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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1.1 如何登录 WeLink 管理后台？
1. 在浏览器中输入WeLink后台管理平台地址：WeLink管理后台。

2. 您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方式登录管理后台：

– 扫码登录：打开WeLink客户端，扫码登录。

– 帐号登录：使用帐号和密码登录。步骤如下：

i. 单击登录界面右上角的 ，切换到帐号登录界面。

ii. 首先输入手机号，并填入发送给手机的验证码。单击“下一步”。

iii. 如果您是多个企业的管理员，请选择要登录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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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输入密码（该密码即为WeLink客户端登录密码），单击“登录”。可登
录管理后台。

1.2 给员工开户之后，仍然登录不上了怎么办？
您好，请登录管理后台查看员工是否开户成功：通讯录 > 员工 > 帐号状态，如果开户
失败或显示未激活，请选择勾选员工信息重新开户。

1.3 为什么登录之后只有我自己？
您好，企业中只有一个用户的情况分为2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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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自己注册了一个企业，未添加其他企业成员，如需添加成员，请登录管理后
台添加员工。

● 不是自己创建的企业，可能是企业管理员为您设置了部门权限隔离，请联系企业
管理员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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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讯录

2.1 管理员在管理后台如何添加员工信息？
请管理员通过WeLink管理后台--通讯录，或者在WeLink手机APP--管理员助手去添加
成员。具体可参考：如何添加员工。

2.2 企业管理员后台，删除多余的部门提示失败？
如果部门下有用户，不能直接删除，需要先删除用户后再删除部门。

2.3 批量导入部门信息时失败，如何处理？
您好，批量导入部门失败的原因，常见问题为以下几种：

● 用户对表格中固定行和列进行了增加、删除、修改操作，切记表格中的前3行
（1-3）和前6列（A-F）不可增加、删除、修改。

● 部门路径填写错误，第2列部门树需从企业名称开始项下层部门逐层填写，层级之
间以英文‘>>’隔开。

2.4 批量导入人员信息失败，如何处理？
您好，批量导入人员失败的原因，常见问题为以下几种：

● 用户对表格中固定行和列进行了增加、删除、修改操作，切记表格中的前3行和前
14列（A-N）不可增加、删除、修改。

● 账号填写错误，该字段不是员工所在公司的工号，第一次导入员工信息时不需要
填写。

2.5 导入失败后只需要修改失败的行吗？导入成功的行需要删
除吗？

您好，导入失败后只需要按提示修改失败行即可，已导入成功的行不需要处理，提交
时系统会自动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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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导入失败后下载的表格中【失败原因】列是否需要删除？
您好，【失败原因】提示列不需要删除，按失败原因修改后再次导入即可。

2.7 我不是管理员，想转让管理员权限，如何操作？
您好，当前默认企业第一个人注册的员工即为企业管理员，如需交接并删除自己的管
理员权限，请登录管理后台进行如下操作：

● 权限交接：登录企业管理后台，单击“设置 > 管理员权限 > 新增管理员 > 全局管
理员”。

● 权限删除：请联系新增管理员进行删除操作，登录企业管理后台， 单击“设置 >
管理员权限 > 删除”。

2.8 企业 多可以添加多少个用户？
企业管理员可在管理后台查询：单击“设置 > 权益信息 > 云服务资源数 > 购买许可
数”。

2.9 用户批量开户时，填写的部门之前没有创建的情况下是否
能够自动生成？

可以。当导入的员工部门信息与当前部门架构不一致时，自动创建新部门。

2.10 添加用户，下拉选不到邮箱？
需要管理员在管理后台添加邮箱，登录管理后台，单击“设置 > 邮箱设置 > 配置邮
箱”。

2.11 用户能退出企业吗？
● 已认证的租户，租户管理员可以管理允许成员退出企业的开关，勾选之后用户无

法自动销户退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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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勾选的状态下成员可以在移动端自行退出，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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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认证的租户，自动打开允许成员退出企业开关，用户可以自动退出，且管理
员无法进行开关的关闭。

2.12 如何修改员工个人信息（员工姓名，邮箱，部门信息
等）？

修改员工个人信息，需要管理员登录管理后台编辑。分两种情况：

● 修改单个员工信息：登录管理后台，单击“通讯录 > 员工管理”，选择要修改的
用户，单击“编辑”，可编辑员工信息。或者管理员登录手机端，在“管理员助
手”界面，单击“企业通讯录”，搜索要修改的员工，单击进入“编辑员工”界
面进行修改。

● 批量修改员工信息：登录管理后台 ，单击“通讯录 > 员工管理”，单击“导入/
导出员工”，在“导出通讯录”页签，导出企业通讯录，可批量修改员工信息
（已开户用户的手机号不能批量修改），修改完成后，导入即可。

2.13 如何更换登录手机号？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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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管理员修改：管理员登录管理后台，单击“通讯录 > 员工管理”，单击”编
辑 > 更换手机号”进行修改。管理员修改用户手机号后，基于安全增强的考虑，
用户需要重新设置密码。

● 员工自己修改：

方式一：首先需要企业管理员在后台“设置 >通讯录设置 > 员工信息设置 > 编辑
> 允许员工在客户端修改的信息”，勾选“手机号码”，然后使用该号码登录手
机端WeLink后，通过”头像 > 设置 > 账号与安全 > 绑定手机号 > 更换手机号”
修改绑定手机。

方式二：登录移动端，点击头像进入“个人中心”，再点击头像进入“我的信
息”界面。点击“手机”，点击“更改”，可更改主号码，更改后，该主号码自
动变更为登录手机号。

2.14 如何显示员工 ID？
员工ID：在您的企业启用了第三方认证登录或通讯录同步等涉及同步的功能时，可以
使用此字段作为企业系统内用户的标识字段。

PC端和移动端WeLink的个人信息中暂时都不支持显示员工ID，这个字段在员工个人信
息中属于非必填字段。企业管理员可以批量导出带有员工ID的员工数据。

2.15 我想注销我的帐号，需要如何操作？
WeLink帐号分为两种帐号，即企业帐号和员工帐号：

● 员工帐号

1. 员工帐号需依赖企业帐号存在，如需注销帐号，企业管理员可登录WeLink管理后
台，在顶部菜单栏单击“通讯录 > 员工管理”，勾选要删除的员工，单击“失效”。

2. 在跳出的弹框中，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是否需要彻底删除，然后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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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帐号

企业管理员可登录WeLink管理后台，在顶部菜单栏单击“设置 > 租户信息”，在当前
界面往下拉至底部，在“高级设置”栏，单击“解散租户”。

2.16 高管模式和部门权限的“限制其他部门查看本部门”权
限的逻辑关系或优先级是什么样的？

部门的“限制其他部门查看本部门”权限高于高管模式。

也就是如果部门的“限制其他部门查看本部门”设置为不可见，不管高管模式开启与
否，都是对外不可见的；如果部门的“限制其他部门查看本部门”设置为对某部门可
见， 再判断高管模式。

例如部门A的员工Z设置为“高管”，部门A的“限制其他部门查看本部门”为对部门B
可见，那部门B的员工是否能看到员工Z的手机号。

部门B的员工无法看到员工Z的手机号，如果部门B的员工Y设置为高管，那员工Y可以
看到员工Z的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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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企业 多能设置多少个高管？
多可以设置1000个高管。

2.18 如何进行通讯录可见范围设置？
WeLink后台管理平台地址：WeLink管理后台。

● 针对部门设置

顶部菜单栏“通讯录”下选择“部门管理”。

可在当前页面点击【添加】，添加新的部门信息；或者点击左侧选择已有的部门名
称，对其进行权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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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设置分为两种：限制本部门成员查看通讯录 及 隐藏本部门， 默认为：可查看整
个组织通讯录，并且不对其他部门隐藏。

1. 限制本部门成员查看通讯录

打开“限制本部门成员查看通讯录”后，本部门成员只能看到限定范围内的通讯录。

a. 无法查看通讯录

设置此项后，本部门内的所有成员均不可查看通讯录，若需要添加额外可见的部门/
人，请点击栏目下的“添加”按钮进行添加，添加完成后能在栏目下的灰色小字部分
看到白名单内的部门/成员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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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查看本部门及以下部门

设置此项后，本部门的成员可查看本部门及以下部门的通讯录，若需添加额外可见的
部门/人，请点击栏目下的“添加”按钮进行添加，添加完成后能在栏目下的灰色小字
部分看到白名单内的部门/成员名字（和上一步的显示效果一样）。

2. 隐藏本部门

打开此隐藏开关后，本部门将不会显示在公司的通讯录中，若需要添加额外可见的部
门/人，请点击栏目下的“添加”按钮进行添加，添加完成后能在栏目下的灰色小字部
分看到白名单内的部门/成员名字。简单来说就是隐藏功能对“白名单”内的部门/人无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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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白名单内 高上限为50，为50个对象(部门、角色或单个成员)；
2. 当白名单内添加部门/人到一定高度时，结尾会有总数显示，可把光标放在白名单上预览详细

信息，若需要再次编辑，需点击“添加”进行操作。

华为云帮助中心
常见问题-管理后台 2 通讯录

文档版本 26 (2023-04-2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



● 可见范围批量设置

顶部菜单栏“设置”下选择“通讯录设置 > 可见范围设置”，可管理查看整个组织成
员在客户端通讯录的可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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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页面包含三项：无法查看通讯录的部门/角色/成员、仅查看本部门/本角色的部门/
角色、隐藏的部门/角色/成员

点击每个项目后面的“添加”按钮，可以新增设置项；

点击项目下每条设置的后方按钮，可进行“编辑”或“删除”操作；

每个项目下面有对应的子分类，可分别点击查看。

1. 点击【添加】设置通讯录可见范围权限

在添加时，一定要注意并理解每个项目的意思。点击“添加”后，会有左右两个方
框，并留意两个方框中间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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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个为例：

在“无法查看通讯录的部门/角色/成员”下添加，目前左侧方框中添加了办公应用装备
部、陈游游。

说明

这两个标签下的部门/角色/成员无法查看企业通讯录，如果需要添加白名单，可点击右侧方框下
的【添加额外可见部门/角色/成员】进行编辑。

添加后的额外成员会在右侧方框的下面对应显示。

另外两个项目（仅查看本部门/角色的部门/角色/成员、隐藏的部门/角色/成员）的操
作方法一致。

说明

每个选择框的可选择范围是1-50，即 少选择1个， 多选择50个 (部门、角色或单个成员)。

a. 部门/角色/成员标识

文件夹为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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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人为成员：

双人为角色：

b. 设置权限范围选择部门时（角色和成员没有），点击对应部门尾部左边的“小人图
标”，即选中该部门，但是不包含子部门。

点击对应部门尾部右边的“组织架构图图标”，即可查看该部门下的子部门/成员，从
而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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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如何设置可见范围的搜索和验证权限？
WeLink后台管理平台地址：WeLink管理后台。

● 搜索栏

在顶部菜单栏点击“设置”，选择“通讯录设置 > 可见范围设置”，右上角为默认搜
索状态。

输入需要搜索的部门/角色/成员，比如“003”，对应的范围设置内会出现关于
“003”的条目，如果权限设置范围未包含“003”，则显示“暂无数据”，如下图。
需要重新搜索时，点击搜索框右侧的“重置”，中间的展示界面会恢复到刚进入时的
初始样貌。

点击“重置”后，搜索栏下方会出现搜索记录，点击任意记录可进行再次搜索，无需
手动输入（注： 近搜索只显示近五条的搜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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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权限

在“通讯录设置 > 可见范围设置”，点击“验证权限”，管理员可通过该工具验证可
见范围消息（注：每次可查询一名用户对另一名用户是否可见）。

比如输入黄忠平、杜月，点击查询按钮，“权限结果”显示黄忠平是可看见杜月的通
讯录信息。

如果“权限结果”显示暂无权限，说明黄忠平是无权查看杜月的通讯录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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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邮件

3.1 管理员如何在后台删除邮箱域名?

问题现象

管理员登录管理后台，删除邮箱域名配置时，提示“邮箱使用中，不允许删除！”。

可能原因

该邮箱配置下包含一些正在使用的邮箱，所以不能删除，需要删除或更改使用该域名
的用户邮箱地址。

解决方法：

1. 在顶部菜单栏点击“通讯录 > 成员管理”，点击下方“导入/导出”。

2. 在弹出的新窗口中点击“导出/更新成员”，再选择“导出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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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需要导出的部门，点击右下方的确定，导出一份员工信息（A）。将（A）拷贝
一份存为（B），然后在（B）中将【邮箱】这一栏的信息删除或修改为不是要删除的
域名的邮箱。

4. 在（B）内修改完毕后，将（B）导入到通讯录，此时通讯录的邮箱就全部清理或更
改了。

5. 在管理后台顶部菜单栏，单击设置 > 邮箱设置，删除下方列表中需要删除的邮箱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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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若需要新增或是更改协议，可以在（B）中更改您需要更改的信息，然后导入到
通讯录即可。

3.2 修改 exchange online 认证方式为新式认证的 AAD 管理
台设置

新增 AAD 应用注册

进入AAD管理页面下的“应用注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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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注册完成后，有对象ID、租户ID。

进行 API 权限申请

进入API权限菜单，点击“添加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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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Microsoft Graph 下的如下权限，并进行企业管理员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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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议

4.1 产品规格

4.1.1 WeLink 会议支持哪些软终端？

● 移动端，支持iOS和Android。

● PC端，支持Windows。

下载地址：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welink-download.html

4.1.2 PC 推荐配置是多少？
推荐配置：

● CPU： Intel i7 四核 3.0GHZ及以上

● 内存： 8GB及以上

● 可用硬盘空间： 8GB及以上

4.1.3 移动端和 PC 端单页 多显示几个画面？
手动多画面：PC端画面 多显示16个。

自动多画面：移动端 多显示4个画面，PC 多显示25个画面。

4.1.4 WeLink 会议支持哪些华为硬终端？
支持的华为硬终端有：TE10、TE20、TE30/40/50/60、CloudLink Board、CloudLink
Box系列、华为云会议宝（IdeaHub）系列。

4.1.5 硬终端的推荐版本是多少？
随着会议硬终端功能的丰富，会议硬终端版本在不断升级，为了拥有更优质的体验，
建议您将版本升级至以下推荐版本。

1. 登录会议硬终端设备Web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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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帮助 > 版本”中查询您的会议终端设备版本信息，请确认是否为以下推荐版
本。

● 【TE10/20】&【TE20云服务专用款】：V600R019C00SPC500

● 【TE30/40/50/60】：V600R019C00SPC300

● 【CloudLink Board/Box】：V600R019C00SPC600

1. 若不是推荐版本，请联系会议硬终端设备提供商进行升级。

4.1.6 是否支持非华为的硬终端对接？
目前已经支持以下非华为硬件终端接入：

● Cisco TelePresence SX10 版本信息 : ce 8.2.1 Final e9daf06 2016-06-28

● Cisco TelePresence SX20 版本信息 : ce 9.4.0 62bc0aa4505 2018-06-14

● Cisco TelePresence SX80 版本信息 : TC7.1.4.908e4a9

●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550 版本信息 :Release - 5.1.2-320034

● Polycom HDX 4500 版本信息 : Release - 3.1.0-23277

● Polycom HDX 6000 版本信息 : Release - 3.1.3-38278

● Polycom HDX 8000 版本信息 : Release - 3.1.5-5568

非华为硬件终端接入存在以下约束：

● 终端要手动配置SIP帐号信息，需要企业IT人员配置。

● 终端不支持抗丢包、抗抖动，视频效果会受网络影响。

4.1.7 WeLink 会议需要多大的带宽？
会议带宽与视频分辨率以及硬件终端的编解码能力有关。PC和手机 高支持到720P，
并支持网络自适应，为了保证视频质量，PC和手机 低带宽2M（对应视频帧率为20
帧/秒），建议4M，带宽低于2M视频分辨率和帧率会降低。华为硬件终端1080p 低
带宽2M，建议带宽2~4M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第三方硬件视频会议终端1080P建议带
宽3~4M。视频会议+桌面共享场景，各类终端均需要达到4M基础带宽。

带宽的要求如下：

终端类型 视频分辨率 视频帧率（帧/
秒）

带宽(bps)

移动客户端 720P(1280×720) 20 2M

移动客户端（会议+共享） 720P(1280×720) 20 4M

PC客户端 720P(1280×720) 20 2M

30 3M

移动客户端（会议+共享） 720P(1280×720) 30 4M

硬件终端 4CIF(704×576) 30 512k

720P(1280×720) 30 1M

1080P(1920×1080) 30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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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类型 视频分辨率 视频帧率（帧/
秒）

带宽(bps)

硬件终端（会议+共享） 1080P(1920×1080) 30 4M

第三方硬件终端 1080P(1920×1080) 30 4M

 

公网接入满足WeLink会议的网络指标要求即可，不强求专线网络。同时提醒客户做好
会议终端的带宽预留。

虽然华为云WeLink会议 大支持50%的视频抗丢包，但为确保音视频体验，建议网络
QoS和带宽的要求如下。

QoS项 QoS指标

时延 150ms

抖动 50ms

抗丢包率 视频50%，语音80%，数据50%，共享音频80%，共
享视频20%（不能是连续丢包）

 

对IP承载网的QoS要求，如果不能满足，通话质量将有所降低。由于IP系统是多业务系
统，承载多种业务数据。因此在进行华为云WeLink会议部署时，需着重考虑带宽占用
对原有业务系统的影响，进行合理带宽准备。

4.1.8 观看直播、录播带宽要求多大？
不同的会议视频格式对带宽有不同要求，按照1080P30 大的计算带宽要求是1个会议
2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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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操作系统及浏览器有什么要求？

● Web端

推荐使用的浏览器版本：

Internet Explorer 11及以上版本

Firefox 41及以上版本

Chrome 46及以上版本

● 硬终端Web界面

可在硬终端Web界面首页查看推荐使用的浏览器版本。

● 客户端

客户端目前支持的操作系统版本，如表1-3所示。

表 4-1 客户端对操作系统的要求

类型 要求

PC客户端
（Windows）

Windows 7（32位及64位）、Windows 8（32位及64位）、
Windows 10（32位及64位）操作系统。

手机客户端 Android 5.0~Android 9.0，iOS 9到iOS 12。

 

4.1.10 是否支持跨国视频会议？
跨国视频会议，是接入到中国的云会议服务，需要根据项目需求实际验证、评估效
果。国际互联网的稳定性和华为无关，WeLink会议通过抗丢包、抗抖动、网络自适应
等技术尽 大可能保障视频效果。

建议海外接入到中国云会议服务的网络要求：丢包（视频＜20%，语音＜60%，数据
＜20%）；时延＜150ms。

4.1.11 WeLink 会议支持跨企业沟通吗？

对方企业购买了 WeLink 会议

创建会议/会议中添加与会人时，添加合作企业的软终端电话/硬终端电话/移动电话即
可。

如何查看自己的软终端电话：

● PC端：单击右上角的 ，选择“设置 > 个人设置 > 软终端电话”。

● 手机端：我的 > 点击头像 > 软终端电话。

如何查看硬终端电话：

● 企业管理员在“WeLink会议管理平台”上添加硬终端后会记录硬终端的号码，可
联系管理员获取。

● 如果知道该硬终端的名称，可以登录客户端，在企业联系人下搜索，查看硬终端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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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企业没有购买 WeLink 会议
● 免帐号入会

创建会议后，发送会议ID、来宾密码给合作企业，对方下载客户端后免登录，使
用会议ID和密码入会。

● 电话外呼

创建会议/会议中添加与会人时，添加合作企业联系人的电话，则该联系人收到电
话来电，接听即可。

PC端还可以在拨号盘界面直接拨打联系人电话。

电话外呼功能，需提前开通。

4.1.12 国外手机号能否接入视频会议？
手机号码用于接收开户短信及WeLink通过PSTN方式呼叫，当前仅支持中国内地手机号
码。用户如使用海外及港澳台地区手机号码，可以通过匿名入会方式加入会议，PC客
户端在登录界面直接进入会议，移动端可通过短信会议链接入会。

4.1.13 华为小型会议终端接入帐号和华为中型会议终端接入帐号分
别适用于哪些硬件终端？

● 华为小型会议终端接入帐号：仅支持华为TE10终端接入。

● 华为中型会议终端接入帐号：支持除TE10外的华为终端接入。

4.1.14 华为硬件终端接入 WeLink 会议平台需要购买哪些会议资
源？

华为硬件终端接入WeLink会议平台需要购买“WeLink会议基础套餐+会议专业硬件
+硬件接入帐号”。

4.1.15 智能协同大屏接入会议，需要购买哪些资源？
智能协同大屏接入会议需要购买“WeLink会议基础套餐+智能协同大屏+电子白板会议
终端接入帐号”。

4.1.16 WeLink 会议视频画面分辨率能够达到多少？
WeLink会议分辨率根据终端网络状况自动调整，可达到的 大分辨率如下：

客户端

“WeLink会议”应用分辨率能达到720P

硬终端

硬终端型号 大分辨率

TE10 720P

TE20/30/40/50/60
CloudLink Board/Box

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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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7 WeLink 会议是否支持对接第三方会议终端管理平台？
当前不支持对接第三方会议终端管理平台。

4.1.18 并发是什么？和云会议室有什么关系？

对比项 VMR云会议室模式 会议并发模式

应用场景 周期性例行会议为主，且
与会人数相对固定。

适用企业人数多，开会灵活。

企业单会议 大可入
会方数

与实际购买的 大云会议
室方数一致。

和并发数保持一致。

可召开会议数量 购买的云会议室套餐数量
（不同VMR会议室并发数
不同，参考套餐详情）。

同一时间，各会议内与会方之
和不大于购买的并发数。

创建会议权限 只有被分配了云会议室的
用户个人帐号和设备，才
可创建VMR会议和加入会
议，其他帐号只能加入会
议。

每个WeLink帐号均可以创建会
议和加入会议。

扩容支持情况 支持重新购买更大容量的
云会议室。

支持原有基础上扩容，叠加并
发。

套餐叠加情况 支持同时购买云会议室模
式和并发模式。

支持同时购买云会议室模式和
并发模式。

特点 固定会议ID，可随时召开
即时会议。

开户数更多，更多人拥有开会
权限。

会议方数固定，只能一个
会议独占使用会议资源。

会议方数可以灵活组合，多个
会议可共用会议资源。

 

4.1.19 已经买了会议终端接入账号，是否还需要买并发？
不需要。会议终端接入账号只是可以接入会议，接入云会议室会议或并发模式会议都
可以。

4.1.20 会议免费 大容量是多少？
您好，目前会议免费 大容量是25方（单次限时45分钟）。

4.1.21 企业 大并发会议数是多少？单个会议 大与会方数是多
少？

企业下所有正在会议中的与会方数 <= 用户帐号数 + 硬终端接入帐号数

每个会议 大与会方数 = 用户帐号数 + 硬终端接入帐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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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议至少有2个与会人，所以，每个企业 大并发会议数 = （用户帐号数 + 硬终
端接入帐号数）/ 2

示例：企业A购买了19个用户帐号，1个硬终端接入帐号，则同一时间段所有会议中的
与会人数之和 大为20个。

同一时间段只有1个会议，则会议中所有与会人数之和 大为20个。

同一时间段 多有10个2人会议。

注：使用任何方式入会都会占用与会方名额，包括无帐号匿名入会、电话呼叫入会
等。超过购买的 大会议与会方数则无法再添加与会人或者创建会议

4.1.22 对于提前预约好的会议，如果后面的租户会议并发数扩容了
（比如从 100 扩到 200），在扩容之前预约好的会议，是否是根据
新的并发数（200）进行限制？

扩容后会立即生效，与会议的预约时间没有关系。并发扩容建议用户沟通客户经理协
助申请扩容。

4.1.23 WeLink 会议限制？

为提升大会场情景下会议质量，我们对大会做了如下限制，一旦会议中人数达到500
方，之后入会的人只有音频，没有视频，共享桌面可以看到。

4.1.24 买了会议并发，之前的免费并发资源还在吗?
购买了会议并发资源后，之前免费的并发资源将被回收。

4.1.25 WeLink 预约会议超过 25 个人就加入不进去，怎么回事？

您使用的是免费体验版，有25方和45分钟的时长限制，需要更多人加入会议的话如果
客户需要会议不中断需要购买会议并发数或者云会议室。

4.1.26 我预约的会议为什么只有 45 分钟？

您使用的是免费体验版，有25方和45分钟的时长限制。

4.1.27 购买了并发资源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创建会议？

企业下所有成员都能创建会议。

4.2 资源订购

4.2.1 会议套餐如何续订？

步骤1 登录华为云WeLink会议官网。

步骤2 将鼠标移到右上角用户名上。

步骤3 在下拉列表中单击“待续费产品”。

华为云帮助中心
常见问题-管理后台 4 会议

文档版本 26 (2023-04-2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4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welink.html


在“续费管理”页面找到对应订单，单击“续费”

----结束

4.2.2 会议套餐如何扩容？

● 云会议室套餐

云会议室套餐不支持扩容，客户购买前需提前预估会议方数，并选择合适规模的
云会议室。

● 并发套餐

并发数和华为硬件接入帐号支持扩容，登录华为云WeLink会议官网，单击“立即
购买”即可，会议资源可叠加。

4.2.3 会议套餐是否支持退订？

会议套餐暂不支持自助退订，建议购买前提前预估资源使用量，避免造成资源浪费。

如因特殊原因需要退订，请拨打客服热线4000-955-988或950808，咨询退订流程。

4.2.4 PSTN 资源如何购买

PTSN资源购买流程

4.2.5 PSTN 电话外呼是否占用并发资源？

PSTN电话外呼会占用并发资源。

4.2.6 会议录播空间规格如何选择？

请根据需要录制的会议时长选择对应规格的录播空间：

● 50GB： 低可录制23小时的会议

● 100GB： 低可录制40小时的会议

● 500GB： 低可录制200小时的会议

● 1T： 低可录制400小时的会

4.2.7 会议并发订购说明

购买会议并发数后，用户可以自由添加用户帐号，所有用户帐号都可登录WeLink客户
端及Web端，随时随地开启视频会议；同一时刻企业累计与会方数不可高于订购的总
并发数。

会议并发套餐不限会议时长，允许WeLink（电脑/手机）客户端和会议专业硬件接入，
支持传统电话网络接入。支持按月/年灵活购买，购买时间越长，优惠越大。

4.2.8 VMR 订购说明

提供1个网络虚拟会议室（配1个会议管理员），多种规格任您挑选。云会议室套餐不
限会议时长，允许WeLink（电脑/手机）客户端和会议专业硬件接入，支持传统电话网
络接入；固定会议ID，方便入会。支持按月/年灵活购买，购买时间越长，优惠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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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模式 套餐类型

云会议室套餐 小型会议室（10方）

大型会议室（50方）

超大型会议室（100方）

特大型会议室（200方）

特大型会议室（300方）

特大型会议室（400方）

特大型会议室（500方）

 

4.3 资源管理

4.3.1 云会议室怎么进行分配？
分配云会议室给用户

云会议室管理员可以将云会议室分配给企业内指定的用户。分配完成后，该指定用户
可作为该云会议室的会议管理员在WeLink手机/PC客户端主动召开会议并进行会控操
会议控制。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的企业管理>云会议室。

2. 单击云会议室右侧操作栏的 ，弹出“云会议室分配”窗口。

3. 选择指定的用户，为其分配该云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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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云会议室给会议硬终端

云会议室管理员也可以将云会议室分配给企业内指定的硬终端。分配完成后，该硬终
端就可以使用云会议室资源主动召开会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的企业管理>云会议室。

2. 单击云会议室右侧操作栏的 ，弹出“云会议室分配”窗口。

3. 选择指定的硬件终端，为其分配云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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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前仅支持给TE10、TE20、HUAWEI Board、HUAWEI Bar 500及HUAWEI Box系列
分配云会议室。

硬终端使用云会议室资源不能召开预约会议和录播会议，且在会议中只进行简单的会
控。

如果需要进行预约会议录播会议，可将云会议室同步分配给会议用户，由会议用户来
进行相关的操作。

分配云会议室给企业智慧屏

云会议室管理员也可以将云会议室分配给企业智慧屏（IdeaHub）。分配完成后，该
IdeaHub就可以使用云会议室资源主动召开会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的企业管理>云会议室。

2. 单击云会议室右侧操作栏的 ，弹出“云会议室分配”窗口。

3. 选择指定的IdeaHub，为其分配云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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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云会议室可否分配给多个人？
同一云会议室不支持分配给多个人。

4.3.3 云会议室资源企业下所有人都可以共享使用吗？
云会议室需要分配会议室管理员，只能会议室管理员创建会议，其他用户只能加入会
议。

4.3.4 如何查看企业下的实时并发数？
企业管理员登录WeLink PC客户端，点击PC客户端左上角头像>个人会议管理平台>企
业管理>概览>当前并发与会方数，可查看到企业正在使用的并发数。

4.4 会议管理

4.4.1 如何登录会议管理 Web 端？支持会议管理的浏览器版本有哪
些？

通过登录WeLink PC客户端，点击右上角菜单，单击“个人会议管理平台”，进入个
人会议管理平台Web页面，可进行预约会议和会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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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通过链接登录：会议管理Web地址。

推荐使用的浏览器版本

● IE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 8、9、10、11
● 火狐浏览器：Firefox 13~16、41~60
● 谷歌浏览器：Chrome 20~23、31、45~67

硬终端Web界面

可在硬终端Web界面首页查看推荐使用的浏览器版本。

4.4.2 WeLink 的云会议室 ID，随机 ID，个人会议 ID 的区别是什
么？

随机ID：会议ID随机，可防止他人随意进入会议，适用于创建安全性较高的会议。

个人会议ID：会议ID固定，方便记忆和传播，适用于快速创建会议。

云会议室ID：使用云会议室的固定ID创建会议，适用于快速创建会议。(需所在的企业
购买了云会议室资源)

4.4.3 使用个人 ID，在同一时间段内，可以同时预约 2 个会议，个人
ID 发给别人的时候，怎么区分两个会议？

个人ID预约多个会议都是同一个会议，无需区分。

4.4.4 如何一次预约连续几天同一时间段的培训会议？
会议管理平台上预约会议时，选择“周期会议”

4.4.5 如何修改或取消预订会议？
请登录WEB端，在“我的会议”中修改或取消预订会议。

4.4.6 我购买了云会议室资源，为什么开会的时候还是有时间的限制
需要分配云会议室给用户，创建会议的时候使用云会议室ID开会

4.4.7 预约会议是不是只有主持人入会后，其他人才能入会？
不是的，来宾可以在主持人入会前提前入会，在个人会议管理后台，单击“会议设置
> 个人会议设置”，勾选“允许来宾在主持人入会前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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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主持人密码和来宾密码有什么用处？

创建会议后，主持人使用主持人密码入会，来宾使用来宾密码入会。

会议过程中若主持人释放主持人权限，其他与会者想要申请主持人则需要输入主持人
密码。

4.4.9 多个人都用主持人密码入会时，谁是主持人？

第一个入会的将成为主持人，后入会的成为普通与会者。

4.4.10 电话（手机/固话）入会是什么功能？

若企业开通了PSTN通话功能，则手机/固话也可入会。

4.4.11 无法邀请与会人手机召开语音会议，被邀请方收不到任何信
息（电话），我方显示未入会？

需要向管理员申请购买开通PSTN权限后，方可进行手机号码语音会议。

4.4.12 会议模板怎么用？

您好，会议模板需要在WeLink PC客户端进行操作，目前有2种方式：

1、 新建模板：PC客户端 > 个人头像 > 个人会议管理平台 > 会议设置 >会议模板设置
>创建

2、 保存历史会议模板：PC客户端 > 个人头像 > 个人会议管理平台 > 我的会议 > 已
结束的>选中会议>保存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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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3 Web 端会控界面无法显示未入会设备的在线/离线状态？
暂不支持在Web端会控界面查看设备的在线/离线状态。

4.4.14 打开录播文件，为什么提示“视频已经被删除”？
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

● 会议结束后，录播的文件需要解析转码，时间大概和会议的时长相等。请稍后再
尝试。

● 浏览器问题，目前支持的浏览器确定有IE、谷歌和火狐，其他浏览器可能存在不
兼容的情况，导致无法打开录播文件。请更换浏览器后再尝试。

4.4.15 会控中的锁定会议功能是什么？
为了保障会议的安全性，Web端会控中提供锁定会议的功能，会议被锁定后，硬终端
和软终端均无法主动入会，通过会议ID+来宾密码或会议日程都无法入会（软终端会提
示“入会失败”，硬终端会提示“呼叫被拒绝”），只能由主持人邀请入会。

4.4.16 会控里添加与会人搜不到企业下的用户？
会议中只能搜索到同一企业联系人，请检查会控和与会人是否在同一个企业下面。若
不在同一企业下， 则选择“添加外部与会人”进行添加。

4.4.17 管理员如何查看或操作其他人的会议？
PC客户端，点击个人会议管理平台 > 进入会议管理，在管理员栏可查看历史会议或正
在召开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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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8 会控中系统自动多画面是什么？
系统根据与会方发言和入会顺序自动推送的多画面设置。广播、声控和主持人观看均
为系统自动多画面。

4.4.19 会控中的多画面设置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
会议中多个与会方之间需要面对面交流时，您可以设置多画面显示。

多画面设置示例

会议中有A（TE40-单流）、B（移动端-多流）、C（PC端-多流） 3个与会方，A为主
持人。

点击“多画面设置”。

选择“手动设置多画面”。

选择三分画面模式（画面中有3个窗口1、2、3）。

填充画面。

手动拖拽或双击与会方

将A、B、C分别拖曳至画面窗口1、2、3，或分别双击A、B、C，使画面窗口按顺序自
动填充。

自动填充与会方

点击“更多 > 自动填充剩余小画面”，可将与会方画面自动填满剩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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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更多”，可以选择清空或保存当前画面布局。

点击保存。

A和C的画面为三分画面模式，窗口1中显示A与会方、窗口2中显示B与会方、窗口3中
显示C与会方。B的视频画面为终端自行处理的多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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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当前设置了主持人轮询，则需要“停止轮询”，点击“主持人观看多画面”，A才
能观看手动设置的多画面。

如果被点名/广播的与会方是单流终端，则在设置好多画面后需点击“广播多画面”，
该与会方才能观看手动设置的多画面。

点击“声控多画面”，可取消全场静音，进入自由讨论的模式。

4.4.20 会控中的主持人轮询是什么意思？

会议管理员设置主持人轮询后，会议主持人的视频画面将固定为单画面并按顺序轮流
显示各个与会方，画面切换时间间隔为自定义设置的时间。普通与会方画 面保持不
变，不受影响。

比如说会议中有A、B、C、D 4个与会方，A为主持人。点击“主持人轮询”，设置轮
询显示时间（20s）。效果如下：

主持人A观看画面：B、C、D 3个与会方会场画面按顺序每隔20s轮流播放。

与会方B、C、D观看画面：保持原有画面不变，不受影响。

4.4.21 会议中为什么不能录制？

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1，免费体验版welink需要购买会议录播空间才能用会议录制

2，购买了会议录播空间，会中身份为普通会议者。

说明：只有会议主讲人才可以开启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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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 会议结束后，打开录播的文件为什么提示“文件正在转
码”？

会议结束后，录播的文件需要解析转码，时间大概和录播时长吻合 ，比如会议录播了
一个小时，在一个小时后才能打开录播文件。

4.4.23 会议中与会人数对录播的文件大小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只有会议的视频格式、是否录制辅流及录制时长会影响文件大小。

4.4.24 录制文件的格式是什么？
录制的文件格式为MP4。

4.4.25 录播功能会录制哪些内容？
录制系统默认设置的多画面内容，包括视频和数据会议。

4.4.26 下载的录制文件中有两个文件夹，分别是什么内容？
● 如果选择下载高清视频，则下载的录制文件中有两个文件夹，第一个是会议中共

享材料的画面，第二个是会议高清视频画面。

● 如果选择下载标清视频，则下载的录制文件中只有一个文件夹，会议标清画面和
共享画面在同一个文件中。

4.4.27 客户购买录播空间后，到期未续费，录制文件是否被系统自
动删除？

录播空间到期未续费，系统不会自动删除录制文件。由运营和客户确认后，再进行数
据清理。

4.4.28 会议录制文件从哪里下载？
会议完成后会有短信邮件给会议发起人提示观看下载链接，也可以通过PC客户端点击
个人头像进入个人中心--个人会议管理平台 -我的录制-操作，即可观看下载录制的会
议文件。

4.4.29 会议录制、加入会议等的提示音无法关闭?
暂时不支持关闭会议录制和加入会议的提示音

4.4.30 语音会议中有共享，录制的信息只有声音没有共享画面？
当前语音会议不支持录制共享，建议使用视频会议录制共享内容。

4.4.31 会议中有其他人共享，主持人怎么能把其他人的共享停掉？
主持人可锁定共享，此时有其他用户正在共享，将被取消共享。或者主持人点击共享
挤掉对方的共享。

说明

若设置了锁定共享，会议中仅主持人可以发起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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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 会议时间已经开始，无法进入会议，提示：当前会议还未召
开，请耐心等待？

主持人设置了不允许与会者在主持人之前提前入会，需要预订会议的主持人入会之
后，其他与会者就可以正常入会了。

4.4.33 已经结束的会议，怎么导出与会人信息？
点击PC客户端左上角头像>个人会议管理平台>个人>我的会议>已结束的，选择需要导
出的会议，操作项点击导出会议详情。

4.4.34 怎么查看我当前企业下的录播空间使用量？
点击PC客户端左上角头像>个人会议管理平台>管理员>企业管理>概览>录播空间。即
可查看到当前企业下实时的录播空间使用量。

4.4.35 创建的会议如何修改密码或取消密码？
1.个人会议，登录到个人会议管理平台>会议设置>个人会议设置。点击编辑，修改来
宾密码，点击保存。置空来宾密码则可取消密码。

2.云会议室会议，登录到个人会议管理平台>会议设置>云会议室设置。点击编辑，修
改来宾密码，点击保存。置空来宾密码则可取消密码。

3.随机ID会议，创建会议时在来宾密码出直接修改，关闭来宾密码选项即可取消密
码。

4.4.36 发起会议或预约会议时，允许入会的三个选项分别代表什么
意思？

“允许入会”可以设置允许与会人员范围。

1.所有人：企业内外用户都可以通过会议ID和会议密码加入会议。

2.仅企业内人员：只有企业内部员工才可以通过会议ID和会议密码加入会议，企业外
部人员无法入会。

3.仅会议邀请人员：只有被邀请的成员才可以加入会议，未被邀请的人员无法加入会
议。

4.4.37 怎么开通会议录制功能？
会议录制功能是增值服务，需要在官网进行购买录播空间才可以使用。点击此处购买

4.4.38 如何删除录制的会议文件？
1.在PC端-个人头像-左上角头像>个人会议管理平台>个人>我的录制。选择需要删除的
会议文件，操作列点击垃圾桶图标进行删除，也可勾选需要删除的会议文件，点击左
上角删除按钮批量删除。

2.企业管理员可以在PC端-个人头像-左上角头像>个人会议管理平台>管理员>会议管理
>录制文件，删除企业下所有会议录制文件。

说明：删除操作前建议对要删除的录制文件下载保存到本地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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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9 录制空间未满但剩余容量很少了，会议开启录制后，达到容
量上限后会中断录制吗？

不会中断，仍可正常录制直到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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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微

5.1 管理员如何配置小微智能推送？
步骤1 管理员登录WeLink管理后台，在“智能”下拉菜单，单击“小微助手”。

步骤2 单击小微首页中的“立即创建推送”按钮，进入配置页面。

步骤3 配置推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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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样式：支持文字和图文样式。

● 标题：即为员工WeLink收到推送消息的标题，建议控制20字符以内（支持选择
We码快速生成标题和We码链接）。

● 图标：可为空，支持自定义上传。支持jpg、jpeg、png、gif、png格式的图片，
建议尺寸为24x24px。

● 链接：员工收到推送后，点击消息可以直接跳转。跳转地址可以是一篇文章链
接、We码地址或者H5链接。

● 推送方式：支持立即推送和定时推送。如果是定时推送，可以选择推送日期时
间。

● 推送范围：选择推送人员，可以按组织部门或者指定具体员工，还可以导入人员
名单。

● 选择“高级设置”可以对推送的分类、语言、展示时长进行设置。

– 分类：默认显示“小微提醒”，租户可以自定义。

– 支持语言：支持中文，英文两种语言展示（配置支持英文的推送需要设置英
文版标题和链接）。

– 内容展示时长：您希望该推送内容在员工手机端驻留的时长。例如希望停留1
天，则设置为24小时。

步骤4 配置完成后，您可以单击“手机预览”，快速给自己或者相关同事的手机端发送该配
置内容，用于快速验证信息正确性。

步骤5 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可以将创建的推送保存至推送列表，标记状态为
“草稿”。点击操作栏的“推送”按钮可以再次对草稿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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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配置完成后，单击“推送”按钮，出现弹窗确认界面，单击确认即可完成消息推送或
进入审核阶段。若审核流程已开启，则会出现弹窗，提示等待管理员审核。

步骤7 管理员可以在审核列表查看待审核的推送，可以“查看详情”“同意”或“驳回”。

滑动界面上面的 ，管理员发布
的任务将直接发布，不需要审核。

● 单击“同意”即代表审核通过，正式发布该推送任务。系统会在设定的时间给推
送名单中的用户推送情景内容消息。

● 单击“驳回”即审核不通过，撤回该任务。

----结束

5.2 如何配置小微语音跳转到企业自有应用？
例如您的企业自建了“考勤打卡”的应用，希望小微语音技能“打卡”可以指向自建
应用上，需要在小微管理后台的“意图配置”中更改指令地址。

步骤1 管理员登录WeLink管理后台，在“智能”下拉菜单，单击“小微助手”。

步骤2 单击左侧菜单“对话意图 > 意图配置”，展示小微所有技能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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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通过搜索框，输入技能名，快速查找需要更改的技能。

步骤4 在需要更改的技能后，选择“指令”，进入指令配置页面。

步骤5 单击“编辑”按钮，找到“指令配置”栏目，按以下内容填写，如图所示。

按照模板格式更改处理结果，其中androidUri代表Android客户端跳转链接、iosUri代
表ios客户端跳转链接，将自身企业应用链接替换其中原有链接即可。

步骤6 单击保存，立即生效。

----结束

5.3 如何自定义小微问答？
步骤1 管理员登录WeLink管理后台，在“智能”下拉菜单，单击“小微助手”。

步骤2 单击左侧菜单“对话意图 > 问答配置”，进入问答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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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支持单个添加问答和批量添加问答。

● 单个添加问答

a. 在问答配置界面，单击“新增问答”。进入新增问答界面。新增问答的参数
解释如表5-1所示。

表 5-1 参数解释

参数 说明

所属分类 问题所属类别。按照实际业务领域
进行归类，以便后期维护。

可选择现有的分类。或者在问题配
置界面，单击“新增分类”，添加
新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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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问题 即问答知识对中的问题部分，将作
为问答知识的标题进行展示，建议
使用 常用的标准问法。

相似问法 问题对应的相似说法，命中相似的
问法也会采用该问答知识对应的答
案。

小微播放提示语 命中该问题之后，端侧小微会进行
播报的语句，默认为“为您找到以
下答案”，支持自定义，如“为您
找到考勤异常相关的答案”“正在
为您打开考勤打卡”等。

答案方式 目前支持链接跳转，富文本回复，
文本回复三类。

▪ 链接跳转即命中该问答直接跳转
到链接对应的界面，支持选择应
用一键传入链接

▪ 富文本回复支持带格式的文本以
及图片

▪ 纯文本回复则为不带格式的文本
回复

快捷按钮 快捷按钮可以用来添加与该问题场
景相关的链接，比如入职类问题，
可以添加“新员工之家”，“发薪
账户维护”等入职场景相关链接
多支持添加三条快捷按钮。

 
b. 单击“保存”则将该条记录保存到本地，不会立即生效。单击“保存并启

用”则会在保存的时候启用该问答，即时生效。

c. 生效后，登录客户端，下拉弹出小微，说“恢复出厂设置”，展示效果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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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导入问答

a. 在问答配置界面，单击“批量导入”。

b. 单击“下载模板”，按模板要求输入正确的问答。

c. 单击“点击上传文件”，将表中的问答批量上传。

d. 在批量导入结果页面可以查看导入情况，批量导入默认导入后直接启用，可
以对导入失败/启用失败的问答对进行修改并重新添加/重新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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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问答添加成功后，可对问答进行编辑、启用/停用、移动或者删除操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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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用

6.1 管理员后台“投票”如何使用？
1. 管理员在管理后台“应用 >应用管理”中找到或者搜索“投票”应用，并通过上

线“投票”应用发起投票。

2. 单击“进入后台”，可查看投票详情、导出投票结果。

6.2 如何自建企业应用？
企业可根据自有的业务场景自建We码应用。应用成功发布后会显示在自建应用页面。

单击“到开放平台创建”，参考开发文档自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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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如何将自建应用上架到应用市场？
企业可将自建We码应用上架到WeLink应用市场。

企业应用发布流程请参考应用上架WeLink市场指导。

6.4 怎么设置员工之间手机号相互不可见？
您好，需要企业管理员登录管理后台：通讯录 > 员工 > 编辑 > 隐藏手机号。

6.5 We 码包含哪些应用？
We码包括审批（请假、加班、外出公干）、考勤（打卡）、会议、投票等应用。

6.6 如何导出审批数据？
审批包含请假、加班、出差、补卡、外出公干、外来接待、用车申请等工作流，同时
支持企业创建应用。

管理员可在管理后台 > 应用 > 应用管理 >审批 > 进入后台 > 数据导出，导出审批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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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如何创建自定义流程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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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审批管理里的“可见范围”和“表单管理员”是什么意
思？

● 可见范围：表示设置了可见的员工或者部门，才可以在客户端看到该表单。

● 表单管理员：设置该表单的管理员，规则如下：

– 同一表单可设置多个表单管理员。

– 表单管理员只能管理自己负责的表单，无法访问管理其他表单。

– 可将任意成员设为表单管理员。

6.9 考勤套件是什么？
考勤套件是WeLink提供的一些常用的考勤模板，在自定义考勤流程的表单设计的时
候，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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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会务通是什么？
WeLink会务通是适用于组织各类例会/大会/晚会活动的一站式会务管理平台，集成会
务资讯、会务卡片、签到抽奖，联动 投票、直播、视频会议等业务应用，有力串联
“前中后” 三个会议场景，帮助会务组织者高效执行会务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工作。

使用会务通方案您可以享受如下服务：

● 与会人员管理

● 发布会务资讯

● 签到抽奖

● 会务群组

● 业务卡片

● 其它相关会务应用

6.11 会务通管理后台地址是什么？
https://welink.huaweicloud.com/huiwu

6.12 个人会务后台和会务通管理后台分别有什么作用？
● 个人会务后台：个人会务后台一般是会务管理员管理的平台，会务管理员可在个

人会务后台创建大会，管理与会人员，发布会务资讯，创建会务群组，设置会务
卡片，发布签到抽奖。会务管理员登录WeLink管理后台，在“应用 > 应用管
理”，找到会务通，进入会务通后台，单击右上角的“进入我的会务管理”，即
可进入个人会务后台。

● 会务通管理后台：会务通管理后台一般是会务应用管理员管理的平台，会务应用
管理员可在会务管理后台，审批谁可以使用会务应用，并可查看全公司使用会务
应用情况。在个人会务平台，单击右上角的“进入我的企业管理”，可进入会务
通管理后台。

6.13 会务通的基本能力有哪些？首期集合了哪些产品？
会务通是给会务组织者使用的一站式会务管理平台，用户对象是会务组织者。

会务组织者通过会务通We码快速申请创建和管理会务，首期会务通服务集成了卡片、
群组、资讯、签到抽奖等功能。

6.14 会务通的签到抽奖增加了哪些能力？
1. 会务管理员可在后台手动添加签到人员。

2. 会务管理员可限制签到人员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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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会务通的人员权限一共有几个级别，分别是什么？
一共有六个人员权限：全局管理员、应用管理员、会务通应用管理员、会务管理员、
会务组成员、与会者。

权限如表6-1所示：

表 6-1 权限说明

企业中的岗位角色 权限角色 主要权限

管理企业的WeLink后台
高权限管理员。一般为IT
同事。

企业全局管理
员

审批谁可以用会务应用，可以使用会
务通管理后台，可以查看全公司使用
会务应用情况。

管理WeLink后台应用的管
理员。

一般为IT同事。

应用管理员 审批谁可以用会务应用，可以使用会
务通管理后台，可以查看全公司使用
会务应用情况。

管理WeLink后台应用的管
理员。

一般为IT同事。

会务应用管理
员

审批谁可以用会务应用，可以使用会
务通管理后台，可以查看全公司使用
会务应用情况。

需要组织会务的人员。一
般为公司行政、秘书等会
务组织者。

会务管理员 可以使用会务应用，创建大会，可以
使用个人会务后台。

需要辅助组织会务的人
员。一般为公司行政、秘
书等会务组织者。

会务组成员 可以使用会务应用，编辑某个大会内
容，可以使用个人会务后台。

参加会议的人。 与会者 享受会务通带来的会务服务。

 

6.16 会务通的资讯内容可以在哪几个地方呈现？
会务管理员通过通知中心，会务群组及小微推送会务资讯。

6.17 会务通支持移动端和 PC 端吗？
支持。

会务管理员可在个人会务后台和移动客户端创建大会，添加会务组成员，创建IM互动
群，发布群资讯等。

会务组成员可登录移动和PC客户端，可在IM互动群交流互动：发送消息，图片，语
音，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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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会务通的卡片配置简单的地方在哪？
1. 相对于传统的业务卡片配置，会务通的卡片配置操作步骤更清晰简单。

2. 会务通的卡片链接配置集合了会务资讯及直播，会议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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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众号

7.1 管理员在企业管理后台完成公众号菜单设置后，移动端无
法立即生效？

管理员在企业管理后台完成公众号菜单设置后，移动端需重新登录才能生效。

7.2 微信公众号编辑器的软文拷贝到管理后台的文章编辑框后
显示不正常？

原因分析

目前企业管理员后台文章编辑器支持文本和常规图片黏贴，暂时还不支持微信公众号
里的一些特殊格式，如需黏贴特殊格式，请按以下方式操作。

解决方法

1. 在微信公众号文章编辑页面按F12键显示调测窗口，在“Elements”菜单中点击
“rich_media_content”元素，右键选择“Copy>Copy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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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复制的内容粘贴在WeLink管理后台的“知识>写文章”的“文本”（编辑框右
上角选择“文本”）视图编辑框中。

3. 切换为“可视化”（编辑框右上角选择“可视化”）视图，即可查看拷贝的软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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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管理员后台如何查看客户端用户发送给公众号的全部消
息？

1. 进入管理后台，单击“知识 > 公众号”，进入要查看的公众号。

2. 进入“管理 >消息管理”，即可查看用户向该公众号发送的全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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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企业注册

8.1 如何注册 WeLink 企业？
您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注册企业口：

1. 使用实名认证的账号登录华为云官网。选择“产品 > 企业应用 > 企业协同 > 华为
云WeLink”，进入华为云WeLink首页。您也可以直接单击华为云WeLink，进入
首页。

2. 使用未注册的手机号登录手机WeLink会提示去注册企业，点击”注册企业”即
可。

注册企业 终跳转的网址都是同一个，注册时需要填写企业名称、联系人姓名、联系
人邮箱。

注册完成后在官网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welink-
download.html，下载客户端（电脑端或手机端）就可以使用了。

8.2 注册的企业名称命名规范是什么？
不能包含以下字符"^[^\\s#%&'\\+;<>=\\\\\/'？?……]+$

8.3 一个手机号能注册多个企业吗？
一个手机号只能注册10个企业，直接成为企业管理员。

一个手机号对应的帐号能存在于多个企业。

可以在“管理后台 > 设置 > 管理员权限”，修改管理员权限、新增管理员，一个帐号
可以是多个企业的管理员，即一个帐号管理多个企业。

8.4 如何进行 WeLink 企业实名认证？
企业进行实名认证后，可获得免费试用企业直播，企业开户人数可达50000人及企业个
性化设置三大权益。

企业账号实名认证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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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管理后台首页的“立即认证”或者单击“设置 > 企业信息”，在企业中文名
称后，单击“实名认证”。

2. 此时分四种情况：

– 没有华为云账号

可使用WeLink免登华为云，直接进行实名认证。

进入实名认证界面，单击“没有华为云账号”，进入下一步5。

– 已有华为云账号但未确认绑定WeLink企业

可登录华为云账号绑定WeLink企业，再进行实名认证。

进入实名认证界面，单击“已有华为云账号”，进入下一步3
– 已有华为云账号但未绑定WeLink企业

进入实名认证界面，单击“继续”。进入下一步3

华为云帮助中心
常见问题-管理后台 8 企业注册

文档版本 26 (2023-04-2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9



– 已有华为云账号且已绑定WeLink企业

进入下一步5
3. 登录华为云账号。

4. 绑定WeLink企业。

单击“立即绑定”，即可绑定WeLink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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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后续需要更换绑定的华为云帐号，在管理后台，单击“设置 > 权益信息”，在
下方的“已绑定华为云账号”，单击“更改”。即可更换绑定的华为云帐号。

5. 企业华为云账号实名认证。

a. 在企业华为云账号实名认证界面，选择“企业账号”。

b. 企业账号实名认证分为银行对公账户认证和企业证件认证两种方式，总体流
程如下：

华为云帮助中心
常见问题-管理后台 8 企业注册

文档版本 26 (2023-04-2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1



▪ 通过银行对公账户认证，点此查看。

▪ 通过企业证件认证，点此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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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置

9.1 一个企业能不能同时拥有多个管理员？
可以的。登录管理后台，在“设置 > 管理员权限”界面，可添加多个企业管理员。

9.2 云尊享是私有化部署吗？
不是，WeLink云尊享是公有云部署，仅云尊享客户端是企业专属APP。

9.3 云尊享可以购买永久授权吗？
不支持，云尊享仍然是SaaS服务，需要按年购买和续费。

9.4 WeLink 公有云标准版本和云尊享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WeLink云尊享包括尊享权益、尊享实施服务、尊享管理服务等专业服务，购买尊享权
益，拥有专属企业文化，提供尊享设计、企业专属APP、尊享应用商店、尊享版本管
理、专属短信模板、专属登录认证等尊享设置。

尊享实施服务、尊享管理服务属于专业服务，辅助WeLink云尊享的项目交付，当客户
IT实施能力不足时，推荐购买尊享实施服务、尊享管理服务，WeLink将为客户组建专
家团队，为客户提供云尊享专业服务，从环境搭建、申请准备、应用管理到集成定制
的端到端交付过程实施和管理，保障云尊享APP多端版本的功能更新、版本运维和交付
质量。

功能模块 功能说明 vs标准版WeLink

1.1尊享设
计

应用名称&可自己设置、登录页
LOGO&引导页&登录页&宣传页&闪
页&默认插画页均可根据企业文化
进行设计后替换，主题色可修改，
应用菜单栏图标支持

修改排序

标准WeLink：不可修改

云尊享：可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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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 功能说明 vs标准版WeLink

2.1 企业专
属APP

提供多端尊享企业APP定制，包括
Android、Windows
1）尊享APP不上架应用市场，提供
企业内应用商店下载站点，进行企
业内部分发

2）尊享APP定制需要遵循
《WeLink品牌定制说明》规范和定
义

标准WeLink：应用市场或华为
云WeLink官网下载及更新

云尊享：企业内专享站点下载
及更新，不支持上架应用商店

2.2 尊享应
用商店

提供企业和组织内应用下载站点，
支持抢鲜体验WeLink 新版本

标准WeLink：应用市场下载并
更新

云尊享：管理员控制企业内分
发下载与版本更新，定制应用
功能与标准版WeLink功能保持
同步

2.3 尊享版
本管理

提供包括集成测试、安全测试、版
本管理、应用发布等全流程自动化
定制流水线

标准WeLink：不支持

云尊享：云尊享平台完成全流
程自动化定制流程流水线，形
成版本，但需云尊享管理员进
行定制修改信息测试后操作正
式发布更新

3.1 尊享设
置

1）专属短信模板：包括配置短信签
名，自定义短信内容，更新企业内
应用商店下载站点链接，支持开户
短信、会议邀请短信、激活短信、
唤回短信

2）专属登录认证：支持跳过手机号
和验证码校验步骤，员工在移动端
和PC端均直接通过企业SSO联邦认
证，直接登录云尊享APP

标准WeLink：短信签名为
WeLink，短信内容为WeLink固
定模板；登录认证模式必须保
持双因子安全校验

云尊享：可定制短信签名及内
容（开户通知、新消息通知、
会议通知短信）；支持跳过手
机号和验证码校验步骤，直接
登录

 

9.5 云尊享支持哪些客户端，可以发布到公开的应用市场吗？
支持iOS/Android/Windows客户端，Mac客户端敬请关注，各个云尊享客户端均不支
持发布到任何公开应用市场，仅限于通过云尊享服务提供的尊享应用商店进行应用版
本的管理和发布。

9.6 云尊享可以做定制开发吗，客户自己能不能开发云尊享客
户端？

客户原始业务迁移产生的SDK集成定制，云尊享APP客户端不支持非标准前端SDK服务
的集成、接入、定制、开放等，不支持自己修改云尊享APP，不支持代码集成，不支持
APP内嵌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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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尊享的定制开发指的是，通过WeLink开放平台能力进行业务开发和集成，实现
H5/We码/卡片等业务开发模式；WeLink严选市场提供品质SI服务商，提供一站式应用
咨询/集成/定制/部署服务，供客户自由选购。

9.7 如果应用系统出现问题，你们会帮我们解决吗？
会，云尊享的售后服务包括两部分，一是由SI集成服务商提供的，二是由WeLink团队
提供，优先享受客户服务通道。

9.8 申请云尊享，我需要准备哪些东西？
云尊享APP需申请独立的企业自有的APP基本信息、各个第三方开发者平台配置信息、
企业签名证书（包括iOS和Android各大手机厂商）。

1. 定义云尊享APP基本信息：

名称 值（举例）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pp中文名 WeLink

App英文名 WeLink

App ID com.huawei.welink

 
2. 申请第三方开发者平台配置信息：开发者需要使用指定APP名称的应用APPID及签

名证书信息去第三方平台申请对应服务的配置信息：

名称 备注

华为推送HMS AppID 开发者需使用指定APP名称的应用APPID及签名证书
信息前往第三方平台申请对应服务的配置信息。

详情请参考各自第三方服务的开发者网站：

华为开放平台：https://developer.huawei.com/
consumer/cn/hms

小米开放平台：https://dev.mi.com/console/

OPPP开放平台：https://open.oppomobile.com/

VIVO开放平台：https://dev.vivo.com.cn/

微信开放平台：https://open.weixin.qq.com/

高德开放平台：https://lbs.amap.com/

苹果推送：https://developer.apple.com/

Apple ID 登录统一入口：https://
appleid.apple.com/#

Apple 开发者账号登录地址https://
developer.apple.com/account/

华为推送AppKey

小米推送AppID

小米推送AppKey

小米推送App Secret

OPPO推送App Secret

OPPO推送AppKey

OPPO推送MasterSecret

VIVO推送AppID

VIVO推送AppKey

VIVO推送App Secret

微信注册的Ap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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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备注

高德注册的AppKey
(Android)

高德注册的AppKey (iOS)

APNS-TeamID

APNS-Key ID

APNS-Key File

 

9.9 我的企业购买了云尊享服务，我的员工去哪里下载云尊享
应用，可以直接从标准 WeLink 直接升级过来吗？

由于云尊享APP和标准WeLink不是同一个APP，云尊享APP无法直接通过标准WeLink
进行升级，企业员工需要重新安装云尊享APP，企业管理员需在企业内进行云尊享APP
的安装推广运营活动。云尊享服务提供了企业专属应用商店站点，可以由企业管理员
统一负责分发站点链接或者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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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

10.1 企业管理后台兼容的浏览器和版本？
推荐使用以下浏览器版本登录企业管理员后台：

Internet Explorer 11及以上

Chrome 60及以上

10.2 WeLink 是否支持企业认证对接？是否支持 LDAP 方式
对接？

支持。管理员在管理后台开启认证功能后，需要企业的认证系统提供接口进行开发对
接，详细可以参考开发者指南。

一般不推荐采用LDAP对接，LDAP通常用于是企业内网对接。

10.3 如何检查企业自定义邮箱设置是否正确？

问题分析

对接企业自定义的邮箱系统，需要提供企业邮箱的微软EAS协议或者标准的IMAP/
SMTP协议和对应的端口号。

如果在登录的时候发现一直提示错误，通常是提供的服务器地址和端口不对。

建议在WeLink后台管理上设置企业自定义邮箱之前，使用以下方法检查邮箱的服务器
地址和端口是否正确。

解决方法

使用手机（Android和iOS都支持）自带Email客户端验证，以Android手机为例。

1. 打开手机自带的Email。
2. 选择【添加帐户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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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企业邮箱的【账号】和【密码】。

4. 选择【IMAP】协议。

5. 填写【接收服务器地址】和【接收服务器端口】，点击【下一步】。

注：接收服务器地址，一般会自动给出，先验证通道加密端口993，如果不行就用
通道不加密端口143。

a. 如果993和143都提醒连接服务器失败就表明，客户企业邮件后端未开启
IMAP协议，需要和客户邮箱管理员确认是否开启了IMAP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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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993可以就说明，企业邮箱支持SSL安全通道加密；如果143可以就说
明，企业邮箱通道未加密传输

6. 填写【发送服务器地址】和【发送服务器端口】，点击【下一步】。

注：发送服务器地址，系统已给出，先验证通道加密端口465，如果不行就用通道
不加密端口25。

a. 如果465和25都提醒连接服务器失败就表明，客户企业邮件后端未开启SMTP
协议，需要和客户邮箱管理员确认是否开启了SMTP发送邮件协议

b. 如果465可以就说明，企业邮箱支持SSL安全通道加密；如果25可以就说明，
企业邮箱通道未加密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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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跳转到下面这个页面，说明发送和接收的服务器地址和端口都是正确的。

注：记住这些发送和接收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在WeLink后台管理上填写

8. 创建成功后，给自己发一封邮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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