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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oLink Server Free 是千视电子自主研发的设备集中管理系统。可对 KILOVIEW 的编码器、解码器、NDI

系列产品进行平台的统一管理。该系统支持对设备进行自定义层级的分类管理，并能对不同的层级目

录进行授权，实现更为精细的设备权限管理。系统还支持功能模块的权限管理，针对不同的用户和用

户组授予不同的功能权限。KiloLink Server Free 让设备的管理更加便捷，用户可以使用不同的终端，通

过浏览器查看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设备管理，登录到设备后台修改设备参数等。 

 

领先的视频 IP 化传输解决方案专家 

操作手册 



KiloLink Server Free 系统介绍  

 

 

 

 

获取更多关于 KiloLink Server Free 的架构和功能描述，请访问 Kiloview 官方网站地

址 

https://www.kiloview.com/cn/kilolink-server-free 

 

说明 

KiloLink Server Free 主要解决 Kiloview 编码器、解码器、NDI 设备的统一管理问题，

用户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chrome，edge，safari）网页登录到系统，对连接到系

统中的设备进行统一管理维护。 

⚫ 支持型号:所有编/解码器包括 DC220、DC230、D300、视频网关 MG300 及 MS2/MS4;E, G 系列、N1/N2 和 M2 的

编码器;所有 FULL NDI 包括 N4/N3/N30/N40/U40/N6 

⚫ 设备软件更新 www.kiloview.com/cn/support/download/ 



1 KiloLink Server Free 登录 

在浏览器中打开 http://服务器 IP:83/ ,登录到 KiloLink Server Free。缺省登录设备的用户名是：

admin，默认密码是：Kiloview001。 

 

 

注意 

⚫ 为保证信息安全，建议您首次登录后、立即修改密码！ 

⚫ KiloLink Server Free 系统登录端口为 83。 

 

  



2 用户管理 

系统部署后，默认一个超级管理员账户 admin，登录超级管理员账户后，可通过用户管理功能新建用

户和用户组，并为用户及用户组添加权限。 

2.1 用户管理 

对用户进行管理，支持用户的添加、修改、单个删除、批量删除等操作。添加用户后，该用户不具备

任何权限，需要在用户组中设置权限，将该用户加入到用户组中，该用户将继承用户组的权限。 

 

 

 

说明 

⚫ 用户密码修改； 用户重命名； 删除用户； 



 

注意 

⚫ 创建的用户密码需要包含大小写字母和数字，密码长度 6-32 位。 

 

2.2 用户组管理 

2.2.1 添加用户组 

添加用户组，并对用管理用户组进行授权，用户组下的所有用户拥有相同的权力。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所示：打开“添加用户组”页面，输入用户组信息，从“用户列表”中选择用户添加到用户组中。 

 

2.2.2 用户组授权 

本系统包含设备管理、用户管理、固件管理三个功能模块，所有的用户及用户组，需要具备相应的权

限，才能对系统进行操作。第一次使用时由系统默认的超级管理员添加用户和用户组，并对用户组授

予相应的权限。 

用户组下的授权功能，仅能对“设备管理”模块授权隐藏或查看权限，若需要对设备进行操作权限设

置，需要在设备管理目录下设置“访问控制”权限。具体请参考“设备管理——访问控制”。 



 

 

 

注意 

⚫ 用户组中设置的“设备管理”功能模块的权限，只支持隐藏和查看的权限设置。编辑权限需要在设备管理的导

航栏中进行设置。 

 

  

 

权限说明 

⚫ 隐藏：功能模块对用户组的用户不可见； 

⚫ 查看：用户组的用户仅可查看授权的功能模块； 

⚫ 编辑：用户组的用户可对授权的功能模块进行操作； 



3 设备管理 

在管理页面左侧导航栏，点击“设备管理”进入设备管理页面。用户在该页面可对编码器、解码器、

NDI 系列产品进行管理。 

 

3.1 目录管理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应用场景的需求，在左侧设备管理中添加设备管理目录。将设备按照设置的目录进

行分类管理，便于后续维护，最多可支持 5 级目录。 

3.1.1 添加目录 

将鼠标移动到左侧导航栏需要添加的目录上，目录上出现 ，鼠标右击点击“新建目录”，输入“目

录名称”，点击“确定”进行添加。 



  

 

3.1.2 移动目录 

当需要将目录移动到其他目录下时，可以点击“移动到”，将该目录移动到目标目录下。 

 

3.1.3 重命名 

需要更改目录名称时，可以点击“重命名”，输入新的目录名称，点击“确认”完成修改。 



 

 

3.1.4 访问控制  

设备管理导航栏中，对目录进行授权。点击“访问控制”，在左侧用户/用户组列表中选择需要授权的

用户或用户组，点击 添加到右侧的授权列表中。为用户或者用户组选择对应的权限。 

 



 

 

 

3.2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界面，可快速查看所有设备的在线状态、设备信息、视频信息、音频信息、网络状态等信息。

并能对设备进行授权和移动设备，还可以远程访问设备后台，对设备参数进行设置。 

3.2.1 编码器管理 

可查看编码器当前在线状态、流服务工作状态、视频信息、音频信息、编码信息等。可以在管理页面

启动/停止推流。如下图所示： 

 

 

说明 

⚫ 仅查看：仅拥有目录的查看权限，不能对该目录及目录下的设备进行重命名、移动、删除等操作; 

⚫ 可查看和编辑：拥有目录的查看和编辑权限，可以对该目录及该目录下的设备进行重命名、移动、删除等操作； 

⚫ 根目录不支持重命名、移动、删除操作; 

⚫ 下级目录默认继承上级目录的权限，如果下级目录设置了权限，则以设置的权限为准; 

⚫ 对目录进行重命名、移动、删除等操作，都需要该目录的父级目录具有权限才可以操作。例如：“销售目录”的

下级目录“测试目录”，若“销售目录”不具备编辑权限，则即使“测试目录”授权了可编辑的权限，仍然无法

对该目录进行重命名、移动或者删除等操作。只能对“测试目录”的下级目录进行操作; 

⚫ 移动的目标目录必须同时具备编辑权限，才允许移动; 



查看详情，可打开编码器设备后台，在管理页面即可查看设备，对设备进行操作。 

 

 

 

3.2.2 解码器管理 

对所有解码器进行统一管理，解码器管理界面显示解码器的在线状态、解码状态、网络状态等信息。 

如下图所示： 

 

说明 

⚫ 可以点击设备列表的表头 ，对设备进行排序。 

⚫ 设备数量表示 在线的设备数量， 表示离线的设备数量。如 ，表示 39 台设备在线，6 台设备离线。 

⚫ 状态：显示设备的在线/离线状态； 

⚫ 设备信息：系统自动识别设备的型号、序列号、版本号等信息； 

⚫ 视频信息：编码器当前接入的视频源信息，包括视频源的分辨率，当前码率，主/子码流编码格式和码率， 为

主码流的信息， 为子码流的信息； 

⚫ 音频信息：编码器当前的音频采样率、编码码率、编码格式等信息； 

⚫ 网络状态：显示当前设备的 IP 地址和速率， 表示上行速率， 表示下行速率； 

⚫ 操作： 设备权限管理，“查看”权限仅能对设备查看，无法进行其他操作，“编辑”权限能对设备进行重命名，

移动设备，可将设备移动到其他目录下， 打开设备后台，查看设备后台详情； 

⚫ 流服务：编码器当前正在推的流，可以在系统中开始推流或停止推流； 



 
 

查看输出详情，可查看当前设备的输出情况，序号对应多画面输出的窗格编号。如下图所示 

 

 

3.2.3 NDI 设备管理 

对所有 NDI 系列设备进行统一管理，管理页面显示当前设备的在线状态、设备信息、编码信息、解码

信息、网络状态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说明 

⚫ 输出 1/输出 2：输出 1/输出 2 的相关设置，包括输出接口，输出分辨率，输出音频采样率等信息； 

⚫ 网络信息：显示设备网口信息，各网口的速率， 表示上行速率， 表示下行速率； 

⚫ 表示正在拉流， 表示正在解码， 表示重新建立连接； 



 

 

 

注意 

⚫ 移动设备时，需要确认用户拥有当前目录和目标目录的编辑权限； 

⚫ 目前免费版本最多支持 32 个设备的统一管理； 

 

3.3 设备维护 

打开“维护模式”后，可在系统中添加设备，以及对设备进行一键重启或者一键复位的操作。 

 

说明 

⚫ 编码信息：当 NDI 设备处于编码模式下时显示，显示 NDI 设备当前的视频编码信息，包括视频源分辨率、音频

采样率、声道、实时码率等信息； 

⚫ 解码信息：当 NDI 设备出于解码模式下时显示，显示 NDI 设备当前的视频解码信息，包括视频分辨率、视频输

出接口、音频采样率、声道、NDI 信号源名称、码率等信息； 

⚫ 网络状态：显示 NDI 设备的网络信息，包括设备 IP 地址， 表示上行速率、 表示下行速率； 



 

 

3.3.1 添加设备 

点击“添加设备”，输入设备名称、序列号，在系统中生成授权码。 

 

说明 

⚫ 编辑设备的授权码和备注等信息； 

⚫ 对设备进行重命名； 

⚫ 删除当前设备； 



 

 

注意 

⚫ 服务器上添加设备，生成的授权码，用于授权设备端登录服务器。 

3.3.2 重启和复位 

选择需要重启或复位的设备，可对设备进行一键重启或一键复位的操作。 

 



3.3.3 固件升级 

选择需要升级的设备型号，页面上方出现“固件升级”的按钮，选择需要升级的设备，点击“固件升

级”，选择需要升级的固件确认升级，固件将会被派发到设备，派发完成，设备需要重启，才能完成

固件的升级。 

 

 

注意 

⚫ 固件派发完成后，需要重启设备，升级才能成功。 

⚫ 固件下载，多路同时进行时，每一路约占用 2M 带宽，多路同时下载时，若下行带宽不够，可能会存在下载缓

慢的问题。 

 

  



4 固件管理 

用户可以将固件上传到系统中，在系统中对设备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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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