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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规格

1.1 视频会议需要的带宽是多少？
公网接入满足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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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华为云会议最大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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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网络 QoS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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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带宽的要求（视频会议+桌面共享场景，各端需要 4M 带宽。对于纯视频（没有
共享桌面）的带宽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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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客户端 720P(1280×720) 20 2M

30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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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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IF(704×576) 30 512k

720P(1280×720) 30 1M

1080P(1920×1080
)

30 2M

 

1.2 视频会议支持哪些软终端？
● 【华为云会议】移动端，支持iOS和Android。

● 【华为云会议】PC端，支持Windows和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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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视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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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查看硬终端产品介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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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议TC7.3.6及以上版本

●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550 版本信息：Release - 6.2.0-440582

● Polycom HDX 4500 版本信息 : 建议3.1.7及以上版本

● Polycom HDX 6000 版本信息 : 建议3.1.7及以上版本

● Polycom HDX 8000 版本信息 : 建议3.1.7及以上版本

● Polycom HDX 7000 版本信息 : 建议3.1.7及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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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PC 推荐配置是多少？
推荐配置：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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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 Intel i7 四核 3.0GHZ及以上（注：i5双核4线程及以下配置，受限于CPU处
理性能，视频只能达到360P，接收到的视频分辨率也同样受制于本地带宽和对端
带宽）

● 内存： 8GB及以上

● 可用硬盘空间： 8GB及以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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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客户端对操作系统的要求

类型 要求

PC客户端 Windows 7及以上（32位或64位），MacOS 10.12及以上版
本

手机客户端 Android 6.0及以上，iOS 10.0及以上版本

 

1.7 是否支持跨国视频会议？
支持。跨国视频会议，是海外用户接入到中国的云会议服务进行会议。依托于华为云
全球布局网络基础设施能力，会议接入点覆盖亚太、欧洲、非洲、南美、北美、俄罗
斯等大洲，已服务超过140多个国家用户接入的跨国会议需求。基于云原生媒体网络，
利用分布式网络架构、融合型边缘节点、智能路由策略等特性，可以智能探测选择到
最优、最近加速节点入会，降低访问延迟，更稳定、更可靠。让全球各地都可以享受
最优的视频会议接入体验。但会议质量仍受本地网络影响，当本地网络不稳定时仍可
能存在卡顿等问题。华为云会议通过抗丢包、抗抖动、网络自适应等技术尽最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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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动 < 50ms，时延＜
400ms，丢包<5%。

1.8 云会议支持跨企业沟通吗？
支持。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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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企业购买了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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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左上角的头像，选择“个人信息 > 终端号”。

● 手机端：我的 > 点击头像 > 软终端号。

如何查看硬终端电话：

● 企业管理员在“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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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企业没有购买华为云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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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电话外呼功能，需提前开通。

1.9 云会议可以使用企业自身的通讯录吗？
华为云会议可使用企业自身的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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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

“华为云会议”应用分辨率最大能达到1080P。有需求的企业客户可以提交工单申
请，审核通过即可享受1080P高清分辨率。

硬终端

硬终端型号 最大分辨率

TE10 720P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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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终端型号 最大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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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P

 

1.11 软终端最多显示多少个画面？
画廊模式最大支持25方视频画面，支持翻页。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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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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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00R019C00SPCc00

● 【TE30/40/50/60】：V600R019C00SPC900

● 【CloudLink Board】：20.0.1.SPC1

● 【CloudLink Bar 300】：20.1.103.SPC10

● 【CloudLink Bar 500】：20.0.1.SPC1

● 【CloudLink Box 300/600】：20.1.103.SPC10

● 【CloudLink Box 500/700/900】：20.0.1.SPC1

● 【DP300】：V500R002C00SPCg00

3. 若不是推荐版本，请联系会议硬终端设备提供商进行升级。

1.13 华为云会议是否支持对接第三方会议终端管理平台？
华为云会议当前不支持对接第三方会议终端管理平台。

1.14 管理平台中只能看到部分历史会议记录？
管理平台中可显示近6个月或12个月的历史会议记录。

1.15 可以将云会议室分配给哪些硬件设备？
目前支持将云会议室分配给TE10/20、CloudLink Board/Bar/Box、电子白板、智慧屏
TV、IdeaHub。

暂不支持将云会议室分配给TE30/40/50/60。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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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云会议如何保证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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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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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云会议
常见问题 1 产品规格

文档版本 0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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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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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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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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云会议如何保证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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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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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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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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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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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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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订购

2.1 华为硬件终端接入云会议平台需要消耗或购买哪些会议资
源？

华为硬件终端接入云会议平台还需要购买或消耗“并发或者云会议室资源+会议专业硬
件+硬件接入帐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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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会议用户仅购买了直播端口可以发起会议直播吗？
不可以。

会议直播为会议增值服务，需同时购买直播端口和第三方会议直播间才能发起会议直
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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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可录制23小时的会议

● 100GB：最低可录制40小时的会议

● 500GB：最低可录制200小时的会议

● 1T：最低可录制400小时的会议

华为云会议
常见问题 2 资源订购

文档版本 0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



2.5 会议套餐如何续订？
步骤1 登录云会议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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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4 在“续费管理”页面找到对应订单，单击“续费”。

----结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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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华为云会议官网，单击“立即购买”
即可，会议资源可叠加。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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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企业管理员在“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添加会议用户时提
示“添加用户数达到上限”该如何解决？

建议采用以下方式：

● 无会议帐号的用户可选择匿名入会的方式入会。

● 购买更大会议并发资源或者云会议室资源增加会议用户数。

2.9 智能协同大屏接入会议，需要购买或消耗哪些资源？
智能协同大屏接入会议需要购买或消耗“并发或者云会议室资源+智能协同大屏+电子
白板会议终端接入帐号”。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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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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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如何申请网络研讨会测试资源？
● 前提条件

a. 您需要先注册华为云账号和华为云会议账号。若无相关账号，请先注册华为
云账号和华为云会议账号。

b. 使用华为云账号登录华为云会议控制台，绑定华为云会议账号。

● 申请步骤

a. 使用华为云账号登录华为云会议控制台。

b.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POC测试申请”。

c. 在POC测试申请界面，点击“POC测试申请”按钮。

d. 选择“产品POC测试”，将相关信息填入申请表单，请在“使用场景”中填
写“申请网络研讨会测试资源”，点击“提交申请”。运营人员完成审批
后，您将收到短信提醒。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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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研讨会测试资源申请成功后，具体使用操作请参考分配网络研讨会资
源。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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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帐号密码

3.1 如何找回会议用户密码？
● 通过“华为云会议”或Web端，点击“忘记密码”来修改密码。

● 可由企业管理员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在“会议用户”界面中查看忘记
密码的用户帐号，点击“更多>重置密码”，新密码将发送到用户的邮箱和手机。

3.2 帐号锁定，如何处理？
● 等待5分钟自动解锁；

● 点击“忘记密码”，重新设置新密码；

● 企业管理员还可以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在“会议用户”界面中查看忘
记密码的用户帐号，点击“更多>重置密码”，新密码将发送到用户的邮箱和手
机。

3.3 忘记了会议帐号怎么办？
新账号体系下添加企业用户使用手机号或者邮箱注册的，账号为一串字符串，建议客
户使用注册的手机或者邮箱登录。

● 忘记登录的手机号或者邮箱可由企业管理员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在
“会议用户”界面中查看所有已添加的用户帐号，根据用户名查找该用户信息。

● 老账号体系下，账号可以自定义设置，若忘记可以通过邮箱找回帐号。

● 在会议帐号绑定的邮箱里搜索“meeting@info.huaweicloud.com”，初次创建帐
号时，该邮箱会发送包含帐号密码的邮件。

● 若无法找到邮件和短信，可由企业管理员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在“会
议用户”界面中查看所有已添加的用户帐号，根据用户名查找该用户信息。

3.4 重置密码、忘记密码、创建会议后收不到邮件和短信？
请确定在“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添加用户时绑定了正确的邮箱和手机。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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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邮箱和手机绑定正确，还未收到邮件、短信，可能是终端网络不稳定导致。规避
措施：

● 对于重置密码、忘记密码：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将该用户删除后重新
添加。

● 对于创建会议：会议创建人，可手动复制会议信息（会议时间、会议ID、密码
等），发送给与会者。

3.5 密码重置功能是否能从邮件/短信中获取新密码？
请确定在“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添加用户时绑定了正确的邮箱和手机。

重置密码后会将新密码发送至用户的邮箱和手机。

3.6 如何修改个人信息？
● 通过PC客户端进入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修改个人信息。

单击PC客户端左上角的头像，选择“个人信息 > 修改个人信息”，进入华为云会
议管理平台，在个人信息界面进行修改。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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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修改个人信息。

点击左侧菜单栏“个人信息”，或点击右上角头像选择“个人信息”，在个人信
息界面进行修改。

3.7 如何注销企业/个人账号
注销企业账号

● 试用企业：加入企业的免费注册版用户可以通过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注销自己的
企业账号，具体操作请参考注销企业。

● 商用企业：订单到期后，企业可拨打客服热线电话4000-955-988或950808，申请
注销企业账号。申请后30天内如无异议，华为云会议服务将正式注销该企业账
号，并清理相关数据。

注销个人账号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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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创建企业的账号在注销账号之前会提示先注销企业才能注销账号，具体操作请参考
注销账户

3.8 如何修改企业名称
企业管理员可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根据需要修改企业名称。

步骤1 选择左侧菜单栏中“管理员 > 企业管理 > 注册信息”。

步骤2 在“企业注册信息”页面，点击“企业名称”右侧“修改”按钮。

步骤3 输入新的企业名称并点击右侧“保存”按钮完成修改。

----结束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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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议操作

4.1 华为云会议与华为云 WeLink 是互通的吗？
WeLink集成了华为云会议的SDK，可以实现互通。

互通方式如下：

● 华为云会议用户主动使用会议ID+密码可加入WeLink会议。

● 华为云会议用户被主持人邀请SIP号码时可加入WeLink会议。

● 若华为云会议用户的SIP号码已被设置为企业外部联系人，WeLink会议主持人可通
过邀请企业外部联系人的方式邀请该用户入会。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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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如何查看会议中的终端网络状况？
● 进入会议Web端的会控页面，查看会议中各用户网络状态。

● 【华为云会议】PC端：点击视频画面上方的信号指示灯。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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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下拉会议主题，点击查看网络质量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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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终端可在Web界面“维护-系统状态-通话状态”中进行查看。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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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会控 Web 页面中信号（网络质量）分别代表什么？
发送延时：终端到MCU延时。

接受延时：MCU回到终端的延时。

发送抖动：终端到MCU方向的抖动。

接收抖动：MCU到终端的抖动。

满足以下任一项，则网络质量信号显示红色：

● 延时>=250ms
● 抖动>=50ms
● 音频丢包>=10%
● 视频丢包>=3%
● 辅流丢包>=3%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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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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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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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匿名接入（免帐号入会）是什么意思？
匿名接入（免帐号入会）是指没有华为云视频会议帐号，无需登录客户端，直接使用
会议ID和密码。

说明

● 匿名接入，无法申请主持人权限，且与帐号入会一样占用一个会议与会人名额。

● 当前硬终端不支持匿名入会。

4.7 电话（手机/固话）入会是什么功能？
若企业开通了电话外呼功能，则手机/固话也可入会。

邀请入会

联系人没有安装“华为云会议”客户端？“华为云会议”不在线？

会议中主持人可呼叫联系人电话号码，接听即可入会。

Tips：发起预约会议时也可添加联系人电话号码哦~

PC端：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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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端入口：会议界面点击“与会者”。

Web端：进入会控页面，“添加与会方”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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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入会

手机无法上网？没有安装“华为云会议”？

手机或固话呼叫号码02153290005，根据语音提示输入会议ID和密码，即可入会。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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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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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跨企业如何开会？
● 与会方所属企业均已有华为云会议帐号，

登录到华为云会议客户端后，直接输入会议ID入会。

● 与会方所属企业未购买华为云会议帐号

– 下载华为云会议客户端，匿名入会（推荐）。

– 用手机拨打“会议接入号”。

4.11 接入号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当用户未下载安装“华为云会议”软终端时，可直接拨打接入号，根据语音提示输入
会议ID和密码加入会议。

4.12 固定电话无法加入云会议，提示一段忙音，该如何解
决？

建议使用主叫入会方式：固话呼叫02153290005，根据提示音依次输入会议ID和来宾
密码即可入会。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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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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会议中进行网络切换是否会导致会议中断？
华为云会议客户端支持在会议中切换网络。网络切换后，会议会在1~3秒内恢复正常。

硬终端不支持会议中切换网络，建议在未召开会议时切换网络。

4.15 如何修改会议名称？
只有未开始的预约会议可以修改会议名称。

在“我的会议”中，在需要修改的会议右上方单击“编辑”。名称修改完成后单击
“保存”。

4.16 如何在会中邀请参会人？
pc客户端会议页面主持人入会后可点击邀请 > 选择要邀请的用户 > 点击确定进行呼
叫；

移动端主持人入会后可以点击与会者 > 右上角添加与会者 > 选择要添加的与会者 > 点
击确定进行呼叫；

当然，也可以通过会议ID和主持人密码进入会控web页面，在会控portal上点击添加与
会者 > 选择要添加的与会者 >点击确定进行呼叫。

4.17 为什么呼叫联系人参会，对方手机收不到？
在会议中呼叫联系人加入会议，对方却无法在手机上收到消息提示，可能原因是：

● 对端可能未登录云会议APP。

● 对端网络异常无法接收到呼叫，可以尝试切换网络或使用手机流量看能否恢复正
常。

● 若排查完以上情况仍无法解决，可反馈日志给后端进行排查。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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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如何修改华为云会议界面语言？
● 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

在Web页面的右上角可选择语言。

● 移动客户端

在“我的 > 设置 > 语言”中切换语言。

● Windows客户端

在客户端左下角单击“设置”图标，在“常规设置 > 语言设置”中切换语言。

● Mac客户端

华为云会议界面语言自动跟随操作系统的语言设置，仅支持中英文双语，非简体
中文将自动适配为英文。

如需单独设置华为云会议界面语言，可如下操作。

a. 打开“系统偏好设置”，进入“语言与地区”。

b. 设置“华为云会议”语言并重启应用，即可使用新的界面语言。

华为云会议
常见问题 4 会议操作

文档版本 0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7



华为云会议
常见问题 4 会议操作

文档版本 0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8



5 会议录制

5.1 打开录播文件，为什么提示“视频已经被删除”？
会议结束后，录播的文件需要解析转码，时间大概和录制的时长相等。请稍后再尝
试。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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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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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带 大小

CIF单路宽带 256kb

4CIF单路宽带 512kb

720p30单路宽带 768kb

1080P30单路宽带 1Mb

1080p60单路宽带 2Mb

双流 主辅流带宽相加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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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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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录制文件的格式是什么？
录制的文件格式为MP4。

5.6 录播功能会录制哪些内容？
录制系统默认录制到的是AVC会场观看的效果。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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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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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客户端业务使用

6.1 客户端登录提示失败？
● 请确认使用会议帐号登录，而不是华为云官网的注册帐号。如何创建会议帐号

● 软终端是否是华为云官网或应用商城中下载的最新版本。【华为云会议】官网下
载

● 请确认当前网络是否能直接访问网址https://meeting.huaweicloud.com/。如无
法访问，请更换客户端网络环境。

6.2 客户端日志如何获取？
手机端

● 已登录：依次点击“我的 > 反馈”，开启“自动上传日志”。

● 未登录：在登录界面右下方点击 ，点击“邮件发送日志”，日志会发送给华
为技术支持。

PC端

● 已登录：单击头像，进入“帮助与反馈 > 反馈”，选择日志上传。

● 未登录：在登录界面右下方单击 ，再选择“收集日志”，收集完成后系统将
自动弹出日志本地存放路径。

说明

收集日志不会收集个人相关信息。

6.3 手机使用“华为云会议”客户端入会一分钟消耗多少流
量？

通常情况下为 1Mbps*60s/8= 7.5MB。该数据仅供参考，客户端会根据网络状况，调
整视频分辨率，导致消耗流量不同。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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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客户端如何切换摄像头？

PC 端

进入会议设置，选择“视频”，在摄像头下“选择设备”中选择需要使用的摄像头。

手机端

会中开启摄像头，在右上角点击转换按钮即可切换前置/后置摄像头。

6.5 安装 PC 客户端，提示“The setup files are corrupted.
Please obtain a new copy of the program”？

该提示的意思是Setup文件已损坏。

可能原因：

● 电脑杀毒软件或者安全保护软件对安装的未授权程序的提示。

● 安装软件已经被杀毒软件破坏掉了，但是注册表中的信息还没有去掉，就会出现
这样的提示。

可以尝试以下三种方法解决：

● 点击确定，继续安装。

● 重新下载安装。

● 查找启动项目，关闭安全卫士之类的软件。若手动查找不了，可以用系统优化设
置类工具。当然直接运行msconfig也可以。

6.6 安装 PC 客户端，360 弹出提示“有未知程序正准备运
行，建议阻止”？

“华为云会议”客户端安装程序没有添加到360白名单。

在安装360杀毒软件的电脑上安装“华为云会议”客户端时，需要手动添加信任，然后
重启360杀毒软件。

说明

若未添加信任时退出360，重启360杀毒软件后会出现安装文件被360误删情况。

6.7 Win10 系统安装“华为云会议”，弹出提示“Windows
Defender SmartScreen 已阻止启动一个未识别的应用”？

电脑自带杀毒软件对未授权安装的“华为云会议”客户端弹出提示，需要客户手动设
置授权，点击“仍要运行”继续安装。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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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客户端如何设置多画面？
PC/手机客户端属于多流终端，多画面显示为终端自身的能力，无需设置。

● PC端可在会议画面的右上角切换画面显示模式（包括演讲者模式、画中画模式和
画廊模式）。

● 手机客户端可将会议画面向左滑动，切换至多画面显示。

6.9 使用华为云会议客户端开会时是否可以设置主持人轮询？
使用华为云会议客户端开会不支持设置主持人轮询。

仅硬终端作为主持人时支持设置主持人轮询。硬终端通过“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设
置主持人轮询的操作详情请参见Web端会议管理员会控-主持人轮询。

6.10 客户端会场在网络质量较差时出现画面卡顿，网络恢复
后画面仍不恢复的情况，如何处理？

如果由于网络原因客户端出现画面卡顿或者掉会的现象，您可以退出会议，然后在
“我的会议”中找到当前正在进行的会议，单击“加入”，即可重新入会。

6.11 移动端在后台运行时能否被唤醒入会？
移动端在后台运行时可以被唤醒接听会议来电。

需要在应用权限设置中将移动端设置为智能后台，且不清理其后台进程。

6.12 PC 客户端如何在会议中设置摄像头？

会中单击“视频”右边的 图标，选择“音视频设置”，在摄像头下“选择设备”下
拉框中选择需要使用的视频设备。

6.13 二次开发的免费试用账号如何申请？
请参考《开发指南》中“开发流程”章节的开发前准备。

6.14 网络连接失败时，怎么快速定位？

在登录界面右下方单击 ，选择“网络检测”，单击“开始检测”，系统会自动检
测当前网络状况。

请您放心，此操作不会发送任何个人数据信息。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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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因显卡驱动兼容问题导致软终端崩溃怎么办？
因为显卡驱动的兼容问题，在win7系统下，会议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显卡驱动异常导致
软终端崩溃时，建议您按照显卡官网驱动升级指导，或者使用第三方驱动软件对显卡
驱动进行升级。

6.16 哪些客户端支持虚拟背景？
● 视频会议

客户端 操作系统要求 硬件要求

Windows Windows 10 详见“Windows哪些设
备支持会中设置虚拟背
景？”

Mac - -

Android Android 6.0/Harmony
2.0

仅麒麟芯片990以上的安
卓手机支持，目前常见
型号：HUAWEI P30及
以上，HUAWEI Mate30
及以上，HUAWEI
MateXs

iOS - -

 
● 网络研讨会

客户端 操作系统要求 硬件要求

Windows Windows 7及以上版本
（64位）

● 支持X86架构

● 支持SSSE3及以上指
令集

● CPU：英特尔酷睿i5
四核以上；AMD锐龙
四核以上

Mac macOS 10.12.1及以上版
本

CPU：英特尔酷睿i5 四
核以上；M1芯片 四核以
上

Android Android 6.0/Harmony
2.0，支持arm64-v8a架
构

● CPU主频1.5GHZ以上

● 内存3G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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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操作系统要求 硬件要求

iOS iOS 11.0及以上版本 ● iPhone 8及以上

● iPad Air 3及以上

● iPad 5及以上

● iPad mini 4及以上

● iPad Pro均支持

 

说明

若您的设备尚未支持虚拟背景，请耐心等待更多机型。

6.17 Windows 哪些设备支持会中设置虚拟背景？
Windows设备支持会中设置虚拟背景对设备硬件有一定要求，硬件配置满足以下要求
即可：

● CPU处理器要求：

a. 第六代智能英特尔酷睿™处理器及后续型号。

处理器型号可通过型号中的数字进行识别，例如处理器型号为：Inter(R)
Core(TM) i7-8700 CPU.....，表示为第八代智能英特尔酷睿™处理器。

b. 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原代号为Skylake）、第二代智能英特尔至强可扩
展处理器（原代号Cascade Lake）、第三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原代
号Cooper Lake或Ice lake）。

c. 搭载英特尔核芯显卡的奔腾处理器N4200/5、N3350/5、N3450/5。
d. 采用SSE 4.1指令集扩展的英特尔凌动处理器。

说明

● 查看自己电脑CPU处理器：单击桌面左下角菜单栏 > 设置 > 系统 > 关于 > 设备规
格 > 处理器。

● 英特尔处理器详细型号配置信息请在英特尔官网查询。

● GPU处理器要求：

a. 搭载了第六代至第九代英特尔锐炬® Plus 显卡、英特尔® 超核芯显卡、英特
尔® 核芯显卡或英特尔Xe架构的处理器。

（显卡集成于处理器上，发行于2010年以后）

b. 英特尔锐炬® Xe MAX 显卡。（独立显卡，发行于2020年）

说明

● 如何查看电脑GPU处理器：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设备管理器
> 显示适配器 > 右键单击对应显卡选择“属性” > 详细信息。

● 英特尔显卡详细型号配置信息请在英特尔官网查询。

6.18 如何配置企业 SSO 登录？
● 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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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企业自有认证生效后，移动端、PC客户端、管理后台登录流程将使用您的企
业内认证帐号。请确保自有认证在配置界面自测试验证通过（建议企业可以先在
自有的测试企业对接验证，验证成功后切换到正式企业），且验证使用没有问题
再保存。

说明

在正式对接前企业管理员要确保所有对接字段已经完成配置，否则将无法登录。

a. 在华为云会议产品首页单击“管理后台”，输入华为云账号和密码并点击
“登录”，单击“前往管理平台”，跳转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

b. 在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左侧菜单栏进入“高级” --> “开放性设置”管理。

c. 选择“开放性设置” --> “SSO登录”。

d. 选择企业SSO开启。

关键参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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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解释

基本配置

企业域名 企业配置的域名，在APP上登录时输入此处配置的域
名。

获取Token URL 企业获取Token的URL。华为云会议用企业鉴权生成的临
时Code，获取访问企业用户信息的Token。

鉴权中心URL 企业鉴权中心URL。华为云会议APP输入域名后，跳转到
此处配置的页面，用户在页面上可输入账号和密码，或
者进行扫码。

用户信息查询
URL

企业查询用户信息的URL。华为云会议通过此处配置的
URL获取用户信息（姓名、联系方式等）。

APP ID 企业用于标志华为云会议的APP ID，在企业鉴权平台上
申请获取。

● 拉起PC端终
端的scheme

● 拉起安卓端
终端的
scheme

● 拉起iOS端终
端的scheme

鉴权通过后，拉起APP的Scheme URL。

映射

第三方账号字
段名称

企业鉴权接口里账号字段。

第三方access
token字段名称

企业获取token接口里token字段。

● 第三方姓名
字段名称

● 第三方邮箱
字段名称

● 第三方移动
电话字段名
称

企业用户信息接口里字段和华为云会议用户信息的映射
关系。

 
● 企业鉴权平台侧配置（以微信鉴权为例）

a. 在微信开放平台申请App ID和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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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请求code获取鉴权中心URL：
使用第三方网站应用授权登录前请注意已获取相应网页授权作用域
（scope=snsapi_login），则可以通过在PC端打开以下链接：

https://open.weixin.qq.com/connect/qrconnect?
appid=APPID&redirect_uri=REDIRECT_URI&response_type=code&scope=SC
OPE&state=STATE#wechat_redirect
若提示“该链接无法访问”，请检查参数是否填写错误，如redirect_uri的域
名与审核时填写的授权域名不一致或scope不为snsapi_login。

c. 通过code获取acess_token（获取Token URL）：

https://api.weixin.qq.com/sns/oauth2/acess_token?
appid=APPID&secret=SECRET&code=CODE&grant_type=authorization_cod
e

d. 通过access_token调用接口（获取用户信息URL）：

获取access_token后，进行接口调用，有以下前提：

▪ access_token有效且未超时；

▪ 微信用户已授权给第三方应用账号相应接口作用域（scope）。

对于接口作用域（scope），能调用的接口有以下：

授权作用域
（scope）

接口 接口说明

snsapi_base /sns/oauth2/
access_token

通过code换取access_token、
refresh_token和已授权scope

snsapi_base /sns/oauth2/
refresh_token

刷新或续期access_token使用

snsapi_base /sns/auth 检查access_token有效性

snsapi_user
info

/sns/userinfo 获取用户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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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如何打开视频画面智能排序？
在会中依次选择“更多 > 设置 > 视频”，在视频画面排序中，勾选“智能排序”即
可，开启视频画面智能排序后，发言人和开启视频与会者将智能排前，查看更加方
便。

6.20 如何关闭会中镜像效果？
● 会中关闭/开启

PC端：

依次选择“更多 > 设置 > 视频”，勾选或去勾选“视频镜像”。

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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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选择“更多 > 会议设置”，开启或关闭“视频镜像”。

● 会前关闭/开启

PC端：

依次选择“设置 > 视频”，勾选或去勾选“视频镜像”。

移动端：

依次选择“我的 > 设置 > 会议设置”，开启或关闭“视频镜像”。

6.21 如何获得更好的声音体验
● 个人电脑模式：适用于用户在个人的笔记本电话和台式电脑开会。

● 普通会议室模式：适用于在5-25平方的小中大型会议场景，可容纳2-25人。

● 超大会议室模式：适用于在30平方以上的带扩音设备的超大会议室，可容纳30人
以上。

● 自适应模式：开启后设备将智能检测声音环境，自动切换最适合的音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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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Mac 电脑出现无法安装华为云会议应用怎么办？
用户在安装官网下载MAC安装包，出现如下【无法打开“华为云会议”，因为无法确
认开发者的身份】提示时。

可按照以下步骤解决：

步骤1 打开“系统偏好设置”，进入“安全性与隐私”

步骤2 切换“通用”页签，在“允许从以下位置下载app”，勾选 “App Store 和被认可的开
发者”（点击左下角的【锁】后进行身份验证可更改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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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6.23 PAD 最多可显示多少视频画面
视频会议时，默认进入演讲者视图（大画面为主讲人小画面为自己或大画面为共享小
画面为最大发言人，支持选看画面），右滑切换画廊视图，进入画廊视图。

说明

只有会议中有2名或者更多参会者时，您才能切换到画廊视图。

安卓 Pad

画廊视图可显示视频画面情况如下：

● 2GHz，4GB内存以上机型支持3x3布局，其他机型仅支持2x2布局。

● 搭载麒麟990芯片/麒麟9000芯片/麒麟9000E芯片的机型支持4x4布局。

苹果 iPad

画廊视图可显示视频画面情况如表6-1所示。

表 6-1 iPad 视频画面

画面布局 产品型号

4x4布局 ● iPad Pro 12.9" 3；iPad Pro 12.9" 4；iPad Pro 12.9" 5及以上。

● iPad Pro 11" 1；iPad Pro 11" 2；iPad Pro 11"3及以上。

● iPad Air 3；iPad Air 4及以上。

● iPad (第八代)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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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布局 产品型号

3x3布局 ● iPad Pro 12.9" 1；iPad Pro 12.9" 2
● iPad Pro 10.5"
● iPad Pro 9.7"
● iPad 5；iPad 6；iPad 7
● iPad mini 4；iPad mini 5

说明
iPad mini最高支持3x3布局。

2x2布局 ● iPad 1；iPad 2；iPad 3；iPad 4
● iPad Air 1；iPad Air 2
● iPad mini 1；iPad mini 2；iPad mini 3；iPad mini 4

 

6.24 哪些设备支持共享手机声音？

目前以下设备支持共享手机声音：

客户端类型 设备型号

安卓 Android 10及以上

iOS ● iPhone 8及以上

● iPad Pro 12.9" 3；iPad Pro 12.9" 4；iPad Pro 12.9" 5
及以上

● iPad Pro 11" 1；iPad Pro 11" 2；iPad Pro 11"3及以
上

● iPad Air 3；iPad Air 4及以上

● iPad (第八代)及以上

● iPad Pro 12.9" 2及以上

● iPad Pro 10.5"及以上

● iPad mini 5及以上

 

6.25 启动 PC 客户端时，提示“您的操作系统版本过低，继
续运行存在安全风险，建议先升级系统或更新系统安全补
丁”？

启动华为云会议PC客户端时，提示“您的操作系统版本过低，继续运行存在安全风
险，建议先升级系统或更新系统安全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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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1.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已长时间未更新补丁，建议更新安全补丁后再运行华为云会
议。

2.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已是最新的Windows 10或是Windows 11版本，并且已安装安
全补丁，可通过华为云会议官网重新下载安装客户端：https://
www.huaweicloud.com/product/meeting/download.html。

3.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7或未升级到最新版本和补丁的Windows 10，并且
不想升级系统，在确保华为云会议客户端下载来源可靠的前提下（如计算机连接
的网络是可信任网络，同时客户端安装包是通过华为云会议官网下载：https://
www.huaweicloud.com/product/meeting/download.html），可通过点击
“继续运行”继续使用华为云会议。

6.26 升级 PC 客户端时，提示“检测到您下载的安装包异
常，是否继续安装”？

收到华为云会议PC客户端的升级提醒后，升级时提示“检测到您下载的安装包异常，
是否继续安装”。

解决方法：

1.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已长时间未更新补丁，建议更新安全补丁后再运行华为云会议
并进行升级。

2. 如果您连接的网络是不信任的网络，比如公共场所的不知名网络，可能存在被劫
持的风险，建议切换到可信任网络重新升级。

3.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7、未升级到最新版本和补丁的Windows 10，并且
不想升级系统；或者您的操作系统已是Windows 10、Windows 11，并安装了最
新的系统安全补丁，可通过以下步骤检查客户端安装包的正确性。

a. 打开目录：%appdata%\HuaweiMeeting\update，右键点击升级包（exe文
件）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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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确认显示的证书信息中“颁发给、颁发者、有效期”均与上图一致，说
明升级包的来源可靠，请放心使用。如果不一致，建议点击“取消”中断升
级。

4. 如果步骤3中证书信息与图示不一致，请通过华为云会议官网链接下载最新客户端
安装包：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meeting/
download.html。

6.27 等候室来宾有人数限制吗？是否占用会议并发资源？
等候室来宾无人数限制，且不占用会议并发资源。

6.28 IdeaHub2.0 SmartRooms 内置域名及 IP 地址说明

公网域名或IP地址 访问
协议

地址说明 地址作用

meeting.huaweicloud.co
m

https 华为云会议服务中国
站地址

1. 华为云会议的
SmartRooms激活
地址

2. 第三方共享信息清
单地址

3. 隐私策略地址

4. 华为云会议管理平
台地址

5. 华为云会议用户注
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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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网域名或IP地址 访问
协议

地址说明 地址作用

intl.meeting.huaweicloud
.com

https 华为云会议服务国际
站地址

1. 华为云会议的
SmartRooms激活
地址

2. 第三方共享信息清
单地址

3. 隐私策略地址

4. 华为云会议管理平
台地址

5. 华为云会议用户注
册地址

www.huaweicloud.com https 华为云官网地址 1. 华为云官网地址

2. 华为云会议App官
网下载地址

3. 华为云Welink App
下载地址

4. 华为云会议服务协
议地址

5. 华为云Welink服务
协议地址

6. 华为云会议套餐定
价地址

7. Ideahub投屏帮助地
址

device.meeting.huaweiclo
ud.com

https 华为云会议终端管理
模块TMS地址

扫码激活SmartRooms
时，华为云会议移动端
App访问的地址

support.huaweicloud.com https 华为云帮助中心地址 1. 华为云会议帮助中
心地址

2. 华为云会议FAQ地
址

console.huaweicloud.com https 华为云控制台地址 华为云Welink套餐订
购地址

newguide.meeting.huawe
icloud.com

https 云会议快速入门视频
地址

云会议快速入门视频地
址

crl.globalsign.com http GlobalSign证书吊销
地址

GlobalSign证书吊销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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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网域名或IP地址 访问
协议

地址说明 地址作用

119.3.230.210
139.159.193.227

- meeting.huaweiclo
ud.com和
meeting.huaweiclo
ud.cn的默认IP

当DNS不可用时，App
将
meeting.huaweicloud.
com和
meeting.huaweicloud.
cn域名解析为该IP地址

119.3.236.149 - r1.meeting.huaweic
loud.com和
r1.meeting.huaweic
loud.cn的默认IP

当DNS不可用时，App
将
r1.meeting.huaweiclo
ud.com和
r1.meeting.huaweiclo
ud.cn域名解析为该IP
地址

139.9.190.5 - r2.meeting.huaweic
loud.com和
r2.meeting.huaweic
loud.cn的默认IP

当DNS不可用时，App
将
r2.meeting.huaweiclo
ud.com和
r2.meeting.huaweiclo
ud.cn域名解析为该IP
地址

49.4.27.189 - r3.meeting.huaweic
loud.com和
r3.meeting.huaweic
loud.cn的默认IP

当DNS不可用时，App
将
r3.meeting.huaweiclo
ud.com和
r3.meeting.huaweiclo
ud.cn域名解析为该IP
地址

119.3.179.96 - im.welink.huaweicl
oud.com的默认IP

当DNS不可用时，App
将
im.welink.huaweiclou
d.com域名解析为该IP
地址

124.71.4.93 - intl.meeting.huawei
cloud.com和
intl.meeting.huawei
cloud.cn的默认IP

当DNS不可用时，App
将
intl.meeting.huaweicl
oud.com和
intl.meeting.huaweicl
oud.cn域名解析为该IP
地址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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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网域名或IP地址 访问
协议

地址说明 地址作用

159.138.51.65 - r-ap-
southeast-1.meetin
g.huaweicloud.com
和r-ap-
southeast-1.meetin
g.huaweicloud.cn的
默认IP

当DNS不可用时，App
将r-ap-
southeast-1.meeting.
huaweicloud.com和r-
ap-
southeast-1.meeting.
huaweicloud.cn域名解
析为该IP地址

119.8.35.65 - im-
intl.meeting.huawei
cloud.com和im-
intl.meeting.huawei
cloud.cn的默认IP

当DNS不可用时，App
将im-
intl.meeting.huaweicl
oud.com和im-
intl.meeting.huaweicl
oud.cn域名解析为该IP
地址

121.36.87.157
121.36.87.158
121.36.16.94

TCP/U
DP

华为云会议服务接入
地址

用于探测云会议信令和
媒体端口链接是否正常

www.vmall.com https 华为商城地址 App用于探测与互联网
网络链接是否正常

http://www.huawei.com/
media-tmmbr
http://www.huawei.com/
media-control
http://www.huawei.com
http://www.huawei.com/
client_control
http://id.huawei.com/
presence

- 用于生成sip协商的
xml文件的命名空间

用于生成sip协商的xml
文件的命名空间，非网
络访问

*.huawei.com - 用于判断本地代理是
否是华为代理地址

用于判断本地代理是否
是华为代理地址

 

6.29 客户端对外连接访问说明
场景1：访问华为云会议相关地址，进行基本业务交互，包括注册、激活、管理平台、
隐私声明、用户协议等

场景2：访问华为云相关地址，包括华为云官网、客户端下载地址、套餐定价、
IdeaHub投屏帮助、WeLink套餐订购、帮助中心、体验改进计划等

场景3：客户端用于探测与互联网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场景4：用于访问石墨相关业务功能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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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5：用于获取证书吊销列表

场景6：用于获取iOS安装包下载地址

6.30 Windows SmartRooms 版本无法升级？
问题现象：

点击“设置>关于我们>版本更新>检测”无响应，无法检测新版本及完成版本更新。

图 6-1 点击版本更新检测无响应

解决方法：

步骤1 在Windows搜索框中搜索“本地安全策略”，并打开“本地安全策略”配置页面。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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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打开本地安全策略

步骤2 将“本地策略>安全选项>用户账户控制：以管理员批准模式运行所有管理员”设置为
“禁用”。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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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禁用“用户账户控制：以管理员批准模式运行所有管理员”

说明

如果这个配置项显示为“已禁用”，可以尝试先启用，再禁用。

步骤3 修改完成后，重启Windows。

步骤4 检查是否已经可以检测新版本，并完成升级。

● 点击“设置>关于我们>版本更新>检测”正常情况下将会显示“检测中”。

华为云会议
常见问题 6 客户端业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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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版本更新检测

● 如果发现新版本将会完成版本升级，请确认升级后的版本是否跟华为云会议
SmartRooms官网版本一致。

图 6-5 SmartRooms 版本

----结束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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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使用 PC 客户端开会时，视频模糊或声音卡顿？

问题现象

使用PC客户端开会时，会中视频模糊、声音卡顿。

解决方法
● 方法一：开启电脑的高性能模式。

a. 点击桌面左下角的徽标键，选择“设置”打开“Windows 设置”界面。

b. 点击“系统”打开界面后，选择“电源和睡眠”。

c. 在“电源和睡眠”界面，点击右侧“其他电源设置”。

d. 在“隐藏附加计划”中，选择“高性能”即可。

说明

● 若未找到高性能模式，可参考如下操作：

1. 同时按下Windows+R键，输入“powershell”后点击“确定”打开弹窗。

2. 在弹窗中输入“powercfg -duplicatescheme e9a42b02-d5df-448d-
aa00-03f14749eb61”并回车，再执行以上步骤选择“高性能”即可。

● 部分电脑点击桌面右下角的电池图标，在电池弹窗中将电源模式拉至“最佳性能”可完
成设置。

● 方法二：降低电脑CPU、内存使用率。

若会中暂不方便离会，可先参考方法一及以下操作：

– 关闭虚拟背景或视频画面。

– 关闭其他非必要的电脑程序。

● 方法三：请根据电脑型号，更新BIOS驱动。

6.32 哪些耳机支持屏蔽周围人声？
屏蔽周围人声功能目前只支持有线耳机，包含市面上主流的USB耳机和3.5mm耳机。

查看自己的 USB 耳机是否支持屏蔽周围人声

请打开会议中的音频设置，查看您正在使用的麦克风设备，如图6-6所示。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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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查看麦克风设备

若设备名称中包含或等于以下字样，则支持屏蔽周围人声：

● 耳机

● Headset

● Jabra EVOLVE 30 II

● Plantronics Blackwire

● Sennheiser

● 圆孔耳机

● Lenovo Pro Wired Stereo VoIP Headset

● 2-HUAWEI USB-C HEADSET

● HUAWEI USB-C HEADSET

● CX-Best Audio

● 3- HUAWEI USB-C HEADSET

● DEL PRO STEREO HEADSET UC350

● Logi USB Headset H340

● HECATE G4 RGB GAMING HEADSET

● EDIFIER GAMING HEADSET

● HECATE G30 GAMING HEADSET

● HECATE G30 S

● Star Y360

● HECATE G2 GAMING HEADSET

● TE G2 GAMING HEADSET

● HECATE G1 GAMING HEADSET

● Microsoft LifeChat LX-3000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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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CATE G20 TE GAMING HEADSET
● Sennheiser SCx5 USB MS

查看自己的 3.5mm 耳机是否支持屏蔽周围人声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3.5mm耳机型号都能支持屏蔽周围人声。

因系统差异，不同系统中对3.5mm耳机的识别能力不同，可能会存在误识别或漏识别
的情况。

若发现自己的3.5mm耳机设备不支持，可使用以下方法进行初步排查：

将3.5mm耳机插入电脑后，打开系统的“声音设置”，单击“声音控制面板”，如图
6-7所示。

在“录制”一栏中查看您正在使用的耳机信息，如图6-8所示。

● 若当前正在使用的耳机被识别为3.5mm耳机设备，则代表该设备可使用屏蔽周围
人声功能，如图6-9所示。

● 若正在使用的耳机未被识别为3.5mm耳机，则无法支持屏蔽周围人声，如图6-10
所示。

图 6-7 打开声音控制面板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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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查看耳机信息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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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被识别为 3.5mm 耳机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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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未被识别为 3.5mm 耳机

6.33 如何恢复与设置华为云会议 Web 端会中麦克风/摄像
头/共享屏幕权限？

6.33.1 Windows Chrome

Windows 版本 Chrome 浏览器如何恢复麦克风权限？

当您打开麦克风或者在会议界面中看到“没有权限访问麦克风设备，请在浏览器中设
置允许访问麦克风设备”或者“The browser does not have permissions for the
microphone. Grant permissions in browser settings.”提示语时，请按如下操作恢复
麦克风权限：

华为云会议
常见问题 6 客户端业务使用

文档版本 0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8



先在会控条点击打开麦克风，弹出提示后，点击浏览器右上方的摄像头小图标，选择
允许该网址访问您的麦克风，如图6-11所示。

图 6-11 Windows Chrome 恢复麦克风权限

Windows 版本 Chrome 浏览器如何恢复摄像头权限？

当您打开摄像头或者在会议界面中看到“没有权限访问摄像头设备，请在浏览器中设
置允许访问摄像头设备”或者“The browser does not have permissions for the
camera. Grant permissions in browser settings.”提示语时，请按如下操作恢复摄像
头权限：

先在会控条点击打开摄像头，弹出提示后，点击浏览器右上方的摄像头小图标，选择
允许该网址访问您的摄像头，如图6-12所示。

图 6-12 Windows Chrome 恢复摄像头权限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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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2 Mac Chrome

Mac 版本 Chrome 浏览器如何设置共享屏幕权限？

在会中点击“共享”后，可以选择您需要共享的内容：标签页、窗口、整个屏幕。

选择Chrome标签页或者Chrome浏览器窗口时不需要设置权限。

若您选择了其他窗口或者整个屏幕时没有分享成功，并提示无法共享，可以进行如下
操作：

1. 在 “系统设置 > 隐私安全 > 屏幕录制”打开Chrome浏览器的屏幕录制权限，如
图6-13所示。

2. 重新启动Chrome浏览器，进入会议后再次发起共享。

图 6-13 Mac Chrome 设置共享屏幕权限

Mac 版本 Chrome 浏览器如何恢复麦克风权限？

当您打开麦克风或者在会议界面中看到“没有权限访问麦克风设备，请在浏览器中设
置允许访问麦克风设备”或者“The browser does not have permissions for the
microphone. Grant permissions in browser settings.”提示语时，请按如下操作恢复
麦克风权限：

先在会控条点击打开麦克风，弹出提示后，点击浏览器右上方的麦克风小图标，选择
允许该网址访问您的麦克风，如图6-14所示。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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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Mac Chrome 恢复麦克风权限

Mac 版本 Chrome 浏览器如何恢复摄像头权限？

当您打开摄像头或者在会议界面中看到“没有权限访问摄像头设备，请在浏览器中设
置允许访问摄像头设备”或者“The browser does not have permissions for the
camera. Grant permissions in browser settings.”提示语时，请按如下操作恢复摄像
头权限：

先在会控条点击打开摄像头，弹出提示后，点击浏览器右上方的摄像头小图标，选择
允许该网址访问您的摄像头，如图6-15所示。

图 6-15 Mac Chrome 恢复摄像头权限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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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3 Mac Safari

Mac 版本 Safari 浏览器如何设置共享屏幕权限？

在会中点击“共享”后，将显示系统弹窗，可选择共享窗口、屏幕或者不允许。

若未显示系统弹窗并提示“无法共享，请开启浏览器屏幕共享权限后重试”，您可以
进行如下操作：

1. 在“Safari浏览器 > 设置 > 网站 > 屏幕共享”，将对应网站的屏幕共享设置为
“询问”，如图6-16所示。

2. 重新启动Safari浏览器。

图 6-16 Mac Safari 设置共享屏幕权限

Mac 版本 Safari 浏览器如何恢复麦克风权限？

当您打开麦克风或者在会议界面中看到“没有权限访问麦克风设备，请在浏览器中设
置允许访问麦克风设备”或者“The browser does not have permissions for the
microphone. Grant permissions in browser settings.”提示语时，请按如下操作恢复
麦克风权限：

在“Safari浏览器 > 设置 > 网站 > 麦克风”中打开当前网址的麦克风权限，如图6-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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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 Mac Safari 恢复麦克风权限

Mac 版本 Safari 浏览器如何恢复摄像头权限？

当您打开摄像头或者在会议界面中看到“没有权限访问摄像头设备，请在浏览器中设
置允许访问摄像头设备”或者“The browser does not have permissions for the
camera. Grant permissions in browser settings.”提示语时，请按如下操作恢复摄像
头权限：

在“Safari浏览器 > 设置 > 网站 > 摄像头” 中打开当前网址的摄像头权限，如图6-18
所示。

华为云会议
常见问题 6 客户端业务使用

文档版本 0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3



图 6-18 Mac Safari 恢复摄像头权限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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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硬终端配置故障

7.1 TE 硬终端配置完成后，无法入会。如何排除问题？
通过硬终端IP地址登录Web界面，在“维护-系统状态”下查看线路状态。

● 查看ACS状态是否为已连接；

● 查看SIP状态是否为成功注册华为云服务器。

7.2 如何排除 ACS 状态异常问题？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

1. 检查硬终端版本。在Help > Version中查看您的会议终端设备的软件版本是否为推
荐版本，若不是推荐版本，请联系会议硬终端设备提供商进行升级。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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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是否正常：登录硬终端Web界面，在“维护 > 诊断 > 网络测试”中，查看是
否能ping通acs.meeting.huaweicloud.com；正常情况下ping通 acs就能连接成
功，不通则进行第3步。

3. 网络中对IP地址做了限制或IP与已使用的IP地址冲突，切换个IP地址或者拔掉网线
终端连接手机热点查看系统状态是否正常；

7.3 如何排除 SIP 未激活问题？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

1. 在硬终端Web界面“帮助 > 版本”中查看终端序列号是否和“华为云会议管理平
台”上添加的一致。不一致则以“帮助 > 版本”中查看终端序列号为准，添加到
“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

2. 检查硬终端版本。在Help > Version中查看您的会议终端设备的软件版本是否为推
荐版本，若不是推荐版本，请联系会议硬终端设备提供商进行升级。

3. 在硬终端的web界面正常状态下查看“维护 > 系统状态 ，如果SIP状态如下图所
示为正常，若没有提示“成功注册SIP服务器”.则可根据以上几步进行排查；

4. 对终端进行重启操作，重启后终端会自动重新获取配置文件；

5. 在硬终端的web界面 ”系统配置 > 网络 > 服务器设置 > 平台类型从华为云改为
手动模式 > 查看SIP代理地址。然后在 维护 > 诊断 > 网络测试中ping这个IP地址
看是否丢包，如果丢包则进行第6步；”

6. 网络中对IP地址做了限制或IP与已使用的IP地址冲突，切换个IP地址或拔掉网线终
端连接手机热点查看维护 > 系统状态中SIP状态是否正常；

7.4 如何排除 SIP 反复掉线问题？
首先请检查网络是否稳定，如果排除了网络问题，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请获取日志并
反馈给华为工程师。

7.5 会议设备“激活失败”，无法接入会议？
● TE10/20激活失败，请排查以下可能原因。

– 首先查看“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上添加终端时，终端序列号是否输入错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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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终端版本，如果版本过低，则请升级至最新版本，版本升级完后重新激
活；

– 进入硬终端Web界面“维护 > 系统状态”，查看系统状态，如果ACS显示未
连接，进入“维护 > 诊断”，在网络测试中，输入
“acs.meeting.huaweicloud.com”，查看网络情况，是否有丢包；

– 确认激活码是否过期：可在“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中重置激活码来激活，
或在“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中将终端删除后重新添加生成新的激活码，重
新激活；

– 网络中对IP地址做了限制或IP与已使用的IP地址冲突，切换IP地址后查看系统
状态是否正常；

– 将终端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生成激活码激活。

说明

如果终端在入驻式或其他组网下使用过，需要先恢复出厂设置，升级终端版本，才能
注册华为云。

● TE30/40/50/60激活失败，请排查以下可能原因。

– 首先查看“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上添加终端时，终端序列号是否输入错
误；

– 检查终端版本，如果版本过低，则请升级至最新版本，版本升级完后重新激
活；

– 网络中对IP地址做了限制或IP与已使用的IP地址冲突，切换IP地址后查看系统
状态是否正常；

– 进入硬终端Web界面“维护 > 系统状态”查看。

▪ 如果ACS显示“未连接”，请检查：ACS地址、用户名、密码是否输入正
确；检查终端是否访问公网正常：进入“维护 > 诊断”，在网络测试
中，输入“acs.meeting.huaweicloud.com”，查看网络情况。

▪ 如果ACS显示“已连接”，但SIP激活未成功，进入“系统配置 > 网
络”，选择“H.323/SIP设置”，检查SIP配置是否获取正确，如不正
确，尝试对注册服务器做禁用/启用操作。

说明

如果终端在入驻式或其他组网下使用过，需要先恢复出厂设置，升级终端版
本，才能注册华为云。

7.6 ACS 已连接，SIP 提示：对不起，暂时无法提供服务？
● TE10/20

a. 浏览器登录终端Web界面。

b. 在“系统配置-网络-服务器设置”中，云服务的“云平台类型”选择成“手
动”，检查SIP信息是否完成。

c. 如果完成，将SIP的“注册服务器”改成“禁用”后保存。

d. 然后再“启用”后保存，查看系统状态是否正常。

e. 如果系统状态正常，将云平台类型改回华为云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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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30/40/50/60

a. 浏览器登录终端Web界面。

b. 在“系统配置-网络-H.323/SIP设置”中，检查SIP信息是否完整。

c. 如果完整，进入到“系统配置-网络-TR069”。

d. 将“TR069”改为“禁用”后保存。

e. 然后再“启用”后保存，查看系统状态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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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中对IP地址做了限制或IP与已使用的IP地址冲突，切换IP地址后再查看系统状
态是否正常。

7.7 硬终端日志、诊断信息如何获取？
浏览器输入终端的IP地址登录终端后，

● 在“维护 > 日志”中，导出日志。

● 在“维护 > 诊断 > 一键trace诊断”中，获取诊断信息。

7.8 为什么 TE10/20 找不到激活界面？
检查终端版本是否符合要求，TE10/20版本不能低于V600R019C00SPCc00。若低于该
版本，请参考升级版本。

7.9 TE10/20 终端通过网线和 PC 电脑直连，升级终端版本失
败？

● 网线直连情况：检查PC电脑是否开启了防火墙，可关闭防火墙后再尝试。

● 非网线直连情况：通过ping测试，检查网络是否正常。

7.10 使用 UpgMaster 工具升级硬终端版本，提示网络异
常，如何处理？

关闭PC的防火墙后再升级。

7.11 CloudLink Board 使用激活码激活后，在线路状态显示
“ACS 已连接，SIP 未使用”？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

● 版本问题，CloudLink Board 版本不能低于20.0.1.SPC1，请升级到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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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序列号（SN）添加是否正确。

● 网络中对IP地址做了限制 或 IP地址冲突，切换个IP地址后查看系统状态是否正
常。

● DNS配置问题，导致配置无法下发，将终端修改DNS为114.114.114.114。

7.12 CloudLink Board 正常激活后，创建会议提示“呼集失
败”？

原因为DNS未配置，需要配置DNS，如果客户没有指定的DNS，可以让客户配置DNS
为8.8.8.8或114.114.114.114。

7.13 CloudLink Board 注册激活时选择华为云，显示界面提
示“无法启用”？

版本问题，请升级到20.0.1.SPC1及以上版本。

7.14 如何重置硬件终端激活码？
使用企业管理员帐号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在“管理员 > 会议室管理 > 智能协作
终端 > 智能协作大屏”页面，将鼠标移至需要重置激活码的硬件终端所在行右侧

，单击“重置激活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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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硬终端业务故障

8.1 TE10/20 遥控器页面上，创建会议时，所有会场中，根
据会场名搜索不到会场？

1. 检查网络是否正常，网线口是否松动。

2. 如果网络正常，登录终端Web页面，在“系统配置-网络-地址本”中，检查LDAP
地址本配置是否正确，如下图

8.2 呼叫硬终端，在会控中显示“用户不可达”，如何解决？
● 检查呼叫的终端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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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呼叫的终端是否已激活。可参考硬件终端管理。

● 查看呼叫的终端的系统状态，正常的系统状态应该是ACS已连接，SIP成功注册华
为云。查看方法可参考TE硬终端配置完成后，无法入会。如何排除问题？。

8.3 呼叫硬终端，在会控中为什么显示“用户无应答”？
● 呼叫的硬终端没有上电开机。

● 呼叫的硬终端没有设置自动应答，呼叫的时候无人接听。

8.4 TE40/50/60 连上显示器入会，为什么对端听不到本端的
声音？

● 先检查硬终端或者显示器是否闭音，可以尝试点击终端遥控器上的麦克风静音按
键。

● 登录终端的Web界面，选择“设备控制 > 设备控制”，点击“音频控制”页签。

查看音频输出的参数是否正常。

● 在Web界面选择“系统配置 > 输入输出”，点击“视频输出”页签。

展开全部，查看MAIN OUT和HDMI OUT两个参数的输出模式，保证输出模式为
HDMI模式。

说明

如果使用双屏，请将其中的一个参数改为DVI，避免回声影响会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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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硬终端为什么会有回声？
● 可能是因为环境影响，导致有明显的混响，建议加装吸音材料。

● 可能是因为硬终端的拾音和扬声器放的过近，建议放远一点，间隔50cm以上。

● 可能是因为扬声器音量过大，建议调小扬声器音量。

● 可能是终端音量过大，建议按终端默认音量的15档输出。

● 如果是电视扬声器输出，可能是电视延时过大或者开启了电视音效，建议关闭音
效。

● 求助硬终端售后，检查硬终端配置是否有问题。

8.6 会议间隔 20 秒、30 秒、40 秒，提示无码流中断？
● 切换网络（如手机热点）测试，查看网络是否正常。

8.7 TE40 设备开会提示“不在线，请稍后再拨”是什么原
因？

● 检查该设备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 检查该设备是否已激活。如果未激活，可参考硬件终端管理对设备进行重新激
活。

● 查看该设备的系统状态，正常的系统状态应该是ACS已连接，SIP成功注册华为
云。查看方法可参考TE硬终端配置完成后，无法入会。如何排除问题？。

8.8 TE10 开云视频会议，使用 AirPresence 共享会议材料失
败，提示终端忙？

在点对点通话中，无法使用AirPresence共享会议材料。

请先确保您已创建会议，才能在会议中使用AirPresence共享会议材料。

使用TE10创建会议及会议中使用AirPresence共享会议材料的方法请参考：快速操作
TE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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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硬终端网络故障

9.1 TE10/TE20 如何进行网络测试？
登录硬终端的web界面，选择“维护 > 诊断”，在“网络测试”页签下输入需要测试
的IP地址进行测试。

9.2 TE10 打不开输入激活码的页面，提示“华为云获取地址
失败，请检查网络”？

● 请确认会议硬终端设备的软件版本是否为推荐版本V600R019C00SPCc00，若不是
推荐版本，请联系会议硬终端设备提供商进行升级。

● 检查“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中硬终端SN序列号是否填写错误。

9.3 硬终端显示丢包率阈值 A 和 B 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A表示一般丢包率，缺省值为1%；B表示严重丢包率，缺省值为5%。

丢包率相关提示如下：

● 丢包率<=阈值A，遥控器操作界面不显示丢包率图标。

● 阈值A<丢包率<阈值B，遥控器操作界面显示丢包率图标为黄色。

● 丢包率>=阈值B，遥控器操作界面显示丢包率图标为红色。

● 启用“严重丢包提示”后，当丢包率5秒内持续大于阈值B时，遥控器操作界面会
出现文字提示。

登录Web管理界面，选择“系统配置-显示-图标”，可修改丢包率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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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网络测试 ping 包和终端提示丢包率的区别是什么?终端
丢包率检测机制是什么?

● 网络测试ping服务器地址针对网络链路层，用的是icmp协议，ping通只能证明网
络层是通的；视频会议包走IP+UDP协议，UDP通才能说明传输层是通的，端口与
端口间可达。

● 6s内根据最大和最小包seq计算出期望收到的包，同时会记录实际收到的包，用
（期望收到的包-实际收到的包）/期望收到的包计算出丢包率。

9.5 硬终端激活时，提示“华为云获取地址失败，请检查网
络”？

● 域名解析失败或终端网络不通。

登录终端Web界面，在“维护 > 诊断 > 网络测试”中ping
acs.meeting.huaweicloud.com，看是否能ping通。

– 如果不能ping通，则可能是域名解析失败或终端网络不通，请检查域名解
析。在同一网络下的windows电脑上打开cmd窗口，执行nslookup
acs.meeting.huaweicloud.com，查看是否能够解析到IP地址。

▪ 如果无法解析到IP地址，请检查DNS配置，尝试手动修改为
114.114.114.114，再进行ping测试。

▪ 如果可以解析到IP地址，则表示终端网络不通，请检查网络配置。

– 如果可以ping通，请排查其他问题。

● 终端未添加到云平台。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界面，查看硬终端是否添
加，如果没有，请添加后再尝试。

● 终端添加后50分钟内未激活成功，导致激活超时。请重启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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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CloudLink Board 终端激活后点对点呼叫正常，创建会
议提示“网络故障” ？

原因是组网模式配置为SMC，华为云会议需要设置组网模式为uPortal。

登录CloudLink Board Web页面，在“系统配置<高级”，将组网模式由SMC更改为
uPortal。

9.7 CloudLink Board 系统状态正常，但创建会议时，提示
“注册密码认证失败”？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

● DNS未配置，需要配置下DNS，如果客户没有指定的DNS，可以让客户配置DNS
为8.8.8.8或114.114.114.114。

● 版本问题，请升级到20.0.1.SPC1版本。

9.8 CloudLink Board 会议中共享白板双向协作失败？
终端配置参数组网模式错误，需要将组网模式参数改为u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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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硬终端业务使用

10.1 如何获取硬件终端 SN 码及激活码？
● 硬件终端SN码是唯一标识设备的字符串。使用硬件终端前，需要在“华为云会议

管理平台”创建硬件终端，填写硬件终端的SN码。

– 登录硬件终端 Web界面，选择“帮助 > 版本” ，在弹出的“版本”页面可
以查看硬件终端的SN码。

– 包装盒或硬件终端背面贴有的SN条码纸上也可以查询SN码。

● 硬件终端的激活码用于硬件终端首次上电时激活华为云会议服务，在“华为云会
议管理平台”添加硬件终端后随机生成。

随机生成的激活码可在添加终端时填写的手机或邮箱中查看。

10.2 TE 硬终端初次使用如何配置？
● TE10/20

如您使用的会议设备型号为TE10/20，初次使用需输入激活码。

说明

● 配置前需确认该会议设备已在“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上添加完成。

● 激活码有效期为10天，时间自会议设备在“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上添加完成之日起计算。
如激活码已失效，请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重置该会议设备的激活码。

● 安全起见，如您在五分钟内，激活码连续输入错误次数累计10次以上，系统将锁定该会议设
备所在IP地址，请10分钟后再试。

● TE10安装请参考：TE10会议电视终端 安装视频

● TE10配置请参考：TE10会议电视终端 配置视频指导

● TE20安装请参考：TE20会议电视终端 安装视频

● TE20配置请参考：TE20会议电视终端 配置视频指导

● 激活TE10或TE20请参考：会议 激活TE10或TE20

● TE30/40/50/60
如您使用的会议设备型号为TE30/40/50/60，初次使用需完成TR069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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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配置前需确认该会议设备已在“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上添加完成，且添加完成的时间
不超过7天。

● 如添加完成的时间已超过7天，需至“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上删除该会议设备，重新
添加后再进行配置。

● TE30/40/50/60后续也会使用激活码来激活。

配置方法如下：

1. 登录会议设备。

2. 在会议设备Web页面，选择“系统配置 > 网络 > TR069”，可以进行TR069相关
参数配置，如图10-1所示，具体配置参数请参见表10-1。

图 10-1 TR069 参数

表 10-1 TR069 配置参数

参数项 说明 配置方法

TR069 设置启用TR069功能，启用后，会议设
备会向ACS（Auto-Configuration
Server）服务器发送会话连接请求。

选择“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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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项 说明 配置方法

ACS用户
名

会议设备发起连接请求时，ACS服务器
对会议设备进行认证的用户名。

管理员添加硬件终端后系
统通过短信或邮件发送的
TR069账号。

ACS密码 ACS服务器对会议设备进行认证的密
码。

管理员添加硬件终端后系
统通过短信或邮件发送的
TR069密码。

ACS地址 ACS服务器的地址。 https://
114.116.102.212:8444/
tr069/services/acs

 
3. 单击“保存”。

页面右下角弹出“保存成功”及“激活成功”提示。

10.3 TE 硬终端 Web 界面的初始密码是什么？
TE硬终端Web界面初始登录密码是：Change_Me

10.4 忘记了硬终端 Web 界面的密码怎么办？
硬终端的web登录的缺省用户名为“admin”，缺省密码为“Change_Me”。如果忘
记密码，可恢复出厂设置，用户名和密码将恢复为缺省值。

10.5 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 使用按键恢复：

– TE10/TE20正常运行时，借助插顶针按压TE10/TE20背部的RST复位孔10秒。

– TE30正常运行时长按MODE按键10秒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 TE40、TE50或TE60长按RESET复位按钮10秒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 在硬终端Web界面，“系统配置 > 安装 > 恢复出厂设置”中恢复出厂设置。

说明

恢复出厂设置后，需重新配置硬终端，请参见快速配置。

10.6 绑定硬终端时提示 SN 已存在怎么处理？
请先将硬终端从其他华为云账号上解绑再绑定到当前账号。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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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硬终端如何与华为云帐号解绑？

试用期结束

试用期结束前，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进入“终端管理”，直接删除该硬终
端即可。

试用期结束后，若不购买硬终端接入帐号，则冻结相应资源，冻结期结束后平台会自
动删除硬终端来解绑。

如果解绑还有问题，请提交工单。

更换帐号

若使用新华为云帐号，则使用旧帐号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进入“终端管
理”，删除该硬终端。在新华为云帐号中重新添加该硬终端即可。

10.8 带宽不足，如何降低硬终端视频质量？
可登录硬终端Web界面，选择“系统配置 > 会议参数”，点击“高级”页签，设置
“主图像格式”参数，参数由清晰改为流畅。

10.9 硬终端怎么自定义会场名？
在“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的“终端管理”中修改该终端的“名称”，重启终端后生
效。

10.10 硬终端上如何设置组合画面？
登录Web界面，在“设备控制 > 设备控制 > 组合画面”中，选择一种画面布局。

说明

终端入会后可选择的布局会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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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TE30/40/50/60 如何通过遥控器保存企业地址本到本
地？

● 点击遥控器菜单键，进入“高级”界面，选择进入“地址本”界面。

● 在地址本界面输入关键字从服务器搜索地址本条目。

● 保存到本地。

10.12 会议中呼叫成了语音会议，如何让会议保持视频会
议？

登录硬终端的Web页面，语音会场的终端，都在Web上用视频呼叫一次，这样下次默
认就是视频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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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如何进行资料共享？
【PC桌面共享】

● PC连接TE20等硬终端VGA接口，通过硬终端实现PC桌面共享。

● PC通过AirPresence Key这个无线设备连接硬终端，通过硬终端实现PC桌面共享。
AirPresence Key仅能和TE10、TE20配套。

● PC通过AirPresence应用连接硬终端（TE系列），通过硬终端实现PC桌面共享。

其他参会的会议终端（硬终端、PC软终端、手机软终端）都可以接收到共享。

【手机资料共享】

手机安装AirPresence应用后（在华为或苹果等应用市场下载），手机连接TE设备的
WiFi热点，或手机和TE设备在同一个网络中，在AirPresence应用中扫描硬终端二维
码，连接成功后即可实现手机上的桌面或文件共享。

其他参会的会议终端（硬终端、PC软终端、手机软终端）都可以接收到共享。

10.14 手机如何通过 AirPresence 连接 TE10、TE20、
TE30/40/50/60 终端，进行数据共享？

● 手机和TE10、TE20、TE30/40/50/60在同一个网络下，且该网络可以访问公网，
可以直接通过输入终端上的投影码进行连接；

● 手机连接TE10、TE20的热点，TE10和TE20可以通过终端RC界面的二维码扫码连
接，TE30/40/50/60目前不建议通过该方式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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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硬终端上的 EUA 投影码（6 位数字投影码），怎么设
置永久不变？

因安全性需要，EUA投影码不支持设置永久不变，默认五分钟刷新一次。

10.16 华为 CloudLink Board 是否支持安装第三方 APP？
华为CloudLink Board当前不支持安装第三方APP。

10.17 硬终端如何设置多画面？
● CloudLink Board/Box

CloudLink Board/Box属于多流终端，多画面显示为终端自身的能力，无需设置。
您可在会议画面的上方切换画面显示模式（包括演讲者模式、画中画模式和画廊
模式）。

● TE10/20
可使用遥控器设置多画面

● TE30/40/50/60
– 可使用遥控器设置多画面。

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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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触摸屏上设置多画面

10.18 如何连接和使用 TE50 设备？
TE50设备安装方法可参考：TE50 会议电视终端 快速安装指南。

TE50设备激活请参考：快速配置TE30/40/50/60。

TE50设备使用方法请参考： 快速操作TE系列-遥控器操作/触摸屏操作。

10.19 使用 TE20 开会时，如何把会议视频存储起来？
推荐开通华为云会议录播空间服务。

购买录播空间后即可使用会议录播功能，支持录制、回看。

费用详情请参见费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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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使用 TE30 创建会议后，PC 客户端或移动客户端能否
主动加入该会议？

使用TE30创建会议后，会发送短信给企业通讯录中受邀的参会者，参会者可以通过会
议ID和密码主动入会。

TE30硬终端创建会议及邀请新成员的方法请参见：快速操作TE系列-遥控器操作/触摸
屏操作。

10.21 硬终端的 SN 号被绑定在一个企业后，无法绑定到另一
个企业？

硬终端的SN号只能绑定在一个企业下。

如果您需要将该设备更换企业，请通知原企业管理员在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将其解
绑，在目标企业下重新进行绑定。

10.22 如何导入 TE 授权文件？
云上的终端无需导入授权文件，直接联网激活即可使用。

硬件终端设备激活方法请参见硬件终端管理。

10.23 华为云管理平台已添加了 TE40 硬终端，之后如何将其
关联到华为云？

将硬终端激活后即可关联到华为云平台正常使用。

激活硬终端的方法请参见快速配置TE30/40/50/60。

10.24 如何将 TE30-C 的分辨率由 720P 升级到 1080P？
您可以联系渠道商或者华为运营升级服务对设备进行升级。

10.25 硬件终端 IP 地址变化，重新上线需要手动拉会，而且
注册时间较长如何解决？

● 硬件终端通常设置为动态IP地址，待机状态下不会变更IP地址，仅当设备关机48
小时以上，再次开机时会自动变更IP地址。硬终端IP地址变更后，您需要重新注册
SIP服务器，通常会在3分钟内注册成功。硬件终端注册SIP服务器方法请参考配置
CloudLink Board/配置CloudLink Box/CloudLink Bar/配置TE10/TE20/配置
TE30/40/50/60。

● 您可以根据需要将硬终端设置为静态IP。

华为云会议
常见问题 10 硬终端业务使用

文档版本 0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6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equipeuse-meeting/remote_TE.html#section6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equipeuse-meeting/touch_TE.html#section3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equipeuse-meeting/touch_TE.html#section3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meeting/equip_account.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meeting/config_TE.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meeting/config_board.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meeting/config_board.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meeting/web_box.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meeting/config_cloudte20.html#section1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meeting/config_TE.html#section1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meeting/config_TE.html#section1


10.26 硬件终端会议中，如果新增移动端会场入会，入会的
该移动端出现声音异常怎么解决？

您可以根据需要启用“除主持人外的硬终端入会后自动静音”。步骤如下：

步骤1 使用企业管理员帐号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

步骤2 进入“会议管理 > 会议设置”。

步骤3 在“基本设置”页签下方单击“编辑”。

步骤4 勾选“除主持人外的硬终端入会后自动静音”，之后单击“保存”。

----结束

10.27 硬终端会场开会时为什么无法设置会议录播？
使用会议录播功能的前提条件：

● 您所在的企业已购买录播空间。录播空间的规格和自费请参见费用说明。

● 您可用企业管理员账号登录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查看已订购的录播空间。

● 使用普通用户帐号在“华为云会议管理平台”创建立即会议或预定会议时，需要
在“高级设置”中启用“录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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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主会场硬终端掉线，硬终端会控 Web 界面无法添加会
场怎么解决？

主会场硬终端掉线后，需要重新加入会议，才能进行添加会场等会控操作。

10.29 CloudLink Board 是否支持无线辅流工具
AirPresence 发送辅流？

请查看CloudLink Board 版本信息

● 建议升级到CloudLink Board 20.0.1.SPC1 版本使用无线辅流工具发送辅流

10.30 CloudLink Board 是否支持与 TE10/20、TEX0 终端
进行双向协作？

CloudLink Board 不支持TE10/20、TEX0终端进行双向协作。

10.31 CloudLink Board 是否支持读取 U 盘上的数据?
CloudLink Board 不支持读取U盘上的数据。

10.32 TE30/40/50/60 如何使用 Wi-Fi 激活？
使用遥控器连接Wi-Fi，激活硬终端。

1.设置网络模式

建议在Wi-Fi环境下将“网络模式”设置为“动态IP”

首次开机时，在“设置向导>基本信息”中，将IPV4的网络模式设置为“动态IP”。

非首次开机时，在“高级>设置>网络>IP”中，设置为“动态IP”。

2.连接Wi-Fi

如果在设置向导界面，先按返回键退出向导。

在“高级>设置>网络>Wi-Fi”中，启用Wi-Fi，选中需要连接的Wi-Fi，当连接状态亮
起时说明连入成功。

3.激活

在“高级>设置>安装>设置向导”中，激活硬终端。

10.33 TE30 发起会议，只有声音没有图像？
可能的原因：硬终端首次使用有时默认音频会议，需要切换发起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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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硬件接入账号是什么？
硬件终端接入华为云会议，需购买硬件接入帐号。

● 硬件接入账号支持会议硬件注册到华为云会议。硬件终端成功接入后，调用企业
内的云会议资源即可使用会议功能。若硬件终端接入后无法正常使用会议功能，
请确认当前企业内是否有足够的云会议资源。

● 硬件接入账号需按设备类型和实际数配置。当企业内硬件接入账号少于设备数
量，部分设备将无法正常接入华为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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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音视频设备故障

11.1 杀毒软件禁用导致会议客户端启动麦克风/扬声器设备失
败？

解决方法如下:

● 将华为云会议加入杀毒软件应用程序白名单中。

● 开启杀毒软件时，允许华为云会议客户端运行。

进行以上两个操作后，重新打开华为云会议客户端，查看麦克风（扬声器）设备
能否正常启用。

11.2 扬声器/麦克风被系统静音导致会议客户端启动扬声器/
麦克风设备失败？

● 扬声器

a. 在电脑任务栏右下方右键单击喇叭图标 ，选择“打开声音设置”，在右
侧单击“声音控制面板”。

b. 在“播放”页签中选择异常扬声器，单击“属性”，打开扬声器属性，在
“级别”页签中解除扬声器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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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风

a. 在电脑任务栏右下方右键单击喇叭图标 ，选择“打开声音设置”，在右
侧单击“声音控制面板”。

b. 在“录制”页签中选择异常麦克风，单击“属性”，打开麦克风属性，在
“级别”页签中解除麦克风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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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扬声器/麦克风被独占导致会议客户端启动扬声器/麦克
风设备失败？

● 扬声器

a. 在电脑任务栏右下方右键单击喇叭图标 ，选择“打开声音设置”，在右
侧单击“声音控制面板”。

b. 在“播放”页签中选择异常扬声器，单击“属性”，打开扬声器属性，在
“高级”页签中取消勾选“允许应用程序独占控制该设备”。

● 麦克风

a. 在电脑任务栏右下方右键单击喇叭图标 ，选择“打开声音设置”，在右
侧单击“声音控制面板”。

b. 在“录制”页签中选择异常麦克风，单击“属性”，打开麦克风属性，在
“高级”页签中取消勾选“允许应用程序独占控制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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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因声卡驱动异常导致会议客户端启动麦克风/扬声器设备
失败？

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音频输入和输出”右键麦克风/扬声器，选择更新驱动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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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麦克风隐私权限设置导致会议客户端启动麦克风/扬声器
设备失败？

电脑任务栏右下方右键点击喇叭图标 打开“声音设置>麦克风隐私设置”，“允许
应用访问你的麦克风”按钮选择开启，在“允许桌面应用访问你的麦克风”将
WeLink/华为云会议应用按钮打开，允许WeLink/华为云会议访问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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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PC 客户端入会后，接收不到其他会场声音，怎么解
决？

● 接收不到其他会场声音，其他会场接也收不到【华为云会议】声音，但其他会场
之间声音正常。

可能原因：

– 电脑音量设置了静音，取消设置静音即可解决。

– 电脑音量合成器扬声器/听筒设置静音，取消设置音量合成器中的扬声器/听
筒静音即可。

● 接收不到其他会场声音，其他会场接收【华为云会议】声音正常。

可能原因：电脑音量合成器HUAWEI CLOUD Meeting设置静音，取消设置音量合
成器中的HUAWEI CLOUD Meeting静音。如下图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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