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U‐D 研究组会议的交互式远程与会 

 

国际电联正在为 ITU‐D 各研究组会议提供远程交互式与会服务。这项服务将方便那些没

有机会亲临研究组会议现场的专家们提交文稿、参与讨论并就不同的研究组课题展开研究。

利用 Adobe Connect 视频会议厅软件连通之后，远程与会的代表即可积极参与 ITU‐D 各

研究组的会议。他们将看到会议厅的视频馈送，（利用为相关会议提供的口译服务）收听讨

论内容，即时看到演讲内容，下载文件，并通过发言（提出问题、向与会者及发言者提问等

等）进行互动。 

有意使用远程与会服务的代表需按常规步骤进行会议注册。远程与会者可使用其 TIES

账户接入 Adobe Connect 视频会议厅。远程与会代表亦将列入正式的与会者名单。 

请远程与会代表按照以下步骤说明参加 ITU‐D 各研究组的会议。 

  

步骤 1：通过您的联系人进行会议注册 

  

1  通过您的联系人在以下网址进行会议注册：http://www.itu.int/net3/ITU‐D/meetings/ 

registration/ 

  联系人选择您希望参加的会议，点击“远程与会者”，然后按正常步骤完成注册。 

  [如您已经进行了会议注册，但现在希望远程与会，请向 devsg@itu.int 发送一封电子

邮件，表示希望以远程方式参加 ITU‐D 研究组的会议。] 

2  将发给您一封含有 url 的电子邮件。请使用您的 TIES账户细节登录进入虚拟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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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进入虚拟的 ITU‐D 研究组会议厅 

   

1  通过会议注册时秘书处提供的地址进入 Adobe Connect 会议厅。 

2  使用您的国际电联 TIES 账户登录。 

3  现在进入 ITU‐D 研究组的会议厅。 

 

说明： 

*  会议期间如需与会议主持人联系，请使用会议厅右下角的聊天窗口。 

*  有关远程交互式与会服务软件工作原理的演示， 

见：http://www.adobe.com/products/acrobatconnectpro/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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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后，您可接入如下内容： 

•  播放会议厅和讨论小组成员的视频； 

•  通过您的电脑扬声器传送的英文音频馈送； 

•  显示实际会议厅中投影的所有文件和演讲内容的文件共享窗口； 

•  可与 Adobe Connect 会议主持人及其他与会者沟通的聊天窗口（请注意，有一个选项

是打开与会议主持人及其他与会者的单独聊天窗口）。 

 

步骤 3：收听英文音频信道内容 

 

1  英文音频信道将被导入 Adobe Connect 会议厅。您可通过电脑扬声器收听内容，而无

需通过固线电话接入音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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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参加音频会议 

  

在以下情况下，您仅需使用电话即可参加音频会议： 

•  您希望收听提供给该会议的口译。 

•  您希望使用英文或会议允许使用的其它语言做口头发言。 

 

1  参加音频会议时，请您点击屏幕上方的“Join Teleconference”提示： 

 

 

2  点击“Call My Phone”，以便系统给您回叫。 

  

3  从列表中选择您的国家，然后输入您的固线电话号码（不加国家代码）并点击“Call 

Me”（无法用手机使用这项服务！） 

 

  

4  电话铃响。接电话并在电话键盘上按下 1，接受呼叫。默认状态是您将被哑音并被接

入原声道（“主会场”）。您将听到一条消息，告诉您正在“收听未经翻译的内

容”。在原声道，您能听到所有人用本国语言所做的发言。 

5  选择您与会时希望使用的语种。 

  如果您希望收听法文口译，请从“选择音频”列表中选择“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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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请注意，如需在会议期间和/或在讨论时发言，您需要一个固线电话，以便使用多语

种馈送。由于费用高昂且质量可能不理想，不能用手机实现此类服务。 

  

步骤 5：在会议期间参加讨论和发言 

  

1  使用在线“举手”功能，请求进行会议发言。 

  点击在窗口上部看到的（举手）选项。之后，您能看到您的名字旁边出现一只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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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主席注意到您之后，您会（在您的电话上）听到简短的音频信息，表示您被接通到

原声道。您现在可以发言了。 

3  发言时，请先报出您的姓名和国家，或您所代表的组织。例如，“我是约翰•史密

斯，来自英国通信管理局，从伦敦向你们讲话。” 

4  发言结束后，请放下举起的手，改变您的状态，表示您已结束发言。如果您正在收听

英文信道，您可以挂上固线电话。 

说明： 

*  发言之前请注意，需确保您的网络摄像头（webcam）已经打开。发言前检查您所在

房间的照明情况也很重要。 

*  要求做远程投影演示的发言者亦需遵循同样的发言程序。请注意，如果您希望进行远

程投影演示，需提前通知秘书处（devsg@itu.int）。这主要是因为需为演示进行测

试，查看链接、检查视频流和音频质量、照明以及与演示幻灯片保持同步等情况。 

 

会议期间的注意事项 

  

远程与会代表在会议期间应可做以下工作： 

<="" font="">•     即时听取国际电联会议厅的发言及介绍的文件。 

<="" font="">•     <="" font="">在研究组会议持续期间，听取会议厅讨论的英文馈送及其他

远程与会者的发言。 

<="" font="">•     <="" font="">利用会议期间提供的其他语种口译服务。 

<="" font="">•     <="" font="">使用在线“举手”功能，请求发言。 

<="" font=""> 

•  通过聊天窗口与远程会议主持人进行沟通，提出问题或发表意见，问题和意见可被转

播给会议主持人或正在发言的代表/专家。 

  

存档会议内容的获取 

  

*  除通常存档的 ITU‐D 研究组会议的音频网播档案外，还可利用新的远程互动式与会服

务获取视频录音。这项服务提供了有关所有发言人、演讲人和会议发言的目录以及所

有会议演讲链接等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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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TU‐D 研究组会议之前和会中提供的远程交互式与会服务帮助 

  

*  如果您对所提供的远程与会服务存有任何疑问，或需要有关会议平台和设施的更多信

息，请发电子邮件给 devsg@itu.int。 

  请在会议网站上查看可提供的远程与会服务支持语种。 

 

ITU‐D 第 1 和第 2 研究组文件的获取 

  

•  除使用 Adobe Connect 服务获取 ITU‐D 第 1 和第 2 研究组的文件外，请注意，ITU‐D

第 1 和第 2 研究组的同步应用程序（Sync Application *）还方便将第 1 和第 2 研究组

的文件从国际电联的服务器同步下载到您的本地驱动器。为便于接入日内瓦的国际电

联服务器并按需对最新公布文件进行同步下载，该程序有相应配置。如欲同步下载文

件，请在以下网址浏览在线用户指南：http://www.itu.int/ITU‐

D/study_groups/SGP_2010‐2014/reference_documents/ITU‐D_UserGuideSync.html 

•  从此处下载 ITU‐D 第 1 和第 2 研究组的同步应用程序（SG1‐2‐setup.exe） 

（http://ifa.itu.int/d/confsync/app/2011/DevSG/SG1‐2‐setup.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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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问题 1：如何远程参加国际电联研究组的会议？ 

答：如果您是一位远程与会者，而且您仅希望收听会议，您应采用国际电联网播的形式，该

服务提供会上使用的所有口译语种信道。网播链接可在屏幕的右上角找到： 

 

说明：您需要一个国际电联 TIES账户，接入网播。 

如果您希望使用远程交互式与会服务，请按照本页上方详尽说明的注册步骤操作。 

问题 2：远程交互式与会和通常的网播服务之间有何区别？ 

答：如果您是一位远程与会者，而且您仅希望收听会议，您应采用国际电联网播的形式，该

服务提供会上使用的所有口译语种信道。如果您希望进行远程会议发言，或者希望有机会在

会议期间提问并就讨论的问题发表专业意见，那么您应请求使用远程交互式与会服务。 

请注意，使用远程交互式与会平台会产生一些额外费用。因此，请在要求提供此服务

时，为发言、提问、发表意见等做好充分准备。如果您仅希望收听会议实况，最好还是利用

为该会议提供的常规网播服务。 

说明：在使用交互式与服务时，请至少在该节会议开始的 30 分钟前登录。 

问题 3：作为一名远程与会代表，我如何积极参会？ 

答：如果您是一名远程与会代表，希望积极参会，那么，您首先应使用为该次会议提供的注

册表进行注册（参见此处）。当主席注意到您之后，您会（在您的电话上）听到简短的音频

信息，表示您被接通到原声道。您现在可以发言了（请参见以上步骤 5）。 

问题 4：利用远程交互式与会服务有哪些技术要求？ 

答：如果您仅希望通过 Adobe Connect 平台，利用提供的口译服务收听会议内容，则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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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提供的网播（链接网址同上）。 

如果您希望在会议期间发言或做远程演讲，您需确认您的电脑中装有最新版的 Adobe 

Flash Player 软件。您还需要使用固线电话（此类服务无法用手机实现）和一个网络摄像头

（网络摄像头为可选设备，但建议最好安装）。 

问题 5：进入 Adobe Connect 虚拟会议厅是否需要安装任何特殊软件？ 

答：不需要。但您必须通过固线电话接入电视会议（此连接对用户免费），并需要互联网浏

览器和最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说明：您需要一个固线电话来使用会议期间的多语种馈送和/或在讨论期间进行发言。由于

音频质量对于理解远程与会者的发言至关重要，所以要使用固线电话线，以尽可能保证质

量。 

说明：您需要一个固线电话来使用会议期间的多语种馈送和/或在讨论期间进行发言。由于

音频质量对于理解远程与会者的发言至关重要，所以要使用固线电话线，以尽可能保证质

量。 

问题 6：如何找到正确的 Adobe Connect 会议厅，参加自己希望参加的会议？ 

答：在会议预定召开日的几天前，您将收到一份邀请，其中提供 Adobe Connect 会议厅的具

体细节。 

问题 7：进行会议发言是否需要付费？ 

答：不需要，您通过使用虚拟会议厅的“举手”功能表示发言的意愿，国际电联将呼叫您的

固线电话（不会向手机呼叫）。 

问题 8：为验证电脑的配置是否适当，我可以测试我的浏览器和连接吗？ 

答：可以。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http://arcps.adobeconnect.com/common/help/en/ 

support/meeting_test.htm 运行 Adobe Connect 测试。注意：作为与会者参加会议，无需安装

Connect 插件。 

问题 9：我在 Adobe Connect 会议厅能够看到什么？ 

答：您可接入如下内容： 

•  播放会议厅和讨论小组成员的视频； 

•  通过您的电脑扬声器传送的英文音频馈送； 

•  显示实际会议厅中投影的所有文件和演讲内容的文件共享窗口； 

•  可与 Adobe Connect 会议主持人及其他与会者沟通的聊天窗口。 

问题 10：如何收听音频信道？ 

答：当您进入会议厅时，将被提示从会议提供的口译语种列表中选择您的收听语种。收听音

频信道的进程取决于您所选择的语种： 

•  如果您选择的语种是英文，那么您可通过电脑上的扬声器收听英文音频流。请确保您

的扬声器处于开启状态，音量经过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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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所选择的语种不是英文，那么您需要输入您的固线电话号码（手机无法操

作），然后国际电联将回拨您的号码。音频馈送将通过电话线传送。 

问题 11：如何进行会议发言？ 

答：如需进行会议发言，请按如下步骤操作： 

•  选择“Call my phone”，进入电视会议，之后输入您的固线电话号码。 

•  使用“举手”功能，表示您希望发言。 

•  当会议主席允许您发言时，您将被取消静音状态，听到请您讲话的预制录音后，您便

可以发言了。 

•  为避免出现音频回声，请在发言前确保您的电脑扬声器处于关闭状态。一俟发言完

毕，请通过聊天窗口通知主持人，或在选择英文作为收听语种的情况下立即挂上电

话，恢复通过您的电脑扬声器收听会议内容，或保持连线，通过您的固线电话恢复收

听非英文的音频馈送。 

问题 12：是否为远程与会者提供口译服务？ 

答：是的，您可使用提供口译服务的语种进行口头发言。 

例如，如果提供英文、法文和中文的口译，您可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语言进行口头发言。

国际电联会议厅中出席会议的代表以及远程与会者将会以他们选择的语种听到发言的现

场翻译。 

问题 13：是否可提前进入会议厅，以确保一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答：是的。我们鼓励您在收到链接网址后立即登录 Adobe Connect 会议厅。 

问题 14：会议会被录音吗？ 

答：是的。所有会议均将录音，会议结束后将提供录音。如果您希望进入已存档的会议，请

在会议结束后向 devsg@itu.int 提出申请，存档完成后您即会收到有相关链接的邮件。 

  

  

如果您对所提供的远程与会服务有任何问题，或者需要获得有关会议平台和设施的更多信

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devsg@itu.int。 

  

 

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