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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手册对应产品 

摩云会议视讯软件终端（Android 版） 

产品对应版本 

V6.1.0.1 

适应平台 

摩云 V6.1 平台 

读者对象 

软件系统操作人员、管理人员 

本书约定 

符号 说明 

＞ 多级菜单，如：系统设置 ＞高级设置 ＞网络设置 

粗体 界面文字、菜单、选项等，如：功能导航栏 

【】 动作性操作，如【确定】 

图标约定 

符号 说明 

 
“说明”图标：对正文进行强调和补充说明 

 

“注意”图标：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忽视注意文字，可

能导致数据丢失、设备性能降低 

 

“警告”图标：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忽视警告文字，可

能导致设备损坏或不可预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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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摩云会议视讯软件终端（Android 版）是一款全触摸屏的手持软件终端，依托强大的云计算平台，

结合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及专业的用户体验设计，具有极强的可扩展性和易用性。用于企业用户

的实时沟通。 

摩云会议软件终端（Android 版）实现了视讯的移动性体验，覆盖了移动办公应用场景。主要支

持会议管理、多方会议等功能；增强了网络适应性及主机适应性，支持 Wi-Fi 和移动蜂窝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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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环境 

分类 配置 

硬件系统环境 基础配置：麒麟 CPU1.8GHz 八核 运行内存 4G 及以上 

          高通 CPU1.5GHz 四核 运行内存 4G 及以上 

推荐配置：Android 触屏手机 CPU2.6GHz 八核 运行内存

6G 及以上 

软件系统环境 Android8.0 及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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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件安装 

1. 将 Android 移动终端连接至网络，找到并打开应用市场等软件，并在搜索框内输入关键词（如：

摩云、摩云会议），点击【搜索】； 

2. 找到摩云会议软件，按照提示向导完成软件安装； 

3. 当 Android 移动终端主界面出现 图标时，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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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登录 

4.1. 登录设置 

在手机主界面，点击 图标，进入摩云会议登录界面；在摩云会议登录界面，点击登录界面

下方【设置】，进入设置界面，可以进行如下设置： 

  

 服务器配置：可选择手动设置平台服务器地址，默认自动。开启手动后，输入新服务器地址，

点击 返回至设置界面； 

 安全设置：可选择是否打开远程调试。开启后，允许 Telnet 连接终端进行调试，默认关闭。 

 关于：点击可查看本软件所属公司及版权信息、产品版本号信息、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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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软件登录 

1. 在手机主界面，点击 图标，进入摩云会议登录界面； 

2. 点击界面下方【设置】，进入设置界面，进行操作； 

3. 设置完成后，点击 ，保存设置，并返回登录界面； 

4. 输入登录信息；如下图所示： 

 

5. 点击登录按钮 ，进行登录。 

说明 

 若没有账号，点击【注册账号】，跳转到网页，可注册个人账号； 

 在用户登录界面，点击【忘记密码】，可找回密码或修改新密码。 

2.输入登录密码 

3.登录后进入主界面 

1.输入登录邮箱（或手机号码） 

注册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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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起会议 

在软件发起会议界面，可以直接发起会议。入会前可选择开启/关闭麦克风/摄像头，默认开启。 

 

点击【发起会议】，直接进入视频呼叫状态，呼叫成功后，进入视频会议界面，开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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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入会议 

在软件加入会议界面，可加入云会议。 

在加入会议界面，输入要加入的云会议号码，点击【加入会议】，即可进入视频会议界面。 

 

说明 

 云会议号由与会成员通过会议邀请分享给参会人员。具体操作请参考第 7 章节会议邀

请； 

 在入会前可选择开启/关闭麦克风/摄像头，默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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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会议管理 

在视频会议主界面，可选择开启/关闭麦克风、查看会议信息、前后摄像头切换、开启/关闭摄像

头、会议分享、挂断。 

 

麦克风 

在视频会议主界面，点击麦克风 ，关闭/开启麦克风。 

会议信息 

在视频会议主界面，点击会议信息 ，可查看会议名称、会议号码及与会人员信息。 

摄像头控制 

在视频会议主界面，可以切换、开启/关闭摄像头操作。 

 切换摄像头：在视频会议主界面，点击 ，可以切换移动设备前置/后置摄像头； 

 开启/关闭摄像头：在视频会议主界面，点击 / ，可以开启/关闭摄像头。 

会议邀请 

在视频会议主界面，点击 ，打开会议邀请侧边栏，可以短信邀请、复制邀请信息： 

 短信邀请：点击 ，进入选择会话界面，选择需要邀请的联系人，发送短信邀请； 

 复制邀请信息：点击 ，可以复制会议链接、会议号码等信息，复制后您可通过微信、邮

点击可切换前置摄像头 

点击可开启/关闭摄像头 

点击视频界面可

隐藏下方菜单栏 

点击开启/关闭麦克风 

点击可退出会议 

点击分享 
会议信息 

点击查看会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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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方式进行黏贴分享。 

挂断 

在视频会议界面，点击 按钮： 

 若您作为会议发起方，可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结束会议或退出当前会议； 

 若您作为会议与会方，则仅可以退出当前会议。 

说明 

仅最先进入会议的成员支持选择结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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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软件升级 

在软件主界面，点击 ，选择【检测版本】，可以检测软件版本。 

 

 自动更新：当系统检测到新版本时，界面弹出提示：“检测到有新版本是否升级？”，点击【确

定】，开始下载新版本； 

 手动更新：点击【检测版本】，若提示有新版本，点击【确定】，系统开始下载新版本；若您

使用的版本为最新版本，界面会给予提示“当前已经是最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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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退出账号 

在软件主界面，点击设置 ，选择【设置】，进入设置界面： 

 

点击【退出账号】，即可注销当前登录，跳转至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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