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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档主要向目标用户介绍“玄武”视频互动系统的基本功能、核心概念、操作步骤等内容，帮助用户更好地理

解和使用系统的各项功能和服务。

本文档所描述的“玄武”视频互动系统（简称：“玄武互动”）是趣录播自主研发的一款基于微服务架构的高性

能音视频实时互动服务器软件，支持多方视频会议、高清音视频实时通讯、多教室同步授课、课件视频点播等多

种应用。基于业界最新的WebRTC技术，客户端无需安装任何软件（或插件），使用网页浏览器即可进行视频互

动。

功能特色

1.多方实时互动

1+4或1+8高清音视频全实时互动，其余参与方可做旁听收看，由主讲者按需切换不同的参与方加入互动。

2.低延时传输

100毫秒以内的超低延时，确保音视频互动实时性，无滞后感，提升用户通话体验。

3.智能音频算法

集成软件智能音频算法，无需安装专业音频处理主机即可实现降噪、自动人声增益、消除回声等多种功能。

4.带宽自适应

根据用户当前的网络状况自动调整视频码流，确保音视频传输流畅不卡顿。

5.免安装软件

没有复杂的软件安装和操作流程，老师和学生使用浏览器即可使用，简单方便。同时网页还可以嵌入到其余各类

业务Web系统中。

6.各类设备接入

支持目前市面上各类前段摄像、录音设备接入，包括：视频采集卡、usb摄像机、单反相机、专业摄像机、麦克

风、调音台、全向拾音器等，同时也支持各类软件虚拟设备。

7.开放接口

“玄武互动”既可作为独立的视频互动系统单独使用，也可以为其它业务平台提供高清视频通话服务，仅需将互

动房间的网址嵌入到其它业务平台的Web网页内即可实现。

全文导读：

关于加入互动课程操作，请参考章节：互动管理

关于录像库的管理操作，请参考章节：录像管理

关于系统基础信息，请参考章节：系统设置

关于如何管理系统用户，请参考章节：用户管理

关于日志管理，请参考章节：日志管理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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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管理
玄武互动系统采用轻量级流媒体转发框架，单机轻松支撑几十方同时参与的大型互动会议，也可支撑多个小

型会议同时进行，还可以通过多机集群技术，提供更大规模的音视频互动能力。

免购置专业视频主机，免安装专业软件，仅需使用一台普通的多媒体电脑，连接常用的USB摄像头及全向麦

克风，打开网页即可开始多方高清视频通讯，从未如此简单！

强大的性能和简单的操作，使得玄武互动视频系统被广泛应用于视频会议、双师教学、同步课堂、远程医疗

等多种场景。

互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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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互动教室
加入互动教室

老师端：

1.打开“互动教室”界面，点击右侧“配置”进入页面

2.点击教师入口下方的“复制”上课链接或点击“加入”直接进入互动教室

3.把刚才复制的链接在浏览器地址栏里面复制并转到，点击“去登陆”

加入互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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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入用户名以及密码

5.点击允许

加入互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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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击开始检测，按步骤进行检测摄像头和麦克风

7.进入互动教室，点击开始按钮开始上课

加入互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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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端：

方法一：

1.复制听课链接到浏览器地址栏里并转到，点击“游客登录”

加入互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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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入自己的姓名，点击加入

3.点击允许

加入互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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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开始检测，按步骤进行检测摄像头和麦克风

5.检测结果正常，开始互动

加入互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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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入互动教室，开始互动

方法二：

1.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IP地址并转到

加入互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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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到相应的“互动房间”，点击进入

3.点击“游客登录”

加入互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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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入自己的姓名，点击“加入”

5.点击允许

加入互动教室

-	13	-本文档使用	看云	构建



6.点击开始检测，按步骤进行检测摄像头和麦克风

7.检测结果正常，开始互动

加入互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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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进入互动教室，开始互动

加入互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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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教室信息
修改教室信息

1.打开“互动教室”界面，点击右边“配置”进入页面

2.点击右上角“···	”符号，选择“编辑”，可更改	“教室名称”、选择是否“公开”课堂以及课堂具体“描述”

修改教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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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修改）封面

方法一：

1.打开“互动教室”界面，点击右边“配置”进入页面

2.点击右上角“···	”符号，选择“上传封面”可更改封面

修改教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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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选择图片上传封面

方法二：

1.打开“互动教室”界面，点击右边“配置”进入页面

修改教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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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左上方“点击上传封面”选框选择图片上传封面

修改教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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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管理
上传录像

录像的查找

录像信息修改

上传专辑

创建专辑列表

专辑信息修改

标签管理

录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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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录像

上传录像
1.打开“录像库”页面，点击右上方的“上传按钮”。

2.单击或拖动中间区域进行文件上传

上传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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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的查找

录像的查找
1、打开录像库界面，可以使用列表上方的搜索过滤功能进行快速查找，点击”展开“按钮，即可编辑高级过滤

选项。

2.也可以按照设置的标签过滤，点击“查询”按钮，包含指定标签的录像即可显示在列表内，列表默认按照时间

顺序从大到小排列（越新的录像越靠前）。

3.选择相应的标签，点击确定（使用标签过滤前提是有给录像设置标签）

录像的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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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的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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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信息修改

录像信息修改
由于管理需要，用户可以修改设备的默认名称，录像时间、描述等信息。步骤如下：

1.	 打开录像库界面，在右侧界面中找到需要播放的录像。点击右侧“配置”链接，进入详情页面。

2.	 在详情页面中，点击右上角"..."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编辑”，即可修改该录像的基本信息。

录像信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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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专辑
1.打开录像库界面，找到需要添加和上传录像的专辑，点击右侧“配置”，进入详情页面，点击左侧“录像列

表”

进入页面，列表右上方即可进行操作

上传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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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专辑列表
1.打开录像库界面，点击列表左上方“专辑”进入专辑页面，点击右边“创建”即可创建专辑列表

2.填写专辑名称，还可选择专辑是否公开

创建专辑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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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信息修改
1.打开录像库界面，找到需要修改信息的专辑，点击右侧“配置”，进入详情页面

2.在详情页面点击右上角“···	”编辑，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编辑”，可修改录像基本信息，，更改录像是否公

开

专辑信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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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管理
随着系统的持续使用，录像库中存储的录像资料将会不断增加。针对海量的录像素材，用户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

标签工具进行管理。标签工具是目前业界公认既简单又高效的海量对象管理工具之一。可以通过给录像设置一个

或多个标签，然后利用标签过滤功能快速定位到需要的录像素材。

设置标签

1.	 打开录像库界面，在右侧界面中找到需要播放的录像。点击右侧“配置”链接，进入详情页面。

2.	 在详情页内，点击右上方“编辑标签”按钮。

标签管理

-	28	-本文档使用	看云	构建



3.	 在弹出窗口中，编辑相应的标签。

按标签过滤

1.	 打开录像库界面，在右侧界面中找到需要播放的录像。点击列表上方的”展开“按钮，打开高级过滤选项。

2.	 设置需要过滤的标签，然后点击“查询”按钮，包含指定标签的录像即可显示在列表内，列表默认按照时间

顺序从大到小排列（越新的录像越靠前）。

标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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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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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
系统信息

网络配置

时间配置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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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信息
点击系统界面中的系统信息菜单栏，即可查看到本系统基本设置信息。

其中：

系统名称：系统中文名

版本号：软件版本编号

更新时间：软件最后更新时间

机器码：当前设备的唯一标识码，用于授权管理

存储容量：当前系统录像所能提供的最大存储容量

最大设备数：当前系统支持的最大接入设备数目

直播并发上限：同时观看实时直播的最高人数

回放并发上限：同时点播录像的最高人数

最大教员数：系统支持的最高注册用户数

系统信息

-	32	-本文档使用	看云	构建



网络配置
点击查看系统界面中的网络配置标签栏（有部分系统里不支持网络配置，因此没有提供此标签栏），可以查看到

主机的网络相关配置。

其中，包括以下两种配置信息：

网络接口配置：本机的网络接口的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

DNS服务器：本机的域名解释服务器。

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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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配置
点击查看系统界面中的时间配置标签栏，可自动设置时间

时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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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是指对系统中注册的所有用户进行管理，本系统的用户一般为学校教员，因此用户管理也就是教员管

理。本系统的用户可以根据职责不同分配不同的角色，不同角色拥有不同的操作权限。目前，系统支持以下三种

角色：

户主（超级管理员）：拥有系统的最高权限，可以执行一切操作

管理员：能够编辑修改系统的视频设备、录像、计划表等资源，但不能管理系统的其它用户

教师：只能浏览（观看）系统的录像、设备实时视频，不能对其进行编辑修改

目前，用户管理模块仅支持户主用户进行操作，其他角色的用户只能查看，不能修改。点击“教员团队”，即可

打开用户管理界面。

1.添加用户

点击右上角的“添加”按钮，即可以设置新用户的基本信息。

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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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

用户名：用户登录系统时的登录ID，只能包含大小写字母、数字、下划线。

昵称：用户在系统中显示的姓名，支持中文。

密码：用于登录系统的密码，只能包含大小写字母、数字、下划线。

角色：用户的权限角色，只能设置为管理员和教师，户主角色是系统默认，不能出现两个户主

手机号：该用户对应手机号，方便记忆

填写完成后，点击确认按钮即可创建新用户。

2.	修改用户信息

在用户管理界面中，找到需要修改的用户表目，点击右侧“配置”按钮，则可以打开某个用户的配置页面。

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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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界面中，可以修改用户的昵称、手机号、邮箱、描述，修改完成后点击下方的保存按钮后生效。

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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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修改该用户的关键权限配置，例如密码、角色，可以点击右上角“..."按钮，则可以打开对应的配置页

面。

3.	删除用户

在用户管理界面中，找到需要删除的用户表目，点击右侧“配置”按钮，则可以打开某个用户的配置页面。在右

上角的"..."展开菜单中，既可以找到删除用户的操作按钮。

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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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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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管理
流媒体分发系统提供详细的使用日志以及操作记录，用于分析、统计、审计等企业级用途。管理员可以通过日志

管理模块，按起止时间查看指定类型的详细日志记录，并支持导出excel表格用于离线分析。

默认情况下，系统会保存最近一年内的日志数据，一年之前的的日志数据会被系统自动清除，敬请留意。

目前系统支持的日志类型，包括以下三种：

1.	 直播记录：登记每一次直播观看相关信息，包括观看时间，相关设备，用户IP，用户昵称（若有）等。

2.	 回放记录：记录每一次录像点播的相关信息

3.	 操作记录：记录管理员对系统的每一次重要操作，供事后审计分析。

日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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