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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播管理后台 

1.1 直播管理后台简介 

1.1.1 直播管理后台简介 

 

图片 1. 保利威直播管理后台界面 

保利威直播管理后台（或 POLYV 直播管理后台）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管理系统，保利威的用户在登录直播管理后台之后，可

以对账号内频道进行设置以及管理，例如创建和分配直播频道号、管理各直播频道、查看和分析每场直播情况、导出直播数

据报表、设置直播页面参数、设置观看限制等，功能齐全，使用便捷。管理平台顶部主要菜单如下： 

「平台总览」：展示账户余额、产品服务、增值服务、最新公告、产品动态、帮助中心等，可以对整个账户更清晰的掌握和

了解。 

「云直播」：进入云直播界面后，在云直播界面顶端，有以下功能： 

帮助中心：具体的产品、技术操作文档，帮助用户更快的了解保利威的产品； 

客户端下载：点击下载中心，可快速进入下载页面，进行各直播客户端的下载； 

消息中心：产品通知中心； 

财务中心：了解账户财务信息，包括：账单概览、账单明细、使用明细、我的账户、我要提现、提现记录、收入详情、购买

并发、常见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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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直播管理后台登录 

登录保利威直播管理后台步骤如下： 

1. 进入直播管理后台登录地址 https://my.polyv.net/v3/login； 

2. 输入您在保利威视频云平台注册的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即可进入直播管理平台； 

3. 如果您还没有账号，也可以打开 https://my.polyv.net/v3/register 进行账号注册。 

 

 

图片 2. 保利威直播管理后台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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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直播频道号管理 

1.2.1 新建直播 

 

图片 3. 新建直播频道 

进入保利威直播管理后台，新建一个直播频道的步骤如下： 

点击左侧的【新建直播】，在弹出的窗口中，填写「直播名称」、「直播分类」、「直播场景」、「直播模板」、「直播延迟」、「连

麦人数」，选择「直播时间」，上传「直播封面」，然后点击【保存并创建】，新的直播间，就创建完成，创建完成后可以获取

到客户端开播链接、网页开播链接、直播频道号和频道密码。 

提示说明：1.选择「直播场景」时需注意，用网页开播发起直播时，即可以选择「云课堂（三分屏）」，即

视频+课件形式的三分屏直播，也可以选择「直播助手（纯视频）」的直播场景，这两种场景都可以。 

因为网页开播更适合于培训教学三分屏这种场景，所以本文档的主要是以「云课堂（三分屏）」的直播场

景来做的介绍。 

2.直播封面图尺寸：为了保证显示效果，请上传 750*422px 大小的图片 ，支持 jpg、jpeg、png 文件大

小不超过 2M。 

1.3 直播列表 

搜索功能：可以通过直播分类、直播状态、直播场景、直播模板、观看条件、直播延迟等进行搜索。 

直播分类：分类管理列表； 

直播状态：未开始、直播中、已结束、回放中； 

直播场景：大班课、双师课、企业培训、研讨会； 

直播模板：文档+视频（三分屏）、纯视频、纯视频（原大班课）、文档+视频（竖屏）、纯视频（竖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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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管理分类 

进入【保利威直播管理后台】>【直播列表】，点击 【管理分类】，在弹出的窗口中，新建分类或管理分类。 

 

「管理分类」：可以创建分类，以方便管理，例如：新员工培训、产品培训、政策培训等，对分类进行修改、删除等操作； 

⚫ 操作步骤：点击【管理分类】，点击【新建分类】，填写分类名称，点击【保存】； 

1.3.2 批量管理 

进入【保利威直播管理后台】>【直播列表】，点击 【批量管理】，可批量管理直播间，如移动直播间分类或删除直播间。 

 

「移动分类」：可以把频道批量移动至新的分类里面或批量删除直播间； 

⚫ 「移动分类」操作步骤：点击【批量管理】，点击直播间封面图片，点击【移动分类】，选择要移动到

新的【分类名称】如产品培训，点击【确认保存】； 

⚫ 「删除直播」操作步骤：点击【批量管理】，点击直播间封面图片，点击【删除】后有提示框跳出，如

需删除，点击【删除】。 

⚫ 提示说明：选择【确认删除】后，该频道会被彻底删除，请谨慎操作。 

 

 

图片 4. 直播频道分类管理 

1.3.3 直播链接 

「直播链接」：直播链接可用于不同的角色登录直播间，如讲师、助教、嘉宾、观众。 

讲师：直播间讲师，主要展示开播端链接，支持通过网页端及客户端进行开播； 

助教：跳转到助教登录界面，输入子频道号和密码点击【登录】，即可登录助教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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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可一键复制链接以及密码，发送给嘉宾，便于嘉宾登录； 

观众：观众观看直播的链接以及二维码。 

 

图片 5. 直播链接 

1.3.4 设置（直播间管理） 

1.3.4.1 直播间信息 

「直播间信息」：直播信息主要用来展示直播间的基本信息，支持查看和编辑，展示的信息包括： 

⚫ 频道号：直播间的频道号； 

⚫ 直播场景：直播场景，创建时选择，不可更改； 

⚫ 直播模版：直播模板，创建时选择，不可更改； 

⚫ 直播延迟：可以切换正常延迟和无延迟； 

⚫ 直播间名称：支持编辑，最长不可以超过 50 个字长度； 

⚫ 主持人：直播间的主持人，一般填写讲师名称，如果有多个讲师，可以填写多个名称，最长不可以超过 25 个字； 

⚫ 密码：直播间密码（密码长度为 6-16，必须包含数字和英文），用于登录开播端和讲师后台； 

⚫ 封面图：直播封面，用户观看时进入引导页的封面图设置； 

⚫ 直播时间：支持编辑，直播的开始时间，设置的开始时间不可以少于当前时间； 

⚫ 连麦人数：默认为不使用连麦，如果需要直播时与观众连麦互动，或者需要其他嘉宾远程接入连麦，需要设置连

麦人数； 

⚫ 最大同时在线：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直播间同时默认值为 0，为 0 时则为当前账号下直播间可以容纳的最多观

众数（如您采购的是并发套餐，最多观众数则以最高并发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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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6. 直播间信息 

 

1.3.4.2 直播监控 

直播监控允许用户以管理员的身份进入直播间，对直播间的视频及聊天室内容进行监控。点击【进入直播监控】即可进入直

播监控界面，使用直播监控功能。 

1. 「视频监控」：包括直播视频内容实时查看、发布公告、直播情况查看、强制停止直播等功能。 

2. 聊天室监控： 

(1) 「清空聊天室」：清空所有观众的聊天室的内容； 

(2) 「聊天严禁词」：对当前直播进行特定的严禁词设置，该设置只对当前直播有效； 

(3) 「下载聊天记录、下载提问记录」：下载所有聊天记录、提问记录； 

(4) 「聊天审核」：手动审核聊天内容，只有通过审核的内容才能出现在所有观众的聊天室中； 

在界面左侧可以手动审核逐条内容，也可以设置审核时长，自动通过超时还未被处理的聊天内容； 

(5) 「互动聊天」：可以查看当前聊天室内的聊天内容，也可以进行回复、删除、禁言、禁言 IP、踢出； 

(6) 「聊天信息设置」：可对管理员的头像、昵称、头衔进行设置； 

(7) 「签到」：可设置签到提示语、签到； 

(8) 「聊天锁屏」：勾选后，聊天内容将固定在当前区域，不自动滚动（仅对管理员后台生效）； 

(9) 「跑马灯」：勾选后，观众的聊天内容会在观看页播放器以弹幕的形式显示； 

(10) 「禁止聊天」：设置为开，则观众可在聊天室发言，设置为关，聊天室则无法发言； 

(11) 「提问」：观众的提问被整合在此处，管理员可以查看观众提问和讲师回答记录，也可以协助讲师进行回答； 

(12) 「在线列表」：展示在线观众，管理员可以查看已禁言名单、下载在线名单、踢出名单、搜索某个观众，并对该观众进

行禁言或踢出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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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7. 直播间监控 

1.3.4.3 角色设置 

「角色设置」：角色管理可以对讲师、嘉宾、助教三种角色进行管理。 

 

图片 8. 角色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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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设置：唯一角色，一个直播间只有 1 个讲师，负责上课和管理直播间信息。 

1. 【设置】：可对讲师的头衔、昵称、密码、头像、角色权限进行设置； 

2. 【登入】：点击可唤起讲师直播客户端或网页开播链接。 

 

 

「助教」：助教可以使用子频道登录助教管理后台，能够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协助讲师对直播间进行管理，包括发布公告

和签到、对聊天室内容进行监控、禁言或踢出直播间观众等。 

【添加助教】：增加新的助教账号； 

【设置】：可对助教的头衔、昵称、密码、头像、角色权限进行设置； 

【登入】：跳转到助教登录界面，输入子频道号和密码点击【登录】，即可登录助教管理界面。 

图片 9. 助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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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助教管理界面： 

1. 点击右侧【登入】，输入子频道号和频道密码，例如输入子频道号：0041905649 ，频道密码：123456； 

2. 点击【登录】，进入助教管理界面； 

提示说明：助教可以在助教管理界面中，协助讲师进行发布公告 、签到 、对聊天室内容进行监控、禁言

或踢出直播间观众等操作。 

图片 10. 助教管理界面 

 

「嘉宾功能」：嘉宾功能可以实现讲师和嘉宾共同讲授一堂课程，支持连麦互动，嘉宾功能目前支持使用最新的云直播客户

端或网页开播登录。 

图片 11. 嘉宾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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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嘉宾】：增加新的嘉宾，设置嘉宾的头像、填写嘉宾昵称（如谭老师）、设置嘉宾头衔（如嘉宾、特邀嘉宾）、设

置嘉宾密码（一般默认即可），设置嘉宾权限，填写好嘉宾内容后，点击【确认保存】； 

2. 【批量添加】：点击【批量添加】，在弹窗里填写嘉宾人数，如 6 人，点击【确认】，嘉宾号批量生成，生成后，点击

【设置】修改嘉宾的相关信息，如头像、昵称、头衔、权限、嘉宾密码； 

3. 【嘉宾链接】：找到对应的嘉宾昵称，点击【复制信息】即可把嘉宾链接发送给嘉宾，嘉宾即可以通过网页开播形式，

实现嘉宾授课，【复制信息】中的文本内容参考如下： 

杨老师，您好，点击该登录链接，输入您喜爱的昵称及将登录密码输入至第二个输入框，即可成功登

录。 

登录密码为：123456 

您的登录链接为：http://live.polyv.net/web-start/guest?channelId=0061905649 

 

图片 12. 嘉宾登录界面 

 

 

 

 

 

 

 

 

 

 

 

http://live.polyv.net/web-start/guest?channelId=006190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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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3. 嘉宾功能（嘉宾视频连麦进入直播间） 

图片 14. 嘉宾功能（将嘉宾授予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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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5. 嘉宾功能（嘉宾成为主讲/开始授课） 

1.3.4.4 页面装修 

「页面装修」：页面装修为 3.0 后台新增功能，设计的理念是想达到可见即可得，主要设置包括：设置双语直播间，设置暖

场视频，播放器设置，直播介绍设置，聊天室设置，页面菜单设置，聊天设置等，页面装修仅支持新版观看页，并且不支持

旧版后台应用通用设置，如果从旧版直播后台迁移到新版后台使用，并且使用了旧版观看页，会提示需要切换成新版观看页

才可以使用页面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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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6. 页面装修 

图片 17. 双语直播间 

【操作流程】：点击【进入装修】即可开始页面装修。 

1.「双语直播间」：开启后，切换英文直播间只显示配置内容； 

双语直播间主要是面向多语言使用场景，比较常见的是一个直播间同时国内和海外观看，对于海外而言，需要把直播间的语

言翻译成英文以便理解，保利威已经针对部分默认项在切换成英文语言时自动转译，但是部分信息比如直播间名称，直播介

绍无法直译，需要开启双语直播间来单独配置。 

1) 在页面装修页开启双语直播，点击“进入装修”，选择“双语直播”； 

2) 选择双语直播后，页面菜单，直播间名称，直播介绍，主持人名称均需要独立配置，否则会显示为空值。 

2. 「暖场视频」：直播开始前，可以选择宣传片、品牌视频，用于直播前的暖场，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进入页面装修，开启暖场视频，这里需要注意，直播间会存在复用情况，会存在之前直播的回放视频，如果开启了之前直

播的回放，会有限播放回放，导致暖场视频失效； 

·选择视频来源，上传本地视频或在线视频； 

·点击上传视频，根据视频所在位置，找到对应的视频，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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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8. 暖场视频 

3. 「直播间」：皮肤风格时尚黑、喜庆红、科技蓝、经典白、薄荷绿、富贵金，如需更换直接【点击】不同颜色即可； 

「直播间图标」：点击【上传图标】根据图标储存位置，找到对应的图标文件，点击【打开】，设置频道图标，选择裁剪，点

击【确认保存】，直播图标上传成功； 

「直播名称」：填写直播名称，字数 50 字以内； 

「主持人」：填写直播间主持人名称，字数 25 字以内，一般建议是当前主讲的昵称； 

「直播间介绍」：填写直播间介绍，支持文字及图片； 

 

图片 19. 直播介绍 

聊天设置功能：用于观众发送直播间「聊天设置」主要设置聊天室功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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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包，常见场景为营销或者年会场景，观众在群里发送红包，因为红包需要扣费，所以只能需要在微信中观看才可以

支持； 

⚫ 微信提现：支持微信中提现； 

⚫ 欢迎语：如果有观众进入，支持出现进入提示欢迎语； 

⚫ 观众发送图片：开启后，允许观众在聊天室发送图片； 

⚫ 在线人数：展示/不展示当前在线观众； 

⚫ 点赞：支持/不支持观看页点赞，同时允许手动修改当前点赞次数； 

⚫ 聊天提示语：聊天室提示语，默认值为：“请输入聊天提示语”。 

 

图片 20. 互动聊天 

「提问」可设置提问提示语，字数 5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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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1. 提问 

 

「菜单管理」支持对页面菜单进行管理，支持上移、下移及删除去调整各页面位置，可以添加的页面菜单包括： 

⚫ 直播介绍页：直播介绍页； 

⚫ 互动聊天页：聊天页，含聊天室设置； 

⚫ 推广外链：支持直接显示第三方网页内容，需要支持 https，并且需要页面内元素来源都是 https，否则有可能会导致

白屏； 

⚫ 商品列表：商品库功能； 

⚫ 邀请榜：邀请海报中邀请榜功能； 

⚫ 图文直播：图文直播功能，需单独开通使用； 

⚫ 问答：支持观众单独向讲师提问，支持讲师单独回复以及公屏回复； 

⚫ 提问：支持观众单独向讲师提问，提问和问答只能同时使用一个； 

⚫ 自定义图文：图文介绍。 

操作流程：点击【添加菜单】，填写【菜单名称】选择【菜单类别】点击【确认保存】。 

 

图片 22. 菜单管理 

 

4. 「引导页设置」：点击【上传图片】，根据引导图储存位置，找到对应的图片文件，点击【打开】，点击【确认保存】，引导

页上传成功； 

「直播间图标」：点击【上传图标】根据图标储存位置，找到对应的图标文件，点击【打开】，设置频道图标，选择裁剪，点

击【确认保存】，直播图标上传成功； 

「直播名称」：填写直播名称，字数 50 字以内； 

「主持人」：填写直播间主持人名称，字数 25 字以内，一般建议是当前主讲的昵称； 

「直播间介绍」：填写直播间介绍，支持文字及图片； 

【操作流程】：上传图片、图标、填写好直播名称、主持人、直播间介绍后，可进行保存，【保存并预览】可保存当前内容，

并预览具体的效果，【保存】仅保存当前内容，如需退出装修，点击【退出装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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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3. 引导页装修 

 

 

 

 

1.3.4.5 观看限制 

「观看限制」：即观看该频道视频直播的条件。 

观看限制包括：观看限制以及次要观看限制，两者可同时设置，但设置的观看限制不可以是相同的。每种观看限制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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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费观看、白名单观看、登记观看、报名观看、验证码观看、自定义授权、外部授权、独立授权。 

图片 24. 观看限制 

 

设置观看限制操作步骤： 

1. 进入「观看限制」设置页面中，从「选择观看限制」中，点击选择您希望设置的观看限制； 

2. 对应设置好该观看限制下的各项参数信息即可。 

注：「观看限制」与「次要观看限制」的规则一致，此处只介绍观看限制。 

 

 

 

 

 

 

 

 

 

 

 

 

 

 

「白名单观看」：即处于白名单内的观众有观看的权限。 

导出白名单：点击【导出白名单】会下载一个带有日期的 excel 表格； 

下载导入模板：点击【下载导入模板】会下载一个带有固定模板的 excel 表格，往表格中按规定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即可； 

导入白名单：点击【批量导入】会出现弹窗，选择填写好的模板即可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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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数据：点击【新增数据】会出现弹窗，填写会员码和昵称，点击【提交】即可，适用于单独增加个别白名单数据。  

图片 25. 白名单观看 

「付费观看」：观众需要支付指定金额，才能观看直播。可设置欢迎语、观看的金额以及付费的有效期，其中付费有效期可

选择：一次付费永久生效、设置付费有效日期、设置付费有效时长。 

若开启试看功能，则观众可以在微信端试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直播。 

用户可以自行选择试看时间、试看有效期（选项包括永久有效、指定日期前有效）。 

图片 26. 付费观看 

「验证码观看」：输入正确的验证码或扫描公众号二维码获取验证码进行观看； 

方式一：直接设置验证码：填写欢迎标题，输入验证码，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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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上传公众号二维码，填写提示文案，点击【保存】即可。 

图片 27. 验证码观看 

「登记观看」：观众需要登记指定信息后才能观看直播。 

【添加信息】：最多可添加 10 条信息； 

【查看登记列表】：点击后出现弹窗，可观看登记的内容以及可进行导出观看列表操作。 

1. 每个信息文本框可选择：文本、姓名、手机号码、数字、下拉列表。选择不同的信息类型，信息标题以及信息描述的

文案不同。 

2. 登记观看的信息类型选择“手机号码”时，可开启“短信验证”功能。开启后，可以对手机号码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开启短信验证功能需先前往“开发设置--短信平台设置”处填写接口参数。 

 

图片 28. 登记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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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授权」：通过验证后的学员依然在保利威的平台进行观看。 

「外部授权」：通过验证后的学员跳转至客户自己的界面进行观看。 

「独立授权」：通过验证后的学员跳转至客户自己的界面进行观看（但不受服务器的影响，可高并发）。 

图片 29. 外部授权 

1.3.4.6 营销 

「现金打赏」：可设置每个红包的金额。 

「道具打赏」：可关闭/开启道具、更换道具的图片、修改道具名称、填写道具价格以及删除该道具。 

图片 30.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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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观看」：是指观众需要填写设置好的问题，进行报名即可观看直播，后续可以通过手机号进行登录，无需再次报名。 

报名观看操作步骤： 

1. 点击报名观看【开】； 

2. 可以添加填空题、添加选项题、增加姓名、添加提示、隐私声明，任选其一； 

3. 填写之后可以选择确认保存或预览，同时点击【报名记录】则可以导出报名记录。 

图片 31. 报名观看 

 

「商品库」：商品库可以用于直播过程中，实现直播带货的效果。点击商品列表【开】，开启后，直播观看页将显示商品展示

列表。 

图片 32. 商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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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库添加商品的操作步骤： 

1. 点击【添加商品】可以添加商品详情，包括商品图片、商品名称、商品原价、特色标签、购买价格、商品链接（注：

此链接一定是能够购买商品的，例如京东、淘宝、自有商城的链接）、商品状态。 

2. 点击商品封面【上传】根据图片储存位置，找到对应的图片，点击【打开】，裁剪，点击【确认保存】，填写商品详情，

点击【确定】，商品上传成功。 

3. 商品上传之后，可以对商品进行上移、下移、编辑、推送（对已上架的商品点击“推送”，观看端会显示一个浮层，浮

层购买“按钮可跳转至对应的链接”）、删除等操作。 

 

「渠道推广」：为直播活动寻找到更多匹配的观众。例如与渠道沟通后，将宣传物料（海报）、网站链接等给到第三方渠道，

渠道使用引流网站、媒体广告位、营销社群、短信营销等方式进行推广，观众通过渠道的网站跳转、扫码进入直播间中，预

约、观看直播与回放。保利威后台则可以记录渠道数据、用户行为数据，客户对后台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渠道质量、性价比

可以更加便捷的分析渠道观众来源，做好渠道的管理。 

渠道推广功能操作步骤： 

1. 点击【新建渠道】； 

2. 填写渠道名称，字数 20 字以内； 

3. 点击【确定】，渠道创建成功； 

4. 点击【链接】获取直播观看链接及二维码； 

5. 点击【导出数据】可下载各渠道的统计数据； 

6. 点击【删除】，在弹窗里点击删除，即可删除渠道。 

提示说明： 

1.仅支持新版观看页 Web 端、移动端、竖屏观看的数据统计，不支持旧版观看页； 

2.每个账号限制创建 30 个渠道； 

3.数据 30 分钟更新一次；  

4.如删除渠道后，渠道数据也会同步删除，删除后不可恢复。 

图片 32. 渠道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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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设置」：为直播设置相应的一些宣传广告。  

片头广告：有视频广告、图片广告两种； 

暂停广告：暂停广告只有图片广告形式； 

具体流程：点击【➕新建广告】，点击【添加广告】，下拉【广告类型】点击【图文广告或文字广告】，点击【上传图片】，

填写跳转链接。 

图片 33. 广告 

 

「邀请海报」：点击邀请海报【开】开启邀请海报功能，注意，需同步开启邀请榜功能，勾选【邀请榜】为开即可。 

左侧为邀请卡的编辑区，右侧为邀请卡预览区。设置好封面图、直播名称、主持人、直播开始时间、选择样式点击【确认保

存】即可。 

图片 34. 邀请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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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推送」：可用于直播间推送优惠折扣、引导关注等，用户点击后可跳转至指定链接，最多可设置 10 张。 

操作流程：1.点击【添加卡片】，填写卡片标题，标题文字最长 16 个字； 

                      2.设置显示时长 5 秒—30 秒； 

                      3.填写链接； 

                      4.设置图片样式； 

                      5.填写以上内容后，点击【确定】。 

图片 35. 卡片 

 

「分享设置」：分享设置分为两部分：微信分享、网页分享。 

1．填写频道内容的简介，从中初步了解该直播的内容； 

2．微信观看自定义分享地址：输入地址后，在微信使用分享时，分享的页面地址为输入地址，如果不填则采用默认地址。

受微信限制，使用自定义分享地址，有可能导致频道图标不可用； 

3．网页观看自定义分享地址：输入地址后，在网页观看分享时，分享的页面地址为输入地址，如果不填则采用默认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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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36.分享设置 

 

「公众号」：开启后，将在移动端观看页显示关注企业公众号的入口。 

1. 点击关注公众号【开】，移动端观看页会有关注公众号入口； 

2. 用户可以设置入口文案、公众号二维码以及弹窗提示文案，修改将会在右侧预览区同步； 

3. 点击【主动弹窗】开关后，观众每次打开移动端观看页就会先弹出公众号二维码； 

4. 设置好以上内容后，点击【确认保存】即可。 

图片 37.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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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7 文档资源 

「文档资源」：可提前上传课件，仅支持未加密文档，文档不得大于 1000M，页面不得大于 1000 页，支持 DOC、DOCS、

PDF、PPT、PPTX 格式，仅 PPT、PPTX 格式的文档支持动画转换。 

图片 38. 文档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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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 防录屏跑马灯 

点击防录屏跑马灯【开】，直播过程中设置值，将以跑马灯的形式出现在直播画面中，目前支持 PC 端、移动 web 端、SDK

端，注意：移动 web 端全屏播放时，会导致跑马灯失效。 

防录屏跑马灯类型有三种：固定值、登录用户名、自定义设置。 

固定值：设置固定值后，观众的观看页播放器上显示的是设置的内容； 

登录用户名：使用登录用户名，观众的跑马灯内容为用户名； 

自定义：若具有技术开发能力，可以选择自定义跑马灯，调用我们的接口设置您的跑马灯样式； 

双跑马灯：开启后，额外加载一个内容相同的跑马灯，该跑马灯肉眼不可见，可经过特殊处理后显示，可用于溯源。 

图片 39. 防录屏 

1.3.5 直播回放 

1.3.5.1 回放设置 

观看页回放点击【开启按钮】即可开启观看页回放； 

回放方式可选择使用最新的直播暂存、从回放列表或者点播列表添加，所选择视频来源可以为单个视频或者列表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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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0. 回放设置 

 

1.3.5.2 视频库 

「视频库」：视频库是直播结束后的视频资源库，包括「直播暂存」、「回放列表」、「点播列表」。 

「直播暂存」：直播结束后，会生成视频文件，保留在直播暂存，直播暂存视频文件只保留 180 天，如需永久保留请转存至

回放列表； 

「回放列表」：在「直播暂存」页面，勾选视频名称，点击【添加至回放列表】，即可将直播暂存视频转入回放列表（会有转

码时间），支持多个直播回放视频； 

注：若直播时长大于 6 小时，回放会被分为多份，请根据需要合并后使用。 

 

「点播列表」： 

1. 在「视频库 – 直播暂存」中找到对应的视频； 

2. 勾选需放置在点播列表里的视频，点击【添加至回放列表】，在弹窗里选择分类目录，点击【确认保存】； 

3. 点击【添加视频】，勾选视频，点击【确认添加】；  

4. 视频源来自本频道直播转存或其他频道直播转存视频通过标签方式（其他频道的 PPT 不会转过来），响应点播后台的播

放器设置，统计数据在点播后台中，走点播计费模式。 

 

 

 

 

 

图片 41. 视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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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 重制课件（仅限三分屏） 

文档+视频(三分屏)直播场景的形式，PPT、讲师的头像、聊天区是三个独立的视频源，在直播暂存里下载的视频只有讲师

的头像和音频，没有 PPT，重制课件则可以把 PPT、讲师的头像合并为一个视频。 

操作流程： 

1. 点击【参数设置】，选择视频布局方式，三分屏或纯文档点击即可，例如点击【三分屏】； 

2. 上传视频背景图，点击【上传图片】，根据图片储存位置找到对应的图片，点击【打开】； 

3. 预览区可以选择头像和图片的比例，16：9 或 4：3，确认预览无误，点击【保存】； 

4. 点击【新建重制任务】，找到对应的视频勾选，点击【开始】。 

温馨提示：重制课件花费时间通常与原始视频时长接近，请耐心等待。 

图片 42. 重制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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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直播统计 

1.3.6.1 直播间统计 

统计汇总主要统计当前频道的直播数据，统计的数据包括观看详情、日期汇总、地域分布、观看终端、在线人数。 

互动统计主要统计当前频道互动数据，主要包括：答题卡、点赞打赏、中奖记录、签到、问卷、邀请海报、红包雨。 

聊天统计分析：聊天内容分析、问答内容记录 

 

图片 43. 直播间统计 

 

 

 

 

 

 

1.3.6.2 场次统计 

场次报表主要包含：在线人数、观看数据、互动数据。 

「到场率」：可评估本场直播的出勤率； 

「观看完整度」：可评估本场直播的观看完整度； 

「观众分布」：PC 端和移动端不同观众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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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4. 场次报表 

 

 

 

 

 

 

 

 



 

38 
 

1.3.7 高级功能 

1.3.7.1 聊天室 

管理员可以根据场景的需要，开启或关闭一些开关，主要包括：观众发言、点赞提示语、欢迎语提示、发送图片、自定义消

息、只看主持人、点赞、提问、问答、直播结束回收问卷、直播结束回收答题卡。 

图片 45. 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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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 观看页设置 

管理员可以根据场景的需要，开启或关闭一些开关，主要包括：观看页、观看页布局、移动观看页、音视频切换、微信预约、

禁止 Firefox、flash 播放器、弹幕、自动播放。 

图片 46. 观看页设置 

1.3.7.3 虚拟人数 

模式 1：立即生效（设置保存后直接增加到对应的虚拟人数，需要等待 20 秒后可以再次设置）； 

模式 2：分时生效（适用于模拟真实人员进入场景，设置后，接下来的设置的时间逐渐缓升或者缓降到对应的虚拟人数）； 

聊天室虚拟人数设定：24 小时有效，最大虚拟人数可达 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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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7. 虚拟人数 

 

1.3.7.4 多会场 

分会场是频道之间的切换，例如在开启线上展会的时候，主办方邀请企业过来参会，不同企业在不同的会场中进行直播分享，

观众进入其中的一个直播间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切换至不同的直播间进行观看。 

操作流程： 

 1. 点击设为主会场【开】；  

2. 点击【添加分会场】，填写分会场名称，搜索频道号或者频道号名称； 

 3. 点击【确定】分会场添加完成； 

 4. 一个直播间最多可以添加 20 个分会场，添加分会场之后，可以对已添加的分会场进行上移、下移、取消绑定等操作； 

 5. 取消绑定，点击【取消绑定】在弹窗里面点击【确定】即可取消绑定。 

图片 48. 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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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 图文直播 

图文直播开关启用后，直播观看页将开启图文直播 Tab。图文直播包括两个部分：「图文发布」、「图文设置」。 

「图文发布」：文字和图片可以分开操作，输入文字，从本地添加图片，点击发布图文即成功发布；右侧预览区可以看到发

布的效果；支持对图文的下载和删除； 

「图文设置」：支持对图文直播主持人的头像、头衔、昵称进行设置。 

 

图片 49. 图文直播 

 

 

 

 

 

 

 

 

1.3.7.6 导播台（限纯视频场景） 

新版导播台可实现多路异地直播同屏观看效果，适用于多个分会场的直播，新版导播台画面切换更快、画面更流畅，体验更

佳（非无延迟直播可用）。 

【操作流程】进入导播台后，先在素材区添加素材-->再在布局区选择布局-->随后点击“开始导播”，预览界面显示混流情

况→点击“切换”按钮，即可将流切换至观看页。 



 

42 
 

 

图片 50. 导播台 

1.3.7.8 其他设置 

「页面嵌入」：将直播视频嵌入到自己的页面中。 

操作步骤： 

1. 设置播放器的宽度和高度； 

2. 复制代码，将代码复制至自己的网页中即可。 

「播放器设置」：可设置播放器密码、授权认证 URL、播放网站限制。 

「超低延迟设置」：可将直播设置为超低延迟，延迟 0.4s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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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51. 其他设置 

 

1.3.8 更多 

1.3.8.1 复制 

进入【保利威直播管理后台】>【我的直播】 ，找到对应的频道号，点击【更多】，点击【复制】，直播时间可以自行选择是

否需要填写，点击【立即复制】复制直播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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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52. 复制直播间 

1.3.8.2 统计 

统计功能与直播间设置统计功能相同。 

1.3.8.3 移动 

移动直播间功能与管理分类中操作一致，单个频道的移动功能仅适用于单个直播间。 

1.3.8.4 删除 

删除直播间功能与管理分类中删除直播间操作一致，单个频道的删除功能仅适用于单个直播间。 

1.4 默认模板 

「默认模块」：默认模板是指为账号下所有频道都起作用的全局性的设置。 

默认模板中的功能项有： 

页面装修、观看限制、聊天室、观看页设置、页脚设置、营销、回放设置、角色设置、重制课件、防录屏跑马灯、其他设置。 

注意：默认模板中的内容与直播间设置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查看直播间设置内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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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页面装修 

1.4.1.1 直播间 

「直播间」：1.页面装修全新升级，直播间是直播时展示给用户的界面，您可以根据个性化需求，自由设计配置直播间元素； 

2.页面装修仅支持新版观看页。 

操作流程：1.选择皮肤风格：点击右侧【直播间】点击【进入装修】根据不同的直播场景，选择不同的皮肤风格，主要风格：

时尚黑、科技蓝、喜庆红、薄荷绿、富贵金点击【时尚黑或科技蓝】； 

2.菜单管理：「页面菜单设置」：页面菜单设置包括页面菜单、添加菜单/菜单管理、以及菜单预览区。 

菜单添加与管理操作步骤： 

点击【添加菜单】，填写菜单名称和菜单类型后即可完成菜单创建； 

点击【菜单管理】，可编辑菜单的名称、顺序，或者删除菜单；菜单设置成功后可看到 PC 端和移动端的观看效果； 

3.上传图标：点击【上传图标】根据图标储存位置，找到对应的图标文件，点击【打开】，设置频道图标，选择裁剪，点击

【确认保存】，直播图标上传成功； 

4.播放器封面：点击【上传图片】，可上传播放器封面，也可输入图片跳转链接，点击播放器封面后可跳转至指定链接； 

5.观看次数：可输入具体数，自行设定； 

6.水印图片：（需要等产品的说明资料出来）。 

1.4.1.2 带货直播间 

1.上传图标：点击【上传图标】根据图标储存位置，找到对应的图标文件，点击【打开】，设置频道图标，选择裁剪，点击

【确认保存】，直播图标上传成功； 

2.主持人：填写主持人昵称； 

3.播放器封面：点击【上传图片】，可上传播放器封面，也可输入图片跳转链接，点击播放器封面后可跳转至指定链接； 

4.观看次数：可输入具体数，自行设定。 

1.4.1.3 引导页 

1.引导页图片：点击【上传图片】根据图标储存位置，找到对应的图标文件，点击【打开】，设置引导页图片，选择裁剪，

点击【确认保存】，引导页图片上传成功； 

2.上传图标：点击【上传图标】根据图标储存位置，找到对应的图标文件，点击【打开】，设置频道图标，选择裁剪，点击

【确认保存】，直播图标上传成功； 

3.主持人：填写主持人昵称； 

4.直播间介绍：可输入文字、图片、链接介绍本次直播内容。 

1.4.2 观看限制 

观看限制见 1.3.4.2 内容，操作步骤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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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聊天室 

聊天室内容见 1.3.7.1 内容，操作步骤一致。 

 

1.4.4 观看页设置 

观看页内容见 1.3.7.2 内容，操作步骤一致。 

 

1.4.5 营销 

打赏、报名观看、广告、邀请海报、分享设置、公众号内容见 1.3.4.6，操作步骤一致。 

1.4.6 回放设置 

回放设置内容见 1.3.5.1，操作步骤一致。 

 

1.4.7 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内容见 1.3.4.3，操作步骤一致。 

1.4.8 重制课件 

重制课件内容见 1.3.5.3，操作步骤一致。 

 

1.4.9 防录屏跑马灯 

点击防录屏跑马灯【开】，直播过程中设置值，将以跑马灯的形式出现在直播画面中，目前支持 PC 端、移动 web 端、SDK

端，注意：移动 web 端全屏播放时，会导致跑马灯失效。 

防录屏跑马灯类型有三种：固定值、登录用户名、自定义设置。 

固定值：设置固定值后，观众的观看页播放器上显示的是设置的内容； 

登录用户名：使用登录用户名，观众的跑马灯内容为用户名； 

自定义：若具有技术开发能力，可以选择自定义跑马灯，调用我们的接口设置您的跑马灯样式； 

双跑马灯：开启后，额外加载一个内容相同的跑马灯，该跑马灯肉眼不可见，可经过特殊处理后显示，可用于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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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其他设置 

1.4.10.1 播放器限制 

播放器密码设置：点击【设置】，点击开关【开】，设置播放器密码，点击【确认保存】即可； 

授权认证：观众登录客户网站后，访问客户网站的播放页面（页面上有 POLYV 播放器），播放器会请求客户写的授权播放接

口（该接口判断观众身份信息后，返回是否允许播放器去播放视频的指令给播放器）。 

播放网络白名单：在白名单内的域名可进入直播； 

播放网络黑名单：在黑名单内的域名不可进入直播。 

1.5 数据统计 

1.5.1 平台统计 

1.5.1.1 日期汇总 

以日期为单位统计一天的观看数据, 统计了 PC 端和移动端的观看时长、访问次数和观众数量，可选择列表或图表展现形式。 

操作详情：1.可选择不同的时间段； 

2.可导出数据。 

 

图片 53. 数据统计- 日期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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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地域分布 

统计不同时间段观看的地域分布，分中国地区和全球分布, 地图中颜色越深的区域表示观看的人数越多。 

操作详情：1.可选择不同的时间段； 

2.可导出数据。 

图片 54. 数据统计-地域分布 

 

1.5.1.3 观看终端 

统计不同时间的段观看终端，分 PC 端和移动端。 

操作详情：1.可选择不同的时间段； 

2.可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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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55. 数据统计-观看终端 

1.5.1.4 最高在线人数 

统计频道号实时在线人数以及历史在线人数。 

注：实时更新 2 分钟以内的在线人数。 

 

图片 56. 数据统计-最高在线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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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报名观看记录 

统计频道号实际报名观看人数，可查看记录以及导出记录。 

1.5.1.6 登记观看 

统计频道号实际登记观看人数，可查看记录以及导出记录。 

1.5.1.7 预约记录 

统计频道号实际预约人数，可查看记录以及导出记录。 

 

图片 56. 数据统计-互动统计 

 

 

 

 

1.5.2 直播间统计 

1.5.2.1 直播间统计 

直播间统计为当前账号全部直播间的统计总览，可对单个频道进行数据的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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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57. 数据统计-直播间统计 

1.5.3 场次统计 

场次统计为当前账号全部直播间场次的统计总览，可对单个场次进行数据的查看。 

 

图片 58. 数据统计-场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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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用户统计 

用户统计可查看对应的用户观看信息，如：观看时长、地区、观看终端。 

 

图片 59. 数据统计-用户统计 

1.6 平台设置 

1.6.1 严禁词 

「聊天严禁词」：添加聊天严禁词后，用户发送包含严禁词的聊天信息将无法成功发送，可批量导入或单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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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60. 严禁词 

1.6.2 虚拟昵称 

设置了虚拟昵称后，虚拟人数名称只从虚拟昵称中获取，直播间虚拟人数不得超过虚拟昵称数量。 

 

图片 61. 虚拟昵称 

 

1.6.3 客户端 

「自定义功能」：该功能后，直播客户端可以通过自定义功能的方式加载用户自定义的网页，方便结合自身业务进行交互操

作启用。 

「推流端分享按钮」 ：关闭后，推流端不显示“分享”按钮，该功能仅支持客户端 4.0 及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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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62. 客户端 

1.6.4 频道设置 

频道设置：可设置最高在线人数、打赏、回放、重制课件功能，点击【开启按钮】即可开启对应功能。 

 

图片 63. 频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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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短信平台 

短信平台：可结合报名观看，验证观众手机号码的真实性。 

 

图片 64. 短信平台 

 

1.7 子账号管理 

如果企业内部直播业务较多，超级管理员一个人无法管理所有直播频道，可以创建子账号，并将子账号分配给内部管理人员，

协助完成直播业务管理。可以设置子账号的功能权限、数据管理范围，专人专管，在分散管理压力的同时，保证管理安全、

有序。 

1.7.1 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指后台子账号之间的组织关系结构，可以根据企业实际组织结构来设置，也可以根据线上的管理关系来自定义组

织结构。组织结构存在上下级区别，上级组织中的子账号，可以查看下级子账号的直播频道进行查看管理，同一级子账号的

频道可以互相查看管理。 

角色：保利威后台将某一组特定功能权限的集合视为一个角色，将子账号关联角色，则子账号就拥有了该角色的所有功能权

限。方便企业对子账号权限进行管理，无需对子账号重复设置权限。 

子账号：拥有特定业务管理权限的后台账号。用于辅助超级管理员，完成所属组织的后台业务，账号权限由关联的角色决定。 

 

操作流程： 

打开【子账号管理-组织架构】页面，将鼠标移入组织名称区域，点击【新增按钮】，打开添加组织弹窗，输入组织名称，设

置组织上下级关系，填写备注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完成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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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只能向下创建组织结构，如下级或同级的组织，没办法创建上级组织，组织数量默认限制 30 个，

需要扩展请联系商务人员申请开通。 

 

图片 65. 组织架构 

 

 

1.7.2 角色权限 

操作流程：打开【子账号管理-角色权限】页面，点击【创建角色按钮】，进入新增角色页面，在新增角色页面，可以设置角

色的名称、备注；根据菜单勾选权限，点击【保存按钮】，完成新增。 

注意： 

后台默认会生成两个固定角色，管理员拥有直播平台的所有权限功能；直播频道管理员拥有频道管理的所

有权限，默认可以创建 10 个角色，如果需要扩展请联系商务人员申请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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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65. 角色权限 

 

1.8 开发者设置 

「开发设置」：开发设置主要包括了身份认证、回调设置、短信平台设置这些与开发相关的设置。 

 

图片 67. 开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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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Q 常见问题 

Q：直播没有声音该如何处理 

A：观众如果使用谷歌内核的浏览器（谷歌，QQ 浏览器、360 浏览器极速模式），浏览器对陌生网站会采用静音策略，需要

观众手动开启。 

如果讲师端没有声音，请点击「设备检测」，看讲话时麦克风是否有波动条，若无请查看麦克风是否没占用或禁用，或更换

设备尝试。 

 

 

Q：CPU 显示超过了 50%怎么办 

A：直播是比较占用 CPU、显卡、网络资源的，请关闭非必要软件后重试。若关闭后无效，请重启电脑，仅打开与直播相关

的软件，或更换更好的电脑设备。 

 

 

Q：软件界面右上角信号塔亮黄，甚至断开了怎么办？ 

回答：信号塔亮黄为网络信号不佳，可能影响到直播，请及时更换网络，或联系 IT 技术人员处理。 

 

 

Q：共享屏幕时出现黑屏解决方法 

在部分用户使用云课堂时，共享屏幕或窗口出现黑屏，无法采集画面的情况（多出现在 win10 系统中），主要是由于用户显

卡交互的原因（双显卡），默认显卡不支持采集。 

A：此电脑（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显示适配器-禁用第一个默认显卡即可。特别提醒：如果禁用第一个显卡无法解决，

请恢复该显卡，尝试禁用其他显卡。 

 

 

Q：PC 浏览器连麦提示安全限制处理方法 

谷歌宣布了一项安全政策，任何已经集成了 WebRTC 等功能的网站现在都需要从一个安全的(HTTPS)站点中获得服务。这将

影响 Chrome 浏览器的使用，不安全(HTTP)站点将无法通过 OpenTok 平台实现语音、视频或共享。 

A ： 您 需 要 为 您 的 域 名 获 得 SSL 证 书 。 这 些 可 从 许 多 证 书 颁 发 机 构 获 得 ， 例 如  https://my.gogetssl.com 、

https://www.itrus.cn/ 或 https://www.getssl.cn/ 等。这可以确保网站使用的是合法 CA 签发的有效证书。 

在您获得证书后，请检查证书的完整性（需包含站点证书及所有中间证书）。 

您需要将证书文件和私用密钥文件发送给我们的技术支持，由保利威视为您的域名配置 https。 

 

 

Q：云文档对字体有什么要求 

A：建议文档使用的字体可以为以下这几种： 

1. 宋体，黑体，仿宋，方正姚体（需版权），华文中宋（需版权），微软雅黑（需版权），楷体，这些字体对于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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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显示都足够清晰端正； 

2. 中文不要使用幼圆字体以及隶书字体，否则会字体挤压； 

3. 使用微软雅黑字体时，不要使用微软雅黑 light 版本； 

4. 建议制作 PPT 使用的字体种类不要过多，保持在 1-3 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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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咨询电话：400-158-8816     服务邮箱：service@polyv.net 

市场合作：bd@polyv.net 

 

广州（总部） GUANGZHOU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西路 100 号国家 IC 基地 605 室 

邮编：510006 

 

北京 BEIJING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6 号中电信息大厦 716 室 

邮编：100086 

 

上海 SHANGHAI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 619 号城市概念创意园区 2 号楼 A11 室 

邮编：200233 

 

长沙 CHANGSHA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西路 188 号国金中心 T1 塔楼 19 楼 1912 室 

邮编：410005 

 

 

 

 

 

 

 

 

 

提示：保利威视频云相关产品会持续更新，帮助文档内容表述如有差异，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