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问答】思科 Webex：助力团队在家办公 

 

感谢大家参与本期“思科 Webex：助力团队在家办公”专家问答活动，此次活动收到许多思科用户的提问，同时也

十分感谢我们的专家热心参与和解答。以下为本期在线答疑的部分问题及回复，以供大家参考： 

 

 

问答专家： 

 

 

 

【问题一】 

Q 我是当地 Toastmasters 俱乐部的主席。我们计划使用 WebEx Meetings 每月举行一次虚拟会议。 我已经查

看了您的帮助文档，但是找不到不单独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即可邀请一群人参加会议的方法。 我确实知道，一

旦与会者的电子邮件地址输入"scheduling" 区域，我就可以创建一个模板以备将来使用，但是我想知道如何

首先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与 WebEx Meetings 相关的话，我们正在使用 WebEx Meetings 的免费版本。 

 

A （Anthony）我知道我不是这里的专家，只是想一想，您可以自己安排一个 webex 吗，那么当您收到会议号和

密码时，您可以使用俱乐部使用的任何邮件列表软件来分发 会议号码和密码？ 也许这也是问题所在，您没有

办法大规模推销会员？ 

 

http://bbs.csc-china.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0866


A 您好，Anthony， 

正如您正确指出的那样，有两种用户友好的方式来安排 Webex 会议，PMR（个人会议室）始终处于打开状态，

并且可以由电子邮件客户端轻松分发，甚至可以从电子邮件客户端本身中安排已安排的会议 例如 MS Outlook 

/ 0365 等，因此您甚至不必离开电子邮件客户端的窗口即可安排 webex 会议。 

https://help.webex.com/en-us/nbfri0m/Set-up-Meetings-with-Cisco-Webex-Productivity-

Tools#task_A6AD65A15C30D9C55F09AD21AE393B71 

 

A 您好，没错，一旦需要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就可以使用网页的计划选项。但是，还有其他选项， 

1）您可以使用 PMR（个人会议室），它是“始终在线”的个人会议室，对于人们来说很容易加入，作为主持人，

您具有完全的安全控制权以允许或禁止人们进入。 

2）使用首选的电子邮件客户端来安排会议，例如 Google 或 Microsoft 客户端。 

 

以下是在这些方面可以使用的一些有用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改善您的日程安排体验， 

https://help.webex.com/en-us/4a6d0z/Schedule-a-Cisco-Webex-Meeting-in-Classic-View  

https://help.webex.com/en-us/nboahd2/Schedule-a-Meeting-in-Microsoft-Outlook-Using-the-Webex-

Meetings-Desktop-App  

https://help.webex.com/en-us/n5mcx64/Schedule-and-Start-Cisco-Webex-Personal-Room-Meetings-with-

the-Cisco-Webex-Scheduler  

https://help.webex.com/en-us/nbfri0m/Set-up-Meetings-with-Cisco-Webex-Productivity-Tools  

https://help.webex.com/en-us/nboahd2/Schedule-a-Meeting-in-Microsoft-Outlook-Using-the-Webex-

Meetings-Desktop-App  

 

Q 感谢大家的宝贵建议。 我确实安装了 Chrome 扩展程序，以后会使用它。 我还根据 Anthony 的说法，认为

我可以直接在个人会议室中设置会议而无需邀请任何人，确保可以选择向自己发送会议信息，并且当我收到通

知时，可以将其复制 ，打开新电子邮件，粘贴会议信息，然后使用现有的通讯组列表。 对么？ 

 

A 你是对的。 您可以创建到个人会议室或预定会议的自定义邀请，设置您的首选项并从电子邮件客户端分发会

议信息。 

 

该链接可以帮助您做到这一点 

https://help.webex.com/en-us/WBX9000/How-Do-I-Create-a-Customized-Invitation-Email-with-Webex-

Meetings  

 

https://help.webex.com/en-us/nbfri0m/Set-up-Meetings-with-Cisco-Webex-Productivity-Tools#task_A6AD65A15C30D9C55F09AD21AE393B71
https://help.webex.com/en-us/nbfri0m/Set-up-Meetings-with-Cisco-Webex-Productivity-Tools#task_A6AD65A15C30D9C55F09AD21AE393B71
https://help.webex.com/en-us/4a6d0z/Schedule-a-Cisco-Webex-Meeting-in-Classic-View
https://help.webex.com/en-us/nboahd2/Schedule-a-Meeting-in-Microsoft-Outlook-Using-the-Webex-Meetings-Desktop-App
https://help.webex.com/en-us/nboahd2/Schedule-a-Meeting-in-Microsoft-Outlook-Using-the-Webex-Meetings-Desktop-App
https://help.webex.com/en-us/n5mcx64/Schedule-and-Start-Cisco-Webex-Personal-Room-Meetings-with-the-Cisco-Webex-Scheduler
https://help.webex.com/en-us/n5mcx64/Schedule-and-Start-Cisco-Webex-Personal-Room-Meetings-with-the-Cisco-Webex-Scheduler
https://help.webex.com/en-us/nbfri0m/Set-up-Meetings-with-Cisco-Webex-Productivity-Tools
https://help.webex.com/en-us/nboahd2/Schedule-a-Meeting-in-Microsoft-Outlook-Using-the-Webex-Meetings-Desktop-App
https://help.webex.com/en-us/nboahd2/Schedule-a-Meeting-in-Microsoft-Outlook-Using-the-Webex-Meetings-Desktop-App
https://help.webex.com/en-us/WBX9000/How-Do-I-Create-a-Customized-Invitation-Email-with-Webex-Meetings
https://help.webex.com/en-us/WBX9000/How-Do-I-Create-a-Customized-Invitation-Email-with-Webex-Meetings


Q 我一直在尝试查找 Webex 会议基础知识课程。 我已经检查了一些其他课程，建议您也参加基础课程。 我正

在寻找录制的版本。 有人可以帮忙吗？ 

非常感谢。 

 

A Cisco Webex 帮助中心提供了在线课程，这些课程对于您和您的团队起步非常有帮助。 在这里，您将找到现

场和录制课程的选项。 您还将找到视频，其中包含有关如何使用 Webex Meetings 功能，提示和技巧等的深入

说明。 

 

以下是一些有用的链接： 

对于 Webex Meetings 记录的课程： 

https://help.webex.com/landing/onlineclasses/previousClass/Webex-Meetings  

Overview of Webex Meetings Recording： 

https://launch.webex.com/launch/ldr.php?RCID=1e51e956607a51dc5742f57989cd559f  

Meeting Essentials eBook： 

https://ebooks.cisco.com/story/webexessentials#!/page/1  

 

A 除了这些课程，我还是 YouTube 上此播放列表的忠实粉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85544RveA&list=PL_YnWo4XhzTfhkcwB6M1a-wJ9dTlz58yz  

 

Q 非常感谢 

 

 

【问题二】 

Q 是否可以为域（customer.webex.com）下的所有用户禁用 Webex Meeting 录制？ 

 

A 可以通过WebEx 管理站点来为用户或用户帐户组禁用WebEx 会议记录。请参考以下链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https://help.webex.com/en-us/WBX52968/How-Do-I-Disable-the-Recording-Feature-for-an-Individual-Host-

Account-or-Group-of-Accounts  

 

 

【问题三】 

Q 您好， 

https://help.webex.com/landing/onlineclasses/previousClass/Webex-Meetings
https://launch.webex.com/launch/ldr.php?RCID=1e51e956607a51dc5742f57989cd559f
https://ebooks.cisco.com/story/webexessentials#!/page/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85544RveA&list=PL_YnWo4XhzTfhkcwB6M1a-wJ9dTlz58yz
https://help.webex.com/en-us/WBX52968/How-Do-I-Disable-the-Recording-Feature-for-an-Individual-Host-Account-or-Group-of-Accounts
https://help.webex.com/en-us/WBX52968/How-Do-I-Disable-the-Recording-Feature-for-an-Individual-Host-Account-or-Group-of-Accounts


我们想使用 Webex 进行一些网络研讨会。 除了主持人，我们有大约 50 至 100 名参与者。我们已经发现，我

们可以通过参与者特权将参与者列表隐藏给参与者。在测试环节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视频和与会者的姓名。 

我们可以设置 Webex 会话，以便与会者只能看到主持人的姓名和视频（或共享屏幕）吗？ 

 

A 根据设计，此行为是可支持的。 Webex 版本 WBS33 引入了一项称为“视频中心”的功能。 这种以视频为中心

的功能旨在让 Webex 会议提供与真实会议相同的体验，在该会议中，所有参与者都知道谁在参加会议，并且

到目前为止，尚无法禁用它。 

从 WBS33 及更高版本开始，禁用“查看与会者列表”的与会者权限是在 Webex 会议右侧隐藏该列表，但与会者

将能够在视频标签上看到其姓名。 

 

 

【问题四】 

Q 有什么方法可以在 Webex 上设置 3 个屏幕？ 

 

通过为聋哑与会者设置请求手语翻译的服务。 

 

我想看看： 

屏幕 1：演示者共享屏幕 

屏幕 2：演示者的视频提要 

屏幕 3：手语翻译的视频提要 

 

如何为 Webex 配置此布局？ 

 

我试图使用视频布局来调整屏幕，包括固定视频。 用于手语翻译和演示者的视频很小。 很难看到手语翻译人

员的翻译。 

A 在此链接上，您将找到一些技巧，这些技巧可为手语翻译和与会者提供最佳体验： 

https://www.webex.com/accessibility.html  

 

您正在执行的一项建议是固定翻译器的视频屏幕。 其他选项是记录和共享抄录或为任何特定会议启用隐藏字

https://www.webex.com/accessibility.html


幕选项。 您可以在安排会议时根据自己的喜好启用这些设置。 

 

您还可以将布局更改为“相等”视图，这使您可以共享内容并使解释器保持可见。 但是，此布局仅适用于 Room

或 Desk 设备。 

 

 

【问题五】 

Q 嗨，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数据保护。 Android 平台-个人数据保护？ 使用哪种加密类型？ 

 

A Cisco Webex 应用程序与 Cisco Webex Cloud 之间的所有通信均通过加密通道进行。 Cisco Webex 使用 TLS 

1.2 协议并使用高强度密码（例如 AES 256）。 

 

通过 TLS 建立会话后，所有媒体流（音频 VoIP，视频，屏幕共享和文档共享）都将被加密。 

 

用户数据报协议（UDP）是用于传输媒体的首选协议。 在 UDP 中，媒体数据包使用 AES 128 加密。初始密

钥交换发生在 TLS 保护的通道上。 另外，每个数据报都使用基于哈希的消息认证码（HMAC）进行认证和完

整性。 

 

可以在 WebEx 安全白皮书上找到更多详细信息：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conferencing/webex-meeting-center/white-paper-c11-

737588.pdf  

 

 

【问题六】 

Q 我将使用“会议”举行会议，届时将有 25 多名与会者。 

据我所知，当 PC 布局是网格显示时，它最多可以布局 25 个参与者。 

 

① 当没有出现在第一页的员工讲话时，显示的页面将保持不变吗？ 

② 参加者是否需要点击下一页来找到发言人？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conferencing/webex-meeting-center/white-paper-c11-737588.pdf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conferencing/webex-meeting-center/white-paper-c11-737588.pdf


③ 使用网格显示需要多少参与者？ 

 

我想继续开会，检查尽可能多的参与者的面孔。 

 

A 网格视图可让您同时查看最多 25 位参与者。 当您想将注意力分散在多个发言人之间或希望与更大的参与者协

作时，此视频布局很有用。 

 

缩略图的排序顺序取决于谁拥有主持人和演示者角色，谁最近发言，谁正在显示他们的视频以及字母顺序。 最

近发言的参与者将首先出现，然后是显示视频的参与者。 您可以将焦点锁定在前 6 个缩略图视频上。 

 

但是，如果参与者超过 25 个，则可以通过选择“下一个视频”和“上一个视频”图标来调整看到的对象。 

 

 

【问题七】 

Q 各位专家，通过 Web 浏览器主持会议，无法获取网格视图。右上角没有图标可以更改视图。在 Chrome 中工

作。 要求支持另一位工作人员。 谢谢 

 

A 您好，在开始或加入会议时使用 Desktop App 时，可以使用屏幕布局选项。请在下面找到详细信息： 

https://help.webex.com/en-us/fkf15cb/Screen-Layouts-in-the-Cisco-Webex-Meetings-Virtual-Desktop-App  

 

为了获得最佳的会议体验，我建议您切换到桌面应用程序。 

 

 

【问题八】 

Q 我在希腊的一家海运公司工作，如果发生船舶事故，我们希望使用 webex 来开会。 

详细地，在紧急情况下，主要的用户和船只必须能够使用他们拥有的资源参加该会议（例如，船只具有 Internet

速度限制，因此，她可以改用呼叫选项 视频）。 

场景是主持人用户将启动会议室，其他用户将加入会议室。 

 

问题如下： 

https://help.webex.com/en-us/fkf15cb/Screen-Layouts-in-the-Cisco-Webex-Meetings-Virtual-Desktop-App


1.在所选计划支持用户管理的情况下，主机是否可以呼叫（Webex 呼叫）其他用户？ 

2.用户管理如何工作？ 主机如何管理其他用户。 为此需要什么计划？ 

3.是否有任何一个用户帐户也可以成为主机？ 有什么计划？ 

谢谢。 

 

A 1. 在所选计划支持用户管理的情况下，主机是否可以呼叫（Webex 呼叫）其他用户？ 

这里有两种方法： 

a）一种是向用户提供 Webex 团队客户-每个用户将拥有自己的地址（他/她的电子邮件），并且可以轻松地进行

1：1 或多方通话。可以进行 PSTN 音频拨入，并包含在 56 个国家/地区的号码。其他 pstn 选项也可用（回调

等）。 

b）仅使用 Webex 会议会议设施，但是您在这里在会议内部开会-每个用户没有“地址”。它更像是“与我见面”的

方法。 

 

2. 用户管理如何工作？主机如何管理其他用户。为此需要什么计划？ 

IT 管理员是一回事，通过 Webex Control 集线器那里有很多选项（用户管理，SSO 集成（如果需要）等） 

然后，如果需要，我们有可以充当主机的用户。 

在计划方面，取决于所需的用户数量以及其他一些细节。 

 

3.是否有任何一个用户帐户也可以成为主机？有什么计划？ 

如果您使用 webex 团队方法，则每个人都可以根据需要开始会议。 

 

请给我发送一封包含您联系方式的电子邮件，以使您与本地 Cisco 销售部门联系，以进一步提供帮助。 

 

 

【问题九】 

Q 下午好。我想问一个有关 Cisco Webex Control Hub 中消失的选项的问题：（“打开高清视频（720p）（会议，

培训和事件）”，添加“启用”后，将使用下面选择的视图录制视频。 视频缩略图视图是所有用户的默认布局。



主持人可以在“Modem View”中的“首选项”下指定自己的默认视图。 

我再也无法设置如何录制到云中。 

 

A 下午好。 有 Cisco Webex Meeting 服务器，是时候更改证书了。 

您能告诉我为 Cisco Webex Meeting 生成新证书时应注意哪些功能吗？ 

 

A 在更改 Webex Meeting Server 的证书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SSL-在所有系统上都是必需的。考虑与移动和网真设备以及应用服务器集成的任何系统。 

SSO IdP-对于具有身份提供者（IdP）证书的 SSO。 

安全电话会议-TLS 电话会议必需。 您最多可以配置两个安全的电话会议证书，每个选择配置的 CUCM 系统

一个。 

SMTP-如果您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已启用 TLS，则为必需。 

 

您可以在以下链接上找到有关证书生成过程的详细信息： 

Administration Guide for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Release4.0 

 

 

【问题十】 

Q 如果对话很热闹，那么重要的话题可以迅速移到顶部。 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当有人回复该线程时，整个线程移

回底部，以便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它，而不必向上滚动吗？ 

 

A 当前，您可以“引用”，这会将线程的一部分向下移动到该空间的底部，以供所有人查看。 

但是，情况确实会发生变化，因此请在此处关注即将发生的变化： 

https://help.webex.com/en-us/8dmbcr/What-s-New-in-Cisco-Webex-Teams  

 

A 不，您只会看到“新回复”指示，仅能够向上移至先前主题的回复。 

 

将线程聊天移到该空间的底部可能导致空间中的其他消息（线程或非线程）被上移，因此很容易被漏掉。 跟踪

线程聊天的一种更好的方法是让您在特定空间或外部使用过滤器。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collaboration/CWMS/4_0/Administration_Guide/cwms_b_administration-guide-cwms-4-0/cwms_b_administration-guide-cwms-4-0_chapter_01110.html#id_13124
https://help.webex.com/en-us/8dmbcr/What-s-New-in-Cisco-Webex-Teams


 

请在下面找到更多详细信息： 

https://help.webex.com/en-us/njfx9x9/Webex-Teams-Find-Your-Threads-in-a-Space  

https://help.webex.com/en-us/7m5b7d/Webex-Teams-Find-All-Your-Threads  

 

 

【问题十一】 

Q 我儿子所在的学校每天都在使用 Webex 进行课堂会议。 当他们使用链接时，他可以用他的 iPad 加入会议。 

 

此后，他们已切换到用于参加会议的数字和密码设置，现在使用平板电脑进行连接的任何人都不会收到视频，

也看不到其他人的视频。 需要明确的是，以前是没问题的，我们也没有做任何改动。 唯一的区别是它现在使

用密码，并且会议中的人更多（20 vs 5）。 

 

我没有网络摄像头，所以这是他连接会议的唯一方法，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我不是主持会议的人，但是如果

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该问题，我会将这些信息转发给老师。 

 

A 需要更多信息 

Webex 有许多中心。像会议中心一样，每个人都可以发送视频 

如果活动中心设置了只有主持人可以发送视频，则只有他们能发送视频。 

可能是因为他们更改了会议中心的类型，因此有些人无法发送视频。 

通常，参与者将在底部获得一个视频图标，以便能够发送或不发送视频。 如果其变灰或禁用，则可能是您使用

的其他中心。 

谢谢 

 

 

【问题十二】 

Q 我尝试创建一个 Webex 会议帐户，我收到 2 封电子邮件中的 1 封。 

但是，我无法重置我的帐户密码。 如何解决呢？ 

 

A 创建帐户后，您将一个电子邮件地址与该帐户关联，并收到第一封电子邮件。 

https://help.webex.com/en-us/njfx9x9/Webex-Teams-Find-Your-Threads-in-a-Space
https://help.webex.com/en-us/7m5b7d/Webex-Teams-Find-All-Your-Threads


第一封电子邮件是为该帐户创建密码的请求。 创建该帐户的密码。 

 

如果已经创建了密码，您将收到第二封电子邮件，确认您已成功更改密码。 

 

如果您已经完成所有这些操作，但是忘记了设置的密码，或者尚未设置密码，请访问 http://webex.com 网站，

单击“登录”，然后单击“忘记密码？”链接。 

提示将要求您在开始时关联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并且您将收到一封带有确认的电子邮件。 

 

Q 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 Webex 事件：将人员转移到大厅时，是否可以同时转移多个人，或者我是否必须单独处理？ 

 

A 我假设您正在谈论 WebEx 会议 PMR。 

您一次只能将一个人移到大厅，但可以同时允许多个人从大厅进入会议。 

请参考以下文章：https://help.webex.com/en-us/nsq9s2h/Move-Attendees-to-and-from-the-Lobby-in-Cisco-

Webex-Meetings  

 

Q 确实是的，非常感谢。 

 

 

【问题十三】 

Q 当我安排 Webex 时，我可以强迫参加者通过 Web 浏览器进行连接吗？ 

 

A 不幸的是，在安排 Webex Meeting 时，没有强制用户使用基于 Web 的客户端的选项。 唯一的方法是限制用

户或锁定环境中的用户。 基本上，没有计算机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并且，请考虑到 Microsoft Windows 环境

中的受限用户无法共享文档。 

 

 

【问题十四】 

Q 下午好。 Cisco Webex Meeting 版本 2.8.1.3100.B 已安装和配置。 

当我升级到 2.8.1.3118.B 版时-出现错误，“重试或联系 TAC。” 我重试了同样的结果。 

http://webex.com/
https://help.webex.com/en-us/nsq9s2h/Move-Attendees-to-and-from-the-Lobby-in-Cisco-Webex-Meetings
https://help.webex.com/en-us/nsq9s2h/Move-Attendees-to-and-from-the-Lobby-in-Cisco-Webex-Meetings


可能是什么原因？ 

 

A 我没有发现有任何类似问题的 defect。 在升级到次要版本时，可能没有遵循升级路径。 

我的建议是遵循升级路径至少转到版本 3.0： 

 

 

 

【问题十五】 

Q 在将来的版本中，Webex Meetings 中是否会有硬性的“静音”选项，例如在“ Webex Events”中，将禁用“取

消静音”选项？ 许多客户更喜欢这一点。 

 

此外，使用双摄像头加入 Webex 会议的最新 Iphone / IPAD 是否存在任何问题？ 一些用户抱怨参加 Webex

会议时两个摄像头都打开了。 

 

A 根据 Webex 产品的设计经验，Webex Meetings 会将所有声音静音以消除背景噪音，但是如果有人想讲话，他

们可以取消静音。 在培训或活动中心，作为亲自体验，主持人或小组成员将使参与者能够进行交谈。 近期内

没有计划。 

 

关于双镜头问题，移动版本 WBS33，WBS39 和WBS40 包括双镜头支持-“用户现在可以通过设备的后置摄像

头共享实时内容，而仍然可以通过设备的前置摄像头保持视频参与者的身份。” 



 

A 您可能在 Cisco Webex Meetings 网站管理中看不到高清视频（720p）的设置。 如果缺少此功能，则可以联系

客户成功经理（CSM）为您的站点启用此功能。 

您也可以转到 Webex Admin 网站上的“支持”选项卡，与支持代表聊天，致电我们的全球支持团队或打开案例解

决您的帐户问题。 

 

以下是一些有用的链接： 

How Do I Contact My Customer Success Manager (CSM)? 

Contact Your Webex Site Administrator 

Select the Screen Layout for Recordings in Webex Meetings and Webex Events 

 

 

https://help.webex.com/en-us/WBX15/How-Do-I-Contact-My-Customer-Success-Manager-CSM
https://help.webex.com/en-us/7ksvf1/Contact-Your-Webex-Site-Administrator
https://help.webex.com/en-us/530fzu/Select-the-Screen-Layout-for-Recordings-in-Webex-Meetings-and-Webex-Ev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