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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户登陆
⽤户通过注册时提交账号和密码登陆上直播平台。

管理后台登陆地址：https://manage.shangzhibo.tv/login 

�

2、创建直播
登陆进⼊管理后台，创建⼀场直播活动，需填写：

✓ 活动名称

✓ 活动开始时间

✓ 活动结束时间

https://manage.shangzhibo.tv/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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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频直播的三种⽅方式

3.1、⼿手机直播

主办⽅下载上直播推流APP，并使⽤⼿机推流APP发起直播，简单易

⽤。

APP下载地址：http://shangzhibo.tv/app 

http://shangzhibo.tv/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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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摄像头+电脑直播

推流电脑下载并安装上直播桌⾯推流客户端（或OBS推流软件），

实现流程如下：

摄像头摄取直播画⾯——>上直播桌⾯客户端推流直播——>观众打

开直播地址观看直播



!

 

3.3、专业摄像机直播

专业摄像机直播的⼤体流程如下：

摄像机画⾯——>直播编码器（或采集卡+桌⾯推流软件）——>直播

平台——>终端观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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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础功能

4.1、拉流直播

⽀持填写拉流地址的⽅式将外部视频源推送到上直播控制台，并进⾏

直播和控制。

操作步骤：进⼊活动-直播⽅式选择拉流模式



!

 

4.2、开播提醒 

开启后，观众可在观看页登记⼿机号预约；直播开始前，可点击页⾯

顶部的『开播提醒』按钮发送短信通知

操作步骤：进⼊活动-点击配置-选择活动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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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频道装修
5.1、⾃自定义web端背景⻚页

⽀持配置web端的整体背景，使整个直播间更贴合企业的主题背景

⾊。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播放页外观-选择配置播放页

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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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自定义 Logo / 台标

主办⽅可以在管理后台上传企业Logo，直播过程中，该Logo将持续

在直播播放器上显⽰，凸显企业品牌。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播放页外观-选择配置logo



!

!  



!

5.3、图⽚片菜单 

⽀持按照要求的尺⼨，将菜单栏内容设置成图⽚的形式，上传到该活

动的直播间，此种形式对于各种终端的适配效果最佳。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定义菜单-选择图⽚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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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图⽂文菜单 

⽀持直接在上直播后台⽤编辑器的模式，描述相关菜单栏的内容，此

种模式操作最简单。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定义菜单-选择图⽂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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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商品菜单 

⽀持上传商品图⽚，添加商品名称和信息，设置商品的购买链接。⽅

便⽤户将直播活动和商城关联起来，完成观看直播购买商品的流程。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定义菜单-选择商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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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视频菜单 

⽀持上传视频或者剪辑直播录制视频的模式，将之添加到直播间菜单

栏，此种⽅式对于观众后期观看回放视频最⽅便，可以将每个嘉宾的

演讲视频分段展⽰。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定义菜单-选择视频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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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自定义打赏道具 

主办⽅可以在管理后台开启直播打赏功能，打赏功能开启后，观众可

以对⾃⼰喜欢的直播内容进⾏礼物打赏，礼物打赏最终对应的⾦额主

办⽅可以提现。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点击互动打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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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自定义播放器器封⾯面

主办⽅可在管理后台配置播放器封⾯，如该封⾯可以是跟企业品牌相

关的图⽚，也可以是跟该场活动相关的图⽚。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播放页外观-选择配置直播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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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频道主题设置

⽀持⾃定义观看页主题⾊调，多种⾊调选择，⾃由搭配。

操作步骤：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全局设置-选择全局样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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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社交平台分享设置

⽀持直播活动⼀键分享到微信朋友圈、新浪微博和QQ，通过分享设

置编辑分享简介和logo。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分享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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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直播引导图设置

⽀持设置移动端直播引导图，当观众打开直播链接后，⾸先看到的是

⼀个活动的背景海报，点击海报即可进⼊直播观看页⾯，极⼤的提升

直播间的观感和视觉档次。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移动端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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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直播互动

6.1、聊天、弹幕和公告、禁⾔言、封禁

观众端：直播观众可以发送实时评论，评论会实时出现在聊天室的同

时，还会以弹幕的形式出现在播放器端，观众端也可以选择在播放器

上关闭弹幕弹出。

主办⽅：主办⽅可以在后台管理观众的评论内容，可以针对不合适的

评论做删除和禁⾔处理；同时，主办⽅也可以针对评论进⾏先审后发

的操作。也可以在直播间中发送活动通知和公告。

操作步骤：进⼊活动-点击评论-进⼊评论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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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打赏

主办⽅可以在管理后台开启直播打赏功能，打赏功能开启后，观众可

以对⾃⼰喜欢的直播内容进⾏礼物打赏，礼物打赏最终对应的⾦额主

办⽅可以提现。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点击互动打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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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红包

主办⽅可以在后台针对所有的观众发红包，以此来提升直播间的活跃

度和吸引新观众进⼊观看直播，观众抢到的红包将直接发放到他们的

微信钱余额。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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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图⽂文投票

主办⽅可以在后台针对直播设置⽂字投票和图⽂投票两种投票形式。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点击互动投票-点击创建投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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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文档直播

⽀持直播过程中的视频和PPT的分屏观看，对于论坛峰会、在线教育

等直播场景，能够提升更好的⽤户体验度。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选择⽂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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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图⽂文直播

直播间⽀持在视频直播的同时，将重点内容以图⽂直播的⽅式呈现给

观众观看，便于视频直播的重点内容展⽰。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定义菜单-选择图⽂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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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在线问答

主办⽅在管理后台开启在线问答功能后，在直播观看页⾯，会⽣成⼀

个单独的直播问答页⾯，当观众对于演讲者的内容有疑问提出时，可

以单独通过在线问答页⾯提出，如果多个观众的问题内容相同，可以

直接在该问题选择+1，⽽不需要重复提出相同的问题，直播过程中

或结束后，主办⽅可以整理问题的答案回复到在线问答页⾯。同时也

防⽌⽤户在聊天室提问题被其他的⽆关评论淹没。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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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表单收集

主办⽅可以设置表单收集明细，观众进⼊直播间观看之前，需要先填

写主办⽅设好的表单的信息，如姓名、联系电话、企业等等信息，填

写完成提交后才能进⼊直播间进⾏观看。 

表单收集内容⽀持⼀键导出，为主办⽅收集潜在客户信息。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表单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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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敏敏感词库设置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直播平台需要将⽹监部门提供的敏感词库设置为

系统敏感词库，在系统敏感词库中的⾔论将会被屏蔽。 

敏感词库设置⽀持⽤户添加⾃定义敏感词。 

操作步骤：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全局设置-选择敏感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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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营销推⼴广

7.1、⾃自定义⼴广告栏

⽀持设置图⽚⼴告和⽂字链接⼴告，⽅便⽤户在直播间中推⼴宣传⾃

⼰的产品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告栏-添加⼴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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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企业公众号⼆二维码设置

⽀持企业将⾃⼰的公众号⼆维码配置到直播间，观众通过识别⼆维码

可直接关注企业公众号，为企业公众号导流。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公众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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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第三⽅方同步直播

⽀持⼀键将平台直播转推⾄第三⽅媒体或者直播平台，让企业直播的

品牌曝光度⽆限扩⼤。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选择转推-添加推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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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人数放⼤大

⽀持针对直播间设置⼈数放⼤规则，避免⼀场活动因缺少推⼴渠道⽽

造成实际观看⼈数太少所带来的尴尬。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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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机器器⼈人评论

⼈数放⼤的同时，可以设置机器⼈⾃动评论的规则，让⼈数增长和评

论数始终是⼀个同⽐增长的趋势。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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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企业视频⻔门户、聚合⻚页

⽀持将客户账号下的直播活动，按照某个主题或者系列的规则，在平

台⼿动⽣成⼀个直播专题聚合页⾯，该聚合页⾯可以嵌⼊到微信公众

号或者企业APP中，进⼀步放⼤企业直播的营销效果。

操作步骤：左侧菜单栏中选择门户-选择创建-选择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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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资源媒体库

8.1、直播视频实时录制

直播过程的视频，将在直播结束后数分钟内，⽣成完整的直播录制视

频，观众可在直播结束后，通过原直播链接，直接打开观看录制回放

视频，媒体库视频⽀持在线下载。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媒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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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播放器器外嵌

直播观看不局限于在上直播平台观看，也可以通过播放器外嵌的⽅式

实现外部观看，⽐如⽤户可以将播放器外嵌到官⽹、微信⼩程序和

app中等等。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播放器嵌⼊-复制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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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视频剪辑、合并

⽀持对录制视频进⾏视频的剪辑和合并操作。如剪掉直播过程中的测

试镜头，最终将所有视频合并成⼀个视频⽂件，并设置到视频回放列

表，提升观众的视频回看体验。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媒体库-选择视频-选择视频合并（视频

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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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视频预设

直播开始前，⽀持上传企业宣传⽚等视频内容，为该场直播设置暖场

视频。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媒体库-选择视频-添加到预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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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视频上传

媒体库⽀持上传⾃⼰制作好的视频和宣传⽚等，可以实现点播观看。

上传视频仅⽀持 mp4 格式，且⽂件⼤⼩不超过 2G。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媒体库-选择上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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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授权观看

9.1、密码观看

可以针对⼀场直播间，设置密码观看的形式，如此⼀来，只有获得直

播间密码的观众，才能观看直播，如企业内部培训、招商会等邀请制

的直播活动，可以使⽤该功能。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点击授权观看-选择密码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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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微信登录观看

主办⽅开启此功能后，⽆论通过什么形式观看直播的观众，都需要完

成微信授权登陆之后，才能观看直播，该功能可以帮助主办⽅分析有

哪些观众观看了本次直播。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点击授权观看-选择微信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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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观看券观看

主办⽅可以在后台批量⽣成直播观看券，该观看券是⼀个⼀次性的直

播观看授权。直播观看券的使⽤场景，多是跟上述4中授权⽅式配合

使⽤，⽐如某场付费观看直播的活动，需要拿出⼀些⽆需付费的名额

出来做活动以吸引更多⼈关注活动，就可以使⽤直播观看券的形式。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点击授权观看-选择观看券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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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手机⽩白名单观看

主办⽅可以预先把授权的直播观众的⼿机号码输⼊到直播间的⼿机⽩

名单库，那么当拿到直播观看地址后，观众需要通过该⼿机号码接收

⼀个动态验证码，并将该验证码输⼊直播授权对话框后，才能正常观

看直播，如果需要⼀个⼿机号只能在⼀台终端上登录，打开单⼀登录

功能即可。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点击授权观看-选择⼿机⽩名单观

看



!



!

9.5、付费观看

付费观看功能开启后，观众需要针对该场直播，⽀付⼀定的费⽤，才

能进⼊直播间观看直播，同时，付费观看功能还⽀持主办⽅设置⼀定

时长的直播试看功能。该功能⼴泛应⽤于教育培训⾏业、独家内容版

权的直播活动。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点击授权观看-选择付费观看



!



!

9.6、直播防盗链

开启后将对新创建活动⽣成的直播拉流URL地址进⾏加密，防⽌竞争

对⼿拿到拉流地址后盗播。

操作步骤：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全局设置-选择防盗链设置-打开直播防

盗链



!

10、数据挖掘

10.1、直播数据统计

可以查看直播观看⼈次、⽤户量、直播时长、地域分布和设备占⽐等

数据信息。

操作步骤：左侧菜单栏中选择统计-选择对应活动



!

10.2、直播收益明细

可以查看付费直播活动和打赏活动的收益明细

操作步骤：控制台⾸页选择收益账户-选择查看明细



!

 

10.3、榜单排⾏行行

⽀持在直播活动中实时显⽰打赏榜单和分享榜单，常⽤于榜单有奖排

名和营销⼈员的绩效考核等形式中。

操作步骤：进⼊直播活动-点击配置-选择⾃定义菜单-选择榜单排⾏ 



!

11、企业定制服务
通过企业定制服务，可以帮助企业打造⼀个完全属于⾃⼰品牌的直播

服务平台。

11.1、企业服务号授权

观众⾸次通过微信打开直播链接时，需要进⾏⼀个微信授权操作，才

能够进⼊直播间观看直播，当前平台的微信授权默认是上直播的服务

号授权，此处可以通过定制，改成企业⾃⼰的服务号对观众授权，提

升企业的品牌露出。



!

�

11.2、观看地址定制

当前上直播平台观看地址是上直播的域名，⽀持通过定制改成企业⾃

⼰的域名。

如：

上直播观看域名：shangzhibo.tv/watch/123456

域名定制后：abc.com/watch/123456



!

�

11.3、推流地址定制

可以讲默认上直播的推流地址，定制成客户⾃⼰域名的推流地址。

上直播推流地址：push.shangzhibo.tv

定制后：push.abc.com

�



!

11.4、管理理后台定制

⽀持将管理后台所有上直播相关的品牌露出，定制成企业⾃⼰的品牌

露出。

�

11.4、现⾦金金通道定制

⽀持打赏和付费观看收益直接进⼊⽤户微信商户平台，⽆需经过平台

提现。



!

11.5、⼦子账号设置 

⽀持主账号创建多个⼦账号，主账号可授权⼦账号管理相关活动的权 

限，主要⽤于有多个分⽀机构、或者教育培训⾏业有多个⽼师的情况 

下，企业需要分配不同的操作权限给到分⽀机构或者不同的⼈员。 

操作步骤:左侧菜单栏中选择⼦账号-选择创建⼦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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