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Link+目睹直播使用指导

Securi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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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直播方式选择（根据场景选择相应直播方式）

典型有“使用目睹直播页面”、“使用WeLink会议入会”、“使用OBS直播软件”、“使用专业摄像机”四种开启直播方式

本文档重点介绍“使用目睹直播页面”、“使用WeLink会议入会”两种配置方式。

使用目睹直播页面 使用WeLink会议入会 使用OBS直播软件 使用专业摄像机

主讲人视频直播
方式

主讲人在PC打开目睹直播页
面，页面打开PC摄像头进行
直播

主讲人使用移动或者PC版WeLink，或者会
场的会议终端，加入到WeLink会议中，进行
直播

主讲人在PC电脑，打开OBS
软件进行直播

主讲人在会场，对着专业摄
像机进行直播

主讲人文档直播
方式

主讲人将文档上传到目睹直
播页面，在直播页面翻页直
播

方式1：主讲人在会议中共享桌面，管理员
（会控人员）在会议中设置多画面，将视频
画面和共享桌面组合多画面后，进行广播
方式2：主讲人在会议中共享桌面，管理员
创建直播间时配置双流（视频流+桌面共享
流）直播。
备注：双流直播目前可以通过观看链接观看，
We码应用还只能看视频流

主讲人在PC电脑，打开OBS
软件进行直播，将文档和视
频混合到一个窗口进行直播

1. 主讲人在自己电脑上打
开文档讲解

2. 此时需要一个辅助直播
人，将主讲人文档上传
到目睹直播页面后台，
在后台辅助同步翻页

嘉宾参与直播
嘉宾通过目睹直播页面进入，
建议少于4人

嘉宾通过WeLink会议入会 不支持 不支持

观看者观看直播
效果

观看页面有视频和文档两个
画面，手机端观看文档时画
面比较小，无法全屏

主讲人视频和文档画面都在观看者视频画面
中

主讲人视频和文档画面都在
观看者视频画面中

观看页面有视频和文档两个
画面，手机端观看文档时画
面比较小，无法全屏

推荐场景 看文档效果不好，不推荐 多人直播时，推荐 单人直播时推荐 大型现场直播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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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1. 企业已经开通华为云WeLink账户

2. 企业已经开通华为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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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登录WeLink企业管理后台

1. 输入网址：https://welink.huaweicloud.com/

2. 使用WeLink管理员账号扫码登录

https://welink.huawei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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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WeLink管理后台绑定华为云账号

1. 点击“设置”、“权益信息”，在页面最下方按提示绑定华为云账号

提示：第七步时请务必使用绑定的华为云账号订购，否则订购后在WeLink管理后台中无法看到订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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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入“业务应用”→“应用管理”页面，并点击“添加应用”按钮

1. 点击“业务应用”、“应用管理”

2. 进入应用管理页面后，点击“添加应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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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进入“添加应用”页面，找到“目睹直播”，并进入详情页

1. 在搜索框输入“目睹”，搜索，找到“目睹直播”

2. 点击“详情”，进入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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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去“开通”服务

1. 点击“开通”按钮

2. 点击“同意授权并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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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购买，选择套餐

1. 选择“WeLink体验100人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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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登录华为云账号

1. 输入华为云账号密码登录

备注：请使用第一步绑定的华为云账号登录，若第

一步时未绑定华为云账号，此时会提示绑定，请务

必绑定；

若不绑定，则订购后需联系华为人员进行手工将订

购的目睹直播服务关联到WeLink相应企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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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同意授权并支付

1. 勾选同意协议和授权

2. 点击“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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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步：订购完成并查看

1. 点击“业务应用”、“应用管理”，进入应用管理页面

2. 在右侧搜索框输入“目睹”，搜索到“目睹直播”应用，点击进入应用



目录

1.订购

2.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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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员进入目睹直播管理后台

1. 在WeLink企业管理后台页面中，点击“业务应用”、“应用管理”

2. 在右侧搜索框输入“目睹”，搜索到“目睹”应用，点击进入应用

3. 在目睹直播应用界面，点击“进入应用后台”，进入目睹直播管理后台

备注：这个步骤是进入目睹直播管理后台的唯一方式，若使用过程中长时间不操作，页面超

时退出，则需要重新从这里进入；若点击“进入应用后台”后报一些错误，可以多尝试几次

1

2

3



主讲人使用目睹直播页面进行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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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使用目睹直播页面进行直播：创建直播间（摄像头直播）

1. 点击“直播管理”,进入频道管理页面

2. 点击“新增”，添加频道（直播间）

3. 填写频道名称、直播方式选择“摄像头直播”后确认，创建直播间（频道）

1

2

3



Huawei Confidential18

主讲人使用目睹直播页面进行直播：进入直播间

1. 在直播管理页面，找到相应频道，点击管理，进入直播间

2. 点击“进入直播间”按钮进入，或者将主持链接和口令分享给主讲人，点击链接输入口令进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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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使用目睹直播页面进行直播：主讲人开启直播

1. 点击“开始直播”，启动视频直播

2. 若需要共享文档，点击左上角上传文档。文档上传后，

点击使用，并且打开“观看页显示”，则可以启动文档

直播

若电脑开启了代理，可能会导致无画面，请关掉代理后再试



主讲人使用WeLink会议进行直播



主讲人使用WeLink会议进行直播：环境调测准备工作，开通WeLink直播端口

1. 获取客户WeLink企业标识和企业ID。登录WeLink管理后台→设置→企业信息 查询（如下图）



Huawei Confidential22

主讲人使用WeLink会议进行直播：创建直播间（其他方式直播）

1. 点击“直播管理”,进入频道管理页面

2. 点击“新增”，添加频道（直播间）

3. 填写频道名称、直播方式选择“其他方式直播”后确认，创建直播间（频道）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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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使用WeLink会议进行直播：获取直播间推流地址和观看地址

1. 在直播管理页面，找到相应频道，点击管

理，进入直播间

2. 在“专业设备直播”页签下，获取推流地

址，

3. 点击“观看地址”，获取观看地址

备注：原理是WeLink会议通过往这个推流地

址推送视频流开启直播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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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使用WeLink会议进行直播：在WeLink会议中配置第三方直播间

1. 登录WeLink管理后台，进入“智能办公”→“智

能硬件”界面

2. 点击“会议管理”下的“进入”，进入会议配置界

面

备注：把直播间建好后，后续多个直播会议可以一直用

这个直播间

1. 在会议管理界面，点击“会议”→“会议设置”

2. 选择“第三方直播间”，“添加”配置直播间

• 直播地址：上一步中的观看地址，http开头

• 音视频推流地址：上一步中的推流地址，rtmp开头

• 辅流演示推流地址：单流直播时，无需填写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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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使用WeLink会议进行直播：创建直播会议

1. 通过WelinkPC客户端，点击头像，进入“个人管理平台” ，进入会议管理

后台

2. 在个人管理平台页面，点击创建会议，“高级参数”中第三方直播“开启”，

并选择上一步中配置的直播间，默认勾选“入会后自动开启第三方直播”

备注：每开一个直播会议，需要重新创建一次会议。操作前需要把前一个直播会

议结束掉释放直播间和直播资源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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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使用WeLink会议进行直播：与会者进入会议，自动开启直播

1. 与会者通过会议ID和密码入会，入会后自动开启直播

• 备注：必须有人入会，才可以开启直播

• 备注：主持人进入个人管理平台，进入会议会控，查看直播是否开启（默认有人入会后自动开启，若没开启，主动点击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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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直播间（频道）发布到WeLink目睹直播小程序中

说明：只有将直播间（频道）发布到门户后，WeLink用户才能在WeLink的目睹直播应用中看到这个直播间（频道）并进行观看

1. 直播管理后台>点击“门户界面”>点击“配置主题”

2. 选择在配置主题界面“编辑栏目”

3. 添加栏目，输入栏目名称后，确认

4. 在刚添加的栏目中，点击“配置频道”

5. 选中已经存在的所有频道（直播间），并保存，然后退出即可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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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者观看直播、分享直播

方式1：在WeLink应用中观看并分享

1. 进入移动端WeLink应用，搜索目睹，找到并进入目睹直播

应用

2. 在应用中可以看到发布的直播间，点击直播间即可进入观看

3. 在直播间点击右上角“...”,弹出窗口中选择“分享”，分享

给群组或用户。用户收到分享链接后，可点击一键观看

方式2：通过观看链接观看并分享

1. 在目睹直播管理后台，进入直播管理页面

2. 选择相应直播间（频道），点击管理进入直播间页面

3. 在直播间页面右上角，点击观看地址，获取直播间观看地址

4. 将观看地址分享出去（通过微信、WeLink等），观看者点

击链接即可观看（PC、移动端都可以观看）

备注：此链接没有任何鉴权，任何人获取到链接后即可观看，请

谨慎使用



Huawei Confidential29

WeLink+目睹直播常见问题解答：

问题 说明

普通用户是否可以通过PC网页观看直播 支持，但是链接没有鉴权，需注意分发范围

直播测试时，观看者比主持人画面延迟10秒 直播与会议不同，不是实时的。延迟在半分钟以内且观看者看到的画面是流畅的
就属于正常现象。类似于看球赛直播，看到画面比现场要晚一些。

如何扩容到免费1000内并发 目前开放了100并发免费试用，若需要1000以内并发，请订购后据实找目睹杨莉
佳18958062777申请扩容。当前资源有限，请各位根据项目重要程度控制下，避
免申请过多，并发过大导致整个系统资源不足，出问题

是否可以进行会议直播（将WeLink正在召开的会议
给观看者直播观看）

目前仅支持单流（会议视频流），不支持视频+共享桌面双流直播，根据客户场
景可灵活选择，预计3月初提供双流直播能力

直播间是否有数量控制 没控制，只控制观看人数

超过5000人大型直播如何保障 提前3~5天报备，目睹进行重点保障

是否支持将录制好的视频进行直播回放 支持

直播回放时，观众观看是否占用并发数 占用

使用专业设备直播（非PC摄像头）时是否支持华为
TE摄像头

不支持



附录1：使用会议单流直播时如何直播会议中的共享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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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控人员进入会控后台界面，组合多画面后广播

1. 会控人员进入会控页面，点击“多画面设置”→ “多画面

设置”

2. 根据需要，设置多画面，把“会议共享”画面拖拽到右边

画面中。可以只设置“会议共享”单画面，也可以组合视

频，形成多画面。

3. 广播多画面

原理：会议单流直播的画面是广播画面，广播画面是什么，直

播端看到的就是什么

2

1
3



附录2：配置会议双流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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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会议双流直播

1. 进入目睹直播管理后台，进入P25已经创建好的直播间

2. 在直播间中点击“添加直播画面”，新增一个直播画面，并

获取此直播画面的推流地址

进入P26的设置第三方直播间页面，将目睹直播中新创建的直播画面

的推流地址，填写到辅流演示推流地址中

1. 需要在WeLink会议管理后台先结束直播会议

2. 删除原有直播间，

3. 重新配置一个新直播间，配置新直播间时，除按照P26原有方式

配置音视频推流地址外，额外配置一个辅流演示推流地址

4. 然后继续创建直播会议，入会并共享桌面后，即可在直播观看链

接中看到双流

备注：目前直播观看链接可以看双流直播，WeLink 目睹直播小程序

还在测试验证，验证通过会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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