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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ilolink 聚合平台部署 

1.1 服务器环境准备 

（1）硬件环境 

处理器：英特尔酷睿 i3 CPU 或更高 

硬盘：64G 硬盘或更高  

内存：4GB RAM 或更高 

（2）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Linux64 位操作系统（Ubuntu 18.04+ / Debian 9+） 

（3）网络环境 

IP 地址：1 个公网 IP 地址 

带宽：根据视频编码码率规划，如：编码码率 4Mbps,则需规划 8Mbps 的带宽 

端口：服务器需使用以下端口，如果服务器的网络环境中有防火墙，需开放相应端口 

端口 协议 

82 TCP 

3478 TCP+UDP 

60000 UDP 

60001 UDP 

5000-5100 TCP+UDP 

30000-30050 TCP+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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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登录服务器 

采用远程终端软件登录服务器，建议采用 Xshell 或者 PuTTY 工具. 

Xshell 下载链接：https://www.netsarang.com/zh/xshell-download/ 

PuTTy 下载地址：https://www.chiark.greenend.org.uk/~sgtatham/putty/latest.html 

(1)下载并安装后，在新建会话属性中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采用 SSH 协议通信，端口号默认为

22，输入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普通用户需要 sudo 获取管理权限，或以 root 身份登

录。使用命令:sudo su - 

 

注意 

(1) 考虑到服务器的硬件及维护成本，以及后续云平台的版本更新，建议租赁云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如：阿里云、

腾讯云、华为云等; 

(2) 服务器将使用多个端口。如果部署期间存在防火墙，则需要在防火墙中打开相关端口。Kiloview 使用 AES256 加

密来确保实时流媒体的安全性。 

https://www.netsarang.com/zh/xshell-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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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部署聚合服务 

第一步：安装 docker 容器 

在终端窗口中输入：curl -fsSL https://get.docker.com | bash 

 

第二步：获取聚合部署文件 

使用命令：wget http://firmware.kiloview.com.cn/Tools/.server/klnkserver_cn.sh -O 

klnkserver.sh 

http://firmware.kiloview.com.cn/Tools/.server/klnkserver_cn.sh%20-O%20klnkserver.sh
http://firmware.kiloview.com.cn/Tools/.server/klnkserver_cn.sh%20-O%20klnkserve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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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给文件“klnkserver.sh”执行权限 

使用命令：chmod +x klnkserver.sh 

 

第四步：执行文件“klnkserver.sh”开始部署聚合服务 

使用命令：./ klnkserver.sh 

 

 

 

注意 

当前状态：显示“未安装”，直接选择数字“1”回车开始安装；显示“已安装并已启动”，如安装方法不是使用该部

署方式，则需要对以前部署的进行删除，再按照该方法进行部署。如上次使用了该方法进行部署，则之后只需要选择

数字“2”进行更新即可，更新后聚合服务器所有的配置将不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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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配置聚合服务公网 IP 地址 

选择数字“1”开始安装，网络模式可选择“host/bridge”后回车进入下一步；“IP 或域名”填入服

务器公网 IP 或者域名，进入下一步开始自动拉去聚合镜像文件进行安装。 

出现“创建容器成功”和“运行容器成功“则表示按照完成，可以开始登录聚合平台。 

 

是否使用默认配置：建议选择“Y”使用默认端口及配置进行安装，如选择“N”，则根据提示对每

个端口及配置进行手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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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登录验证 

在浏览器（推荐使用 google）地址栏中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82”，回车后显示聚合服务器的登录界

面，默认用户名和密码均为：admin. 

 

 

注意 

（1） 服务器登录的默认端口号已经调整为 82； 

（2） 支持聚合服务的 P 系列编码器，需更新到 4.7.2519 及以上版本； 

（3） 设备端的端口号仍为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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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聚合服务更新和卸载 

执行命令：./ klnkserver.sh，选择数字“2”开始拉取新的镜像文件更新，更新过程会自动删除旧的

容器，并使用新的镜像文件重新安装。更新不会删除服务器上的配置。 

 

执行命令：./ klnkserver.sh，选择数字“3”，开始卸载聚合容器，卸载后聚合服务的所有配置并未被

删除，重新安装后，所有配置自动恢复到新的聚合服务页面。 

 

 

注意 

无论使用更新或者是卸载功能，聚合服务的配置信息都不会被删除，重新安装更新后自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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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署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2.1 如果部署新版本后无法登录服务器 

解决方法： 

采用服务器 IP+端口号，即服务器 IP:82 登录尝试（之前的登录端口为 81） 

设备注册时填写的端口仍然为 60000 

建议通过 history 命令查看执行过的命令，以更好的分析问题，查询具体命令，可通过 history |grep 

命令进行查询。 

 

2.2 如果在部署过程中遇到错误提示 

解决方法： 

请先检查操作系统版本，目前仅支持 Linux64 位操作系统 Linux64-bit operating system（Ubuntu 

18.04+ / Debian 9+） 

（1）查询 linux 位数： getconf LONG_BIT 

 

（2）查询 linux 版本号：cat /proc/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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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部署 kilolink 过程中，安装 docker 长期未响应。 

解决方法： 

docker 安装过程较为缓慢，需要耐心等待。可以使用命令“docker version”查看以及确认是否安

装成功 docker。 

 

2.4 服务器按照 kilolink 手册部署完成后，使用 IP 加端口无法登录服务器都的 web 

解决方法： 

检查部署 PLATFORMIP=103.134.224.34 时，配置的 IP 地址的是否正确 

步骤 a 先进入到 docker: docker exec -it klnkserver bash 

步骤 b 打开配置文件：vi /data/configs/platform.conf 

步骤 C 修改 server IP 为正确的服务器 IP 地址 

步骤 d 重启 Nginx: /usr/local/openresty/nginx/sbin/nginx -s re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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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客户之前使用旧版本 kilolink，然后升级到新版本的 kilolink 后，P1/P2 升级至

最新固件（4.7.2519）后依旧无法正常连接 kilolink 

解决方法： 

建议删除容器和镜像后重新部署。（旧版 kilolink 的配置文件默认存在/data 下，因此建议直接删除

/data ） 

 

2.6 安装完成后，登录服务器报以下错误： 

 

解决办法： 

（1） 重新载入 nginx 的 sbin 目录： 

docker exec -it klnkserver /usr/local/openresty/nginx/sbin/nginx -s reload 

（2） 退出容器：exit 

（3） 重启容器：docker restart klnkserver（通过 docker ps -a 查看容器名称） 

 

2.7 使用新版 kiloview 部署成功后，且可以通过 IP+端口登录，但是 P1/P2 无法正

确连接到 kilolink 服务器。 

解决方法： 

（1） 首先检查设备固件版本是否更新到最新版本 

（下载地地址：https://www.kiloview.com/cn/support/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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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备端信息是否填写正确，P1/P2 连接 kilolink 端口为 60000。检查服务器信息以及注册码是

否正确 

（3）尝试在 kilolink 上删除注册信息，重新进行注册测试。 

（4）查看服务器相应端口是否打开； 

服务器需使用以下端口，如果服务器的网络环境中有防火墙，需开放相应端口. 

 

 

 

 

 

 

 

 

 

2.8 Kilolink 如何修改默认登陆 web 端口 

解决方法：修改 kilolink 登录端口 

步骤 a 进入容器: docker exec -it klnkserver bash 

步骤 b 打开文件: vi /usr/local/openresty/nginx/conf/nginx.conf 

将文件中的 server -listen 修改为 8081,然后保存退出。 

步骤 c 重启 Nginx: /usr/local/openresty/nginx/sbin/nginx -s reload 

端口 协议 

82 TCP 

3478 TCP+UDP 

60000 UDP 

60001 UDP 

5000-5100 TCP+UDP 

5000-5100 TCP+UDP 

30000-30050 TCP+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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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修改完成后，kilolink 的登录方式为:IP:8081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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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ilolink 聚合功能操作指导 

3.1 聚合平台登录 

在浏览器中打开 http://服务器 IP:82/ ,登录到聚合平台。缺省登录设备的用户名是：admin，密码

是：admin。 

 

  

 

 

 

 

 

 

 

注意 

⚫ 为保证信息安全，建议您首次登录后、立即修改密码！ 

⚫ 聚合服务器登录端口默认为 82。 

通过平台左下角的“系统状态”检查“版本信息”，确保聚合服务平台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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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备连接聚合平台 

第一步：平台添加设备，并生成授权码 

进入“设备管理”页面，点击“添加设备”。在弹出的对话框填写对应参数和生成授权码。 

 

 

第二步：设备注册到平台 

登录设备的 WEB 管理页面，选择“网络和服务器设置”-“连接到聚合服务器”，填入对应的参数信

息，开启服务并保存配置。 

 

说明 

⚫ 序列号：登录设备 WEB 页面，序列号在左下角系统状态栏，序列号由一串 9 位数字组成。 

⚫ 名称：可配置任意中英文、数字和符合组合。 

⚫ 授权码：点击“生成授权码”按钮，系统自动生成一串字母和数字组合的授权码，授权码用于设备注册到平台时

填写。 

⚫ 所属用户：将添加的设备分配给某用户可见，管理账号下展示所有的设备。 

⚫ 私密：选择私密后，添加的设备将仅在所属用户和管理账号（admin）可见。 

 

说明 

为保证您的使用效果，请确保您的设备固件和对应连接的 KiloLink Server 已更新至最新版本。 

获取最新固件下载地址，请访问网址 https://www.kiloview.com/cn/support/download/，在筛选列表中，选择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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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聚合端口只有四个选项：默认 WIFI、3G/4G 设备 1、3G/4G 设备 2 和默认以太网口。如插入 4G USB 上网卡，上网

卡存在两种上网模式，一种是 modem 模式，一种是以太网卡模式。Modem 模式下，网卡设备会被识别为 3G/4G

设备 3 或者 3G/4G 设备 4；以太网卡模式下网卡设备会被识别为 USB 网络连接 1 或者 USB 网络连接 2，聚合端口

里的选项也会相应增加。 

当聚合状态下显示“已连接”，此时设备成功连接到聚合服务器，设备通过选择的聚合网络接口传输。 

手机通过左上角的二维码可以登录到聚合状态和配置页面，可关闭和配置聚合参数。 

 

频编码器” > “P1/P2”，并在“程序”标签中找到最新的固件下载。 

获取最新 KiloLink Server 版本，请参考：https://www.kiloview.com/cn/support/docs/p2/4g_aggregation/ 

⚫ 服务器地址：聚合服务器的 IP 地址，可支持域名。 

⚫ 服务端口：聚合服务器登录管理页面的端口，该端口默认为 60000。 

⚫ 授权码：聚合服务器添加设备时生成的授权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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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聚合平台管理 

3.3.1 在线设备 

该列表展示当前用户下所有成功连接聚合服务的设备，统计聚合状态下接收和发送的数据总量。 

 

 

 

 

说明 

⚫ 聚合链路：显示选择的所有聚合网络链路。 

⚫ 发送统计：统计对应每个网络链路实际上传的数据。 

⚫ 往返时间：每个网络链路两端的往返时间，时间越长可能造成聚合后的延迟越高。 

⚫ 丢包率：对应每个网络链路的丢包情况，当丢包率过大可能造成视频传输不流畅等异常。 

⚫ 发送速率：对应每个网络链路的发送速率，总速率相加等于实际配置的编码码率。 

 

说明 

未在该列表的设备为离线设备，表示设备未成功注册或者设备未开机注册到聚合平台，所有已经添加的设备都可以在

设备管理列表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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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列表展示当前用户所属设备，包含在线和离线设备，对在线设备进行画面预览、端口映射、

设备编码设置和流服务配置。 

 

 

① 视频预览 

点击在线设备所在行的任意区域，在页面的右侧弹出设备流服务和视频预览框，可预览设备实时的视

频画面、流服务配置、链路状态和终端设置。 

 

 

注意 

⚫ 视频预览拉取视频是设备的子码流，必须保证在设备端开启了子码流，否则将无法收到设备的视频画面。 

⚫ 默认视频预览是停止不拉流状态，点击中间的播放键开启视频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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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流服务 

在预览页面，点击“添加流服务”，在弹出的流服务配置页面选择需要推送的“服务类型”。以 SRT 推

送为例： 

SRT 推送握手模式：支持 Listener 和 Caller 两种模式，聚合服务器部署在具有公网 IP 的云服务器

端，握手模式可以直接选择 Listener，聚合服务器部署时端口默认预设为 30003-30050，例如选择

端口 30004。 

传输延迟根据当前发送和接收端的网络 RTT 延迟来配置，一般建议为 RTT 的 2.5-4 倍。 

 

 

说明 

⚫ 通过该流服务进行推流，所有的流量将通过聚合链路进行传输。如果在设备端 WEB 管理页面进行流服务推送，

则仅通过单一网络进行传输，且网络链路不可选。 

⚫ 推流码率最大不超过编码器端配置的编码码率，当聚合链路带宽不够时，流服务将自适应降低输出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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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后点击“确定”保存，在流服务列表下可以看到添加的服务。接收端可以通过复制 SRT 完整

地址拉流，或者通过 Caller 模式下，填写聚合服务器的 IP 和端口号（30004）进行拉流，其他参数

发送和接收端保持一致。 

 

③ 链路状态 

在链路状态中可实时查看每个网络通道的实时发送和接受的数据。 

 

 

④ 终端配置 

可对设备的主码流编码参数和音频参数进行配置，调整后的参数在设备的将实时更新为最新修改的参

数信息，等同于在设备端进行编码参数的配置。 

 

获取更多关于 P 系列编码器编码参数配置使用帮助，请访问 Kiloview 官方网站地

址 

https://www.kiloview.com/cn/support/docs/p2/user/config/encode-and-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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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端口转发 

点 击  图标进入端口映射页面，通过端口映射将设备的内网端口映射互联网，允许互联网其他用

户来访问设备或者流服务。 

点击“添加端口映射”，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参数配置。这里以设备的 RTSP 流为例进行配置，设

备的 RTSP 流默认端口为 554，服务器端口 10240，选择端口的传输类型，确定保存后生效。 

互联网其他用户可以通过 rtsp://服务器 IP:10240/ch01,拉取设备聚合后传输的 RTSP 流，例如：

rtsp://43.128.30.176:10240/ch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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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聚合状态 

点击  图标进入聚合状态页面，可以查看聚合实时状态和数据统计状态。 

实时状态可以实时查看当前设备每个网络链路的实时发送/接收和丢包率等，统计状态统计当前设备

的发送/接收和丢包重传数据的总量。 

⑦  设备页面管理 

点击  图标，跳转到当前设备的 WEB 管理页面，可对设备参数进行配置。 

3.3.3 用户列表 

用户管理列表，可添加新的用户和对已有用户经常修改和删除，默认有一个 admin 的管理账号。 

 

 

 

获取更多关于 P 系列编码器参数配置的使用帮助，请访问 Kiloview 官方网站地址 

https://www.kiloview.com/cn/support/docs/p2/user/emp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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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 

当不使用设备进行聚合链路传输时候，请及时关闭聚合服务，使设备处于离线状态，否则，聚合服务

器将持续使用流量，造成流量的浪费。 

 

 

 

 

 

 

 

 

 

 

 

 

 

说明 

⚫ 管理账号：管理账号为 admin，使用管理账号登录，设备列表展示所有添加的设备，并可以对列表中的设备进

行编辑管理。 

管理账号可添加新用户，并对所有用户管理和删除。对管理账号可以进行修改密码和昵称，不能被删除。 

⚫ 普通用户：管理账号以外，所有添加账号为普通用户。使用普通用户登录，设备列表仅展示和管理分配给该用

户的设备信息。 

普通用户仅对当前的用户进行修改密码和昵称，没有删除权限。 

P 系列设备的官方在线文档，请访问 

https://www.kiloview.com/cn/support/docs/p2 

 

 

Kiloview 官方技术支持网站，请访问 

https://www.kiloview.com/cn/support/ 

 

 

长沙千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kiloview.com/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汇金路 877 号嘉华智谷产业园（长沙屿）B4-106 栋/109 栋 

邮箱：support@kiloview.com  联系电话：185731927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