯示在電視上。

2. 使用遙控器上的平移 / 傾斜按鈕進⾏瀏覽。
使用平移 / 傾斜按鈕（箭頭按鈕）向上 / 向下 / 向左 / 向右移動游標。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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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Yamaha CS Manager
Yamaha CS Manager 是指定裝置詳細設定的應用程式軟體。若要使用 Yamaha CS Manager，請使用 USB 纜線將搭載該軟
體的電腦連接至 CS-800 裝置。

瀏覽 Yamaha CS Manager

1
2

選單與功能
1 選單

2 可執⾏的操作（功能）
•首頁（狀態資訊）

第 30 頁

•管理員設定

第 32 頁

•⾳訊設定

第 34 頁

•藍⽛設定

第 36 頁

•攝影機設定

第 39 頁

•智慧取景設定

第 41 頁

•顯示設定

第 42 頁

•網路設定

第 43 頁

•時間設定

第 48 頁

•更新韌體

第 49 頁

•設定

第 50 頁

•日誌

第 51 頁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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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環境
以下為 Yamaha CS Manager 的建議操作環境。
Windows 11、Windows （64 位元）
macOS 12、macOS 11、macOS .

安裝
若要使用 Yamaha CS Manager，必須下載應用程式檔案。

1. 從 Yamaha 網站下載最新的應用程式檔案。
 Yamaha 網站（下載）
https://download.yamaha.com/

2. 將壓縮檔解壓縮，然後開啟應用程式檔案。
適用於 Windows
將 ZIP 檔案解壓縮到任何位置。按兩下資料夾中的「CSManager.exe」以啟動。
適用於 Mac
將 DMG 檔案解壓縮到任何位置。按兩下檔案夾中的「CSManager」以啟動。

註
如果開啟應用程式檔案後仍未顯示 Yamaha CS Manager 登入視窗，請確認電腦和 CS-800 有使用 USB 纜線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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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密碼 / 登入
若要使用 Yamaha CS Manager，您必須登入。當應用程式啟動時，登入視窗會顯示。

 第一次使用：指定密碼
第一次啟動時，必須指定密碼。指定密碼。

初始密碼設定

1
2
3

項目

說明

1 Password:

輸入指定為 Yamaha CS Manager 登入密碼的密碼。（4 至 16 個英數字元）

2 Confirm Password:

重新輸入上⽅輸入的密碼。

3

按一下以套用密碼。

Submit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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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
在密碼指定後啟動 Yamaha CS Manager 時，登入視窗會顯示。輸入指定密碼以登入。

登入

1
2

項目

1 Password:
2

說明
輸入指定密碼。

Login

按一下以套用密碼。

註
如果忘記指定的密碼，請參考 「恢復為出廠預設設定（出廠重設）」( 第 54 頁 ) 將裝置恢復為出廠預設設定。

CS-800 使用指南
29

使用 Yamaha CS Manager 指定詳細設定

首頁（狀態資訊）
登入 Yamaha CS Manager 後，狀態資訊會顯示在 [Home] 畫面。

[Home] 選單 > [Status] 畫面

1
2

3

4

1 版本
項目

CS Manager version

說明
顯示 Yamaha CS Manager 的版本。

2 System Status
項目

說明

Model name

顯示機型名稱。

Firmware version

顯示裝置韌體版本。

Serial number

顯示裝置的序號。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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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luetooth Status
項目

Bluetooth status

說明
顯示藍牙連線狀態。
•[disable]
藍牙已停用。
•[not connected]
沒有藍牙連線。
•[connected to XXXX]
顯示目前透過藍牙連接至此裝置的裝置名稱。

Bluetooth name

透過藍牙連接時顯示此裝置的名稱。
如果已在 [Bluetooth] 畫面中指定裝置名稱，將會顯示指定的裝置名稱。

Bluetooth MAC address

顯示藍牙 MAC 位址。

4 Network Status
項目

Network status

說明
顯示網路 (Wi-Fi) 連線狀態。
•[disabled]
Wi-Fi 已停用。
•[not connected]
沒有 Wi-Fi 連線。
•[connected to <SSID>]
顯示裝置目前連接之 Wi-Fi 網路的 SSID 名稱。
（範例：「connected to yamaha_wiﬁ」
）

IP address

顯示此裝置的 IP 位址。

Wi-Fi MAC address

顯示此裝置的 MAC 位址。

相關連結
•更新韌體（第 49 頁）
•藍牙設定（第 36 頁）
•網路設定（第 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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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設定
在 [Admin] 畫面中，可指定各種設定，例如連線模式、密碼設定及電源管理設定。

[Settings] 選單 > [Admin] 畫面

1
2

3

1 Security Settings
項目

說明

New password

輸入指定為 Yamaha CS Manager 登入密碼的密碼。（4 至 16 個英數字元）

Confirm new password

重新輸入上⽅輸入的密碼。

註
如果在 [New password] 或 [Confirm new password] ⽅塊保留空白時按 [Submit] 按鈕，將不會更新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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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wer Settings
項目

Enable auto wake up
Auto monitor off time
Enable power saving mode

說明
可選擇是否在偵測到人時啟用 / 停用自動電源開啟功能（自動喚醒）。
可指定（使用滑桿）顯示器自動關閉前的時間⻑度，避免發生螢幕烙印。
（單位：分鐘）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省電模式。
只有在啟用此選項時，才可指定以下設定。
•[Power saving timeout]
可指定（使用滑桿）裝置自動關閉前的時間⻑度。（單位：分鐘）

3 Submit
項目
Submit

說明
按一下可套用在 [Admin] 畫面中指定的所有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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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設定
在 [Audio] 畫面中，可指定⿆克⾵和喇叭設定。

[Settings] 選單 > [Audio] 畫面

1

2
3

1 Microphone Settings
項目

說明

Enable high pass filter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克⾵的高通濾波器。
只有在啟用此選項時，才可選擇⿆克⾵等化器。
[200 Hz/315 Hz/500 Hz]

Enable Face Focus Beamforming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利用攝影機影像來偵測參與者位置及降低參與者聲音
以外噪音的功能。
[ 當啟用時 ]
•若要偵測參與者，請移除鏡頭蓋。
（第 41
•智慧取景的目標區域可在「2 Meeting Area Settings」下⽅指定。
頁）

Enable Self-Silence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自動辨別噪音和人聲並降低人聲以外噪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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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peaker Settings
項目

說明

Enable equalizer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喇叭等化器。只有在啟用此選項時，才可選擇喇叭等
化器。
[Bass boost/Treble boost]

Enable Self-Volume Balancer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自動調整喇叭音量的功能。

3 Submit
項目
Submit

說明
按一下可套用在 [Audio] 畫面中指定的所有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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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設定
在 [Bluetooth] 畫面中，可指定藍牙設定且此裝置可以和藍牙裝置配對。

[Settings] 選單 > [Bluetooth] 畫面

1

2

1 General Settings
項目

Enable Bluetooth

說明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藍牙。只有在啟用此選項時，才可指定以下設定。
•[Device name]
可變更在此裝置連接至藍牙裝置時顯示的名稱（此裝置）
。
•[Pairing timeout]
可指定（使用滑桿）配對模式逾時前的時間⻑度。（單位：秒）
•[Enable auto unpair-on-disconnect]
可選擇是否在藍牙裝置連線中斷時清除配對資訊。若要自動連線，請停用
此設定。

Submit

按一下以套用在「General Settings」下⽅指定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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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iring
這會在藍牙啟用時顯示。
項目

說明

Paired devices

顯示已配對裝置的藍牙裝置名稱。目前連接裝置的名稱會以粗體顯示。

MAC addresses

顯示已配對藍牙裝置的 MAC 位址。目前連接裝置的 MAC 位址會以粗體顯示。

Enter Pairing Mode
Exit Pairing Mode
Disconnect
Unpair All Devices

按一下以開始配對模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使用 Yamaha CS Manager
進⾏藍牙連線」( 第 38 頁 )。
按一下以停止配對模式。
按一下以中斷目前透過藍牙連接的裝置。
按一下以清除所有配對資訊。

相關連結
•在會議中使用智慧型裝置（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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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Yamaha CS Manager 進⾏藍⽛連線
若要連接此裝置與藍牙裝置，必須先配對兩台裝置。依照下列程序配對並進⾏藍牙連線。

[Settings] 選單 > [Bluetooth] 畫面

1

2
3
4

1. 啟用藍⽛。

1 選擇 [Enable Bluetooth] 核取⽅塊。
2 按一下 [Submit] 按鈕以套用設定。

確定藍牙裝置上的藍牙功能已開啟。

2. 開始配對。

3 按一下 [Enter Paring Mode] 按鈕以開始配對模式。

如果裝置已連接，則無法按 [Enter Paring Mode] 按鈕。按一下 [Disconnect] 按鈕以中斷連線。

3. 在藍⽛裝置上，接受配對要求。
藍牙配對 PIN（號碼）顯示在藍牙裝置的畫面中。確定號碼與 Yamaha CS Manager 中顯示的號碼相符，然後接受藍牙
裝置。

4. 確認配對完成。

4 當「Paired devices」下⽅新增了配對的裝置時，就表示配對完成。

藍牙連線會在配對時建立。目前透過藍牙連接的裝置名稱會以粗體顯示。

相關連結
•在會議中使用智慧型裝置（第 18 頁）
•藍牙設定（第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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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設定
在 [Camera] 畫面中，可指定此裝置內建攝影機的設定。

[Settings] 選單 > [Camera] 畫面

攝影機預覽

1

1 General Settings
這可讓您調整攝影機設定。使用滑桿、核取⽅塊等所做的設定調整會立即套用，並反映在攝影機預覽中。
項目

說明

Brightness

可調整（使用滑桿）亮度。

Contrast

可調整（使用滑桿）對比。

Saturation

可調整（使用滑桿）飽和度。

Sharpness

可調整（使用滑桿）銳利度。

White Balance

可調整（使用滑桿）白平衡。若要啟用自動調整，請選擇 [Auto] 核取⽅塊。

Exposure

可調整（使用滑桿）曝光。若要啟用自動調整，請選擇 [Auto] 核取⽅塊。請
注意，[Exposure] 和 [Gain] 將無法再調整。

Gain

可調整（使用滑桿）增益。

Backlight Compensation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背光修正。

Power line frequency for anti-flicker

可選擇電源頻率以減少閃爍。如果選擇「Auto detect」後仍無法減少閃爍，
請選擇所在區域的頻率。[Auto detect/ Hz/ Hz]
CS-800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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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Pan

只有在縮放設為預設值（100）以外的值時，才可指定此項目。
可調整（使用滑桿）水平攝影機⽅向。

Tilt

只有在縮放設為預設值（100）以外的值時，才可指定此項目。
可調整（使用滑桿）垂直攝影機⽅向。

Zoom

可調整（使用滑桿）縮放比。

PTZ preset 1 to 5

可指定一組攝影機 PTZ ( 平移 / 傾斜 / 縮放 ) 值。（最多 5 組）

Save Current PTZ Settings as Preset

從 [PTZ preset 1 to 5] 選擇預設名稱，然後按一下此按鈕 * 以該名稱儲存目前
的 PTZ 值組合。

Restore PTZ Preset

從 [PTZ preset 1 to 5] 選擇預設名稱，然後按一下此按鈕 * 重新叫用已儲存的
PTZ 值組合。

Save All Current Camera Settings
Restore All Camera Settings
Reset All Camera Settings to Defaults

按一下以儲存所有攝影機設定，包括 PTZ 值。
按一下可重新叫用已使用 [Save All Current Camera Settings] 按鈕儲存的設
定。
按一下可將所有攝影機設定（包括目前的 PTZ 值）重設為預設值。

* 如果按鈕無法使用，請清除 [Smart Framing] 畫面中的 [Enable Smart Framing] 核取⽅塊（第 41 頁）
，或按下遙控器
上的智慧取景按鈕關閉智慧取景。（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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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取景設定
在 [Smart Framing] 畫面中，可指定用於辨識人像的攝影機取景區域。

[Settings] 選單 > [Smart Framing] 畫面

攝影機預覽

1
2

1 Smart Framing Settings
項目

說明

Enable Smart Framing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智慧取景。

Framing mode

此項目只能在智慧取景啟用時指定。
可根據用途選擇適當的拍攝主體跟隨模式。
•[Group]：對群體中的所有人取景
•[Speaker tracking]： 對當前說話者取景
•[Individual]：對特定人員取景

2 Meeting Area Settings
這可指定智慧取景和臉部對焦波束成形 * 的目標區域。
項目

說明

Horizontal angle

可指定水平⽅向的目標區域。（20° 至

Max distance

可指定目標範圍，單位為公尺。
（1 至 4.5 m；若啟用臉部對焦波束成形 *，則
最大為 . m）

* ⾳訊設定中的臉部對焦波束成形 [Enable Face Focus Beamforming]（第 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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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設定
在 [Display] 畫面中，可選擇在裝置閒置時顯示在電視螢幕上的影像。

[Settings] 選單 > [Display] 畫面

1

1 General Settings
項目

說明

Enable HDMI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 HDMI。

Enable DisplayLink

此項目只能在 HDMI 啟用時指定。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 DisplayLink*。

Stand-by screen image selection

此項目只能在選擇 [Enable HDMI] 核取⽅塊時指定。
可選擇此裝置和電腦的待機影像。
•[User provided image file]
若要選擇新的影像，請瀏覽至該影像並上傳。
（可上傳檔案的副檔名：JPG、
JPEG、PNG；使影像的解析度符合電腦的解析度。）

Submit

按一下以套用指定的設定。

* DisplayLink
當電腦和電視透過此裝置連接時，此功能可在電視螢幕上顯示電腦。（此裝置透過 USB 連接至電腦並透過 HDMI 連接至電
視。範例：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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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設定
在 [Network] 畫面中，可指定將此裝置連接至 Wi-Fi 網路的設定。指定 Wi-Fi 設定允許設定裝置上的時間。

[Settings] 選單 > [Network] 畫面

1

2

3
4
5
6
7
8

1 General Settings
項目

Enable Wi-Fi

說明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 Wi-Fi。
只有在啟用此選項時，才可指定以下設定。
•Country code
可選擇 Wi-Fi 的國碼（國家名稱）
。
當 [Home] 畫面（第 30 頁）中的 [Serial Number] 字串結尾為「 J 」、「 U 」
或「 A 」以外的任何字元時，會顯示此項目。*
•Enable network auto-connect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功能，用以將此裝置自動連接至先前連接的網路。

* 本產品專為因應不同國家 / 地區的不同法規標準所設計。根據所在國家 / 地區選擇國碼。在某些國家 / 地區，無法從出廠
預設值變更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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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 Settings（IPv ）
項目

說明

Enable DHCP

此項目只能在選擇 [Enable Wi-Fi] 核取⽅塊時指定。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 DHCP。
若要指派靜態 IP 位址，請清除 [Enable DHCP] 核取⽅塊，然後依下列資訊指
定靜態 IP 位址。（使用「XXX.XXX.XXX.XXX」格式輸入。）
•IP address
•Subnet mask
•Default gateway
•Primary DNS
•Secondary DNS
項目
Submit

3

說明
按一下以套用在「General Settings」和「IP Settings」下⽅指定的
設定。

4 Network Status
項目

說明

Network status

顯示網路 (Wi-Fi) 連線狀態。
•disabled
Wi-Fi 已停用。
•not connected
沒有 Wi-Fi 連線。
•connected to <SSID>
顯示裝置目前連接之 Wi-Fi 網路的 SSID 名稱。
項目

說明
按一下以連接至網路。如需詳細說明，請參閱 「連接至網路」( 第 45
頁 )。

5

Connect to Network

6

Saved Networks

按一下以顯示已知網路的清單。

7

Install Certificate

按一下以安裝用戶端憑證檔案。

8

Installed Credentials

按一下可從已安裝認證（CA/ 使用者憑證）的清單中檢視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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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至網路
可指定用於連接網路的 Wi-Fi 設定。若要讓 CS-800 保持準確的時間，請將其連接至 Wi-Fi 網路並指定時間設定。

1. 按一下 [Network] 畫面中的 [Connect to network] 按鈕。
[Connect to network] 快顯畫面會顯示。

[Settings] 選單 > [Network] 畫面 > [Connect to network] 畫面

1
2

3

4

2. 從存取點清單（1），選擇要連接的存取點。
1 Available Networks
項目

Available Networks

說明
顯示可連接無線存取點的清單（由裝置提供）。加密連線的 SSID 名稱右側有
一個鎖頭圖示。
如果選擇加密連線，則 2 中顯示的項目會根據加密⽅式⽽有不同。
•[+ Add network]
選擇此項可手動指定 [SSID] 下⽅的所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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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選擇存取點的 SSID 名稱和加密⽅式會顯示。
顯示的項目和畫面根據所選存取點的加密⽅式⽽有不同。
如果在 1 中選擇了 [+ Add network]，請手動指定所有設定。

2 SSID 名稱和加密⽅式
項目

說明

SSID

顯示 SSID 名稱。（最大字元數：32）

Security

顯示的項目會根據加密⽅式⽽有不同。
1) 對於下列項目，無需指定其他設定。繼續步驟 4。
•[None]
•[Enhanced Open]
2) 對於下列項目，僅 [Password] 會顯示在 3 中。輸入密碼。然後，繼續步

驟 4。

•[WEP]
•[WPA/WPA2-Personal]
•[WPA3-Personal]
3) 對於下列項目，各種項目會顯示在 3 中。
•[WPA/WPA2/WPA3-Enterprise]
•[WPA3-Enterprise 192-bit]
在此處，[EAP Method] 為 [TLS]。
（[EAP Method] 設為 [TLS] 且呈現灰色。
）

3 當 [Security] 設為 [WPA/WPA2/WPA3-Enterprise] 或 [WPA3-Enterprise 192-bit] 時
項目

EAP method

說明
顯示的項目會根據選取的加密⽅式⽽有不同。
•[PEAP]
階段 2 驗證、CA 憑證、身分、匿名身分、密碼
•[TLS]
CA 憑證、使用者憑證、身分
•[TTLS]
階段 2 驗證、CA 憑證、身分、匿名身分、密碼
•[PWD]
身分、密碼

Phase 2 authentication

此項目只能在 [EAP method] 設為 [PEAP/TTLS] 時指定。[None/PAP/
MSCHAP/MSCHAPV2/GTC]

CA certificate

可選擇 CA 憑證。
包含 CA 憑證的認證會新增至 [Installed credentials] 畫面（從 [Network] 畫
面顯示）中顯示的資料。

Domain

可輸入由 CA 憑證驗證的網域名稱。
此項目只能在 [CA certificate] 設為 [Use system certificates] 時指定。

User certificate

可選擇使用者憑證。
包含使用者憑證的認證會新增至 [Installed credentials] 畫面（從 [Network]
畫面顯示）中顯示的資料。

Identity

可輸入使用者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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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Anonymous Identity

可輸入匿名使用者名稱。

Password

可輸入驗證密碼。

4. 按一下 [Submit] 按鈕開始 Wi-Fi 連線。
項目

4

Submit

說明
按一下以開始 Wi-Fi 連線。

當「成功連線至網路」顯示在畫面的左下角時，表示已建立網路連線。

註
每次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某个设置时，为其他项输入的设置都会重置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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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設定
在 [Region] 畫面中，可指定自動調整此裝置時間的設定。

註
若要設定時間，必須使用網路設定進⾏ Wi-Fi 連線設定。
（第 45 頁）

[Settings] 選單 > [Region] 畫面

1

1 General Settings
項目

說明

Timezone

可選擇時區。

Enable NTP

可選擇是否啟用 / 停用 NTP。啟用此項目時，可指定 NTP 伺服器位址。
•[NTP server 1]
•[NTP server 2]
•[NTP server 3]
•[NTP server 4]
Submit

按一下以套用在「General Settings」下⽅指定的設定。

相關連結
•連接至網路（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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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韌體
在 [Update] 畫面，可更新韌體。

註
本產品在設計上允許更新裝置的韌體，用以改善操作性、新增功能及修正問題。建議將裝置韌體更新至最新版本。根據
「更新韌體」( 第 6 頁 ) 中的步驟 1，準備最新韌體的檔案。

[Tools] 選單 > [Update] 畫面

1

1 Firmware update
項目
Select Firmware

說明
可指定韌體檔案並上傳。可上傳檔案的副檔名：
「 . bundle」

相關連結
•更新韌體（第 6 頁）

註
更新韌體時，請勿拆開裝置的交流電變壓器或 USB 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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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在 [Configuration] 畫面中，可重設裝置設定或重新啟動裝置。

[Tools] 選單 > [Configuration] 畫面

1
2

1 Reset Defaults
項目

說明

Network settings

若要重設網路設定，請選擇此項目並按一下 [Reset Defaults] 按鈕。

Restore factory defaults

若要將裝置恢復為出廠預設設定（初始化），請選擇此項目並按一下 [Reset
Defaults] 按鈕。完成重設後，初始密碼設定視窗會顯示。

Reset Defaults

按一下以重設上述選取的項目。

2 Restart
項目
Restart

說明
按一下以重新啟動裝置。
重新啟動裝置後，登入視窗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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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
在 [Logs] 畫面中，可下載日誌資訊。如需就遇到的問題聯絡技術支援中心，專員可能會要求您下載日誌以便分析原因。

[Tools] 選單 > [Logs] 畫面

1

1 Logs
項目
Download Logs

說明
按一下以儲存日誌檔。瀏覽至要下載及儲存日誌檔的位置。

註
當裝置恢復為出廠預設設定（出廠重設）時，將會清除日誌資訊。
發生問題時，建議您在執⾏出廠重設（第 54 頁）前下載日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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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格
一般規格
產品類型

視訊會議系統

尺寸

620 mm（寬）×

重量

1.7 kg

電源

100 – 240 V AC（

最大功耗

42 W

安全性

CB/G、UL、CE、RCM、KC、CCC、BSMI、BIS

EMC

FCC、IC、CE、RCM、KC、CCC、BSMI

無線電干擾標準

FCC、IC、CE、RCM、KC、SRRC、NCC、ANATEL

操作環境

溼度

mm（深）×

/

mm（高）

Hz）

溫度

0 °C – 40 °C

溼度

20% – 85%（非凝結）

溫度

–20 °C – 60 °C

溼度

20% – 85%（非凝結）

指示燈

狀態指示燈

隨附物品

交流電變壓器、交流電電源線、遙控器、USB . 纜線（Type C-A，5 m）
、HDMI 纜線（ m）
、壁掛架、
桌架、鏡頭蓋、請先閱讀、快速指南、安全指南、鈕扣型電池（CR
）× 2、端子蓋、固定螺絲、六角
扳手

另售物品

BRK-TV1 安裝配件
USB 3.2 Gen 2 纜線（Type C-A，10 m）CBL-L
USB 3.2 Gen 2 纜線（Type C-A，25 m）CBL-L

支援的作業系統

Windows 11、Windows 10、macOS 12、macOS 11、macOS 10.15、Chrome OS

AC
AC

連接
USB Type-C

USB . / . Gen 1、UAC 2.0、UVC 1.1、DisplayLink

HDMI

版本 1.4
解析度：
× 480、1280 × 720、1366 × 768、1920 ×
畫面播放速率：30 fps
HDCP：版本 1.3
HDMI-CEC：電源控制、輸入選擇

通用

版本 5.0
支援的設定檔：HFP( . )、A DP、AVRCP、BLE
支援的轉碼器 CVSD、SBC、mSBC
無線輸出：Class 1
最大通訊距離：10m（ . ft）（無障礙物）
無線電頻率（操作頻率）：2402 至 2480 MHz

英國 / 歐盟

最大輸出功率（EIRP）
：7.6 dBm（ . mW）

美國 / 加拿大

最大輸出功率：7.23 dBm（ . mW）

韓國

最大輸出功率：0.003 W

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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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網路

通用

無線 LAN 標準：IEEE 802.11b/g/n
無線電頻帶：2.4 GHz
可用的安全性⽅法：OPEN、WEP、WPA/WPA -PSK、WPA -SAE

英國 / 歐盟

無線電頻率（操作頻率）：2412 至 2472 MHz
最大輸出功率（EIRP）
：19.7 dBm（ . mW）

美國 / 加拿大

無線電頻率（操作頻率）：2412 至 2462 MHz
最大輸出功率：14.01 dBm（ . mW）

韓國

無線電頻率（操作頻率）：2412 至 2472 MHz
最大輸出功率：0.01 W/MHz

⾳訊
喇叭

全音域喇叭 × 1

喇叭響度

90 dBSPL (1 m)

喇叭頻率響應

100 Hz – 20 kHz

麥克風

Hexa ⿆克⾵（MEMS × 6）

麥克風涵蓋範圍

120° 拾音
最大距離：6.0 m（臉部對焦波束成形關閉）/ . m（臉部對焦波束成形開啟）

麥克風頻率響應

100 Hz – 16 kHz

⾳訊訊號處理

適應性回音控制器、降噪、自動追蹤、自動增益控制、自動空間等化、殘響消除、SoundCap Eye（臉部
對焦波束成形、自我靜音、自我音量平衡器）

攝影機 / 視訊
感測器

CMOS 800 萬畫素 (4K)

對角線視角

120°

焦距

0.5 m – ∞

畫面播放速率
支援的視訊解析度

fps、7.5 fps、10 fps、15 fps、30 fps
× 2160、2560 × 1440、1920 × 1080、1280 × 720、640 ×

支援的視訊轉碼器

YUY 、MJPEG、NV

取景控制

智慧取景（Group, Individual, Speaker tracking）或手動平移 / 傾斜 / 縮放（PTZ）、可設定的預設 × 2
最大縮放比：5.0×
人員偵測最大距離：4.5 m

視訊訊號處理

自動白平衡、自動曝光控制、降噪

使用者介面
功能按鈕

出廠預設設定、遙控器配對

遙控器

電源、⿆克⾵靜音 × 2、喇叭音量、攝影機 ePTZ、智慧取景開啟 / 關閉、攝影機預設 × 2、螢幕顯示選單
控制

螢幕顯示選單

會議區域、智慧取景模式、攝影機預設、⿆克⾵、喇叭、藍牙

人員存在偵測

自動喚醒

Yamaha CS Manager

支援的作業系統：Windows 11、Windows （64 位元）
、macOS 12、macOS 11、macOS .
功能：裝置狀態監控、安全性設定、電源設定、音訊設定、攝影機設定、智慧取景設定、藍牙設定、
HDMI 畫面設定、網路（Wi-Fi）設定、NTP 設定、韌體升級、出廠預設設定、日誌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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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恢復為出廠預設設定（出廠重設）
此裝置可使用下列任一⽅式恢復為出廠預設值（初始設定）。
•使用裝置初始化
•使用 Yamaha CS Manager 初始化

註
當裝置恢復為出廠預設設定（出廠重設）時，將會清除日誌資訊。
發生問題時，建議您在執⾏出廠重設前下載日誌資訊。（第 51 頁）

 使用裝置初始化

1. 連接電源線的同時按住裝置後面板上的 [FUNCTION] 按鈕以啟動裝置。

裝置（後面板）

連接電源線會自動開啟裝置。

2. 連接電源線後，持續按住 [FUNCTION] 按鈕至少 5 秒。
裝置前面板上的狀態指示燈以 0.5 秒為間隔閃爍橘燈五次。
狀態指示燈亮起白色時，表示初始化完成。

 使用 Yamaha CS Manager 初始化
在 Yamaha CS Manager 的 [Tools] 選單中，從 [Configuration] 畫面進⾏初始化。
（第 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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