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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述

SKY 100-MM 是一款集成摄像机、麦克风的全新高清云会议终端，外观简约、紧凑、精致、科技感强，

面向全球中高端市场，满足视频会议需要，专为小型会议室设计。采用嵌入式系统设计，支持 H.264
编解码协议，具备很强的音视频处理性能和卓越的低带宽适应性，可满足高清视频会议需求。

设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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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保证设备安装的可靠性，最好安装在水泥实心墙体上。

设备安装

1. 组件介绍

  M3x8 组合螺钉        ST4.0 自攻螺丝                  安装支撑板                     挂墙安装板

2. 安装

安装设备可以有 2 种方式，具体操作如下：

• 终端安装于墙壁

1

2

比照支架的 4 个孔，在墙体上标上

记号，在作好标记的地方用冲击钻

打孔；

使用 ST4.0 自攻螺丝 + 膨胀管将挂

墙安装板固定在墙体上，并确保支

架平面与墙壁之间无缝隙；

使用螺钉将设备固定在挂墙安装板

上。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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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连接

• 将终端安装于电视机

1

使用两颗螺钉，穿过安装支撑板的中心孔位，将设备固定在安装支撑板上，螺钉不宜锁紧；

1  连接主视频输出设备（如：电视机）

2  连接电源

3  连接网络

推荐线缆连接：

2

安装支撑板和挂墙安装板，用于固定和支撑设备；

1 2

将图 2整体安装于电视机上，根据电视机厚度调整安装板位置，锁紧螺钉，安装完成。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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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贴使用

具体使用步骤如下：

1. 首先将魔术贴其中一半粘贴在显示器背面板；

2. 然后将终端紧贴显示器背面板并固定；

3. 最后将接入终端的线缆收拢，并把另一半魔术贴与显示器背面板魔术贴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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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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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上电

• 上电前检查

  请参照线缆连接图，检查线缆连接是否正确。

• 开启电源

  打开电视机（或投影仪）电源，并将电视机信号源调整为视频模式；

  打开终端电源，将终端由“OFF”转至“ON”开启电源。

• 上电后检查

  系统上电后，请检查电源指示灯是否蓝色常亮；

  若首次运行设备，系统将自动进入设置向导页面。

初始配置

首次启动终端，系统自动进入设置向导，操作步骤如下：

⒉ 网络连接：配置终端 IP 地址⒈ 语言设置：配置终端系统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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⒍ 视频检测：检测终端视频源⒌ 音频检测：检测音频输入接口信号状态
以及输出声音试听

⒋ 在线激活：输入激活码激活设备⒊ 服务器设置 :选择登录的服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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⒏ 设置完成，立即体验⒎ 检测结果：显示设备检测信息

说明

1. 设备激活：

 • 后台激活：若设备后台激活，则自动跳过激活界面；

 • 手动激活：服务器连接成功后，需要手动输入激活码。

2. 检测结果界面仅在检测异常时显示。

摄像机控制

将遥控器的模式切换至 MT 模式，将遥控器对准终端，按动如下按键进行控制：

            拉近 /推远镜头                           自动聚焦

           调整镜头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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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会议

• 发起会议

  在主页面，选择【发起会议】  图标直接进入呼叫状态：

• 加入会议

  在主页面，选择【加入会议】  图标进入加入会议界面：

  输入会议号码，点击  ，加入会议。

说明

会议号由会议发起人分享给该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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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屏

• 通过摩云会议软件进行投屏

1. 在主界面使用遥控器选择  ，进入投屏向导界面，根据界面提示下载“摩云会议”软件，

若已安装则可通过“摩云会议”进行投屏；

2. 通过摩云会议软件内的投屏入口，输入投屏码投屏。

• 通过无线投屏器投屏

  无线投屏器 NT30 是科达自主研发的无线设备，有 USB 接口和状态提示灯，一“拍”即投。最大

支持 1080p30fps 视频，会根据网络自动调节分辨率、帧率。

�����USB��

• 配对

1. 将无线投屏器连接到终端 USB 接口上，自动进行无线配对；

2. 配对成功后，设备主界面提示“无线投屏器配对成功！”。

• 投屏

1. 将配对成功的无线投屏器连接到 PC 机的 USB 接口；

2. 根据电脑提示，按压无线投屏器，可直接将 PC 机屏幕投到终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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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控制

• 调节音量

在视频界面上，按遥控器右侧  键增大本地输出音量，按  键减小本地输出音量，同时出现

音量指示条。

• 开启 /关闭静音

  静音后，将除本地会场以外的会场静音。

• 静音：在视频界面上，按  键，同时弹出提示图标；

• 解除静音：再次按  键，提示图标消失。

遥控器配对

1. 长按遥控器  按钮 3 秒将遥控器控制模式切换至 ZigBee 模式；

2. 将遥控器对准需配对的终端，同时按下遥控器  键+  键，当遥控器配对指示灯  快闪后，

  可松开按键，此时开始配对；

3. 当遥控器  按钮长亮 2 秒后熄灭，则表示终端与遥控器配对成功；若没有长亮则表示配对失败。

离开会议

按  键，根据界面提示退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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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摩云视讯公众号，获取更多详细操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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