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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会议云服务 

1.1  为什么开辟华为云会议 

1.2  云会议和入驻式会议的区别 

1.3  云会议已具备的功能 

1.4  云会议如何保证安全性 

1.5  云会议如何保证可靠性 

1.1 为什么开辟华为云会议 

2016 年华为云团队成立并快速崛起，随着华为云的发展，各个产品纷纷借助契机快速

部署云服务。2016 年 10 月份经过一致决策会议也需要上线云服务，面对新的业务形态

很多人一开始有点蒙了，该怎么做？一个产品架构师、几个开发以及几个测试组成一

个团队开始就这么“浩浩荡荡”的开始创业了，创业的过程真的很艰难同时遇到各种

各样的问题： 

 对华为云的商业模式都是懵懵懂懂，我们该如何向用户销售。 

 入驻式会议已趋成熟，为什么还要做云会议，两者岂不是成了对立面。 

 面临用户的极致体验和快速版本发布，该从哪里下手。 

既然如此苦难，可是为什么还需要开辟华为云会议呢？ 

在我们探索华为云会议的创立之前，首先了解什么是云会议。通俗来讲，华为云会议

是指将会议功能上线到华为云上销售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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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清楚什么是云会议，接下来就进入正题了，那就是为什么需要开辟华为云会议。 

1. 首先从大家最关心的商业模式谈云会议 

传统的商业模式基本“靠吼”，人工交流的东西特别多，周期相对也会长很多；而

云服务的商业模式全程搬到线上： 

− 提供为期 30 天的免费试用功能，根据试用效果再决定购买。 

− 从入驻的模式改成租用的模式，租用时间、数量都是由自己控制，为公司节

约更多成本。 

 

2. 再从使用模式谈云会议 

对于传统模式，企业在购买会议系统后，需要联系华为技术管理员开通帐号，部

署相关网络后才能使用会议系统；而对于云会议，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 自助式操作：自助了解产品和自助试用。 

− 操作简单：仅需要企业管理员在华为云上批量开通员工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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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人工交流：帐号、密码通过邮件和短信的方式传递给员工，非常便捷。 

 

3. 最后从技术趋势谈云会议 

说到技术，总让人有一股肃然起敬和深奥神秘的感受。其实技术本身很实在，能服务

大众而且贴近大众需求，就说明技术赶上了趋势。那么会议业务走向云服务模式从技

术上是否贴合用户需求呢？技术大牛从安全防护、可靠性和网络质量等方面为您解答

云会议的技术趋势。 

 管理层、业务层、网络层和终端接入，每层都有技术保障会议业务在云端运行的

安全性。 

 引用电信级可靠性确保会议业务在云端使用的流畅度和稳定性。 

 采用业界先进的抗丢包和抗抖动技术，网络质量不理想的情况云会议业务依然正

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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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回顾云会议的整个历程，感动和苦楚都深深沉淀在心里面。面对

众多客户对云会议的围观和赞叹，所有的辛苦、委屈、心酸和泪水都觉得那么值，苦

楚过后的甜蜜和回报。 

 2017 年 1 月：云会议上线华为云进行公测，引起 400 个企业/个人竞相参加体验。 

 2017 年 9 月：云会议在华为云上商用，在华为全联接大会上进行演示，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有将近 1000 多个企业/个人试用中。 

 2017 年 11 月 30 日：华为云会议组织对客户的在线研讨活动，引来近 2000 客户围

观。 

 2017 年 12 月：云会议功能继续增强，已有将近 100 个企业/个人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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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云会议和入驻式会议的区别 

云计算的兴起，使得产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追求高效、便捷、低成本。传统会议

系统已经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易于部署、随需随用、易于管理的云会议就此应运而

生。那么云会议与同样能提供高清视频会议的入驻式会议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我们

从以下 7 个点来分析对比。 

商业模式 

 入驻式会议需在企业自建一整套会议系统，前期一次性投入大，但可终身享有会

议服务。购买方式仍采用传统线下购买，由销售人员制定好方案及报价后与企业

签订合同，完成设备采购及系统搭建后方可开启会议旅程。 

 云会议采用按需租赁会议服务的模式，可随时启用或者停用会议服务。仅需通过

“华为云上自注册-试用体验-拨打客服电话购买”即可立即使用会议业务。 

 

体验 

 入驻式会议可提供高达 4K * 2K 的超高清画面，满足特殊行业和对画面有特殊要

求的场景。 

 云会议提供 1080P 高清视频体验满足日常工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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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入驻式会议在企业自建会议系统，需完成硬件搭建，软件安装及相关配置一整套

流程。 

 云会议为租赁模式，仅需登录华为云后添加会议用户即可使用会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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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 

 入驻式会议如需扩容，需联系华为技术支持并制定扩容方案。 

 云会议只需在华为云上额外购买会议资源。 

 

运维 

 入驻式会议需建立专门的运维部门进行设备，系统维护。 

 云会议可直接拨打 24 小时服务热线。 

从运维各个范围以及主要运维成本分布分析，云服务对比入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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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本 

在视音频效果和使用方式相近的情况下，针对不同规模用户群，我们做了以下总成本

分析。 

 

用户及场景 

两种会议面对的用户及场景也是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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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来看入驻式会议和云会议因自建和租赁两种模式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还是比较大

的，主要差异如下表： 

 

看完以上对比以后，到底是选择体验更好，还是选用性价比高，执行高效的云会议还

需根据企业自身定位选择。 

1.3 云会议已具备的功能 

前期您已经了解什么是云会议，并且也已经了解云会议和入驻式会议的差别，那您是

不是已经非常迫切想知道云会议现在拥有些什么功能呢。 

会议功能全景图 

首先请您查看云会议能力全景图，包括会议模式、会议类型、开会和入会方式以及会

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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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业务详解 

接下来为您讲解现阶段可以享受的云会议业务，这些功能为您提供一个高效、便捷的

会议体验。 

 会议模板：创建固定的会议模板，可以固定与会时间和与会人，系统将自动提前

给与会人发送会议通知。适用于固定人员的周例会、部门例会等，再也不用每次

预定会议，节省时间。 

 数据共享：开会过程中可以进行共享桌面、共享文档等操作，提升会议沟通效

率。 

 会议控制：通过 Web、软终端和硬终端添加与会人、结束会议、延长与会时间和

设置会议主席等，使得会议变得很灵活。 

 文件传输：在会议过程中传输大家需要的文件，提升协作效率。 

 多画面控制：会议主席可灵活控制每个画面的视频源，使所有以视频终端加入会

议的与会者能同时看到多个视频画面。 

 渐进式会议：语音会议/视频会议可以一键平滑切换为语音会议+数据会议+视频会

议。 

 



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 1 了解会议云服务 

 

文档版本 01 (2018-05-07)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 

 

随着云会议功能的不断增强，在不久的将来，云会议将为您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

体验，持续提升您的沟通效率，同时让您感受会议沟通的愉悦。 

1.4 云会议如何保证安全性 

会议系统搬上云端后，会议使用的安全问题成了用户关注的重点。那么云会议到有多

安全？让我们从业务、管理、网络、终端四层保护机制下，了解华为云会议是如何为

您提供安全可靠的会议业务。 

业务安全 

华为云会议通过业务数据加密传输、业务接入认证、细粒度业务权限控制、业务数据

访问控制、业务交互的动态控制等机制为您的会议业务提供安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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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安全 

华为云会议通过安全管理协议及安全管理机制保证管理流量传输及接入的安全，有效

规避管理流量中的敏感信息被窃听，防止管理重要信息被恶意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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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 

华为云会议划分网络安全域，对外部业务数据进行隔离控制，有效防范来自外部非信

任域的恶意行为。

 

接入安全 

华为云会议对所有公网接入侧业务进行认证、加密。 

 

华为云会议从云、管、端三个层面进行安全设计，业务系统和管理系统构成了云管端

的“云”。承载云会议业务的 IP 网络平台构成了云管端的“管”，即网络安全域、网络

边界防护等网络安全。使用会议各种终端构成了云管端的“端”。从云、管、端三个层

全方位确保云会议业务安全可靠，为您的会议业务保驾护航。 

1.5 云会议如何保证可靠性 

自从会议搬上云端后，用户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不免也会对会议在公有云上的可靠性

问题提出质疑，比如，是否具备容灾能力？是否有 QoS 保障？是否具备流控能力，等

等。为了彻底打消用户心中的疑虑，我们今天来说说华为云会议是如何保证会议业务

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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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机和集群 

双机是指当主机发生故障时，由备机接管业务；集群是指某个业务节点通过多台集群

分担负荷，可以提高系统支持的容量、性能以及可靠性。华为云会议主要系统部件的

HA（High Availability）方案如下图所示。 

 

流量控制 

华为云会议支持流量控制（简称流控），在系统发生过载的情况下，通过拒绝新呼叫的

手段，也能保证部分正在运行的业务正常运行，并促使整个系统逐渐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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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 保障 

华为云会议采用了创新的超强纠错（SEC）技术、智能调速（IRC）技术和丢包重传

（ARQ）方案实现了 QoS 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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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华为云会议打造高可靠性集群资源，支持双机互为热备，同时在接入侧、

媒体承载实现流量控制，保障会议业务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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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会议功能更新说明 

2.1  会议云服务功能更新说明（2018.1.18） 

2.2  会议云服务功能更新说明（2017.12.04） 

2.1 会议云服务功能更新说明（2018.1.18） 

变更激活码获取方式 

本次更新为大家提升了 TE10、TE20 获取会议终端激活码的易用性及安全性。成功添

加终端设备后，激活码由界面直接显示变更为以邮件或者短信的形式发送至添加终端

设备时所填写的邮箱、手机中。 



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 2 云会议功能更新说明 

 

文档版本 01 (2018-05-07)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 

 

 

2.2 会议云服务功能更新说明（2017.12.04） 

本次更新为大家升级了免费试用体验能力，包括更多帐户免费使用以及更多终端的申

请。 

【本次功能更新亮点】 

免费试用体验能力增强： 

 可为企业添加 7 个成员，每个成员均可获得帐号 

 3 个会议硬终端接入权限 

 同时允许 10 方会场入会 

 已开通用户再享受 30 天免费业务使用 

购买会议云服务后更多功能待您发现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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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免费试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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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会议（企业管理员版） 

3.1  免费试用会议全过程 

3.2  购买后使用会议全过程 

3.3  会议硬终端设置 

3.1 免费试用会议全过程 

购买华为云会议服务前，您可以免费试用会议服务 30 天，畅想极致会议体验。 

开通会议免费试用业务 

您可以根据以下步骤完成会议免费试用业务的开通，操作过程中请关注特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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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用户和硬终端 

开通业务后，请您根据以下操作和您的实际情况添加用户或者硬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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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客户端并开启会议 

此时，您可以下载客户端并且根据指导开启免费会议体验之旅。 



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 3 使用会议（企业管理员版） 

 

文档版本 01 (2018-05-07)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3 

 

 

3.2 购买后使用会议全过程 

购买云会议后，企业管理员需要添加用户、硬终端并配置硬终端，并指引用户开启会

议。 

准备工作 

在您添加用户和硬终端前，您首先需要确认以下工作是否已经完成准备，若未准备将

导致后续会议业务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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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用户 

完成准备工作后，您首先需要登录华为云添加用户，会议帐号和密码不同于华为云帐

号和密码，添加用户后系统将会议帐号和密码发送至对应的邮箱和手机。 

 

添加终端 

您若有购买硬终端，则需要同步添加并配置硬终端，这样硬终端才能使用会议服务。 

 
 如需购买硬终端，请拨打 4000-955-988。 

 您新购买的硬终端，请务必首先根据随硬终端发货的纸质操作指导完成硬终端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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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软终端并开启会议 

此时，您可以下载客户端并且根据指导开启会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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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会议硬终端设置 

3.3.1 升级会议硬终端设备 

随着会议硬终端功能的丰富，会议硬终端版本在不断升级，为了拥有更完美的体验，

建议您将会议硬终端版本升级至最新版本。 

1. 登录会议硬终端设备 Web 界面。 

2. 在 “帮助 > 版本”中查询您的会议终端设备版本信息，请确认是否最新版本，

推荐使用以下版本。 

 TE10/20：V500R003C30SPC700 

 TE30/40/50/60：V600R006C00SPC700 

3. 若版本不是最新的版本，请联系会议硬终端设备提供商进行升级。 

3.3.2 配置会议硬终端设备 

激活 TE10/TE20 

使用 TE10/TE20 会议硬终端设备接入会议云服务，必须首先使用已收到的激活码激活

终端设备，否则将无法使用会议云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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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员在添加终端时，对应设备的激活码以邮件和短信的方式发送至邮箱地址和
手机号。 

可使用遥控器或登录硬终端设备 Web 界面激活 TE10/TE20。 

遥控器激活 TE10/TE20 如下图所示。 

 

登录 Web 界面激活 TE10/TE20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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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TE30/40/50/60 

使用 TE30/40/50/60 接入会议云服务，首先需要配置相关参数才能成功使用会议云服务

业务。 

TE30/40/50/60 需配置 TR069 参数，用于会议硬终端设备后续的管理维护。 

TE30/40/50/60 仅支持登录会议硬终端设备的 Web 界面配置，以 TE30 为例的配置过程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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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会议（企业员工版） 

4.1  创建会议 

4.2  参加会议 

4.3  会议控制 

4.1 创建会议 

叮铃铃！大家好，我是员工 CC。公司开始使用华为云会议提升会议效率，首先让我带

您创建会议吧。 

本章节为您提供以下内容： 

 预定会议：仅支持 Web 端操作，预定将来的会议。 

 立即会议：支持 Web 端/软终端/硬终端，创建立即会议。 

准备工作 

在创建会议前，您需要完成以下准备工作，此处的浏览器版本为会议管理平台的版本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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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会议管理平台 

您需要登录会议管理平台（meeting.huaweicloud.com）才能进行后续的操作。 

 

预定会议 

您有 2 种方法预定会议，请您根据需要选择： 

 方法 1：每次需要添加不固定与会人员。 

 方法 2：人员固定的例会或周期会议，仅需第一次添加与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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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会议 

 
您有 5 种方法召开立即会议，请您根据需要选择方法： 

 方法 1：Web 端直接召开立即会议的方法 

 方法 2：Web 端固定与会人立即会议的方法 

 方法 3：Web 端不固定与会人立即会议的方法 

 方法 4：PC 软终端创建立即会议的方法 

 方法 5：手机 APP 直创建立即会议的方法 

不推荐使用硬终端创建会议，遥控器操作较为复杂。 

立即会议（Web 端） 

首先为您介绍在会议管理平台（meeting.huaweicloud.com）的几种召开立即会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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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会议（软终端） 

接下来为您介绍使用 PC 软终端和手机 APP 召开立即会议的方法。 

 

 
原 TE软终端召开立即会议的操作指导请至资料下载中查看。 

4.2 参加会议 

叮铃铃！大家好，我是员工 CC。您已经了解如何创建会议，接下来让我告诉您如何参

加会议吧。 

本章节为您提供以下内容： 

 主动参加会议：邮件入会、Web 端入会、软终端入会和硬终端入会 

 被动参加会议：软终端入会、硬终端入会 

准备工作 

在您参加会议前，请务必完成以下准备工作，否则有可能导致参加会议失败。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cloudvc_dl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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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方法 

 

 

您有 6 种方法参加会议，请您根据需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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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1：推荐使用，通过邮件加入到会议中。 

 方法 2：登录 Web 端加入会议，无需输入接入码和密码。 

 方法 3：若没有会议链接，在 PC 软终端中加入会议。 

 方法 4：未在办公位，则通过 APP 加入会议。 

 方法 5：TE10/TE20 硬终端接加入会议。 

 方法 6：TEX0 硬终端加入会议。 

主动参加会议（邮件&Web 端） 

首先为您介绍通过邮件和 Web 端参加会议，请您根据图中的操作步骤体验。

 

主动参加会议（软终端） 

接下来为您介绍通过 PC 软终端和手机 APP 参加会议，请您根据图中的操作步骤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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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TE软终端参加会议的操作指导请至资料下载中查看。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cloudvc_dl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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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参加会议（硬终端） 

现在为您介绍通过 TE 系列硬终端参加会议，请您根据图中的操作步骤体验。

 

被动参加会议 

您有 3 种方式的被动入会，请您提前了解： 

 您在办公位且已登录会议软终端，会议主席可以主动邀请你入会，您接听即可。 

 您不在办公位且已登录会议 APP，会议主席可以主动邀请你入会，您接听即可。 

 您在会议室，对方可以邀请您的会议终端入会，您接听即可。 

 
 PC 软终端、硬终端和手机 APP 之间可以相互添加与会人。 

 相同企业可以通过企业通讯录邀请入会。 

 跨企业只能通过输入号码邀请入会。 

4.3 会议控制 

叮铃铃！大家好，我是员工 CC。您已经学习如何创建会议和参加会议，那么接下来来

让我为您介绍下会议中如何进行会控操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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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进行会控前，请务必先了解常用的会控操作： 

 邀请：邀请其他与会者/会场入会 

 挂断：挂断指定与会者/会场，但与会者/会场还会已挂断状态留在会议中 

 删除：将指定与会者/会场从会议中删除 

 共享：共享桌面/白板/文档给所有与会者/会场观看 

 选看：选择自己要观看的画面 

准备工作 

在进行会控操作前，请务必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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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控操作 

 
您可以通过 4 类型的终端加入会议后进行会控操作，每类终端会控能力存在差异，请您提前了解

并根据需要选择入会方式和会控方式： 

 PC 软终端（CloudLink）：可以进行画面控制、与会者控制等操作。 

 PC web 终端：可以进行添加和呼叫与会人、查看会议详情、禁止来宾与会、锁定入会以及提

前结束会议等操作。 

 移动软终端（CloudLink）：对与会者进行观看、静音等操作，对会场进行释放主席和邀请入

会等操作。 

 TE 硬终端：不推荐使用 TE硬终端进行会议控制，遥控器操作较为复杂，仅介绍使用 TE终

端共享屏幕。 

会控操作（Web 端） 

首先为您介绍 Web 端的会控操作，您根据图形中的操作步骤即可体验丰富的会控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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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控操作（软终端） 

接下来为您介绍 PC 软终端和移动 APP 端的会控操作，您根据图形中的操作步骤即可

体验丰富的会控操作。 

 

 
原 TE软终端会议控制的操作指导请至资料下载中查看。 

会控操作（硬终端） 

最后为您介绍 TE 系列硬终端如何进行屏幕共享，您根据图形中的操作步骤即可体验。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cloudvc_dl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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