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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1.1 什么是国标级联 

1. 国标级联 

级联，两个信令安全路由网关之间按照上下级关系连接，上级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通过

信令安全路由网关可调用下级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所管辖的监控资源，下级中心信令控制服

务器通过信令安全路由网关向上级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上传本级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所管

辖的监控资源或共享上级资源。 

通过级联，可以通过平台与平台间的对接方式，将已经接入到自身平台的摄像头便捷化

共享给第三方平台进行设备播放以及控制，实现了不同平台间的互联互通。 

2. 萤石国标向上级联 

萤石开放平台，开放自身音视频云平台能力，共享平台服务，提供作为下级平台的国标

级联服务。支持通过 GB28181 方式级联到政府部门的上级平台进行有效的视频资源整合。

实现平安城市、智慧城市。 

 

1.2 功能概览 

国标向上级联服务支持上级平台进行预览回放、设备控制、设备对讲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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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优势 

 强大的设备接入能力：支持萤石协议、国标 GB28181等协议接入设备，适

配更多设备接入需要。 

 配置简单：支持设备批量自动配置，并且设置验错机制，减少用户手动操

作的错误可能，配置更加简单。 

 高兼容性：适配海康、萤石、阿里、liveGBS等多家平台作为上级的相关服

务。 

 

2. 产品定价 

2.1 计费方式 

国标级联服务目前仅支持企业版用户进行使用。计费方式为后付费的按量计费。当您开通服

务后，可默认根据使用量付费，每日结算。 

2.2 计费组成 

2.2.1 设备向上级联服务费 

1 元/通道/月（仅对当日开启级联的平台下级联资源收费） 

2.2.2 带宽费 

上级平台取流等操作产生的相关带宽消耗将会计入账号取流中，跟随企业版服务一起收

费。 

2.3 欠费说明 

如果您的账户余额不足产生欠费，请知悉： 

当您的账号处于欠费状态，国标级联服务会自动停止。 

 

3. 快速入门 

3.1 开通流程 

3.1.1 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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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您的账号已购买企业版套餐，国标级联服务服务因涉及收费，仅面向企业版账号提供。 

3.1.2 试用申请 

国标级联服务当前支持免费试用，试用时长为 15 天，国标级联服务开通 15 天内国标级联的

相关使用均免费。 

使用入口： 

 

 

3.1.3 操作步骤 

 

可直接在萤石开放平台官网-国标级联服务控制台中点击开通。 

3.2 使用流程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onsole/preNationalStandardCascade.html


                                                            open.ys7.com 

6 

 

3.2.1 服务开通 

在萤石开放平台官网-国标级联服务控制台中点击开通，即可开通服务（首次开通的用户可

以享受 15 天国标级联服务的免费试用）。 

 

 

3.2.2 创建上级平台信息 

上级平台信息中的相关内容需要由上级平台配置提供。注意，在与上级平台的联系过程中，

需要注意，当前的萤石国标级联不支持鉴权模式，在配置时请注意关闭鉴权；同时，目前下

级支持的级联模式是 TCP连接，passive模式。（会影响到后期的级联是否成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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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填写项 备注（信息均由上级平台提

供） 

举例 

上级平台名称 上级平台的名称，可以

由萤石用户自定义。 

例如：浙江省环保局 

注册域名/注册 IP 填写上级平台的注册域

名或注册 IP（二选一即

可）。 

例如： 

域名：hikvision.com 

IP：000.000.00.000 

注册端口号 上级平台注册端口号 例如：7800 

上级平台国标级联

编码 

上级平台国标级联编码 例如：11111111111111111111 

客户国标级联编码 下级级联编码（由上级

平台提供，以免平台间

重复） 

例如：11111111111111111111 

客户国标级联密码 客户国标级联密码 例如：123456 

政府公函 目前萤石开放平台的国

标级联服务仅支持上级

平台为政府的级联服

务。因此需要出示政府

的相关文件作为说明，

便于工作人员审核。（例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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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创建成功以后，将由萤石开放平台运营人员进行审核（审核内容主要为上级平台是否为

政府性质），一般情况在 1-2 个工作日内完成，如由相关问题，会与您进行电话联系，请您

注意保持畅通。 

审核结果一般包含： 

① 审核成功：您可以开始为与该上级平台的关联增加相关资源配置，并进行联通测试。 

② 审核失败：如果您有相关异议，可以再次提交申诉，我们会派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

系。 

 

3.2.3 获取下级平台信息（萤石平台信息） 

上级平台中需要获取下级平台的相关信息并进行相关配置。 

 

3.2.4 资源配置 

配置需要的级联组织树以及级联的相关通道。配置完成后，上下级分别展示为： 

如上级的对接规范文

件、对接要求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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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配置节点号段 

 号段：能够帮助您更好的规范配置，进行校验，减少配置错误。后期配置的节点编码

需要属于节点号段当中，后期的通道编码需要属于通道号段当中。 

 节点的妙用： 

例如某上级对于下级的节点规范是：需要按照省市区进行明确定义，定义规范如下： 

 

为了便于配置，我们可以配置如下几个号段： 

浙江省节点号段：33000000002160000001-33000000002169999999 

浙江省省级设备号段：33000000001320000001-33000000001329999999 

绍兴市市节点号段：33060000002160000001-33060000002169999999 

绍兴市市级设备号段：33060000001320000001-33060000001329999999 

越城区区节点号段：33060200002160000001-33060200002169999999 

越城区区级设备号段：33060200001320000001-33060200001329999999 

后续，可以在配置时直接利用号段自动配置，减少配置工作，同时也可以用号段来判断手动

配置是否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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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配置号段： 

 

3.2.4.2配置组织树 

1.创建组织节点：创建需要的组织节点，搭建节点树（首先创建根节点哦，可以与项目名称

同名），一个节点对应一个级联编码（级联编码必须所属于某一号段） 

号段前部分（10 位）， 

例如 3300000000 

组织节点-216 

通道节点-132 

后 7 位 

3300000000 216 0000001 9999999 组织节点 浙江省节点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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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置级联通道：在组织节点下添加需要的通道，级联以通道形式向上级联哦！（nvr 需要

选择对应的下方通道进行级联），一个通道对应一个级联编码（级联编码必须所属于某一号

段） 

 

这样就完成了级联的信息配置哦！ 

 

3.2.4 开启级联 

完成配置后，需要开启级联开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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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完成了所有的信息配置！可以联系上级平台工作人员检验配置情况。 

 

 

 

 

 

 

4. 修订记录 

序号 变更时间 版本 变更人 变更说明 

1 2021.11.22 V1.0 骆嫣然 新建 

2 2021.12.20 V1.1 骆嫣然 添加开通指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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