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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好视通云会议 for Live 版本是深圳银澎云计算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基于 Internet 的

网络视频会议直播产品。Live 版本采用全直播的技术架构进行设计，运用领先于业界

内的视音频编解码技术、安全的网络技术和先进的开发手段进行研发。全新的架构可

以使用户无需下载云会议客户端即可加入会议观看会议直播并参与互动。 

        Live 版本适用于大部分的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用户无需安装插件，即可实时收看直

播，轻松实现了日常会议、培训的网上同步直播，以及现场视频、主题介绍、PPT 内

容、网络互动、图片的同步展示。Live 版本实现全国网络承载，可保障全国各地的用

户同时收看。 

术语解释 

术语解释 

术语 解释 

直播间 可用于网页登录的直播 

  



配置要求 

本产品支持运行在部分桌面操作系统的部分浏览器上。 

支持的桌面操作系统应有： 

• Windows XP 及以上。 

• macOS 10.12 及以上。 

• Ubuntu Linux 16.04。 

支持的浏览器应有： 

• IE 10 及以上； 

• Edge 浏览器最新版本； 

• Firefox 最新版本； 

• Chrome 最新版本； 

• Safari 最新版本； 

• 360 安全浏览器、极速浏览器最新版本； 

• QQ 浏览器最新版本； 

• UC 浏览器最新版本； 

操作指南 

购买直播 

         登录属于您企业的用户中心，点击右上角的产品商城进入直播产品购买界面，您

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购买操作，我们根据时长和最大并发量提供以下几种产品： 

包天：100 点、500 点、1000 点 

包月：100 点、500 点、1000 点 

包年：1000 点、5000 点、不限并发 

操作步骤： 

1. 登录产品商城，并进入直播购买界面； 

2. 根据需求进行下单； 

3. 议价时填入赠送的互动点数； 

4. 申请线下支付并提供支付凭证； 

5. 销售确认订单。 



例如：您需要开一场直播，预计并发量为 600 点，只开一天，于是您可以选择购买 6

个包天 100 点产品，或者您也可以选择购买一个包天 500 点产品+1 个包天 100 点产

品。 

 



 

 



生效直播点数 

         购买直播成功后，您需要根据实际需求手动生效直播的点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BOSS 前台（用户中心）； 

2. 点击直播->直播服务管理； 

3. 选择生效的点数以及生效开始时间，开始时间不能是当前时间之前。 

4. 生效完成后，在产品生效时间内，您就可以创建直播间啦。 

 

创建直播 

         每个产品包含的可创建直播间数量不等，您可以进入“直播间管理”创建直播间。 

操作步骤：（只有部门管理员以上级别的用户才能创建直播） 

1. 登录 BOSS 前台（用户中心）； 

2. 进入直播->直播间管理->创建直播间： 

3. 填入直播信息，确认后即可创建直播成功，系统会自动生成直播链接和邀请码（如

果您有选择使用邀请码的话） 

4. 创建直播间时，请务必关联一个会议室； 

5. 在创建直播间时，您可以更改该直播间的 LOGO 和直播未开始或已结束时，视频区

的显示图； 

6. 创建成功后，返回直播列表，重新选择该直播进行修改，将生成的直播链接和邀请

码分享出去即可。 



注：如果已创建直播间≥可创建直播间，您是无法再创建新的直播间的，您需要删除

部分直播间后方可重新创建。 

 

主播登录客户端 

主播使用好视通直播客户端进行直播，打开客户端后，输入您的账号和密码，即

可登录客户端。 

操作步骤： 

1.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密码，点击“登录”； 

2. 选择已经关联直播间的会议室； 

3. 进入直播主播端的主界面，并点击“主讲”成为“主播”； 

4. 完成以上三步，您就可以开始您本次的直播了。 



 

 



 

 

主播广播音视频 

主播可以在客户端设置将主播和其他嘉宾的互动情况进行直播：主播只要广播自

己或其他嘉宾的视频，也可打开自己或其他嘉宾的音频；当主播没有共享任何内容的

情况下，直播观众端可看到最多 5 位嘉宾（包括主播）的互动视频图像。 

主播共享内容 

主播在直播视频的同时，可直播文档、白板、多媒体、电脑屏幕，当主播有共享

内容时，最多可直播的嘉宾画面为 4 路。 

自动导播 

当主播共享内容或切换客户端布局时，直播观众端的视频布局将会自动跟随，它

们会有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 



 

 

 

观众登录直播          

当您通过邮件、短信或通讯工具收到直播链接与邀请码时，您可点击直播链接登录直

播。例如：https://live.hst.com/ldf55weg，邀请码为 9 位数字 

操作步骤： 

1. 在 PC 浏览器中访问您得到的直播链接； 

2. 登录： 

https://ws.fsmeeting.com/live/


⚫ 如果该直播需要邀请码方可观看，则请在页面的弹窗中输入。 

⚫ 有些直播时完全开放的，您点击链接打开页面后可直接观看。 

3. 您还能通过点击右上角自己的名字进行昵称修改。 

 

 



 

观众接收直播视频 

         直播中，您可观看主讲共享的数据，数据包括白板、文档、屏幕和影音文件，也

可同时观看主播和嘉宾的视频。 

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对直播视频区域进行的操作如下： 

全屏视频 

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如果您觉得视频区域太小而影响您的观看感受，可对视频

区进行如下操作： 

⚫ 双击共享内容区域或点击“全屏图标”可以全屏查看视频； 

⚫ 全屏后，双击屏幕或点击“退出全屏图标”可退出全屏； 

自主调节直播视频的声音 

        当直播进行时时，您可以在工具栏调整扬声器音量。 



 

PC 网页端 

 

手机端 



聊天 

         直播过程中，您可以使用文字聊天功能参与互动。 

 

 

 

关于聊天，您可以这样用： 

群聊 

        在文字输入框内输入 1000 字以内的内容，点击发送，即可与其他参会人进行文字

互动； 



私聊 

        点击聊天内容框的参会人昵称，您可与他进行私聊互动。 

无论群聊还是私聊，您都可以使用表情哦。 

聊天审批 

主播可以在客户端打开聊天审批的功能，当聊天审批被打开时，任何直播观众和

嘉宾（非出席或主播）发送的聊天消息均需要通过主播或主席身份的嘉宾进行审批方

可显示于聊天区域当中。 

 

录制、点播 

当您开始直播，您的所有直播内容均会被自动录制到云端，在直播结束后，您可以通

过后台的媒体库进行查看和分享。 



 

数据统计 

在直播结束后，如果您需要对直播的数据进行查看和统计，您可以登录后台的直

播列表中，点击“数据”便可进入数据查看模式。 

当前已经同居的数据有：本直播间的最高并发数、累计观看次数和累计观看人数，

并且我们提供了并发人数的曲线图。 

说明：概况的数据每天更新一次。 



 

其他功能 

点赞 

         直播中，如果您对这场直播比较满意，或对主播比较满意，您可以进行点赞操作。

点击点赞图标，还可以有酷炫效果哦~ 

直播在线人数 

▪ 直播中，您可接收查看目前观看该直播的总人数。 

▪ 如果您觉得在线人数没有必要显示给直播观众，您可以通过后台的在线人数开关对

在线人数进行隐藏； 

▪ 另外，您还可以随意修改展示给用户的在线用户数，显示结果=基础在线人数值+实

际人数*倍数。 



 

在线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直播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或有任何需求，都可以通过反馈途径传达

给我们。 

操作步骤： 

1. 点击反馈图标，打开反馈窗口； 

2. 输入您的反馈内容，并输入您的称呼及联系方式； 

3. 您还可以添加图片附件或录屏附件，以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对问题进行排查。 

分享直播 

您如果觉得这场直播值得分享出去，可点击分享图标，复制直播链接和邀请码，

分享到您的 QQ 或微信。 

切换线路 

  在直播过程中，如果您认为查看共享或主播视频比价不流畅，您可尝试切换线

路，系统默认使用线路一。 

第三方昵称 API 接口 

当您需要直播观众从您自己的网站上跳转到直播页面，并使用您网站的用户名时，

我们为您提供了开放的 API 接口，详细接口文档请参考我司官网的下载页面。 

退出直播 

您想退出直播时，直接关闭浏览器或浏览器的标签页即可关闭直播。 



在关闭直播后 30 秒内如果您重新登录直播，可无需重新验证任何信息直接观看直

播。 

声明 

©  2018 深圳银澎云计算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书内容的部分或全部，

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 

好视通®为深圳银澎云计算有限公司所有商标，任何公司和个人不得假冒。 

本书中出现的其它商标，为各自所有人所有。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它原因，本手册内容会不定期更新，文中内容和图片若与实物

有不符之处，以实物为准。除非另有约定，本手册仅作为操作使用的指导，本手册中

的所有陈述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