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n.ys7.com 

1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open.ys7.com 

2 

 

目录 

1. 产品简介 ................................................................................................................................... 3 

1.1 什么是国标协议推流 ............................................................................................................. 3 

1.2 功能概览 ................................................................................................................................. 3 

1.3 产品优势 ................................................................................................................................. 4 

2. 产品定价 ................................................................................................................................... 4 

2.1 计费方式 ................................................................................................................................. 4 

2.2 计费组成 ................................................................................................................................. 4 

2.3 欠费说明 ................................................................................................................................. 5 

3. 快速入门 ................................................................................................................................... 5 

3.1 开通流程 ................................................................................................................................. 5 

3.2 使用流程 ................................................................................................................................. 6 

4. 功能详情 ................................................................................................................................. 15 

*开放平台接口获取 ACCESS TOKEN ..................................................................................................... 15 

4.1 国标 LICENSE 查询 ................................................................................................................... 15 

4.2 设备管理 ............................................................................................................................... 16 

4.3 设备查询 ............................................................................................................................... 17 

4.4 设备云台控制 ....................................................................................................................... 17 

4.5 OPENAPI 设备直播 ................................................................................................................. 17 

4.6 PCSDK 设备预览、录像回放和播放控制 ............................................................................ 18 

4.7 ANDROID SDK 设备预览、录像回放和播放控制 ................................................................... 18 

4.8 IOS SDK 设备预览、录像回放和播放控制 .......................................................................... 18 

4.9 开放平台设备上下线消息订阅 ............................................................................................ 18 

5. 修订记录 ................................................................................................................................. 19 

附件 1 IPC 接入指南（以海康设备为例） ...................................................................................... 20 

附件 2 接入指南（以海康设备为例） ........................................................................................... 30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open.ys7.com 

3 

 

1. 产品简介 

1.1 什么是国标协议推流 

1. 国标协议 

GB/T28181《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是由公安部

科技信息化局提出，由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0）归口，公安

部一所等多家单位共同起草的一部国家标准。该标准规定了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中信息传

输、交换、控制的互联结构、通信协议结构，传输、交换、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安全性要求，

以及控制、传输流程和协议接口等技术要求。该标准适用于安全防范监控报警联网系统的方

案设计、系统检测、验收以及与之相关的设备研发、生产，其他信息系统可参考采用。 

自 2011 年推出 GB/T28181-2011 版本以来，全国安防行业都在建设部署基于 GB/T28181

标准的前端设备、平台服务器、平台客户端等安防产品。2016 年又升级到 GB/T28181-2016

标准，该标准已成为国内安防行业主流协议规范。 

2. 萤石国标 GB28181 推流服务 

目前，萤石开放平台提供的国标GB/T28181接入支持2011版本及2016版本，支持TCP、

UDP、TLS 三种通信协议，建议首选 TCP。萤石国标 GB/T28181 接入服务功能，你可以将

除海康、萤石外的第三方设备接入萤石开放平台，完成对设备的管理、推流、操作等功能。

使得使用萤石开放平台进行二次开发的系统可以兼容更多不同品牌的设备使用，更好的适用

于不同场景下更多用户的需求。 

1.2 功能概览 

国标 GB/T28181 接入服务包含设备管理，视频流协议转换，直播监控，录像回放等。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设备管理 支持常见设备品牌接入到萤石开放平台进行设备的统一管理，远程控制。 

视 频 流 协

议转换 

 支持将 GB28181 视频协议转换为 RTMP、HLS 协议，并以其标砖协议进行

分发。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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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直播监控 
支持主流直播标准协议 HLS、RTMP 与 FLV，轻松覆盖各种应用端：Android、

iOS、小程序、PC、Web 等。 

录像回放 
支持多路视频同时回访、倍速播放、进度条控制等功能，客户可按需实现回

放控制。 

1.3 产品优势 

 极速接入：支持市面上各类主流品牌摄像头，通过 GB28181协议 0改动接

入。 

 极低延时：低于 800毫秒的监控设备视频延时。 

 高兼容性：支持主流直播标准协议 HLS、RTMP与 FLV，轻松覆盖各种应用

端：Android、iOS、小程序、PC、Web 等。 

 

2. 产品定价 

2.1 计费方式 

国标 GB/T28181 接入设备使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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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萤石协议接入相同计费规则） 

2.2 计费组成 

2.2.1 套餐费用（与萤石协议接入共同计费） 

详情参考：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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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接入数量按照激活 license 计算，申请 license 后默认激活。如您暂时不进行使用，

可通过冻结方式暂时停止使用） 

2.2.2 额外设备接入费用 

单价：2 元/台/月 

2.2.3 超出带宽产生费用 

按照扩展带宽计费（1.2 元/Mbps/天）或超出部分产生流量计费（2.5 元/GB） 

2.2.4 额外接口费 

单价：0.1 元/万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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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8181 接入服务会自动停止。服务停止后您无法申请

新的 license，已申请的 license 将自动冻结。 

 

3. 快速入门 

3.1 开通流程 

3.1.1 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的账号已购买企业版套餐，国标 GB/T28181 接入服务因涉及收费，仅面向企

业版账号提供。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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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操作步骤 

企业版账号可直接在萤石开放平台官网-国标 GB/T28181 接入服务控制台中点击开通，

开通后需要按照您的真实信息完善项目申请即可完成申请。 

3.2 使用流程 

3.2.1 申请项目 

在萤石开放平台官网-国标 GB/T28181 接入服务控制台中点击开通，后需要完善您的项目信

息。 

 

 

 

3.2.2 设备 License 申请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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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申请项目的最后一步进行申请，也可在下图位置中进行申请。 

 

3.2.3 设备注册上线 

*20 位国标编码的命名规则 

2 1 7

《萤石国标协议接入平台编码规则》

3 3 0 1 0 0

浙江杭州市区(330100~330110)

X X
基层接入

单位编号

(00~99)

9 9

不分行业

平台编号
(217~299)

7

互

联

网

X X X X X X
序号(000001~999999)

 

《萤石国标协议接入设备编码规则》

SIP服务域

3 3 0 1 0 0

浙江杭州市区(330100~330110)

X X
基层接入

单位编号

(00~99)

9 9

不分行业 1 1 1
录像机

1 3 2
摄像机

7

互

联

网

X X X X X X
序号(000001~999999)

 

码段和码位的含义，以及在萤石云平台的规则： 

码段 码位 含义 萤石云国标接入编码规则 萤石云规

则取值 

中心编码 1~8 1~6，表示行政

区编码 

7~8，表示基层

接入单位编码 

行政区编码固定为杭州市

（330100~330110），其他位数

均为随机数。 

区间值：33010000~33011099 

33010000~

33011099 

行业编码 9~10 行业编码 在国标协议里 99 表示其他主

体，简单说就是不区分行业属

性。 

99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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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编码 11~13 DVR 111 ～130 表示类型为前端主

设备，DVR 的值为 111。 

在萤石云规则里，不再区分

DVR 和 NVR（118），为避免

用户困扰。 

111 

IPC 131 表示模拟摄像机，132 表示

网络摄像机。 

在萤石云规则里不做区分，统

一使用 132，为避免用户困扰。 

132 

设备接入服务 在扩展的平台设备类型区间

（217~299）中随机指定一个

值。 

217~299 

网络标识 14 7 表示 Internet

网 

萤石云国标接入方案中，设备

均在互联网，设备接入服务也

部署在互联网。 

7 

序号 15~20 随机序列号 随机序列号 000001~99

9999 

  

*SIP 服务地址/IP 

在设备所在网络环境下，ping devgb28181.das.ys7.com 会拿到对应运营商的服务注册 IP 地

址。 

 

1.海康摄像设备（详情可参考附件一） 

 Step1：设备与 PC 接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使用萤石工作室/4200/设备搜索工具搜索局

域网设备，获取设备 ip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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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2：将设备 ip 修改为当前网段的 ip 地址（4200 或设备搜索工具上直接启用 dhcp

即可） 

 Step3：IE 浏览器中属于设备 ip 地址，回车，进入设备 web 客户端界面 

 

 Step4：使用“admin/激活密码”登录设备 web 客户端(激活密码找设备拥有人获取，

例如：abcd1234) 

 Step5：进入配置-网络-高级配置-平台接入界面，配置接入平台参数并保存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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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6：等待设备上线，刷新配置页面，直到“注册状态”显示为“在线”，表明设

备注册成功已上线 

 

2.海康录像设备（详情可参考附件二） 

 Step1：设备与 PC 接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使用萤石工作室/4200/设备搜索工具搜索局

域网设备，获取设备 ip 

 

 Step2：将设备 ip 修改为当前网段的 ip 地址（4200 或设备搜索工具上直接启用 dhcp

即可） 

 Step3：IE 浏览器中属于设备 ip 地址，回车，进入设备 web 客户端界面 

devgb28181.das.ys7.com  

6800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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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4：使用“admin/激活密码”登录设备 web 客户端(激活密码找设备拥有人获取，

例如：abcd1234) 

 Step5：进入配置-网络-高级配置-平台接入界面，配置接入平台参数并保存 

 

 Step6：添加通道，输入 ipc 的用户名，密码，ip 

 

 Step7：等待设备上线，刷新配置页面，直到“注册状态”显示为“在线”，表明设

备注册成功已上线 

 

33011064991117358376 

33011064991117358376 

33011064991117358376 

devgb28181.das.ys7.com  

6800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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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华国标 NVR 设备配置（详情可参考附件二） 

 

此节点为大华录像机设备支持 GB28181 协议-2011 版的配置界面 

字段 说明 示例 

SIP 服务器编号 填写平台编号 33010514992417466243 

SIP 域 填写平台编号前 10 位数字 3301051499 

SIP 服务器 IP 填写 das 服务地址 在设备所在网络环境下，

ping 

devgb28181.das.ys7.com 会

拿到对应运营商的服务注册

IP 地址。 

SIP 服务器端口 填写 das 服务支持 TCP 和

UDP 的端口 

6800 

注册有效期 设备一个注册请求的有效时

间 

3600 

心跳周期 设备默认为 60 秒，萤石服务

规定为 30 秒 

30 

通道编号 填写摄像机设备编号（注意

中间三位数是 132） 

33011024991327797920 

 

以上信息填写完毕后，请选中“接入使能”表示开启，最后点击确定。 

6800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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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则关闭接入使能，然后点击确定。 

注意： 

1. 不使用的通道编号请填写为空； 

对于录像机下挂摄像机的模式，录像机和摄像机的平台编码（即 productKey，SIP 服务

ID）要保持一致，否则将无法通过设备身份认证的校验。 

 

4 宇视国标 NVR 设备配置（详情可参考附件二） 

 

 

此节点为宇视录像机设备支持 GB28181 协议-2011 版的配置界面，悠络客为贴牌厂商。 

6800  

6800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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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视设备需要配置两个地方： 

国标服务器设置： 

字段 说明 示例 

SIP 服务器编号 填写平台编号 33010514992417466243 

SIP 域 填写平台编号前 10 位数字 3301051499 

SIP 服务器 IP 填写 das 服务地址 在设备所在网络环境下，ping 

devgb28181.das.ys7.com 会拿

到对应运营商的服务注册 IP

地址。 

SIP 服务器端口 填写 das 服务支持 TCP 和

UDP 的端口 

6800 

注册有效期 设备一个注册请求的有效时

间 

3600 

心跳周期 设备默认为 60 秒，萤石服务

规定为 30 秒 

30 

用户名 填写录像机设备编号（注意

中间三位数是 111） 

33010192991117009256 

密码 填写摄像机设备编号对应的

license 

MJSBxR1V7pQYB2UQvp1J3e 

通道编号 填写摄像机设备编号（注意

中间三位数是 132） 

33011024991327797920 

 

国标本地设置： 

字段 说明 示例 

SIP 服务器编号 填写摄像机设备编号（注意

中间三位数是 111） 

33010192991117009256 

SIP 服务器端口 填写 das 服务支持 TCP 和

UDP 的端口 

6800 

心跳周期 设备默认为 60 秒，萤石服务 30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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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为 30 秒 

最大心跳超时次数 默认 3 次 3 

 

以上信息填写完毕后，请选中“国标服务设置”，选中“开启”，最后点击确定。 

注销则关闭，然后点击确定。 

  

注意： 

1. 不使用的通道编号请填写为空； 

2. 对于录像机下挂摄像机的模式，录像机和摄像机的平台编码（即 productKey，SIP 服务

ID）要保持一致，否则将无法通过设备身份认证的校验。 

 

4. 功能详情 

*开放平台接口获取 Access Token 

序号 接口功能 描述 

1 开放平台接口获取 Access Token 开放平台接口获取 Access Token 

 

4.1 国标 License 查询 

https://open.ys7.com/api/v3/device/register/gb/license/list 

接口描述：国标 license查询 

请求方式：POST 

请求参数： 

字段 类型 说明 是否必须 

accessToken String 访问令牌 Y 

productKey String 项目编码 Y 

pageIndex Integer 起始页，默认 0 N 

pageSize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 10,最大 50 N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user.html
https://open.ys7.com/
https://open.ys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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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ta" :  {  

             "code" :  200 ,  

             "message" :  "操作成功" ,  

             "moreInfo" :  null  

       },  

       "data" :  [  

             {  

                   "idType" :  "1" ,  

                   "createTime" :  "1621415553000" ,  

                   "activatedTime" :  null ,  

                   "devlogicId" :  "1394944048989024256" ,  

                   "reserve" :  null ,  

                   "productKey" :  "33011064992527738959" ,  

                   "deviceName" :  "33011000991117704014" ,  

                   "deviceId" :  "33011064992527738959:33011000991117704014" ,  

                   "deviceLicense" :  "hgWQFujE971St6bwERg1ii" ,  

                   "activatedStatus" :  "0" ,  

                   "disableStatus" :  "-1"  

             },  

             {  

                   "idType" :  "1" ,  

                   "createTime" :  "1621415455000" ,  

                   "activatedTime" :  null ,  

                   "devlogicId" :  "1394943640660946944" ,  

                   "reserve" :  null ,  

                   "productKey" :  "33011064992527738959" ,  

                   "deviceName" :  "33011004991117602380" ,  

                   "deviceId" :  "33011064992527738959:33011004991117602380" ,  

                   "deviceLicense" :  "Px819NfJa51Y95Wwgw77kf" ,  

                   "activatedStatus" :  "0" ,  

                   "disableStatus" :  "-1"  

             }  

       ]  

} 

 

4.2 设备管理 

序号 接口功能 描述 

1 修改设备名称 修改设备名称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option.html#device_option-ap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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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通道名称 修改通道名称 

 

4.3 设备查询 

序号 接口功能 描述 

1 获取设备列表 获取用户下的设备列表 

2 获取单个设备信息 获取指定设备的信息 

3 获取摄像头列表 获取用户下的摄像头列表 

4 获取设备状态信息 根据序列号获取设备的状态信息 

5 获取指定设备通道信息 根据序列号获取设备的通道信息 

6 查询设备是否支持萤石协议 根据设备型号以及设备版本号查询设备是否支持

萤石协议 

7 查询设备能力集 根据设备序列号查询设备能力集 

8 根据时间获取存储文件信息 该接口用于根据时间获取存储文件信息 

 

4.4 设备云台控制 

序号 接口功能 描述 

1 开始云台控制 开始云台转动 

2 停止云台控制 停止云台转动 

3 添加预置点 添加预置点 

4 调用预置点 调用预置点 

5 清除预置点 清除预置点 

 

4.5 OpenAPI 设备直播 

序号 链接地址 描述 

1 播放地址接口 播放地址接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option.html#device_option-api9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option.html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select.html#device_select-api1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select.html#device_select-api2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select.html#device_select-api3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select.html#device_select-api5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select.html#device_select-api6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select.html#device_select-api7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select.html#device_select-api8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select.html#device_select-api9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ptz.html#device_ptz-api1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ptz.html#device_ptz-api2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ptz.html#device_ptz-api4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ptz.html#device_ptz-api5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device_ptz.html#device_ptz-api6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address_v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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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4.6 PCSDK 设备预览、录像回放和播放控制 

序号 链接地址 描述 

1 萤石开放平台 PC SDK 接口使用说明 萤石开放平台 PC SDK 接口使用说明 

2 Open SDK  Open SDK 

4.7 Android SDK 设备预览、录像回放和播放控制 

序号 链接地址 描述 

1 萤石云开放平台 Android SDK 使用说

明 

萤石云开放平台 Android SDK 使用说明 

2 API-Doc  API-Doc 

 

4.8 iOS SDK 设备预览、录像回放和播放控制 

序号 链接地址 描述 

1 萤石开放平台 iOS SDK 接口使用说

明 

萤石开放平台 iOS SDK 接口使用说明 

2 API-Doc  API-Doc 

 

4.9 开放平台设备上下线消息订阅 

序号 接口说明文档 

1 设备消息通道 

2 设备消息通道 SDK 

3 设备消息通道 SDK 及使用方法 

4 多线程处理消息流程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pc/pc-sdk.html
http://open.ys7.com/doc/zh/pc/index.html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4.x/android-sdk.html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4.x/android-sdk.html
http://open.ys7.com/doc/zh/android/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4.x/ios-sdk.html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4.x/ios-sdk.html
http://open.ys7.com/doc/zh/ios/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mq_service.html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mq_service_sdk.html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mq_service_sdk_use.html
https://open.ys7.com/doc/zh/book/index/mq_mul_instru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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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订记录 

序号 变更时间 版本 变更人 审批人 变更说明 

1 2021.05.20 V1.0 骆嫣然  新建 

2 2021.07.16 V2.0 骆嫣然  增加设备接入指南 

3 2021.09.20 V3.0 骆嫣然  增加云台控制功能相关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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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IPC 接入指南（以海康设备为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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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请 license（共 1 步） 

1. 首先在萤石开放平台控制台-国标 GB/T28181 控制台申请 license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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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获取设备 IP，准备进行设备注册（共 2 步） 

1. 将设备与 PC接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使用萤石工作室/4200/设备搜索工具搜索

局域网设备，获取设备 ip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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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需要注册的设备，获取其 IP地址 

*将设备 ip 修改为当前网段的 ip 地址（4200 或设备搜索工具上直接启用

dhcp 即可） 

 
 

三. 注册设备（共 4 步） 

1. 进入设备 web 客户端界面。（激活密码需要咨询设备所属者）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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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国标接入配置入口 

 

 

3. 配置相关信息 
所需配置信息名称 获取方式 备注 

平台接入方式 28181 一个设备只能通过一

种协议接入一个平

台。 

本地 SIP端口 5060  

传输协议 TCP/UDP 海康 IPC设备一般都

支持 TCP和 UDP。同时

支持时，建议首选

TCP。 

启用 √ 重新注册操作为： 

将勾选去除，点击确

认。刷新界面后，重

新勾选并点击确认。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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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国密模式 × 不支持该功能。请勿

勾选。勾选后涉及加

密问题，无法显示对

应码流。 

协议版本 GB/T28181-2016 或 GB/T28181-2011  

SIP服务器 ID 对应项目编号。可在国标控制台右下角获取，或通过导

出 license 时的 excel项目信息表中获取。 

 

SIP服务器域 SIP服务器 ID的前 10 位数字  

SIP服务器地址 可以选择填写域名或 IP。 

域名：devgb28181.das.ys7.com 

IP：在设备所在网络环境下，ping 

devgb28181.das.ys7.com 会拿到对应运营商的服务注

册 IP地址。 

 

Ping 域名时，存在请

求超时为正常现象。 

SIP服务器端口 对应端口号。可在国标控制台右下角获取，或通过导出

license 时的 excel 项目信息表中获取。 

 

SIP用户名 对应设备 ID。可通过导出 license时的 excel 项目信息

表中获取。可在申请记录中重新导出。 

 

SIP用户认证 ID 对应国标 ID。可通过导出 license时的 excel 项目信息

表中获取。可在申请记录中重新导出。 

 

密码 对应 license。可通过导出 license 时的 excel 项目信

息表中获取。可在申请记录中重新导出。 

 

密码确认 同上  

注册有效期 3600  

注册状态  配置完成后，刷新配

置页面，等到注册状

态为在先后，表示设

备注册成功，已上

线。 

心跳周期 30  

28181 码流索引 主码流（定时）  

注册间隔 60  

最大心跳超时次数 3  

编

码

ID 

报警数输入编码  无需配置 

视频通道编码 对应国标 ID。可通过导出 license时的 excel 项目信息

表中获取。可在申请记录中重新导出。 

 

语音输入通道编码

ID 

 无需配置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onsoleCN/nationalStandard.html
https://open.ys7.com/consoleCN/nationalStanda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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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en.ys7.com/consoleCN/nationalStandard/applyLicenseReco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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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等待设备上线，刷新配置页面，直到“注册状态”显示为“在线”，表明设

备注册成功已上线 

 

四. 测试设备（共 1 步） 

1. 在控制台设备管理中，可以进行设备测试。（目前设备列表暂时未做到萤石

协议与国标协议接入设备兼容。建议先试用国标协议控制台中的设备管理模

块） 

 

 

五. 常见问题 

1. 设备配置时，设备管理端已显示上线。但萤石开放平台未上线。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onsoleCN/nationalStandard/deviceMan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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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如配置参数均不存在问题，请确认设备是否连接在公司内

网，公司内网的防火墙可能对 UDP协议有限制，服务端发给设备的包被拦

截了。 

第一步：把设备传输协议改成 TCP 进行尝试；第二步：协议版本改成

GB/T28181-2016，进行尝试；第三步，如果以上方式无法成功。请申请外

网访问权限，解除这个域名的入口限制：【域名: 

devgb28181.das.ys7.com，端口：6800】 

2. 注册设备前获取运营商的服务注册 IP 地址产生 ping不通的问题？（如下图

所示） 

 

解决方案：红色框中的地址就是您的网络注册地址，端口号为 6800。

蓝框中的请求超时产生原因是由于服务端是禁止 ping的，做这一步的操作

主要目的是为了拿到对应的注册地址。 

3. 摄像头注册不成功问题？ 

解决方案： 

请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初步排查： 

 SIP 服务地址 /IP 是否正确：在设备所在网络环境下， ping 

devgb28181.das.ys7.com 会拿到对应运营商的服务注册 IP 地址。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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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头所处网络是否有防火墙，是否支持 UDP包的收发。 

 摄像头是否启用国标 GB28181支持。 

 检查摄像头的用户名密码是否输入正确。 

4. SIP 服务器地址使用域名和使用 IP地址有什么区别？ 

解决方案：建议您最好可以使用域名，目前海康、大华、宇视最近几年的

设备都已支持域名方式，如果使用的是 IP地址，假设您对应的宽带网络运

营商发生机房故障，您的设备也会受到对应时长的影响。使用域名在后期

便于平台做异地多活、自动灾备，有效规避上述问题，更好的保障服务可

用性。 

5. 心跳设置问题？ 

解决方案：有效期 3600 心跳间隔 30 心跳超时次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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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接入指南（以海康设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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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请 license（共 1 步） 

2. 首先在萤石开放平台控制台-国标 GB/T28181 控制台申请 license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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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获取设备 IP，准备进行设备注册（共 2 步） 

3. 将设备与 PC接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使用萤石工作室/4200/设备搜索工具搜索

局域网设备，获取设备 ip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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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需要注册的设备，获取其 IP地址 

*将设备 ip 修改为当前网段的 ip 地址（4200 或设备搜索工具上直接启用

dhcp 即可） 

 
 

三. 注册设备（共 4 步） 

5. 进入设备 web 客户端界面。（激活密码需要咨询设备所属者）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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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入国标接入配置入口，配置相关信息（双目摄像头需要配置两个视频通道

哦！） 

 

 

7. 配置相关信息 
所需配置信息名称 获取方式 备注 

平台接入方式 28181 一个设备只能通过一

种协议接入一个平

台。 

本地 SIP端口 5060  

传输协议 TCP/UDP 海康 IPC设备一般都

支持 TCP和 UDP。同时

支持时，建议首选

TCP。 

启用 √ 重新注册操作为： 

https://open.ys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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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勾选去除，点击确

认。刷新界面后，重

新勾选并点击确认。 

启用国密模式 × 不支持该功能。请勿

勾选。勾选后涉及加

密问题，无法显示对

应码流。 

协议版本 GB/T28181-2016 或 GB/T28181-2011  

SIP服务器 ID 对应项目编号。可在国标控制台右下角获取，或通过导

出 license 时的 excel项目信息表中获取。 

 

SIP服务器域 SIP服务器 ID的前 10 位数字  

SIP服务器地址 可以选择填写域名或 IP。 

域名：devgb28181.das.ys7.com 

IP：在设备所在网络环境下，ping 

devgb28181.das.ys7.com 会拿到对应运营商的服务注

册 IP地址。 

 

Ping 域名时，存在请

求超时为正常现象。 

SIP服务器端口 对应端口号。可在国标控制台右下角获取，或通过导出

license 时的 excel 项目信息表中获取。 

 

SIP用户名 对应设备 ID。可通过导出 license时的 excel 项目信息

表中获取。可在申请记录中重新导出。（为 NVR 的

license 相关信息） 

 

SIP用户认证 ID 对应国标 ID。可通过导出 license时的 excel 项目信息

表中获取。可在申请记录中重新导出。（为 NVR 的

license 相关信息） 

 

密码 对应 license。可通过导出 license 时的 excel 项目信

息表中获取。可在申请记录中重新导出。（为 NVR的

license 相关信息） 

 

密码确认 同上  

注册有效期 3600  

注册状态  配置完成后，刷新配

置页面，等到注册状

态为在先后，表示设

备注册成功，已上

线。 

心跳周期 30  

28181 码流索引 主码流（定时）  

注册间隔 60  

最大心跳超时次数 3  

报警数输入编码  无需配置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onsoleCN/nationalStanda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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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码

ID 

视频通道编码 对应国标 ID。可通过导出 license时的 excel 项目信息

表中获取。可在申请记录中重新导出。（为 IPC 的

license 相关信息） 

可根据需要配置通

道。 

语音输入通道编码

ID 

 无需配置 

 

8. 进入通道管理页面 

 

 

9. 添加通道 

 

 

10. 等待设备上线，刷新配置页面，直到“注册状态”显示为“在线”，表明设

备注册成功已上线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onsoleCN/nationalStandard/applyLicenseRecord.html


                                                            open.ys7.com 

38 

 

四. 测试设备（共 1 步） 

2. 在控制台设备管理中，可以进行设备测试。（目前设备列表暂时未做到萤石

协议与国标协议接入设备兼容。建议先试用国标协议控制台中的设备管理模

块） 

 

 

五. 常见问题 

6. 设备配置时，设备管理端已显示上线。但萤石开放平台未上线。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n
https://open.ys7.com/consoleCN/nationalStandard/deviceManage.html


                                                            open.ys7.com 

39 

 

  
解决方案：如配置参数均不存在问题，请确认设备是否连接在公司内

网，公司内网的防火墙可能对 UDP协议有限制，服务端发给设备的包被拦

截了。 

第一步：把设备传输协议改成 TCP 进行尝试；第二步：协议版本改成

GB/T28181-2016，进行尝试；第三步，如果以上方式无法成功。请申请外

网访问权限，解除这个域名的入口限制：【域名: 

devgb28181.das.ys7.com，端口：6800】 

7. 注册设备前获取运营商的服务注册 IP 地址产生 ping不通的问题？（如下图

所示） 

 

解决方案：红色框中的地址就是您的网络注册地址，端口号为 6800。

蓝框中的请求超时产生原因是由于服务端是禁止 ping的，做这一步的操作

主要目的是为了拿到对应的注册地址。 

8. 摄像头注册不成功问题？ 

解决方案： 

请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初步排查： 

 SIP 服务地址 /IP 是否正确：在设备所在网络环境下， ping 

devgb28181.das.ys7.com 会拿到对应运营商的服务注册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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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头所处网络是否有防火墙，是否支持 UDP包的收发。 

 摄像头是否启用国标 GB28181支持。 

 检查摄像头的用户名密码是否输入正确。 

9. SIP 服务器地址使用域名和使用 IP地址有什么区别？ 

解决方案：建议您最好可以使用域名，目前海康、大华、宇视最近几年的

设备都已支持域名方式，如果使用的是 IP地址，假设您对应的宽带网络运

营商发生机房故障，您的设备也会受到对应时长的影响。使用域名在后期

便于平台做异地多活、自动灾备，有效规避上述问题，更好的保障服务可

用性。 

 

10. 关于如何确认设备端的网络有入口限制： 

排查方案： 

 使用 SocketTool 工具模拟设备，向服务端发送 SIP注册报文，看是否能

收到服务端主动发出的设备信息查询请求。 

 首先，发送设备注销请求，将以下报文完整复制到发送窗口，点击“发

送数据”按钮： 

REGISTER sip:33010142992577394892@devgb28181.das.ys7.com:6800 SIP/2.0 

Via: SIP/2.0/UDP 192.168.1.1:5060;rport;branch=z9hG4bK1011558205 

From: <sip:33010706991327201387@3301089499>;tag=1571777767 

To: <sip:33010706991327201387@3301089499> 

Call-ID: 120965105@3301089499 

CSeq: 1 REGISTER 

Contact: <sip:33010706991327201387@192.168.1.1:5060> 

Max-Forwards: 70 

Expires: 0 

Content-Length: 0 

 

] 

 

 然后，发送设备注册请求，将以下报文完整复制到发送窗口，点击“发

送数据”按钮： 

REGISTER sip:33010142992577394892@devgb28181.das.ys7.com:6800 SIP/2.0 

Via: SIP/2.0/UDP 192.168.1.1:5060;rport;branch=z9hG4bK1011558205 

From: <sip:33010706991327201387@3301089499>;tag=1571777767 

To: <sip:33010706991327201387@330108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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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ID: 120965105@3301089499 

CSeq: 1 REGISTER 

Contact: <sip:33010706991327201387@192.168.1.1:5060> 

Max-Forwards: 70 

Expires: 3600 

Content-Length: 0 

 

] 

 

 

 最后，观察数据接收窗口，是否有有 DeviceInfo信息的请求报文，如果

有表示网络正常，如果没有，表示设备端网络入口存在限制条件。需要

进一步排查防火墙或路由器设置。 

 

 
 

11. 心跳设置问题？ 

解决方案：有效期 3600 心跳间隔 30 心跳超时次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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