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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UC管理后台分管理员与普通用户登录，普通用户登录具备基本操作功能，管理员有较多管理功能，

具体功能以下进行详细介绍。 

1 管理员功能介绍 

使用管理员账号登录，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输入企业账号、用户账号、用户密码，点击立即登录，

即可进入管理员界面。 

 

登录界面 

管理员账号可使用的功能主要有：即时通讯、视频会议、远程培训、单位管理、个人信息。 

1.1 即时通讯 

即时通讯模块主要是用户在即时通讯功能使用过程中的权限设置、通讯日志管理和此登录用户的权限。 

1.1.1 用户权限管理 

可按部门查看用户权限，或者搜索用户账号、ID、昵称等信息来查看用户权限。点击“详细”可看到

用户账号、用户类型、用户密码、用户昵称、真实姓名、所属部门、职务、Email、电话和手机，点击“权

限”可看到用户当前拥有的权限，同时管理员可修改用户权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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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通讯模块 

 

用户权限 

1.1.2 通讯日志管理 

通讯日志管理是记录了用户使用即时通讯的时长、进入时间、离开时间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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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我的权限 

可看到当前登录的账号所拥有的权限，有权限使用的功能，前面方框会打钩，如上图“用户权限”图。 

1.2 订购视频会议 

LiveUC 后台管理-产品管理-产品订购-申请订购视频会议 

1) 使用期限增加结束日期，结束日期的时间自动改为 23:59:59 

2) 使用期限的日期与天数联动，修改日期时，天数会自动计算；修改天数时，结束日期他会自动计算 

3) 选择“按注册用户数收费”时，按在用户管理中可添加的帐号数收费，不允许匿名用户参会，所有用

户都有创建会议室的权限；创建会议室时，不允许匿名登录； 

4) 选择“按并发用户数收费”时，按同时在线的并发用户数收费，只有系统管理员才能创建会议室，允许匿

名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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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视频会议 

 

1.3 视频会议 

视频会议模块主要包括，参加会议、会议管理、录像点播、会议统计。 

1.3.1 参加会议 

参加会议功能模块，可加入到指定会议室中，可看到会议室编号、会议名称、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授权用户以及会议室的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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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界面 

点击“进入会议室”可进入此会议室，参与会议。点击“详细”，可查看会议日程信息及会议室详细信

息。 

 

会议室信息 

1.3.2 会议管理 

会议管理分“会议日程管理”和“会议室管理”。 

【会议日程管理】：会议日程管理是对用户登录会议室信息的记录，可看到用户可进入的会议室的会议主题、

会议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会议简介，同时可对会议室信息做修改或删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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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创建会议”创建新的会议室，可以选择将新会议室创建在某会议室列表下，填写会议主题、开

始时间、结束时间、会议用户等，会议用户可自行选择参会人员，也可以导入之前会议参会人员的模板，

点击“导入模板”即可实现。 

 

会议日程管理 

 

创建会议 

【会议室管理】：主要对每个会议室进行管理，点击“详细”查看会议室详细信息；点击“修改”可修改会

议室信息；点击“删除”将当前会议室删除；“授权”是指对部门用户授权参与此会议室，或者有权限进入

会议室的用户进行主持人、会员、助理身份的设置；“代码”是指生成会议室网页登录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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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管理 

 

代码生成界面 

1.3.3 录像点播 

录像点播功能中可查看会议过程中录制的录像，除了播放录像外，可在“统计”中对录像播放次数进

行统计，查看录像播放次数、播放时间等信息。管理员还可以在录像管理中上传新录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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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点播 

 

上传录像 

1.3.4 会议统计 

会议统计分为参加过的会议、我创建的会议、会议登录日志。 

【参加过的会议】：此账号参加过的会议信息，会详细的出现在界面。用户可根据会议开始/结束时间、

所属部门等信息来查询所参加过的会议，同时可导出查询到的会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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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的会议 

【我创建的会议】：可查询到该账号创建的会议信息（会议 ID、会议主题、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会议

简介、会议时长、登录人次），同时可导出查询到的会议信息。 

【会议登录日志】：主要记录会议登录信息，包括流水编号、登录用户账号、IP 地址、进入时间、离开

时间及时长，可将最近登录信息导出，也可将所有登录信息汇总后导出。 

1.4 远程培训 

远程培训功能模块包括我的培训教室、课件点播、培训教室管理、培训统计四大子功能，远程培训界

面如下图所示。 

 

我的培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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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我的培训教室 

我的培训教室界面如上图所示。 

显示当前账号有权限进入的培训教室，点击“详细”可查看培训教室的详细信息，如培训教室编号、

登录方式、有效日期等，如下图所示： 

 

培训教室详细信息 

点击“日程”可查看教室讲稿、课件等内容。 

点击“进入会议室”进入此培训教室，与其他参与者进行音视频互动。 

1.4.2 课件点播 

课件点播模块中可查看培训室课件及讲稿等详细内容，如下图，点击“查看讲稿”自动下载此培训教

室的演讲稿，点击“播放课件”可通过网页查看课件。 

 

课件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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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培训教室管理 

培训教室管理模块中主要对每个培训教室进行管理，点击“详细”查看培训教室详细信息；点击“修

改”可修改培训教室信息；点击“删除”将当前培训教室删除；“授权”是指对部门用户授权参与此培训教

室，或者有权限进入培训教室的用户进行教师、学员、助理身份的设置；“代码”是指生成培训教室网页登

录的地址。 

 

培训教室管理 

1.4.4 培训统计 

培训统计主要记录培训用户的登录信息，包括流水编号、登录用户账号、IP 地址、进入时间、离开时

间及时长，可将最近登录信息导出，也可将所有登录信息汇总后导出。 

1.5 单位管理 

单位管理中包含部门管理、用户管理、单位信息管理、单位个性化设置四大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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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管理 

1.5.1 部门管理 

部门管理界面如上图所示。 

点击总目录“网动 Live UC demo”，可修改总目录下的二级子部门，点击二级部门可以修改三级部门；

点击部门列表中的“修改”可修改部门名称、排序级别，排序数字输入越大，排序越靠前；点击部门列表

中的“删除”，可删除此部门。 

也可添加新的部门，在部门管理界面最下方有【添加】和【导出】，点击添加，添加新的部门，点击导

出，将现有所有部门导出。 

 

修改部门信息 

1.5.2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模块下可为每个部门添加用户，可逐个添加用户，也可批量添加，也可进行删除、导出、导

入等操作。也可对具体某位用户进行修改或删除等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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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 

点击“添加用户”弹出如下窗口，填写账号密码、昵称、职务、电话等信息后，单击确定，即可添加

成功。 

 

添加用户 

点击“批量添加”弹出如下窗口，输入用户账号、昵称及人数，即可批量添加用户，默认情况下密码

和用户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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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添加 

1.5.3 单位信息管理 

单位信息管理模块可对单位当前信息进行修改，如下图所示，点击“修改”对单位信息进行修改。 

 

单位信息 

1.5.4 单位个性化设置 

单位个性化设置模块主要是对单位管理平台标题、logo 等的设置，如下图所示，可修改管理平台标题，

可上传后台 logo 和启动 logo，以及上传皮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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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个性化设置 

1.6 个人信息 

1.6.1 我的信息 

我的信息中主要修改管理员个人信息，包括用户昵称、真实姓名、Email、职务、电话、手机，在修改

信息之前需要先输入用户密码，才可以修改信息，具体内容如下图所示。 

 

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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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模块可修改当前登录的用户密码，输入当前密码，之后输入新密码，点击确定，即可修改成

功。 

 

修改密码 

2 普通用户功能介绍 

普通用户在登录界面输入企业账号、用户账号、用户密码，点击“立即登录”，即可成功登录。 

 

登录窗口 

2.1 即时通讯 

2.1.1 通讯日志管理 

通讯日志管理是记录了用户使用即时通讯的时长、进入时间、离开时间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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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日志管理 

2.1.2 我的权限 

我的权限中可查看到当前用户有权限使用的功能，可以使用的功能前有对勾标记，没有对勾代表没有

使用权限。如下图所示： 

 
我的权限 

2.2 视频会议 

2.2.1 我的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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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会议室 

2.2.2 录像点播 

录像点播功能中可查看会议过程中录制的录像，除了播放录像外，可在“统计”中对录像播放次数进

行统计，查看录像播放次数、播放时间等信息。管理员还可以在录像管理中上传新录像。 

 

2.3 远程培训 

2.3.1 我的培训教室 

显示当前账号有权限进入的培训教室，点击“详细”可查看培训教室的详细信息，如培训教室编号、

登录方式、有效日期等；点击“日程”可查看教室讲稿、课件等内容；点击“进入会议室”进入此培训教

室，与其他参与者进行音视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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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培训教室 

 

培训教室详情 

2.3.2 课件点播 

课件点播功能中可查看培训过程中录制的课件，除了播放课件外，可在“统计”中对课件播放次数进

行统计，查看课件播放次数、播放时间等信息。同时可查看培训主题、培训简介等信息。 

2.4 个人信息 

2.4.1 我的信息 

我的信息中主要修改普通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用户昵称、真实姓名、Email、职务、电话、手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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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信息之前需要先输入用户密码，才可以修改信息，具体内容如下图所示。 

 

我的信息 

2.4.2 修改密码 

在修改密码模块下，普通用户可以自行修改账号密码，输入当前密码，之后输入新密码，点击确定即

可修改成功。 

 

修改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