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c 版“WebEx 与 
Outlook 集成”帮助 

用户指南 

WBS29.13 
 





 

i 

 

目录 

第 1 章   Mac 版“WebEx 与 Outlook 集成”介绍  ............................................................................... 5 

关于 Mac 版“WebEx 与 Outlook 集成” ............................................................................................ 5 

关于 Outlook 集成选项  ........................................................................................................................... 6 

第 2 章   使用 WebEx 开始即时会议  ..................................................................................................... 9 

从 Microsoft Outlook 开始即时会议  ................................................................................................... 9 

从工具栏开始即时会议  .......................................................................................................................... 10 

第 3 章   安排会议  ....................................................................................................................................... 11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安排纯 WebEx 会议  ............................................................................. 11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安排“CMR 混合”（启用 WebEx 功能的 TelePresence）会议
 ........................................................................................................................................................................... 13 

什么是包含 WebEx 和 TelePresence 的“CMR 混合”会议？ ......................................... 17 

Mac 版“WebEx 与 Outlook 集成”支持的重复模式  .................................................................. 18 

安排个人会议或纯音频会议  ................................................................................................................ 20 

指定代理为您安排会议  .......................................................................................................................... 22 

在 WebEx 站点上指定代理 ......................................................................................................... 23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指定代理  ............................................................................................ 24 

第 4 章   代表另一主持人安排会议  ....................................................................................................... 25 

关于代表其他主持人安排会议  ............................................................................................................ 25 

代表其他主持人安排会议  ..................................................................................................................... 26 



 

ii 

 

代表其他主持人开始会议  ..................................................................................................................... 26 

第 5 章   编辑和取消会议  ......................................................................................................................... 29 

编辑已安排的会议 .................................................................................................................................... 29 

取消会议  ....................................................................................................................................................... 30 

第 6 章   安装和卸载快捷会议工具  ....................................................................................................... 31 

安装“WebEx 快捷会议工具” ................................................................................................................. 31 

卸载“WebEx 快捷会议工具” ................................................................................................................. 31 
  





 

 

版权 

© 2015 Cisco 和/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WEBEX、CISCO、Cisco WebEx、Cisco 徽标和 Cisco WebEx 徽标是 Cisco 
和/或其附属公司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第三方商标归其各自所有者所有。  

美国政府最终用户须知：根据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联邦采购法，以下简称“FAR”）（48 C.F.R.）2.101 中定义的条
款，本文档和相关服务可作为“商品”。本文档和相关服务符合 FAR 12.212 和 DoD FAR Supp. 227.7202-1 至 227.7202-4 中
的规定，即使其他任何 FAR 或可能纳入协议的其他任何协议中存在相反条款，客户向政府最终用户提供的或政府最终用户
在直接签署协议的前提下购买的服务和文档只包含协议中阐明的权利。使用服务或文档或两者即表示政府同意服务和文档为
商品，并接受本声明中的权利和限制。 

最后更新日期： 05052015 

www.webex.com 

 



 

1 
 
 

5 

 

第 1 章  

“WebEx 与 Outlook 集成”允许您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开始和安排 WebEx 
会议： 

 关于 Mac 版“WebEx 与 Outlook 集成” (页码：5) 

 关于 Outlook 集成选项  (页码：6) 
 

关于 Mac 版“WebEx 与 Outlook 集成” 
“WebEx 与 Outlook 集成”提供了一种通过 Microsoft Outlook 安排或开始纯 
WebEx 会议、“CMR 混合”（启用 WebEx 功能的 TelePresence）会议或 WebEx 
个人会议的简便方法。通过“WebEx 与 Outlook 集成”，您无需使用您的 WebEx 
服务网站（即您通常安排和加入在线会议的站点）就可以执行这些活动。 

“WebEx 与 Outlook 集成”是“WebEx 快捷会议工具”的一部分。当您登录 
WebEx 服务网站时，WebEx 快捷会议工具会自动安装到您的计算机，在有新版
本时也会自动更新。您也可以手动安装快捷会议工具。请参阅安装“WebEx 快捷
会议工具” (页码：31)。 

在安装“WebEx 快捷会议工具”后，WebEx 集成选项即会出现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您可使用这些选项快速安排 WebEx 会议。 
  

注：在使用“WebEx 与 Outlook 集成”前，请确保： 

 您在 WebEx 站点上拥有用户帐户。 

 WebEx 服务网站上已启用“WebEx 快捷会议工具”的“WebEx 与 Outlook 集成”选项。 

 计算机已连接互联网。 

Mac 版“WebEx 与 Outlook 
集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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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 Microsoft Outlook。 

当安排会议时，您可使用任何 Outlook 通讯簿（包括全局通讯簿、个人通讯簿
或联系人文件夹）来邀请与会者。受邀参加的与会者不需要使用“WebEx 与 
Outlook 集成”即可加入会议。 

为了保证会议的安全性，“WebEx 与 Outlook 集成”使用 128 位 SSL（安全套接
字层）加密方式对所有进出 WebEx 服务网站的数据进行加密。 

“WebEx 与 Outlook 集成”还提供以下功能： 

 快速访问 WebEx 服务网站上的“我的 WebEx”，其中包含您的个人会议列
表、用户档案及其他帐户选项 

 通过“即时会议”功能开始即时会议（并非适用于所有 WebEx 服务站点） 

 会议邀请模板 
 

关于 Outlook 集成选项 
在安装“WebEx 快捷会议工具”后，WebEx 集成工具栏将会出现在 Microsoft 
Outlook 窗口中。您可单击并拖动分界线使 WebEx 工具栏浮动显示，就像使
用 Microsoft Outlook 工具栏一样。选择击 X 按钮关闭浮动的工具栏。要重新
显示该工具栏，右键单击任何 Microsoft Outlook 工具栏，然后选择“WebEx 快
捷会议工具”。 

下表将描述“WebEx 与 Outlook 集成”的工具栏命令。 

 即时会议  - 将开始即时会议。这是一种可随时开始而无需事先安排的会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WebEx 服务网站上的即时会议用户指南。您可在
“WebEx 设置”对话框的“即时会议设置”标签页上指定即时会议选项。  

 安排 WebEx 会议  - 将打开 Outlook 约会窗口并添加纯 WebEx 会议。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安排纯 WebEx 会议  (页码：
11)。 

 安排个人会议或安排纯音频会议  - 将打开 Outlook 约会窗口并安排个人会
议，其中包含音频部分和可选的在线部分（使用 WebEx 音频时）或纯音频
会议（使用 TSP 音频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安排个人会议或纯音频
会议  (页码：20)。  

 安排 WebEx 和 TelePresence 会议  - 将打开 Outlook 约会窗口并安排
“CMR 混合”（启用 WebEx 功能的 TelePresence）会议。仅当您的站点和帐
户已启用“CMR 混合”集成时才会出现该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安排“CMR 混合”（启用 WebEx 功能的 TelePresence）
会议  (页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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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选项  - 将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在其中设置 WebEx 首选项。 

 关于  - 允许您查看有关“WebEx 与 Outlook 集成”的版本号以及许可证

和专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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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您可使用 WebEx 开始即时会议： 

 从 Microsoft Outlook 开始即时会议  (页码：9) 

 从工具栏开始即时会议  (页码：10) 
 

从 Microsoft Outlook 开始即时会议 
1 打开 Microsoft Outlook。 

2 选择 WebEx 球形标记以查看 WebEx 菜单。 
  

 

 

3 选择 即时会议。 
  

注：  

 缺省情况下，您通过 即时会议 功能开始的即时会议将在个人会议室中进行。要更改缺

省设置，请转至 WebEx 站点并选择 我的 WebEx > 首选项 并指定 “即时会议”设置 和

音频部分 的选项。 

 即时会议和个人会议室会议均为纯 WebEx 会议。“CMR 混合”会议不支持即时会议或

个人会议室会议。 

 

 

使用 WebEx 开始即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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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具栏开始即时会议 
您还可从 Mac 工具栏开始即时会议。 

1 在 Mac 工具栏上选择 WebEx 球形图标。 

2 从菜单中选择即时会议。 
  

 

 

 

  

注：  

 缺省情况下，您通过 即时会议 功能开始的即时会议将在个人会议室中进行。要更改缺

省设置，请转至 WebEx 站点并选择 我的 WebEx > 首选项 并指定 “即时会议”设置 和

音频部分 的选项。 

 即时会议和个人会议室会议均为纯 WebEx 会议。“CMR 混合”会议不支持即时会议或

个人会议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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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您可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安排 WebEx 会议：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安排纯 WebEx 会议  (页码：11) 

 安排“CMR 混合”会议  (页码：13) 

 安排个人会议或纯音频会议  (页码：20)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安排纯 WebEx 会议 

安排“CMR 混合”（启用 WebEx 功能的 TelePresence）会议 

1 在 Outlook 窗口中的 WebEx 菜单中选择安排 WebEx 会议 。 
  

 

 
 

或者，您可打开新的会议项并从工具栏选择添加 WebEx 按钮。 

安排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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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打开一个新的会议请求，然后指定会议的信息和设
置。 

 指定会议常规信息，例如主题、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注：在任何从 Microsoft Outlook 发送的会议邀请中，会议的开始时间将以计算机上

设置的时区显示，而不是 WebEx 服务的首选项中设置的时区。 

在 WebEx 站点上，所有会议时间按您在首选项中设置的时区显示，与计算机上设

置的时区无关。 

 

 如果要创建重复会议，选择重复周期，然后指定重复选项。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 Mac 版“WebEx 与 Outlook 集成”支持的重复模式  (页码：

18)。 

 根据需要指定其他 Microsoft Outlook 选项，例如会议提醒。 

3 从 Outlook 中的 WebEx 工具栏选择添加 WebEx 以指定会议设置。 

4 如果您被要求提供 WebEx 帐户信息，输入该信息，然后选择确定 。 

5 在“WebEx 设置”对话框中，指定 WebEx 会议的其他选项： 

a) 选择会议模板以使用该模板中的预设设置。  

b) 如有必要，指定会议密码。 

c) 可选。在候补主持人框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候补主持人，候补主持人可开
始并主持会议，直到您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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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如果主持人尚未加入，候补主持人可开始、管理并录制会议。候补主持人必须

在 WebEx 站点上拥有用户帐户。如果您指定多位候补主持人，第一个加入会议

的候补主持人将拥有会议的控制权。如果候补主持人录制 

 候补主持人必须是您已添加到会议中的与会者之一，且必须在 Meeting Center 
网站上拥有帐户。 

 如果您指定多位候补主持人，第一个加入会议的候补主持人将拥有会议的控制

权。 

 候补主持人可录制会议，但原会议主持人仍拥有录制文件的所有权，并将在录

制文件就绪后收到通知。 

a) 如果要设置更多选项，选择显示高级设置： 

 确保已选择正确的服务类型或会议类型，例如标准会议、活动、培训
课程会议类型或“个人会议”会议类型。 

 验证或选择音频连接选项。 

 如有必要，设置注册选项。 

b) 选择确定。 

6 选择 邀请或调度助手 > 添加与会者 ，然后从任意 Microsoft Outlook 联系
人列表中选择姓名或电子邮件地址来邀请其他人参加会议。 

在邀请某人参加已安排的会议后，此人会收到一封邀请电子邮件。该邮件包
括有关会议的信息（包括会议密码）及一个链接，选择该链接就可加入会议。 

7 当您完成更改后，选择保存并关闭 或发送 。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安排“CMR 混合”（启用 
WebEx 功能的 TelePresence）会议 

通过该 Outlook 集成，您可安排允许用户使用 WebEx Meeting Center 或 
TelePresence 加入的“CMR 混合”会议。   

安排“CMR 混合”（启用 WebEx 功能的 TelePresence）会议 

1 在 Outlook 窗口中的 WebEx 菜单中选择安排 WebEx 和 TelePresence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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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您可打开新的会议项并从工具栏选择“添加 WebEx 和 TelePresence”
按钮。 

  

 

 

2 在“会议选项”面板中为联合“CMR 混合”会议指定 WebEx 和 TelePresence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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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允许其他人使用 WebEx 加入会议 。 

该选项在缺省情况下未被选中。每当您安排会议并希望添加 WebEx 时都
需要选中该选项。 

 选择添加 TelePresence 会议室 。 

您选择的系统将被添加到会议窗口中的“收件人”和“地点”框中。。 

 输入针对 WebEx 受邀者的会议密码。如果站点要求必须提供会议密码，

密码框一侧会出现星号。 

请注意，WebEx 会议密码和您为 TelePresence 会议指定的 PIN 不同。  

 可选。选中电子邮件邀请中不包含密码 以使会议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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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在候补主持人框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候补主持人，候补主持人可开

始并主持会议，直到您加入。 
  

 注：  

  如果主持人尚未加入，候补主持人可开始、管理并录制会议。候补主持人必须

在 WebEx 站点上拥有用户帐户。如果您指定多位候补主持人，第一个加入会议

的候补主持人将拥有会议的控制权。如果候补主持人录制 

 候补主持人必须拥有 Meeting Center 服务网站上的用户帐户。 

 如果您指定多位候补主持人，第一个加入会议的候补主持人将拥有会议的控制

权。 

 候补主持人可录制会议，但原会议主持人仍拥有录制文件的所有权，并将在录

制文件就绪后收到通知。 

 可选。选择 WebEx 高级设置 以指定其他详细信息，例如音频连接和注

册。。 

 可选。在添加视频呼入参加者 中输入可呼入会议的额外视频呼入参加者

的数量。  

该选项可让您预留空间，从而让更多人使用个人视频会议系统（例如 
Cisco TelePresence EX 系列及运行 Cisco Jabber Video 应用程序的设备）
加入会议。您输入的数量不包括在收件人 和地点 框中添加的 
TelePresence 系统。您应当注意站点上的建议数量，切勿超出该上限。 

 可选。选择 TelePresence 高级设置 以指定其他详细信息，例如呼入和

呼出设置。 

3 在 Outlook 会议的“收件人”框中添加 WebEx 的受邀者。 

4 在 Outlook 会议的“主题”框中输入会议主题。 

5 指定会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以及重复周期选项（如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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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其他类型的 WebEx 会议将会为主持人和与会者提供不同的电子邮件邀请，但如果您安

排“CMR 混合”会议，您和与会者将收到相同的电子邮件邀请。您的电子邮件邀请中不

包含任何主持人机密信息，例如主持人密钥或访问码。如果您需要查看主持人密钥或访

问码，在电子邮件邀请中选择链接以转至 WebEx 站点上的会议信息页并登录以查看主

持人详细信息。 

 “CMR 混合”集成不支持在重复会议中创建例外会议，也就是不支持修改重复会议中的

单个会议。 

 如果您指定候补主持人，此人可开始、管理和录制会议。但录制文件仍将发送给作为原

主持人的您。 

 在安排会议时，切勿在同一时间安排两个以上的会议，因为您无法同时主持两个进行中

的会议。即使您允许候补主持人在您不在场的情况下开始会议，您仍将被视为该会议的

主持人，除非您是主持人的代理。有关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指定代理为您安排会
议  (页码：22)。  

 
 

什么是包含 WebEx 和 TelePresence 的“CMR 混合”会议？ 

通过支持 TelePresence 协作会议室（CMR）混合集成的“WebEx 快捷会议工
具”，Cisco WebEx Meeting Center 和 Cisco TelePresence 可在联合会议中协同工
作。 

在“CMR 混合”会议期间，您可看到 WebEx 和 TelePresence 参加者发送的实
时视频。 

WebEx 会议中的参加者列表将 TelePresence 参加者集中显示在一个标签中，即
“TelePresence 系统”。TelePresence 系统中的参加者列表将分别显示每个 
WebEx 参加者。  

如果 TelePresence 参加者将 VGA 或 HDMI 线连接到笔记本上并开始屏幕共
享，包括 WebEx 参加者在内的所有参加者都能看到共享的内容。如果 WebEx 
主讲者开始共享，包括 TelePresence 参加者在内的所有参加者都能看到共享的
内容。  

您可为“CMR 混合”（启用 WebEx 功能的 TelePresence ）会议录制视频、音
频、共享、聊天及投票。只需像在 WebEx 会议中那样按下录制即可，录制文
件将出现在“我的 WebEx”区域中的“我的文件”>“我录制的会议”列表下。“CMR 
混合”会议将使用 MP4 格式。视频的录制分辨率为 36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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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版“WebEx 与 Outlook 集成”支持的重复模式 
下表显示 Outlook 重复模式在 WebEx 中的处理方式： 
  

注：“CMR 混合”集成不支持在重复会议中创建例外会议，也就是不支持修改重复会议中的

单个会议。对“CMR 混合”重复会议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必须应用到整个重复会议。 

但纯 WebEx 会议支持在重复会议中创建例外会议。 

WebEx Meetings 

  

类型 Outlook 选项 对应的 WebEx 会议选项 

每日 
每 [x] 天 每 [x] 天 

每个工作日 每个工作日 

每周 每隔 [x] 周的：[星期日、星期一、星期
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适用于 Event Center 活动和 Training 
Center 培训课程： 

每周的：[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
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如果您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安排一个
每隔 X 周重复的会议，且 X 大于 1，
则会议将按照您指定的内容安排，但在 
WebEx 站点上，该会议将显示为每周重
复的会议。 

每周的起始时间始终指向缺省值“星期
日”。不支持自定义，因此您将每周的起
始时间更改为其他时间，将无法与 
WebEx 站点同步。 

每月 

每 [y] 个月的第 [x] 天 每 [y] 个月的第 [x] 天 

每月第 [一，二，三，四，最后一] 天 不支持 

每月第 [一，二，三，四，最后一个] 工作
日或周末 不支持 

每 [x] 个月的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最后一个] 星期日，星期一，星期
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每 [x] 个月的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最后一个] 星期日，星期一，星
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每年 每 n (n> 1) 年的 [1 月....12 月] [1,....31] 每 n (n> 1) 年的 [1 月....12 月]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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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Outlook 选项 对应的 WebEx 会议选项 

[1 月...12 月] 的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
个，第四个，最后一个] [日子，工作日，周
末] 

不支持。 

每 n (n> 1) 年的 [1 月...12 月] 的 [第一
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最后一个] [星
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六]  

每 n (n> 1) 年的 [1 月...12 月] 的 [第
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最后一
个] [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结束日期 

无结束日期 无结束日期 

[x] 次后结束 [x] 次后结束 

结束日期：[输入日期] 结束日期：[输入日期] 

WebEx 个人会议 

  

类型 Outlook 选项 转换为 WebEx 个人会议选项 

每日 
每 [x] 天 每天 

每个工作日 每个工作日 

每周 每 [x] 周的：[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每 [x] 周的：[星期日、星期一、星期
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每月 

每 [y] 个月的第 [x] 天 每 [x] 个月的第 [x] 天。 

每月第 [一，二，三，四，最后一] 天 每月的 [1，2，3，4，31] 日 

每月第 [一，二，三，四，最后一个] 工作
日或周末 不支持。 

每 [x] 个月的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最后一个] 星期日，星期一，星期
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每 [x] 个月的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最后一个] 星期日，星期一，星
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每年 

每个 [一月...十二月] 的 [1 日...31 日] 不支持。 

[1 月...12 月] 的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
个，第四个，最后一个] [日子，工作日，周
末] 

不支持。 

[一月...十二月] 的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
个，第四个，最后一个] [星期日，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不支持。 

结束日期 无结束日期 如果时长超过一年，将会转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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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Outlook 选项 转换为 WebEx 个人会议选项 

[x] 次后结束 如果时长超过一年，将会转为一年。 

结束日期：[输入日期] 如果时长超过一年，将会转为一年。 

  

注：如果使用“WebEx 与 Outlook 集成”来修改重复会议的会议设置，您必须将更改应用到

整个重复会议。例如，如果您只对单次会议应用更改，这些更改将只显示在 Outlook 中而

不会显示在 WebEx 站点上。 

 
 

安排个人会议或纯音频会议 
通过该 Outlook 集成，您可安排 WebEx 个人会议（站点使用 WebEx 音频）
或纯音频会议（站点使用电话服务提供商（TSP）音频），无需转至 WebEx 站
点。借助个人会议，您可先开始音频部分，但在需要的时候也可随时加入在线部
分。 

要安排个人会议或纯音频会议： 

1 在 Outlook 窗口中的 WebEx 菜单中选择安排个人会议或安排纯音频会议
（如果您使用 TSP 音频）。 

  

 

 
 

或者，您可打开新的会议项并从工具栏选择添加个人会议或添加纯音频会
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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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WebEx 设置”对话框中，指定以下选项： 

 在“音频 & 跟踪”标签页中，选择以下一种音频连接类型 ： 

 如果您使用 WebEx 音频，选择 个人会议，然后选择要使用的个人会
议帐户。如果没有指定个人会议帐户，将需要生成一个帐户。 

 如果您使用电话服务提供商（TSP），选择“电话会议服务”，然后选
择要使用的电话会议服务帐户。 

 （可选）为个人会议的在线部分输入 WebEx 受邀者需要使用的会议密

码。如果站点要求必须提供会议密码，密码框一侧会出现星号。 

请注意，WebEx 会议密码和您为 TelePresence 会议指定的 PIN 不同。
要了解有关 PIN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关于 TelePresence 高级设置”。 

 可选。选中电子邮件邀请中不包含密码 以增强会议在线部分的安全性。 

 可选。通过选择候补主持人功能选择一个或多个候补主持人，候补主持

人可开始并主持会议，直到您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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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如果主持人尚未加入，候补主持人可开始、管理并录制会议。候补主持人必须

在 WebEx 站点上拥有用户帐户。如果您指定多位候补主持人，第一个加入会议

的候补主持人将拥有会议的控制权。如果候补主持人录制 

 候补主持人必须拥有 Meeting Center 服务网站上的用户帐户。 

 如果您指定多位候补主持人，第一个加入会议的候补主持人将拥有会议的控制

权。 

 候补主持人可录制会议，但原会议主持人仍拥有录制文件的所有权，并将在录

制文件就绪后收到通知。 

 可选。选择 WebEx 高级设置以指定其他详细信息，例如个人会议在线

部分的音频连接及注册选项。  

3 在 Outlook 会议的收件人 框中添加受邀者。 

4 在 Outlook 会议的主题框中输入会议主题。 

5 指定会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以及重复周期选项（如有必要）。  

6 选择 发送。 
  

注：  

 当您安排个人会议或纯音频会议时，您收到的主持人会议邀请中将包含主持人访问码，

可用来开始会议的音频部分。对于个人会议，还将包含主持人密钥，可用来收回主持人

权限。 

 对于某些“电话服务提供商（TSP）”音频帐户，如果您安排两个相邻的“CMR 混合”会议

（第二个会议被安排在第一个会议结束后立即开始）并且 TelePresence 会议安排系统

自动延长第一个会议直至超出预定的结束时间，则第二个会议将自动结束，原因是同一

个 TSP 音频帐户和主持人访问码无法同时用于两个会议。要解决该问题，您可使用不

同的主持人访问码设置两个 TSP 帐户，并将这两个帐户分别用于安排第一个会议和第

二个会议。还可选择让管理员关闭 TelePresence 系统自动延长会议的选项。 

 
 

指定代理为您安排会议 
“WebEx 与 Outlook 集成”允许您指定一名代理代表您安排或编辑会议。 

例如，如果您需要定期主持 WebEx 会议，可让助手为您安排会议。 

在被授予权限之后，您的代理即可为您安排、编辑、取消和开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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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WebEx 站点上，授予代理安排权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WebEx 站
点上指定代理 (页码：23)。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与代理共享您的日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指定代理 (页码：24)。 

  

重要：  

 代理安排的会议将出现在您的日历中。如果您想编辑编辑，则计算机上必须安装

“WebEx 与 Outlook 集成”3.1 版或更高版本。 

 您可随时取消代理的安排权限。 

  

 

在 WebEx 站点上指定代理 

要指定代理，您可在 WebEx 站点上的“我的 WebEx” > “我的档案”页中授予其安
排权限。您可直接从 Microsoft Outlook 转至该页面。 

如果您想在不使用 Microsoft Outlook 的情况下转至“我的档案”页，可登录 
WebEx 服务网站，然后选择我的 WebEx > 首选项  。 

除了在 WebEx 服务网站上授予权限之外，您还必须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与
代理共享您的日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指定代理  
(页码：24)。 
  

重要：  

 如果在 WebEx 服务网站上没有看到指定代理的选项，请确保您的站点管理员已启用

该功能。 

 您的代理在 WebEx 服务站点上也必须具备 WebEx 主持人帐户。 

 您和代理在 WebEx 服务网站上的帐户的电子邮件地址必须与 Microsoft Outlook 中
的匹配。 

要在 WebEx 网站上指定代理： 

1 转至您的 WebEx 站点。 

2 选择我的 WebEx 。 

3 选择首选项。 

4 展开安排选项类别。 

5 在“安排权限”下，选择选择主持人。 

6 在“选择主持人”窗口中，选择代理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选择添加 >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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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保存。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指定代理 

要指定代理，您必须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与其共享您的日历。 

除了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共享您的日历之外，您还必须在 WebEx 服务网站
上授予安排权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WebEx 站点上指定代理  (页码：
23)。 
  

重要：  

 确保共享的日历不在 Microsoft Outlook 的个人文件夹中。仅当您的日历位于公共文

件夹时，代理才可以访问。 

 您要指定的代理的姓名必须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的“全局通讯簿”中。 

要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指定代理： 

1 在“文件”菜单上，选择帐户设置 。 

2 在“帐户设置”菜单中，选择代理访问。 

3 在 代理对话框中，选择添加。 

4 选择代理的姓名，然后选择确定。 

5 在“代理权限”对话框中，选择日历下拉列表中的 编辑器 ，然后选择确定。 

6 选择 确定以关闭“代理”对话框。 
 



 

4 
 
 

25 

 

第 4 章  

您可以代表另一主持人安排会议： 

 关于代表其他主持人安排会议  (页码：25) 

 代表其他主持人安排会议  (页码：26) 

 代表其他主持人开始会议  (页码：26) 
 

关于代表其他主持人安排会议 
仅适用于代理 

如果得到其他主持人授予的权限，可代表该主持人安排会议。 

例如，如果您是某位需要定期举行 WebEx 会议的主管的行政助理，该主管可指
定您代为安排会议。 

在得到其他主持人授予的安排权限之后，您可代表该主持人安排、编辑和取消会
议。 

在代表其他主持人安排会议之前，请确保： 

 您具有 WebEx 主持人帐户。要获取 WebEx 主持人帐户，请与管理员联系。 

 已在 Outlook 中安装“WebEx 与 Outlook 集成”。 

 实际主持人需执行以下操作： 

 在 WebEx 站点上授予您安排权限。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选择您作为代理，并与您共享其日历。 
  

代表另一主持人安排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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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代表其他主持人安排会议后，如有必要，您也可以为该主持人开始会议。  

 实际主持人可以随时取消您的安排权限。 

 
 

代表其他主持人安排会议 
仅适用于代理 

要为其他主持人安排会议或约会，首先打开该主持人与您共享的 Outlook 日历。 

1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在 Outlook 中打开其他主持人的日历： 

a) 在文件菜单上，选择打开 > 其他用户的文件夹。 

出现“打开其他用户的文件夹”对话框。 

b) 输入实际主持人的姓名或单击姓名来选择实际主持人的姓名。 

c) 在文件夹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日历，然后单击确定。 

出现共享的日历。 
  

 
注：有多种方法可打开其他人的日历，这取决于您如何自定义 Outlook 中的视图。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Outlook 帮助。 

 

2 如果并排查看多个日历，请确保已单击选中实际主持人的日历。 

3 在 Outlook 中打开一个新的“会议要求”或“约会”窗口，然后指定会议的信息
和设置。  

如果你正在代表其他主持人安排会议，“WebEx 设置”对话框中将会出现消
息。 

 

代表其他主持人开始会议 
在您代表其他主持人安排会议后，实际主持人会在其 Outlook 中收到确认电子
邮件。首先确保实际主持人仍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与您共享日历。然后您可
以从主持人的日历开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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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代表其他主持人开始会议： 

1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打开其他主持人的日历： 

a)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的文件菜单上，选择打开 > 其他用户的文件
夹。 

出现“打开其他用户的文件夹”对话框。 

b) 输入主持人的姓名或单击姓名来选择主持人的姓名。 

c) 在文件夹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日历，然后单击确定。 

出现共享的日历。 
  

 
注：有多种方法可打开其他人的日历，这取决于您如何自定义 Outlook 中的视图。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Outlook 帮助。 

 

2 双击其他主持人的日历中的会议项。 

出现确认电子邮件。 

3 要开始会议，请按照该电子邮件中的说明，并确保已登录 WebEx 站点上的 
WebEx 主持人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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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您可对已安排的会议进行更改： 

 编辑已安排的会议  (页码：29) 

 取消会议  (页码：30) 
 

编辑已安排的会议 
在编辑已安排的会议后，“WebEx 与 Outlook 集成”将向此会议的所有受邀与会
者发送更新的会议邀请，并在 WebEx 站点上更新会议信息。 

1 在您的 Microsoft Outlook 日历中，打开安排的会议项目。 

2 编辑会议信息。 

3 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向受邀的与会者发送更新的会议邀请并在 Outlook 日历中保存更新的

会议，选择发送更新。 

 要在 Outlook 日历中保存更新的会议但不发送更新，选择保存并关闭。 

“WebEx 与 Outlook 集成”将连接 WebEx 站点并在站点上更新会议。 
  

编辑和取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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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CMR 混合”集成不支持在重复会议中创建例外会议，也就是不支持修改重复会议中的

单个会议。对“CMR 混合”重复会议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必须应用到整个重复会议。但纯 
WebEx 会议支持在重复会议中创建例外会议。 

 如果使用 Microsoft Outlook 重新安排或取消重复 WebEx 会议中的单次会议，该更

改将只显示在 Outlook 中，而不会显示在您的 WebEx 站点上。例如，如果您在 
Outlook 中更改重复 WebEx 会议中的单次会议的开始时间，与会者仍可在原先的开

始时间加入会议。因此，如果您想使用 Outlook 修改重复会议，我们建议您将更改应

用于整个重复会议。 

 
 

取消会议 
您可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取消会议。在取消会议时，您还可以向受邀参加会
议的所有与会者发送取消通知。 

“WebEx 与 Outlook 集成”还会与 WebEx 站点建立联系并从站点上取消或删除
会议。  

1 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打开会议项目。  

2 在工具栏上，选择取消 。 

3 选择 发送取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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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您可安装或卸载“WebEx 快捷会议工具”： 

 安装“WebEx 快捷会议工具” (页码：31) 

 卸载“WebEx 快捷会议工具” (页码：31) 
 

安装“WebEx 快捷会议工具” 
如果管理员已为您的 WebEx 站点启用“WebEx 快捷会议工具”，该站点可为您
自动安装该工具。此外，如果有新的版本可用，“WebEx 快捷会议工具”将会自
动更新。 

如有必要，也可手动下载并安装“WebEx 快捷会议工具”。在安装“WebEx 快捷会
议工具”前，请查看系统发行说明以确认您的计算机符合最低系统要求。  

1 登录 WebEx 站点。 

2 选择下载。 

3 在“快捷会议工具”下选择 Mac。  

4 选择 下载。安装程序（扩展名为 dmg）将自动下载到计算机上。 

5 运行安装文件并按说明操作。  
 

卸载“WebEx 快捷会议工具” 
1 选择应用程序 > WebEx > 快捷会议工具 > 卸载 

您将被提示输入密码。  

2 选择 确定以继续操作。  

3 选择 是以确认操作。 

安装和卸载快捷会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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