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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亿联将备受好评的会议视频系统、桌面视频话机和移动应用程序连接到我们便捷的云服

务中，使得中小企业视频会议系统网络部署变得如此简便、任何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变

得便捷无忧。 

本指南旨在帮助云企业管理员快速使用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一个企业只有一个云企

业管理员,该云企业管理员可以登录 https://yealinkvc.com/管理云用户。一个企业的

云用户属于同一个云用户群组。 

指南内容 

本指南主要包含以下章节内容： 

 第一章  亿联视频会议云管理服务平台介绍 

 第二章  企业管理员基本操作 

 第三章  云用户账号管理操作 

 第四章  终端云账号操作指南 

 第五章  故障排除 

 

https://yealinkv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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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联视频会议云管理服务平台介绍 

亿联视频会议云管理服务平台是一个基于云架构的管理应用服务，支持亿联视频会议终

端、桌面视频话机、PC 软终端、移动 APP 等亿联全系列视频会议产品。它在全高清音视

频通信方案的基础上，帮助企业解决部署成本高、没有公网 IP 地址和分会场无法互通

等难题，实现更简易的部署、操作和使用，帮助企业打造简单、高效、易用的视频沟通

平台。 

亿联视频会议云管理服务平台的优势和特点在于： 

 部署更简单。无需公网 IP 地址，100%智能防火墙穿透，易部署易使用； 

 开会更便捷。企业内 4 位短号互拨，企业外 9 位全号互拨，云企业地址簿实时更新； 

 安全可靠。采用 TLS 信令加密及 SRTP 音视频加密，保障会议内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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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员基本操作 

本章介绍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的基本操作，包含以下内容： 

 访问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 

 注册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登录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许可证管理 

 管理企业管理员账户密码 

 管理云企业管理员账号资料 

 注销 

访问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 

访问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 

1. 打开浏览器。 

2. 在地址栏输入 https://yealinkvc.com/，访问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 

 

  

https://yealinkv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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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注册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1. 点击立享 30 天免费试用。 

2. 在相应的区域输入姓名、公司名称、邮箱、密码和验证码，在国家下拉框中选择国

家。 

 

3. 点击申请。 

注册成功提示“企业账号申请成功，请查看邮件进行激活”字样，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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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12 小时内，登录你注册的邮箱，激活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你可以免费试用 30 天的企业管理员账号。 

登录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30 天免费试用期内，你可以登录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管理云用户。试用期过后，你需

要购买许可证序列号来继续使用亿联视频会议云管理服务，云企业管理员账号和企业号

将保留三个月。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激活的信息，请参阅第 16 页许可证管理。 

登录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1. 在相应的区域输入邮箱、密码和验证码。 

2. 勾选记住密码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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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账号安全，在公用电脑上不建议勾选记住密码复选框。 

 

3. （可选）在下拉框中选择语言，修改网页界面的显示语言为英文或者中文。 

 

4. 点击登录。 

说明 

许可证管理 

当你首次登录到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对云用户账号进行管理，你将会进入 30 天免费

试用。在试用期间，你最多可以添加 20 个云用户账号。如果你的云企业管理员账号试

用期已过、许可证已过期、许可证已撤销或者你想自定义许可证，你可以咨询亿联经销

商，然后获取新的许可证序列号，激活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如果你连续输错密码三次，账号将被锁定 5 分钟。你可以点击忘记密码进行密码重置。想要
了解更多关于忘记密码，请参阅第 19 页忘记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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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激活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1. 点击系统管理->License 管理。 

 

2. 输入许可证序列号。 

 

3. 点击添加。 

激活成功提示“License 绑定成功”字样，点击确定。 

 

说明 

  

许可证到期前 5 天，你将收到一封邮件，邮件将提示 5 天后许可证将过期。 

已激活的许可证过期后，你可以正常使用云企业管理员账号登录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登
录后，界面将提示“License 失效，所有终端不可用”，云企业管理员账号和企业号将长期保
留，但功能上会被限制。当激活新的许可证后，功能限制将会被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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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许可证信息 

查看许可证信息： 

1. 点击系统管理->License 管理。 

你可以查看许可证信息。 

 

许可证信息包含以下内容： 

 许可证序列号。 

 许可证状态，包含已激活、过期和撤销。 

 许可证服务年限。 

 许可证允许用户数量。 

 许可证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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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企业管理员账户密码 

忘记登录密码 

如果你忘记密码，你可以点击忘记密码进行密码重置。 

重置密码： 

1. 点击忘记密码。 

  

2. 在相应的区域输入你的注册邮箱和验证码。 

 

3.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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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将弹出提示信息“如果填写的邮箱正确，你会立即收到一封重设密码的邮件”

字样，点击确定。 

 

4. 登录你注册的邮箱，在 10 分钟内点击链接进行密码重置。 

5. 输入新密码，并且确认密码。 

 

6. 点击确定进行密码重置或者点击返回登录取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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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登录密码 

修改登录密码： 

1. 点击用户名。 

 

2. 点击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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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旧密码、新密码，并且确认密码。 

 

4. 点击保存完成信息修改。 

你也可以点击取消，取消信息修改。 

管理云企业管理员账号资料 

登录云企业管理员账号后，点击自己的用户名，你可以查看或修改自己的个人信息。 

查看云企业管理员账号信息 

查看云企业管理员账号信息： 

1. 点击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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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查看云企业管理账号的个人信息。 

 

修改云企业管理员账号信息 

修改云企业管理员账号信息： 

1. 点击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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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编辑信息。 

 

3. 在相应的区域输入需要修改的信息。 

置灰的输入框不可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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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保存完成信息修改。 

你也可以点击返回，返回到上一页。 

注销 

你可以注销当前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点击注销，将退出登录。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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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用户账号管理操作 

你可以使用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对云用户账号进行管理。在用户账号列表中，你可以

添加、查看、编辑、搜索和撤销云用户账号。 

云用户可以使用云用户账号登录终端。同一个云用户账号最多可以在 5 个终端上登录。 

本章介绍如何管理云用户账号，包含以下内容： 

 创建云用户账号 

 查看云用户账号详情 

 编辑云用户账号详情 

 搜索云用户账号 

 撤销云用户账号 

创建云用户账号 

手动添加 

手动添加云用户账号： 

1. 点击账号管理->用户账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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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手动创建。 

 

3. 在相应的区域输入姓名、分机号和邮箱。 

 

4. 点击保存完成添加。 

你也可以点击保存并发送完成添加并发送邮件给云用户的注册邮箱，注册邮箱会收

到包含其云用户账号信息的邮件。 

你也可以点击取消，取消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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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创建 

批量创建云用户账号，你需要先下载空白模板，在空白模板中填写云账号信息，编辑完

导入模板。 

下载模板： 

1. 点击账号管理->用户账号列表。 

 

2. 点击下载模板下载空白的 xls 格式的 Excel 文件。 

 

下载的文件模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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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姓名、分机号和邮箱地址填写到模板中。 

 

3. 将相应的云用户账号描述添加至模板后，将其保存至本地。 

批量导入云用户账号： 

1. 点击账号管理->用户账号列表。 

 

2. 点击批量创建。 

 

3. 从本地电脑选择要批量导入云用户账号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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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导入成功提示“成功导入 N 条账号”字样，点击确定完成导入。 

 

说明 

查看云用户账号详情 

查看云用户账号详情： 

1. 点击账号管理->用户账号列表。 

  

批量导入云用户账号只能选择与模板匹配的 xls 格式的 Excel 文件。 

当导入失败时，请根据提示信息修改 Excel 文件内容。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咨询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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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图标   查看云用户账号详情。 

 

3. 你可以查看云用户账号的姓名、云账号、密码、PIN 码、邮箱和账号状态。 

如果该云用户账号已经在终端登录上亿联视频会议云管理服务平台，界面会显示绑

定机型和绑定状态。如图所示： 

 

说明 云账号是由企业号和分机号组合而成。企业号不可修改，但是你可以修改分机号，修改分机
号后，云账号同步修改。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修改分机号的信息，请参阅第 38 页修改云用户账
号详情。 

PIN 码的有效期为 7 天，并且使用一次就会失效。如果超过有效期，你需要重置 PIN 码来使用
PIN 码登录方式登录终端。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如何重置 PIN码,请参阅第 44 页重置 PIN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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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邮件给云用户账号 

邮件包含云用户账号信息。云企业管理员可以将云用户账号信息发送给云用户。 

你可以在首页和详情页面下发送邮件给云用户。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支持在首页批量

发送邮件给云用户。 

在首页发送邮件： 

1. 点击账号管理->用户账号列表。 

 

2. 勾选单个或者多个云用户账号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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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勾选全部云用户账号批量发送邮件，你可以勾选第一行复选框。如图所示： 

 

3. 点击发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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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确认信息“你确定要发送邮件吗？”字样，点击确定发送邮件。你也可以点击

取消，不发送邮件。 

 

在详情页面发送邮件： 

1. 点击账号管理->用户账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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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查看云用户账号详情。 

 

3. 在详情页面，点击发送邮件。 

 

弹出确认信息“你确定要发送邮件吗？”字样，点击确定发送邮件。你也可以点击

取消，不发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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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邮件发送失败列表 

当你批量发送完邮件，页面可能出现邮件发送失败列表。发送失败的邮件将记录在邮件

发送失败列表中。在邮件发送失败列表中，你可以查看发送失败邮件、重发失败邮件和

删除失败邮件记录。 

查看邮件发送失败列表： 

1. 点击账号管理->用户账号列表->邮件发送失败列表。 

 

你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 勾选云用户账号复选框，然后点击   重发单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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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勾选多个复选框，或者勾选第一行的复选框勾选全部云用户账号，然

后点击批量重发重发邮件。 

 

- 勾选云用户账号复选框，然后点击   删除单条失败邮件记录。 

 

你也可以勾选多个复选框，或者勾选第一行的复选框勾选全部云用户账号，然

后点击批量删除删除邮件。 

 

编辑云用户账号详情 

你可以修改云用户账号资料。 

修改云用户账号详情 

你可以在详情页面修改云用户账号。如果你是批量导入的云用户账号，你也可以在批量

创建云用户账号的文件上直接修改云用户账号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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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情页面修改云用户账号详情： 

1. 点击账号管理->用户账号列表。 

 

2. 点击   查看云用户账号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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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详情页面，点击修改信息。 

 

4. 输入姓名、分机号或邮箱。 

 

5. 点击保存完成修改。 

你也可以点击取消，取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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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修改云用户账号详情： 

1. 修改原批量导入云用户账号文件中的信息。 

例如:修改原批量导入云用户账号文件中的 Ann@yealink.com、

Micheal@yealink.com 为 Ann@163.com、Micheal@sina.com。 

原文件： 

 

修改后的文件保存至本地： 

 

2. 从本地选择修改后的文件导入到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关于批量导入云用户账号，请参阅第 29 页批量创建。 

3. 导入成功提示“成功导入 N 条账号”字样，点击确定完成导入。 

 

用户账号列表中相应的云用户账户详情已修改。 

  

mailto:例如修改原批量导入云用户账号的文件中的Ann@yealink.com
mailto:Micheal@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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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密码 

在详情页面重置密码： 

1. 点击账号管理->用户账号列表。 

 

2. 点击   查看云用户账号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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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详情页面，点击重置密码。 

 

弹出提示“你确定要重置密码吗？”，点击确定完成重置。你也可以点击取消，取

消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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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 PIN 码 

在详情页面重置 PIN 码： 

1. 点击账号管理->用户账号列表。 

 

2. 点击    查看云用户账号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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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详情页面，点击重置 PIN 码。 

 

弹出提示“你确定要重置 PIN 码？”，点击确定完成重置。你也可以点击取消，取

消重置。 

 

搜索云用户账号 

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提供强大的搜索功能，你可以输入用户姓名、云账号、分机号和

邮箱进行搜索。 

搜索云用户账号： 

1. 点击账号管理->用户账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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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搜索框输入云用户账号的用户姓名、云账号、分机号和邮箱的部分或者全部字符。 

 

3. 点击    或者按 Enter 键，开始搜索，页面将显示搜索结果。 

撤销云用户账号 

你可以在用户账号列表中撤销云用户账号，云用户账号将被取消。 

撤销云用户账号： 

1. 点击账号管理->用户账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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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选云用户账号复选框或者勾选多个云用户账号复选框。 

 

如果你想勾选全部云用户账号批量撤销云用户账号，你可以勾选第一行复选框。如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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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撤销用户。 

 

弹出确认信息“你确定要撤销选中的用户？”字样，点击确定完成撤销。你也可以

点击取消，取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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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云账号操作指南 

亿联视频会议云管理服务平台支持的终端有亿联 VC400会议电视终端、亿联 VC120会议

电视终端和亿联 VC110 会议电视终端、SIP VP-T49 话机、Yealink VC Desktop、Yealink 

VC Mobile for Andriod。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你可以登录

http://support.yealink.com/documentFront/forwardToDocumentFrontDisplayPage?

BaseInfoCateId=1313&NewsCateId=1313&CateId=1313，参阅相应产品的用户指南。 

终端支持两种方式登录到亿联视频会议云管理服务平台：PIN 码登录和用户名/密码登录。

根据不同的登录方式使用不同的账号信息，对应关系如下： 

登录方式 账号信息 

PIN 码登录 PIN 码 

用户名/密码登录 云账号及密码 

本章介绍如何在终端上登录云用户账号，包含以下内容： 

 VCS 系列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T49G 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VC Desktop 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VC Mobile for Andriod 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VCS 系列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登录云账号 

通过遥控器登录云账号： 

1. 选择菜单->高级设置（默认密码：0000）->云。 

2. 勾选启用云功能复选框。  

http://support.yealink.com/documentFront/forwardToDocumentFrontDisplayPage?BaseInfoCateId=1313&NewsCateId=1313&CateId=1313
http://support.yealink.com/documentFront/forwardToDocumentFrontDisplayPage?BaseInfoCateId=1313&NewsCateId=1313&CateId=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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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登录选项下拉框中选择相应的注册亿联云账号的方式。 

 

- 如果你选择 Pin 码登录，输入 PIN 码后，按遥控器上的上下方向键选择登录，

再按     。 

- 如果你选择用户名/密码，输入云账号/密码。记住复选框默认勾选，下次输

入相同亿联云账号时，密码会自动填充。 

按遥控器上的上下方向键选择登录，再按     。 

- 如果你选择内置云账号，按遥控器上的上下方向键选择一键登录，再按     。 

如果注册成功，显示设备屏幕显示      图标，视频会议电话的液晶界面显示      

图标。 

登出云账号 

通过遥控器登出云账号： 

1. 选择菜单->高级设置（默认密码：0000）->云。 

2. 任选以下一种方式登出云账号： 

- 取消勾选启用云功能复选框。 

该复选框默认勾选。 

- 选择退出。 

弹出是否退出云账号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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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是退出该云账号或者点击否取消操作。 

T49G 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登录云账号 

PIN 码 

通过话机界面使用 PIN 码登录云账号： 

1. 按    ->高级设置（默认密码：admin）->账号。 

2. 选择要设置的账号。 

3. 按类型区域。 

4. 在弹出的选项框中选择 Yealink 云账号。 

 

5. 按 PIN 码单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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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输入 9 位数 PIN 码区域中输入 PIN 码。 

 

7. 按登入软键。 

用户名/密码 

通过话机界面使用用户名/密码登录云账号： 

1. 按    -〉高级设置（默认密码：admin）-〉账号。 

2. 选择要设置的账号。 

3. 按类型区域。 

4. 在弹出的选项框中选择 Yealink 云账号。 

 

5. 按账号单选框。 

6. 在用户名区域中输入用户名。 

7. 在密码区域中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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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选）按记住密码复选框。 

 

9. 按登入软键。 

登出云账号 

通过话机界面登出云账号： 

1. 按    -〉高级设置（默认密码：admin）-〉账号。 

2. 选择云账号。 

 

3. 按登出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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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提示“确定要退出账号？”。 

 

4. 按确定。 

VC Desktop 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登录云账号 

PIN 码 

在登录界面使用 PIN 码登录云账号： 

1. 点击云账号登录->PIN 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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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 9 位 PIN 码。 

 

3. 点击登录。 

在设置界面使用 PIN 码登录云账号： 

1. 点击    ->Yealink 云服务。 

2. 勾选启动云服务单选框。 

该单选框默认勾选。 

3. 勾选 PIN 码登录。 

 

4. 输入 9 位 PIN 码。 

5. 点击登录。 

  



亿联视频会议云管理服务平台管理员指南 

56 

用户名/密码 

在登录界面使用用户名/密码登录云账号： 

1. 点击云账号登录->用户名/密码。 

2. 在相应的区域输入号码和密码。 

3. 勾选记住密码单选框，下次登录不需要再次输入密码。 

该单选框默认勾选。 

 

4. 点击登录。 

在设置界面使用用户名/密码登录云账号： 

1. 点击    ->Yealink 云服务。 

2. 勾选启动云服务复选框。 

该复选框默认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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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勾选用户名/密码。 

 

4. 在相应的区域输入号码和密码。 

5. 勾选记住密码单选框，下次登录不需要再次输入密码。 

该单选框默认勾选。 

6. 点击登录。 

登出云账号 

在设置界面登出云账号： 

1. 点击    ->Yealink 云服务。 

2. 任选以下一种方式登出云账号： 

- 取消勾选启动云服务复选框。 

该复选框默认勾选。 

- 点击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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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是否退出云账号对话框。 

 

3. 点击是退出该云账号或者点击否取消操作。 

VC Mobile for Andriod 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登录云账号 

PIN 码 

使用 PIN 码登录云账号： 

1. 点击     ->Yealink 云服务。 

2. 向右滑动启动云服务开关至开。 

启动云服务开关默认开启。 

3. 点击 PIN 码登录单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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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 9 位 PIN 码。 

 

5. 点击登录。 

用户名/密码 

使用用户名/密码登录云账号： 

1. 点击     ->Yealink 云服务。 

2. 向右滑动启动云服务开关至开。 

启动云服务开关默认开启。  



亿联视频会议云管理服务平台管理员指南 

60 

3. 点击用户名/密码单选框。 

 

4. 在用户名区域中输入用户名。 

5. 在密码区域中输入密码。 

6. 勾选记住密码复选框，下次登录不需要再次输入密码。 

该复选框默认勾选。 

登出云账号 

登出云账号： 

1. 点击     ->Yealink 云服务。 

2. 任选以下一种方式登出云账号： 

- 向左滑动启动云服务开关至关。 

启动云服务开关默认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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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登出。 

 

弹出是否退出该云账号对话框。 

 

3. 点击是退出该云账号或者点击否取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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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本章介绍如何排查使用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解决方案 

本节介绍使用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时经常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亿联网页管理

服务平台出现的问题未在本节提到，请向 Yealink 经销商、云系统管理员或技术支持工

程师寻求帮助。 

常见问题 

为什么输入信息提示错误？ 

 检查输入的信息是否符合规则。 

数据输入规则如下： 

- 所有涉及密码，密码至少需要 8 位，最多 32 位，必须是数字和英文的组合，

英文区分大小写。 

如果你使用的是 IE11 浏览器及 IE11 浏览器之后的版本的浏览器浏览网页，当

你输入密码时，你可以长按   ，密码将以明文显示。 

- 所有涉及邮箱，特殊字符<>,“‘ &为非法字符，正确的邮箱地址格式为

<user>@<domain.com/IP address>。例如：Jane@yealink.com。长度最大为

128 字符，字符不区分大小写。但是当邮箱作为账号登录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

台时，字符区分小大写。 

- 所有涉及姓名，长度最长为 64 个字符。 

- 所有涉及分机号，只能为 4 位数字。 

- 所有涉及公司名称，长度最大为 128 字符。 

- 所有涉及许可证序列号，应为 24 位字符，不区分大小写。 

为什么添加云用户账号失败？ 

 检查本地网络是否正常。 

 确认已添加的云用户账号数是否已达到上限。 

 确认输入的云用户账号信息字符是否符合规则。 

 检查许可证状态是否过期。 

mailto:Jane@yeali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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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发送邮件失败？ 

 确认填写的是有效的邮箱地址。 

为什么云用户没有收到邮件？ 

 提醒云用户检查垃圾邮件文件夹。 

 联系企业 IT 人员检查企业邮件服务器后台，是否对邮件进行了拦截。 

为什么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退回到登录页面？ 

 确认任意页面是否闲置时间多于 30 分钟。 

 确认在同一浏览器是否登录了两个或者多个同一个账号。 

 



索引 

65 
 

索引 

T 

T49G 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登录云账号 51 

登出云账号 53 

V 

VCS 系列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登录云账号 49 

登出云账号 50 

VC Desktop 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登录云账号 54 

登出云账号 57 

VC Desktop for Mobile 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登录云账号 58 

登出云账号 60 

三画 

亿联视频会议云管理服务平台介绍 11 

四画 

云用户账号管理操作 27 

五画 

发送邮件给云用户账号 33 

六画 

关于本指南 v 

企业管理员基本操作 13 

访问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 13 

许可证管理 

激活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17 

查看许可证信息 18 

创建云用户账号 

手动添加 19 

批量创建 21 

 

 

七画 

批量创建云用户账号 29 

八画 

注册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14 

注销 25 

终端云账号操作指南 49 

九画 

指南内容 v 

查看云用户账号详情 

发送邮件给云用户账号 19 

查看邮件发送失败列表 21 

故障排除 63 

十一画 

常见问题 63 

搜索云用户账号 45 

十二画 

登录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15 

编辑云用户账号详情 

修改云用户账号详情 38 

重置密码 42 

重置 PIN 码 44 

十三画 

解决方案 63 

十四画 

管理企业管理员账户密码 

忘记登录密码 19 

修改登录密码 21 

管理企业管理员账号资料 

查看云企业管理员账号信息 22 

修改云企业管理员账号信息 23 



亿联视频会议云管理服务平台用户指南 

 

46 

十五画 

撤销云用户账号 46 

 

 


	关于本指南
	指南内容

	目录
	亿联视频会议云管理服务平台介绍
	企业管理员基本操作
	访问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
	注册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登录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许可证管理
	激活云企业管理员账号
	查看许可证信息

	管理企业管理员账户密码
	忘记登录密码
	修改登录密码

	管理云企业管理员账号资料
	查看云企业管理员账号信息
	修改云企业管理员账号信息

	注销

	云用户账号管理操作
	创建云用户账号
	手动添加
	批量创建

	查看云用户账号详情
	发送邮件给云用户账号
	查看邮件发送失败列表

	编辑云用户账号详情
	修改云用户账号详情
	重置密码
	重置PIN码

	搜索云用户账号
	撤销云用户账号

	终端云账号操作指南
	VCS系列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登录云账号
	登出云账号

	T49G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登录云账号
	登出云账号

	VC Desktop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登录云账号
	登出云账号

	VC Mobile for Andriod云账号登录及登出
	登录云账号
	登出云账号


	故障排除
	解决方案
	常见问题
	为什么输入信息提示错误？
	为什么添加云用户账号失败？
	为什么发送邮件失败？
	为什么云用户没有收到邮件？
	为什么亿联网页管理服务平台退回到登录页面？



	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