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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概述 

 视维视频会议系统 Lite 版是采用 Google 最新的 WebRTC 技术研发的全新体系架构的视

频会议系统。全终端的支持，是用户在任何场景下都可以方便的参与到会议中，简洁易用的

UI 设计进一步提高了用户的体验度。 

二、 亮点特征 

全平台支持——支持 Windows/macOS/Linux 系统，支持 Chrome、Firefox、Opera、360

极速，遨游，搜狗，猎豹、QQ 浏览器等国产浏览器。客户端版本支持 Windows、macOS、Linux

操作系统。支持移动设备接入，包括 iOS 设备和 Android 设备。支持 Android 内核的智能电视

机和电视机顶盒。 

 高质量语音——基于 WebRTC 内置的 VoiceEngine 将互联网互动语音技术发挥到极致，

几乎无需任何调整，各类设备均可获得最高质量的音频互动体验，而且所有这一切处理都是

系统智能化处理的，无需人工干预。 

 可伸缩视频编码 SVC ——可伸缩视频编码有效的解决了传统视频编码标准输出码流的

灵活性问题，编码器能提供一个单独的多层嵌套码流，从这个码流中可以抽取些子码流来满

足不同的需求可以适应多种不同信道。从而大幅度降低视频会议系统总带宽，减轻了服务器

端的压力。 

 灵活的嵌入 API——系统提供精简灵活的 API，可以帮助客户快速在自己的 web 平台或

者流程软件系统中集成音视频互动和会议能力。帮助软件产品或者运营平台大幅度提升竞争

能力。 

三、 部署要求 

 服务器最低配置要求：双核处理器，2GB 内存，支持的视频流数量约 100路； 

 建议配置要求：4 核处理器，4GB 内存，支持视频数量约 400路； 

 标准配置要求：Xeon 4 核处理器，8GB 内存，支持视频数量约 800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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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要求：Debian 8、ubuntu16.04 及以上版本。 

网络要求：根据服务器支持的流数量进行配置，建议高清（720p）按照每流 1.5-2Mbps 计

算，标清（360p）按照每流 350-500kbps 计算，普清（180p）按照每流 150kbps 计算。假设服

务器带宽为 100M，单台服务器可以支持 50个高清会议终端。由于采用了 SVC 技术，100M带

宽的服务器可以支持 20组小型会议（4-5 方）的并发。 

四、 终端会议操作 

    使用支持 Chrome 和 Firefox 内核的浏览器，比如 360 极速，遨游，搜狗，猎豹浏览器

等，输入会议地址，无需任何安装即可进入会议室。也可选择使用下载安装的客户端参加会

议。 

 

1. 用户角色 

主持人 

用户进入时根据选择主持人选项，输入密码进入。 

主持人能够控制会议中所有用户的音视频和显示布局，主持人拥有共享桌面的权限。 

普通用户 

用户进入时以普通用户身份进入。 

观摩用户 

观摩用户进入时选择旁听用户模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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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用户可观看主持人和普通用户的视频，互动等。但旁听用户不可发言 

2. 基本操作 

上方工具栏： 

 

  查看参会人员  

 

  开启/关闭聊天 

 显示未读消息记录条数。 

打开聊天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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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关闭文档协同编辑。 

 注：当主持人勾选所有人跟随我后，若主持人打开文档协同，则其他参会人员也会

自动打开。 

  设置语言、布局、音视频设备及主持人控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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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可以设置中文和英文 

名称：可设置在会议中显示的名称 

音频和视频：用户设置自己的摄像头设备、麦克风和声音设备。支持外接四路视频

设备。 

 

主持人：(仅主持人可显示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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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静音】：当主持人勾选此选项，所有用户弹出“主持人已开启所有人静音”

提示框，所有用户处于静音模式且不可以自己打开，只有当主持人去掉该选项勾选

时用户才可以手动打开，并同时提示“主持人已关闭所有人静音”； 

【所有人关闭摄像头】：当主持人勾选此选项，所有用户弹出“主持人已关闭所有

人摄像头”提示框，所有用户处于关闭视频模式且不可以自己打开，只有当主持人

去掉该选项勾选时用户才可以自己手动打开，并同时提示“主持人恢复了所有人的

摄像头开启功能”； 

【所有人跟随我】：所有与会人员的界面跟主讲人同步； 

  举手   

其他用户请求发言，主持人界面会有请求发言提示。 

 

用户请求发言后，该用户视频左上方会显示举手图标        

布局：分为垂直布局、水平布局、视频墙布局三种。默认垂直布局。 

注：若主持人勾选“所有人跟随我”后，主持人切换布局，其他参会人员也会自动

切换相应布局 

 

水平布局：视频在界面下方水平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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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布局：视频在界面右侧垂直显示。 

 

视频墙布局：视频平均分布在视频窗口。可选择打开几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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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工具栏： 

 

 开启/关闭语音。 

用户进入会议默认打开语音，点击麦克风图标，关闭语音，图标变为 。 

如果主持人选择【所有人开始时静音】，用户进入会议时默认静音状态。 

 开启/关闭摄像头。 

用户进入会议默认打开视频，具体参照【视频显示逻辑】。 

如果主持人选择【所有人开始时隐藏视频画面】，用户进入会议时默认不打开视频。 

 开启/关闭屏幕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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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参照【屏幕共享】功能。该功能主持人和被邀请的发言人才可使用，其他用

户不显示该图标。 

 全屏显示。 

全屏观看视频。 

 退出会议。 

 

3. 视频窗口图标定义  

 表示连接信号好。将鼠标放在图标上显示详细信息。 

 

 信号非最佳。 

 信号较差。 

 当前发言人。 

 显示发言人声音状态，随着发言人声音大小波动。 

 显示举手状态。 

 标记主持人。 

 关闭视频。 

 普通用户：鼠标放置该图标上，可显示音量进度条。调整发言人音量。 

        当前用户为主持人时：鼠标放置该图标上，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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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音：静音该用户麦克风 

  踢出：把该用户从当前会议室踢出 

  邀请发言：邀请该用户进行发言，打开他的麦克风、摄像头（在全体静音或全体关闭摄像头

时给予该用户开启麦克风、摄像头的权限），该用户会弹出提示：“主持人邀请

您讲话，需要打开您的麦克风，确认打开麦克风吗？如果选择否，可以后续手动

打开”。被指定发言的用户同时获得使用屏幕共享功能的权限。 

取消发言：主持人可以取消一个正在发言的用户的发言权限。取消后该用户的麦克风、摄像

头状态恢复到发言前的状态，同时取消其使用屏幕共享功能的权限 

设置为主持人：可将该用户设置为新的主持人，该用户获得主持人权限，同时当前用户自动

取消主持人权限 

远程控制：若该用户为客户端登录用户，则当前用户可通过该功能远程控制该用户的电脑。 

音量进度条：调整该用户的音量。 

4. 视频显示逻辑 

通过后台管理在创建会议时设定可打开的最大用户视频数量 N。 

进入客户端默认打开前 N路视频。 

用户可以选择关闭某视频，用户关闭某视频时允许视频数少于 N。 

用户可以在用户列表中选择打开某视频。 

当用户关闭 M路视频后可以通过用户列表选择 N-M路视频打开。 

用户可双击小视频来切换大视频显示的视频画面，双击大视频则会切换为小视频画面显示 

 

一个用户客户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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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个用户客户端界面 

 

5. 共享桌面 

点击 屏幕共享按钮，开启屏幕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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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共享的内容，点击【分享】按钮。 

Chrome、FireFox、Opera 浏览器不需安装插件即可使用该功能。使用 360 极速浏览器、360安

全浏览器极速模式的用户，如果是首次使用屏幕共享功能会自动跳转到 360应用商店安装屏幕

共享扩展插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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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会议录制与直播 

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 按钮，开启会议录制，在下图界面中选择要录制的内容，点击

“开始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 

 

点击“已录制文件”选项卡可查看录制的保存在缓存中的所有视频。可以对已经录制的视

频进行预览播放、保存本地目录、上传服务器、删除操作。 

如果需要推流直播需要安装推流网关。 

录制与直播相关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可以设置视频编码解码器，视频帧率，视频比特率（默认比特率为 750kb/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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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iOS、Android 及机顶盒等终端操作 

移动端支持 iOS、Android 等设备。 

app 下载地址： 

iOS： https://www.pgyer.com/supervlite 

Android： https://www.pgyer.com/supervlitea 

移动终端安装 app后，打开后，如下图显示出当前正在进行的会议列表，可点击某一会议参

加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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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上方设置按钮进入设置界面如图，可在此界面设置会议中显示的名称，邮箱等。可更

改服务器地址以适应不同服务器下面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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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声器                                切换前后摄像头                    

  切换语音会议                          密码锁定会议                      

  邀请参会                              视频悬浮窗                        

  开启/关闭语音                         离开会议                          

  打开/关闭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