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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盒内物品：

请检查	Philips	SPZ2000	网络摄像头包装盒
内的下列物品。	

Philips	SPZ2000	网络摄像头•	

 
快速入门指南•	

 
Register your product and get support at

www.philips.com/welcome SPZXXXX

Quick Start Guide

1	 您的网络摄像头

感谢您的惠顾，欢迎光临	Philips！	为了
您能充分享受	Philips	提供的支持，请在	
www.philips.com/welcome	上注册您的产
品。

在	www.philips.com/welcome	页面中•	
选择您使用的语言，并选择注册产品。	
接着按照屏幕说明进行注册。

请仔细阅读下列说明，并保留它作为日后
参考。

欢迎

您刚购买的飞利浦	Philips	SPZ2000	网络
摄像头是按照最高标准生产的，能够保证
多年无故障使用。	绚丽的音像效果，就是	
SPZ2000	网络摄像头带给您的享受。
安装后，新的网络摄像头可用于各种应用，
如：
•	 视频：使用	Philips	SPZ2000	网络摄

像头进行视频聊天和视频通话。	该网
络摄像头支持	Skype、Windows®	Live	
Messenger、Yahoo!	Messenger、AOL	
Instant	Messenger、QQ	和其它即时通
讯软件和	VoIP（因特网协议语音传输）
服务；

•	 视频共享：制作您自己的视频短片，并通
过邮件等方式与亲朋好友轻松分享。

•	 快照图像：使用快照按钮轻松拍摄照片，
并通过	Facebook、Flickr、MySpace	等
网站轻松分享这些照片。

本手册中的以下部分将对如何使用	Philips	
SPZ2000	网络摄像头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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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USB	连接器
将网络摄像头连接至笔记本电脑或•	
台式电脑的	USB	端口
在与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相连•	
后，网络摄像头即会通电

j	 线夹
夹住线缆以便管理•	

功能概述

 
a	 对焦环

手动调节图像的焦点•	

b	 快照按钮
安装	Philips	应用程序后可直接拍•	
摄照片

c	 电源指示灯
在使用网络摄像头时亮起•	

d	 镜头

e	 滑盖
既保护隐私，又保护镜头•	

f	 内置麦克风
在视频通话和录制时，捕获语音和•	
声音

g	 旋转接头
手动更改网络摄像头的视野•	

h	 带橡胶轮圈的固定夹
将网络摄像头安装在您的（平板）•	
电脑显示器或者笔记本电脑屏幕上

i

j

a

e

b

d

c

g

h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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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网络摄像头连接至	PC/笔
记本电脑

  
1	 打开	PC/笔记本电脑。

2	 将网络摄像头安装在电脑显示器或笔记
本电脑的显示屏上。

伸展固定夹，将网络摄像头安放在•	
桌面或（大型）桌面显示器上。

3	 将线缆连接至	PC/笔记本电脑的	USB	
端口。

正确连接网络摄像头后，屏幕的右	»
下角将显示以下弹出窗口。

  
4	 将网络摄像头调整到适当的角度。

2	 使用入门

（可选）安装网络摄像头软
件

注

要使用	Philips	CamSuite	和	Webcam		•
Driver	SPZ2000	提供的特殊功能，请访问	
www.philips.com/support	并从此网站下
载应用程序。	Philips	CamSuite	只能在装
有	Microsoft®	Windows2®	XP（SP2	和更高
版本）、Vista	或	Windows	7	操作系统的电
脑上运行。	安装软件后，您可在相应的属性
页面上调整	Philips	SPZ2000	网络摄像头
的设置。

1	 在	www.philips.com/support	上，单击	
Choose	country	/	language（选择国家	
/	语言）框，选择您的国家/语言。

2	 单击“搜索”框，输入	SPZ2000，然后
单击“搜索”按钮。

3	 单击“SPZ2000	支持”。
在“	» 产品支持”选项下面，您将
看到有关“软件和驱动程序”的
信息。

4	 下载所需的软件安装程序。

5	 运行安装程序并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
安装。

完成软件安装后，Philips		»
CamSuite	程序的图标	 	将显示在
屏幕的右下角。

提示

您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下载适用于	Philips		•
SPZ2000	网络摄像头的最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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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网络摄像
头进行视频聊
天

Philips	SPZ2000	网络摄像头
支持	Skype、Windows®	Live	
Messenger、Yahoo!	Messenger、AOL	
Instant	Messenger、QQ	和其它即时通讯
软件和	VoIP（因特网协议语音传输）服
务。
安装完上述任一种应用程序后，便可将网
络摄像头插入	PC/笔记本电脑进行视频聊
天。	
您还可以滑上盖子以保护个人隐私以及镜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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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飞利浦	
CamSuite

Philips	CamSuite	程序让您可快速访问一些
最常用的功能和设置。	
要享受	Philips	CamSuite	提供的特殊功能
和设置，请先安装该程序，然后便可通过	
Philips	SPZ2000	网络摄像头使用。	
安装	Philips	CamSuite	程序后，便可双击	
Windows	工具栏上的	Philips	CamSuite	图
标	 ，访问	Philips	CamSuite	的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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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和播放视频

注

如果选择高于	640	x	480	(VGA)	的图像分辨	•
率，则录制图标将被禁用。	您可通过选择较
低的分辨率来启用录制功能。

1	 将网络摄像头调整到适当的角度。

2	 在	Philips	Camsuite	Capture	程序窗口
中，单击	 	开始录制。

要暂停录制，请单击	•	 。

3	 要停止录制，请单击	 。
录制视频并存储在视频库中。	»

4	 要播放视频库中的视频，双击该视频库
即可。	

提示

播放视频之前，请确保	PC/笔记本电脑上已	•
安装了多媒体播放器。

图像分辨率

您可以为通过网络摄像头拍摄的照片/视频
设置不同的图像分辨率：

160	x	120	(SQVGA)•	
176	x	144	(QCIF)•	
320	x	240（电子邮件大小）•	
352	x	288	(CIF)•	
640	x	480	(VGA)•	
1280	x	960（130	万像素，仅适用•	
于照片）

注

录制视频的最高分辨率为	640	x	480	(VGA)。	•

1	 在	Philips	Camsuite	Capture	程序窗口
中，单击下拉箭头。

将列出所提供的分辨率选项。	»

2	 选择所需的分辨率选项。
要应用其它分辨率设置，请重复执行步•	
骤	1	和步骤	2。

5	 Philips	
CamSuite	
Capture

通过	Philips	Camsuite	Capture	程序，您可
以访问网络摄像头的以下功能：

拍照•	
录制视频•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照片或视频•	
调整照片、视频、静音和多媒体文件•	
夹的设置

1	 要启动	Philips	Camsuite	Capture	程
序，请单击	Philips	CamSuite	控制面板
上的	 ，或双击桌面上的	 。

2	 要关闭	Philips	Camsuite	Capture	程
序，请单击	Philips	Camsuite	Capture	
程序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提示

如果已在其它应用程序中使用网络摄像头，	•
那么您在	Philips	Camsuite	Capture	程序的
查看器中将看不见任何图像。

拍照和查看照片

1	 将网络摄像头调整到适当的角度。

2	 在	Philips	Camsuite	Capture	程序窗口
中，单击	 。

拍照并存储在照片库中。	»

3	 要查看照片库中的照片，可双击该照片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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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视频菜单

要通过单击鼠标右键显示照片/视频菜单：

1	 在照片库/视频库中，选择照片/视频。

2	 单击鼠标右键。
将显示照片/视频菜单。		»

3	 选择一个选项以继续执行。

照片菜单中的选项：

 
•	 [查看]：查看选定的照片
•	 [电子邮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选定

的照片
•	 [删除]：删除选定的照片

视频菜单中的选项：

  
•	 [播放]：播放选定的视频
•	 [电子邮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选定

的视频
•	 [删除]：删除选定的视频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照片/视频

1	 在照片库/视频库中，选择要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的照片/视频。

2	 单击	 。
将显示附有选定照片/视频的电子	»
邮件。

3	 发送电子邮件。

屏幕模式

通过	Philips	Camsuite	Capture	程序，您
可在不同的屏幕模式下查看照片或播放视
频：

普通屏幕模式•	
全屏模式•	
匹配屏幕大小•	

1	 在	Philips	Camsuite	Capture	程序窗口
中，单击	 	可在不同模式间进行切换，
即从	[普通屏幕模式]	到	[全屏模式]	/	[匹
配屏幕大小]	或从	[全屏模式]	/	[匹配屏
幕大小]	到	[普通屏幕模式]。

您可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 [匹配屏幕
大小]	或	[全屏模式]。	

 
媒体库

通过网络摄像头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将存储
在照片库或视频库中，以及选定的照片或
视频文件夹（多媒体文件夹）中。
要访问媒体库：

1	 在	Philips	Camsuite	Capture	程序中，
单击	 	显示媒体库。

2	 单击	 	显示照片库。
单击	•	 	显示视频库。
要隐藏媒体库，请单击	•	 。

打开照片/视频文件夹

在照片库中：
选择照片，然后单击	•	 	打开照片文件
夹。

在视频库中：
选择视频，然后单击	•	 	打开视频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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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体库中删除照片/视频

1	 在照片库/视频库中，选择要删除的照片/
视频。

2	 单击	 	旁边的	 。

3	 在弹出窗口中，单击	[是]。

 
将从媒体库中删除选定的照片/视	»
频。

要取消删除操作，请单击弹出窗口中的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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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属性

1	 在	Philips	CamSuite	控制面板中，单击	 。

2	 单击	[网络摄像头设置]	按钮。

 
将显示		» [属性]	窗口。

3	 在	[属性]	窗口中，调整可供	SPZ2000	
使用的颜色设置。

 
注

安装网络摄像头软件之后，即可看到上述“属	•
性”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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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互联网连接，用于下载驱动程•	
序、Philips	CamSuite	和手册
用于查看	*PDF	文件的	Adobe	•	
reader

推荐的系统要求：•	
2.4	GHz	双核或同等配置	•	
1	GB	内存（32	位）/	2GB	内存（64	•	
位），用于	Windows	XP、Vista	和	
Windows	7
DirectX	9.0c	或更高版本•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	
宽带互联网连接•	
用于查看	*PDF	文件的	Adobe	•	
reader

推荐的系统要求（适用于	Apple	Mac）：
Mac	OS	X	v10.4“Tiger”	-	10.5	•	
“Leopard”
200	MB	可用硬盘空间•	
USB	端口	2.0•	

7	 技术规格

传感器分辨率 VGA（640x480	像素）
视频捕获分辨
率（最大）

120	万像素（软件增强，安
装有	Philips	CamSuite）

照片分辨率（
最大）

120	万像素（软件增强，安
装有	Philips	CamSuite）；
500	万像素（安装有	Philips	
CamSuite	和	Webcam	
Driver	SPZ2000）

帧/秒 最高	30	fps	@VGA
镜头	F	值 F2.4
镜头视角 55	度
最低景物照明 <	10	勒克司
视频格式 YUY2、RGB24	和	I420（

安装有	Webcam	Driver	
SPZ2000）

麦克风 带音频增强功能的内置麦
克风

Windows®	操
作系统

Windows®	7、兼容	Vista	
和	XP

USB	接口 USB	2.0	高速
USB	视频类 UVC	兼容
USB	电缆
长度

1.5	米

电源 通过	USB	线缆供电；
5	伏直流，0.15	安

系统要求（适用于基于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电脑）：

最低系统要求：•	
1.6	GHz	或同等配置•	
512	MB	内存（对于	Windows	XP）•	
1	GB	内存（32	位）（对于	•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7）
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2、Vista	•	
和	Windows	7
200	MB	可用硬盘空间•	
一个可用的	USB2.0	端口•	
声卡和扬声器（操作系统兼容）•	
16	位彩色显示屏，800x600（支持	•	
DirectX	3D）
DirectX	9.0c	或更高版本•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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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	Philips	SPZ2000	网络摄像机设置
为“录音”的默认设备。

5	 单击“确定”保存您的设置。

对于	Windows	Vista	系统：

1	 在	PC/笔记本电脑上，单击“开始”>“控
制面板”。	

2	 单击“硬件和声音”。

3	 单击“声音”。

4	 单击所显示窗口中的“录音”选项卡。

  
5	 选择	Philips	SPZ2000	网络摄像机并单

击“设为默认值”。

6	 单击“确定”保存您的设置。

对于	Windows	7	系统：

1	 在	PC/笔记本电脑上，单击“开始”>“控
制面板”。	

2	 单击“硬件和声音”。

3	 单击“声音”>“管理音频设备”。

4	 单击所显示窗口中的“录音”选项卡。

5	 选择	Philips	SPZ2000	网络摄像机并单
击“设为默认值”。

6	 单击“确定”保存您的设置。

8	 常见问题解答	
(FAQ)

如何调节画面质量？

Philips	网络摄像头的默认设置通常能提供
最佳画质。	
如果	PC/笔记本电脑上安装有	Philips	
CamSuite	或	Webcam	Driver	SPZ2000，您还
可以通过	Philips	CamSuite	或	Webcam	Driver	
SPZ2000	提供的设置来调节画面质量。

Philips	SPZ2000	网络摄像
头的麦克风无法（正常）工
作。	我该怎么办？

对于	Windows	XP	(SP2)	系统：

1	 在	PC/笔记本电脑上，单击“开始”>“控
制面板”。

2	 单击“声音和音频设备”。

3	 单击所显示窗口中的“语声”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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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hilips	SPZ2000	网
络摄像头让我的	PC/笔记本
电脑运行很慢。	我该怎么
办？

1	 关闭没有必要运行的软件应用程序。

提示

最高帧速率（网络摄像头每秒钟产生的帧数		•
(fps)）和最高图像分辨率取决于您的	PC/笔
记本电脑的规格。网络摄像头软件会通过“全
自动控制”功能，根据特定情景自动调整至
最佳的帧速率和分辨率。	您的	PC/笔记本电
脑规格可能没有达到最高帧速率和分辨率设
置的要求。

屏幕上没有图像。	我该怎
么办？

1	 确保网络摄像头已正确连接。

2	 检查您是否正在其它应用程序中使用网
络摄像头。

3	 关闭其它应用程序。

提示

您不能同时在多个应用程序中使用网络摄	•
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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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网络摄像头受潮，请尽快用软布擦•	
干。
如果镜头变脏，请不要用手指触模镜•	
头。
使用软布清洁网络摄像头的表面。•	
切勿使用含有酒精、工业酒精、氨水等•	
的清洁液体。
切勿尝试自行拆卸或维修网络摄像头。	•	
请勿打开网络摄像头。	如果遇到技术
难题，请将网络摄像头退回给飞利浦零
售商。
请勿在水中使用网络摄像头。•	
保护网络摄像头免受油、水汽、蒸汽、湿•	
气和尘埃的侵扰。
切勿将网络摄像头镜头对准太阳。•	

版权

版权所有	©	2010	by	Philips	Consumer	
Lifestyle	B.V.
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飞利浦的事先书面许
可，本刊物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电子、机械、
磁性、光学、化学、手册或其它任何形式或手
段，在检索系统中复制、传输、抄录或存储，
也不得翻译成任何语言或计算机语言。	品
牌和产品名称是其各自公司的商标或注册
商标。

免责声明

飞利浦对此材料不作任何类型的保证，包括
但不限于有关适销性以及特殊用途适用性的
暗示保证。
飞利浦不为本文档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承担任
何责任。	飞利浦不承诺对本文档中包含的
信息进行更新。

FCC	合规性

该设备符合	FCC	条款的第	15	条。
此设备的操作受下列两个条件约束：

a	 此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并且

b	 此设备必须接受收到的任何干扰，
包括可能引起不必要操作的干扰。

9	 服务和支持

需要帮助？

首先，请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
您的产品型号为	SPZ2000。
如需获取有关该产品的注册、设置、用
法、功能、软件升级、规格和保修等项目
的进一步支持，请参阅	www.philips.com/
support。

1	 在	www.philips.com/support	上，单击	
Choose	country	/	language（选择国家	
/	语言）框，选择您的国家/语言。

2	 单击“搜索”框，输入	SPZ2000，然后
单击“搜索”按钮。

3	 单击“SPZ2000	支持”。
在“	» 产品支持”选项下面，您可看
到有关“概述”、“最新更新”
、“手册和文档”、“常见问题解
答”、“产品信息”、“产品注
册”等信息。

在“	» 服务信息”选项下面，您可看
到有关保修的信息。

在“	» 联系”选项下面，您可看到	
Philips	客户服务中心的服务台电
话。

客户须知

安全防范措施

遵循以下准则以确保网络摄像头安全工作并
防止出现故障。

切勿在超出以下范围之外的环境中使用•	
网络摄像头：温度：0°C	-	40°C，相对
湿度：45%	-	85%。
切勿在以下环境中使用或存放网络摄•	
像头：	

阳光直射处；•	
非常潮湿和多尘的环境；•	
任何热源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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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本产品采用可回收利用的高性能材料和组件
制造而成。
如果产品上贴有带叉的轮式垃圾桶符号，则
表示此产品符合欧盟指令	2002/96/EC：

  
切勿将本产品与其它生活垃圾一起处理。	请
自行了解当地关于分类收集电子和电气产品
的规定。	正确弃置旧产品有助于避免对环
境和人类健康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
已省去所有多余的包装材料。	我们极力使包
装易于分为单一材料。
请遵守当地有关包装材料的处理的规定。

警告

塑料袋可能存在危险。为避免窒息的危险，请	•
将塑料袋放在远离婴儿或小孩子的地方。

损害限制

对于任何间接、特殊、偶然或结果性损害（包
括业务损失、利润损失或类似损失带来的损
害），供应商概不负责，无论是基于违约、侵权
（包括疏忽）、产品可靠性还是其它因素，即
使供应商或其代表已被告知发生此类损害的
可能性，或者即使发现在此作出的补救措施
未达到其基本目的。

注

经测试，此设备符合根据	FCC	规则第	15	章	•
规定对	B	类数字设备作出的限制。
这些限制旨在合理地防止住宅安装中的有害	•
干扰。

此设备生成、使用并可辐射射频能
量，如果不根据说明进行安装和使
用，可能对无线电通信引起有害的
干扰。
但是，并不能保证在特定安装中不
出现干扰。
如果此设备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产
生了有害干扰（可通过打开和关闭
设备来判断），建议用户尝试采取下
列一种或多种措施来消除干扰：

重新调谐或重新定位接收天线。•	
拉开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间距。•	
将设备连接至与接收器所连接到的电路•	
不同的电路中的插座。
如需帮助，请咨询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	
线电/电视技术员。

对此设备进行的任何未授权修改可能会导致
撤消对设备的操作权限。

电磁场	(EMF)	方面的合规性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主要面
向广大消费者制造和销售各类产品，包括通
常能放射和接收电磁信号的各种电子设备。	
Philips	的主要经营原则之一就是要对我们的
产品采取各种必要的健康和安全措施，符合
所有相应的法律要求，并在生产产品时严格
遵照	EMF	标准。
Philips	致力于开发、生产和销售对人体健康
无任何危害的产品。	Philips	确认，据目前的
科学证明，如果其产品使用得当，则对人体
毫无危害。	
长期以来，Philips	始终在国际	EMF	和安全
标准的制定工作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这就
使	Philips	总能预知标准的发展趋势，并率
先应用到其产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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