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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介绍

1.1 产品简介

公司致力于提供完备的互联网音视频解决方案，采用软硬结合的方式，实现自主研发的

软件视频会议系统与现有硬件终端完美结合，提高设备利用率。

平台可让用户更加方便快捷的召开或加入视频通讯，并提供会议预约、会议控制、资源

管理、用户管理等功能，主要适用于远程视频通讯、远程培训、产品演示等，可广泛应用于

政府、金融、教育、医疗、企业等行业。

1.2 产品术语

术语 解释

SIP 账号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会 话初始协 议）是由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制定的多媒体通信协议。每个用户对应一个 sip

账号，是用户身份的唯一标识，有 sip 账号的用户才可以进行视频通讯。

VMR
网络视频通讯的虚拟房间，类比于实体会议室。

参会者需通过会议号及密码进入房间之后，才可以开会。

方 每个入会终端对应一方，一方可以是单人也可以是多人。

并发数 同一时间点可容纳的最大方数。



《及时通用户使用手册》

第 5页／共 22页

2.操作指南

2.1 企业用户登录

登录页面

登录地址，企业管理员导入的用户都可以以企业用户的身份进行登录。账号

为邮箱，密码初始值为 123456。

首次登录的用户需要进行手机号绑定并重新设置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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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加入会议（访客）

加入会议

点击加入会议，跳转至入会页面，输入会议号、姓名、会议密码，以访客的

身份进入会中。

2.3 总览

总览页

点击导航栏中的总览，为用户提供加入会议、发起会议功能入口，和会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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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列表显示。

2.4 发起会议

点击左侧导航栏发起会议，进入发起会议页面，进行相关参数的设置。

2.4.1 发起会议-实时会议

实时会议

发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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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名称：缺省显示为发起人-召集的会议。

2、会议类型：选择实时。

3、参会者：可邀请参会者和会议室，并可以设置主讲人身份，只能存在一

个主讲人。

4、参会者入会时静音：勾选后，当参会者入会时麦克风是关闭的状态。

5、会议开始开启直播：勾选后会议开始时直播功能自动开启，并可以设置

直播密码。

6、会议开始开启录制：勾选后会议开始时录制功能自动开启，录制成功的

文件会保存在视频列表中。

7、会议描述：针对会议进行简单的文字描述。

8、点击提交即可发起成功，点击入会按钮可通过 WebRTC 的方式进入会

中；同时用户也可以扫描会议二维码，可通过 app 端直接进入会议中。

2.4.2 发起会议-预约会议

预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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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成功

1、会议名称：缺省显示为发起人-召集的会议。

2、会议类型：选择预约。

3、会议密码：密码为 4 位数字（可为空），缺省自动生成密码。

4、会议开始时间：在日历中选择会议开始日期，并选择会议开始时间，会

议时长。

5、勾选周期会议，

1）周期开始／结束时间：选择周期会议的开始时间及结束时间。

2）周期选择：分为周／月两种选择，选择周的话可以勾选周几进行重复。

选择月的话可以选择几号进行重复。

6、参会者：可邀请参会者和会议室，并可以设置主讲人身份，只能存在一

个主讲人。

7、参会者入会时静音：勾选后，当参会者入会时麦克风是关闭的状态。

8、会议开始开启直播：勾选后会议开始时直播功能自动开启，并可以设置

直播密码。



《及时通用户使用手册》

第 10页／共 22页

9、会议开始开启录制：勾选后会议开始时录制功能自动开启，录制成功的

文件会保存在视频列表中。

10、会议描述：针对会议进行简单的文字描述。

11、点击提交即可预约成功，跳转到预约成功页面，点击 进入

已预约会议页面。点击 ，可再次编辑会议信息。

2.5 加入会议

加入会议

在左侧导航栏中点击加入会议，输入正确的会议号即可通过 WebRTC 的形

式加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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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会议日程

2.6.1 会议日程

会议日程

在左侧导航栏中点击会议日程，可以看到我预约的、被邀请的会议，并可以

针对未开始的会议进行删除操作，针对已开始的会议可以进行会议控制、入会、

直播链接的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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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会议控制

会议日程

点击左侧导航栏会议日程，可查看到与我相关的会议，进行中的会议点击

，就可以进入到会议控制页面。

会控页面

1、进入会议控制后，可查看到会议室名称、会议号、密码、在线方数、会

议开始时间、会议已进行时长、参会人员上下线的声音提醒功能、发起投票／投

票历史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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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 ，弹出邀请参会者页面，选择需要邀请的参会者／会议室

点击呼叫即可。

3、点击 ，即可批量呼叫状态为未在线的用户，也可以下拉选择状态

为未呼入、掉线的用户进行呼叫。

4、点击 ，可对分屏模式进行设置，分为自动分屏、单屏模式、四分

屏、1+7 分屏、1+21 分屏、2+21 分屏。缺省为自动分屏，即 1 分为 1 分屏，2

人为 2 分屏。分屏设置只对主讲人的分屏模式有效，如设置为 1+7 分屏，则主

讲人看到 1+7 分屏，参会者只看到主讲人。若勾选相同分屏功能，则主讲人、

参会者看到的分屏模式一样（同为主讲人看到的分屏）；

可将某一个屏幕设定为轮询屏，并设置轮询间隔，会按照一定时间间隔进行

全会场的画面轮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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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设置

5、点击 ，可对所有在线的参会者（除主讲人）进行静音操作。

6、点击 ，会生成直播链接和直播密码，把链接密码发送给其他用户，

就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观看会议。

7、点击 ，会议会进行录制，录制成功后保存到视频列表中。

8、点击 ，可将会议锁定，用户入会时，会收到入会的申请，管理员

通过后才可进入会议。

9、在参会者管理中可以查看到用户姓名、使用终端、在线状态、可以将参

会者设置为主讲人／参会者、可以邀请其中一名参会者进行对话、可以关闭某一

个参会者的语音、呼叫／挂断某一个参会者、可以设置参会人员入会时的静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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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10、可以结束会议，点击 后，会弹出确认提醒框，点击“是”

会议结束。

2.7 云会议室

云会议室

点击左侧导航栏云会议室，可以查看到管理员分配的云会议室，也就是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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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点击 可以对会议室的名称、密码进行修改（密码可以为空）。点

击 可以通过 WebRTC 入会。

WerRTC

会议页面

1、 用户可查看到会议室的会议号、密码、发起人信息。

2、 可查看到入会的时长及当前网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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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更多，可使用投票、举手、设置相关功能。

投票：会议发起人／企业管理员可发起投票，发起后参会人员都可以参与投

票，并提供了投票统计的相关数据查看。

举手：会中的人可发起举手操作，会控中可查看到举手的参会人。

4、 点击共享功能，可支持共享桌面、共享白板、共享文件（pdf）

功能。

5、参会者列表中，可查看到参会的人员并可以针对参会人员进行静音、设

为主讲人、收藏、挂断操作。

6、聊天室，在聊天室中可以文字聊天，并且会议中与直播中的文字聊天可

以互通。

2.8 历史会议

已结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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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结束的会议详情

在左侧导航栏中点击历史会议，可查看到已经结束的会议。

点击 按钮，可以发起一个实时会议，会保留这个会议的参会人员。

点击会议名称可以进入详情页，在详情页中点击 按钮，可以查

看到这个会议的日志详情并提供下载功能。

2.9 视频列表

视频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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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侧导航栏视频列表，可以查看到录制的会议文件，可以点播、下载、

公开／私密、删除操作。当把视频公开后，企业内的所有用户都可以看到这个视

频文件，同时状态变为公开，默认为私密状态。

2.10 企业通讯录

2.10.1 通讯录

通讯录

点击左侧导航栏企业通讯录，可以查看到企业内的通讯录，可以针对某一个

人员进行添加收藏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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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我的群组

我的群组

点击我的群组跳转到我的群组页面，可以查看到公开群组和我的群组。

点击 可以添加我的群组。

点击 按钮，可以发起会议，并且会邀请此群组内的所有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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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

1、点击右上角姓名>个人信息，进入个人信息页面，可针对个人的姓名、

手机号、登录密码、SIP 账号密码、微信号绑定／解绑进行操作。

2、点击退出企业功能，用户由企业用户变为个人用户。

2.12 消费详单

消费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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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消费详单进入页面，可以查看到自己的消费详单明细。

2.13 消息中心

消息中心

点击上方消息中心，可以查看到收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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