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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流程： 
盒子连上外网——登录系统——设备添加注册——查看设备状态——编辑节目发布。 

注： 

设备需要连接外网，确定是否联网方法。 
1、通过 PE 或手机 app 上传天气节目，观察屏上是否显示天气，显示则表示联网成功，显示“获取天

气失败”则表示网络不通； 

2、PE 连接设备，终端详情——Kares 云——测试当前网络状态； 

设备通过访问百度地址的方法测试网络是否连接。连接成功则表示网络正常，失败则表示网络不通。 

 

需保证设备的 Kares 功能是开启状态。 
可在“终端详情——Kares 云”中查看： 

 

其他详细操作请阅读下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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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设备注册至 Kares 

1.1 通过 PE 软件直接添加 

  注：电脑和盒子都需连接外网。 

（1） PE 软件连接需添加的设备，右击盒子，点击“高级设置”或直接点击终端详情中“Kares 云”按

钮。 

 

（2） 进入 Kares 云界面，开启 Kares 云平台开关，地址改成 admin.kystarcloud.com 然后点击应用。 

 

（3） 勾选“将设备添加至 Kares 账号”，并正确输入 Kares 账号密码，点击添加。设备将自动添加至该

Kares 账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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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添加完成，请在登录 Kares 查看设备，并可在平台中重新修改名称及备注等信息。 

1.2 在 Kares 云平台中添加 

（1） 如上面 1.1 所诉通过 PE 开启 Kares 云平台功能。 

（2） 使用账号密码登录云平台。 

（3） 终端管理——点击添加。 

 

 

（4） 设备名称：为新增的设备命名。 

组织结构：选择添加设备所在的组织结构组。 

设备类型：选择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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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给定设备一个分辨率，作为标识。 

SN：填入设备的 SN 码（标签纸上的设备编号，或在 PE 中查看设备 ID）。 

备注：备注信息。 

并可在地图中为该设备添加一个地理位置（可不添加）。 

 
 

     注：如不清楚当前设备的 SN 码，可使用 PE 软件进行查看（鼠标悬停设备或选中设备点击设备详情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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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系统登录 

2.1 账号获取 

请联系当地销售获取账号验证码进行注册。 

2.2 登入系统 

Kares 系统采用 B/S 架构，无需安装客户端软件，凭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在任何联网电脑上进行操作。 

1.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http://admin.kystarcloud.com，按回车开启 Kares 系统登录界面，

或在北京凯视达官网右上方进入“Kares 平台”。 

 

2. 输入用户名、密码。 

3. 点击【登录】即登入系统。在登录状态下，点击【注销登录】即退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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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Kares功能模块介绍 

素材管理：对现有素材进行管理查看，同时也可将本地素材上传至服务器。 

 

节目管理：   

节目编辑：在线编辑节目。 

高级发布：将编辑完成的节目，通过循环播放、定时播放、紧急插播的方式发布这对应

的终端。 

 

 

终端管理：添加和查看管理终端播放盒，查看并管理当前账号下的终端播放盒，同时统计各

组织结构下的设备总数及在线和离线数量。 

 

审核管理： 

素材审核：审核人员对上传的素材进行审核。 

节目审核：审核人员对制作的节目进行审核。 

发布审核：审核人员对发布的节目进行审核。 

 

日记管理： 

登入日记：列出登入日志，对账号中所有设备进行登录及退出时间记录。 

操作日记：列出操作日志，对账号中所有用户操作进行记录。 

终端日记：列出终端日记，对账号中所有设备播放日记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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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 

组织结构：对当前播放器设备所在的组织结构进行管理。 

用户管理：可在该账号下新增/修改用户并赋予用户角色名称。 

审核设置：添加素材、节目、发布审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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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节目管理 

4.1 添加素材    

（1）点击上传、选择需要添加至云平台的素材、在点击打开。 

 

 

（2）右下角上传进度提示完成，可在素材管理查看。 

 
 

4.2 节目编辑及发布 

（1） 新增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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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定节目名称，选择对应的组织结构，选择设备类型，选择屏幕的分辨率。 

 

 

（3） 节目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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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目列表。 

2、 功能区。 

3、 编辑预览区。 

4、 窗口素材属性。 

5、 素材区。 

（4） 编辑完成，点击发布。 

 

可选择保存，或者直接发布。 

      

（5） 直接发布选择需要发布的终端，点击确定。 

 

（6） 点击下载进度可查看节目是否发布完成，终端接收节目过程。屏幕左上角也提示百

分比进度标识（上传时间长短根据当前网络及节目中素材大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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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级发布（循环播放、定时播放、紧急插播） 

如上面 4.2 所述，编辑好节目保存。 

选择需要的发布类型。 

 

（1.1）循环播放、点击添加节目（添加多个节目循环播放）。 

 

（1.2）勾选制作好的节目，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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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编辑好播放计划，点击发布。 

      

（1.4）选择需要发布的终端，点击确定。 

     

（2.1）定时播放、点击添加节目（指定时间播放节目，在定时播放时循环播放和普通节目

无法播放）。 

     
 

（2.2）勾选制作好的节目，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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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编辑好播放计划。 

 
（2.4）选择需要发布的终端，点击确定。 

 

（3.1）紧急插播、点击添加节目（最优先播放，用于临时需要播放的紧急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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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勾选制作好的节目，点击确定。 

 

 

（3.3）编辑好播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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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选择需要发布的终端，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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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终端管理 

5.1 终端管理 

（1） 新增终端，步骤详情查看 1.2。 

 

 

（2） 终端修改，修改终端的信息，保存当前修改。 

 

 

（3） 在线统计（统计各组织结构下的设备总数及在线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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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终端详情（对单台或多台设备下发控制指令）。 

 

 

（5） 设备详情（查看状态、下发控制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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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播放列表（节目切换、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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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审核管理 

6.1 素材审核 

（1）审核人员根据上传的素材内容判断是否符合要求，确定该素材是否需要上传至云平台

（该机构中无审核权限的人员则上传的素材无需进行审核）。 

 

 

6.2 节目审核 

（1）审核人员根据节目制作的内容判断是否符合要求，（该机构中无审核权限的人员则节目

无需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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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发布审核 

（1）审核人员根据发布内容判断是否符合要求，确定该发布的内容是否需要发布至终端进

行播放（该机构中无审核权限的人员则发布的节目无需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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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日志管理 

7.1 登入日志 

查看当前组织机构和下级组织机构的账号在云平台上终端设备的登入登出记录，也可以

点击左上角导出图标以表格方式（同层级组织机构间账号无法互相查看）。 

 

 

7.2 操作日志 

查看当前组织机构和下级组织机构的账号在云平台上操作的记录，也可以点击左上角导

出图标以表格方式（同层级组织机构间账号无法互相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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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终端日志 

查看当前组织机构和下级组织机构的账号在云平台上查询终端设备的操作记录（仅支持

查询最近一个月日志），也可以点击左上角导出图标以表格方式（同层级组织机构间账号无

法互相查看）。 

 

 

  



Kares 使用说明书 

22 

第8章 高级管理 

8.1 组织结构管理（分组功能） 

（1） 可在此添加或删除组织结构的内容（类似于分组管理，同层级的组织机构间的账号

无法相互查看内容）。 

如：想在华中的底下新增 湖北等新的组织分支，则点击华中后面的加号，输入湖北，保存

即可。 

（2） 当前新增的组织结构，可用于设备的添加、新增用户等的组织结构选择。 

 

 

8.2 用户管理（账号的增删改） 

（1） 选择用户管理——点击新增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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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结构：选择该用户所要分配的组织结构。 

角色名称：选择该用户的角色，角色名称对应操作权限。 

账号：作为登录名称。 

姓名：可录入该操作员的名称，作为标识。 

密码：设定账号的密码。 

邮箱：绑定邮箱用于找回密码等其他用途。 

 

 

8.3 审核设置（添加审核人员） 

（1）添加有审核权限人员进行素材、节目、发布审核（同层级的组织机构间的账号无法相

互进行审核、上级组织机构间的账号对下级组织机构进行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