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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KL-3WT 智慧錄播站，單一機體具備多項功能，包括：多訊源編解碼、多媒體網路串流播放、分割畫面切換、內容管理、錄影導

播控制台等多工一體設計，提供全方位數位教學功能，滿足教學錄播需求。

品名 智慧錄播站

型號 KL-3WT

尺寸 354mm(L) x 188.2mm(W) x 91.35mm(H)

重量 2840g

電源 12V/3A

功耗 36W (Max.)

操作溫度 / 濕度 攝氏 0~40 度 / 90%

最大輸入 / 輸出量說明
1 個 IP CAM to LAN 埠和 2 個影像訊號插槽 (HDMI 或 VGA 輸入 )，一外接 USB 埠輸

出轉碼影片，以及 HDMI 輸出轉碼影片。

產品簡介

產品包裝

接線端子VGA 線

HDMI-to-VGA 轉接器

快速安裝手冊 電源線

WiFi 模組天線

無線麥克風天線

HDMI 線 RJ-45 線

KL-3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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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名稱 功能簡介

1 10.1” LCD 顯示器 預覽融合影片

2 錄影功能鍵 控制錄影、暫停、停止

3 電源鍵 開啟 / 關閉本機

4 前置 USB 埠 1. 提供外接 USB 儲存裝置 *   2. 透過 USB 硬碟進行韌體更新  

5 電源插孔 12V / 2A

6 影像輸入 VGA / HDMI 電腦輸入源 [        ]  

7 影像輸入 VGA / HDMI 攝影機輸入源 [        ]  

8 影像輸出
1. 提供影像輸入 [        ] 環通 (loop through)
2. VGA 輸出可以使用 HDMI-to-VGA 轉接器

9 音訊輸入 Line 裝置音訊輸入

10 音訊輸入 Mic 裝置音訊輸入

11 音訊輸出 Line 音訊輸出

12 網路插孔 乙太網路接頭 RJ-45 連接至區域網路

13 網路影像輸入 1 & 2
1. 乙太網路接頭 RJ-45 連接至網路攝影機 / 自動追蹤雲台裝置影像輸入

2. 連接電腦進行本機設定及控制

14 DIDO RS-232 雙向控制訊號接頭

15 重置鈕 恢復原廠初始值

16 攝影機天線埠 無線攝影機影像接收天線

17 麥克風天線埠 無線麥克風音訊接收天線

產品外觀

上視圖

後視圖

* 此 USB 埠可以使用 FAT32, NTFS 格式的 USB 裝置來進行儲存。

2 3 4

1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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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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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連接

USB

AREC
無線攝影機

AREC
無線攝影機

RS-232

DV

Ethernet

AREC
無線麥克風

投影機

電  源 

實物投影機

筆記型電腦

擴大機 區域網路

USB 硬碟 

音訊輸出

VGA / HDMI 影像輸出 

VGA / HDMI 影像輸入

Line 裝置音訊輸入

喇 叭

電 視

投影機

麥克風

Mic 裝置音訊輸入

設定用電腦

AREC 
網路攝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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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視面板按鍵與指示燈

按鍵 燈色顯示方式 產品狀態

錄影 / 暫停 / 停止

錄影鍵呈現紅燈 錄影中

錄影鍵快速閃爍紅燈 錄影暫停

錄影鍵緩慢閃爍紅燈 錄影完成

電源

紅燈恆亮 待機模式

紅綠燈交錯閃爍 開機中

綠燈恆亮 開機完成

紅燈快速閃爍 關機中

綠燈快速閃爍 韌體更新

紅燈緩慢閃爍 風扇異常、儲存異常

通過 USB 鍵盤進行外部控制

按鍵 功能

1 主題 1

2 主題 2

3 主題 3

4 主題 4

5 主題 5

6 主題 6

7 主題 7

按鍵 功能

Backspace
輸入音量靜音 /

取消靜音

- 輸入音量調降

+ 輸入音量調升

Enter 錄影    

ESC 關機

Z、z 更改背景底圖

X、x 更改版型

C、c 更改疊加

按鍵 功能

8 主題 8

9 主題 9

/ 暫停

* 停止

0 更改顯示

. 快照

按鍵 功能

V、v
開啟 /

關閉直播串流

B、b
播放最後一個錄

製影片

A、a 輸出音量調升

S、s 輸出音量調降

D、d
輸出音量靜音 /

取消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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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介面概觀
KL-3WT 線上介面有三種使用者模式，以下章節將分別詳細介紹 :

                 線上導播

線上導播為優先登入介面以快速啟動錄影，輸入預設用戶名稱 director 及密碼 director，使

用者登入後亦可以進入影片管理模式。

使用管理員帳戶登錄，可以切換到管理員頁面。

                 系統管理
輸入預設用戶名稱 admin 及密碼 admin，進入系統管理介面，此 admin 使用者帳戶登入後，

可以進入任一使用者模式，為三種模式之最高使用權。

                 內容管理
如只需存取影片，輸入預設用戶名稱 video 及密碼 video，登入內容管理頁面即可。

使用管理員帳戶登錄，可以切換到管理員頁面。

產品啟動
使用網路線連接本智慧錄播站之設定接孔至電腦，於瀏覽器頁面輸入 IP 位址：192.168.11.254 。在「系統管理       」登入頁面，

輸入帳號預設值「用戶名稱 admin」及「密碼 admin」，即可進入 KL-3WT 系統管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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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統管理
KL-3WT 系統管理介面，可以進行多媒體接口、影片、儲存、上傳、系統及帳戶等設定，確認系統運作。多媒體接口設置，讓各

路頻道及攝影機正確連接，並調節錄製音頻大小。影片設置，確認錄影、串流功能和編輯影片標題及內容。系統設置，則顯示

本機基本資訊及進行相關設定。

點擊       按鈕可切換至內容管理頁面。

1.1 多媒體接口
您可以透過多媒體接口進行以下設置：

影像源輸入設置 選擇各輸入的訊號種類、影像擷取來源和雲台控制來源。

網路設備管理 列出所有可連接的網路攝影機和自動追蹤雲台。

雲台控制埠 設定 KL-3WT 之 USB-to-RS-232 埠以控制雲台。

聲音設置 進行音量調整和選擇聲音輸入。

顯示設置 設定 KL-3WT 螢幕顯示語言，色彩調整。

KL-3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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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影像源輸入設置
KL-3WT 支援 3 路影像輸入，輸入裝置名稱可以自行更改，出廠預設名稱為 Content, Cam 1 及 Cam 2。

1.1.1.1 Content      / Cam 1     / Cam 2 
可選擇 Video Source 有：網路攝影機、網路編碼器和影像埠，第三個輸入裝置之訊號來源只能選擇網路攝影機或網路編碼

器。

雲台控制：KL-3WT 整合雲台控制，來源有 3 種可選擇：經由網路、串列埠或自動追蹤雲台。

影像埠
選擇影像擷取來源：KL-3WT 提供影像埠輸入源可為 HDMI 或 VGA 影像裝置，只連接 HDMI 或 VGA 其

中之一時，系統將進行偵測並自動切換訊號來源，若兩者輸入源都被連接，請選擇其中之一。

網路攝影機
選擇 IP 地址：在清單中選擇可用網路攝影機的 IP 地址。

Note：網路攝影機需進行登入驗證，詳細說明請參考「多媒體接口 \ 攝影機管理」。

網路編碼器 選擇協定：可用協定有 RTP、RTSP 和 RTMP，選定後輸入主要網址和輔助網址。

經由網路 當訊號種類為網路攝影機且支援雲台控制時，選擇此選項。

串列埠
選擇串列埠外設連線，您必須透過一條控制線到攝影機上，使用 RS-232-PTZ 控制協定，並選擇連接埠

1~4。詳細介紹請參考「多媒體接口 \ 雲台控制埠」章節。

自動追蹤雲台

選擇 IP 地址：從可用的 TP-100 IP 地址下拉列表中選擇。

選擇跟踪模式：關閉 / 自動追踪 / 自動水平追踪（僅限平移），默認為自動追踪。

注意：可能需要使用 TP-100 進行登錄驗證。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多媒體接口 \ 網絡設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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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進階設定

影像源輸入設置完成後，點選 [     ] 進入進階設定，以雲台控制為例，此頁面有控制雲台的轉動方向、移動速度、鏡頭拉近拉

遠控制和 8 個預置點設定等功能。

1. 影像輸入預覽畫面

2. 方向控制面板：點選方向鍵調控攝影畫面方向

3. 移動速度：調整畫面方向移動的速度快慢

4. 鏡頭拉近拉遠：點擊按鍵或使用滑鼠拖曳

5. 預置點：點擊按鍵來選定預置點

6. 變更預置點：滑鼠點選「變更預置點」來進行預置點設定，選擇要設定的預設點 (P00~P07)，點選方向鍵到您想設置的

   位置和調整鏡頭遠近，點擊「儲存」完成變更、點擊「取消」放棄變更。

7. 攝影機亮度、銳利度、對比：可左右移動調整值，由預覽畫面可看出變化

8. 訪問攝影機網站：點選 [                  ] 進入攝影機網站

9. 點擊 [       ] 返回上一頁

2

9

8

1

7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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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網路設備管理
進入「網路設備管理」頁面，系統會自動掃描並列出已連接至智慧錄播站的網路攝影機及自動追踪雲台，您可以點選「刷新」

進行重新掃描，點選「登入驗證」， 輸入攝影機或自動追踪雲台的用戶名和密碼以完成驗證，以 AREC 網路攝影機為例，輸入

預設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admin / admin，點選「驗證」，狀態會轉為確定，表示此影像可被「影像源輸入設置」選取。

注意：如果點選「刷新」找不到網路攝影機，請在“影像源輸入設置”中選擇“Video Source”到“網路編碼器”，並填寫攝影

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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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雲台控制埠

1.1.4 聲音設置

KL-3WT 提供網頁使用者透過 RS-232 通訊協定，方便進行雲台控制。首先，將 USB-to-RS-232 轉接器插入本機 USB 埠，在您

做任何變更前，請詳知雲台攝影機的 RS-232 設定。以下設置必須與外部設備設置相同。

       協定：可用協定有 VISCA、Pelco-D、Pelco-P。

       Address：根據 RS-232 通訊的攝影機位址做設定。VISCA 可設為 1~7、Pelco-D/P 可設為 0~255。

       鮑率：2400, 4800, 9600 ,115200。

Note：支援 USB-to RS-232 串列埠轉接器採用 PL2303 或 FT4232H 晶片。

輸入音量控制 : 用戶可以從聲音輸入 1 或聲音輸入 2 的下拉選單中選擇聲源。從每個聲音輸入調整錄製的音量。可配置的聲音輸

入範圍是 0-125，AREC 無線麥克風 0~15。現在音量指示編碼的音頻當前音量。

輸出音量控制 : 調整 Line 輸出或 HDMI 輸出音量。

將聲音環路輸出設置為開 / 關。

進行音量控制和聲音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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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顯示設置
設定 KL-3WT 螢幕顯示語言，影片輸出設置和色彩調整。

螢幕顯示語言：更改 GUI 語言。

螢幕顏色調整 (HDMI and VGA)：調整亮度、對比、飽和、色調。

Note: 若要調整內建 LCD，請選擇 V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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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影片設置

本節提供串流 / 錄影等操作特性的設置。

錄影設置 編碼器設置、知識點設定、錄影檔案名稱、聲音設置

串流設置 串流編碼器設置

內容設置 錄影內容資訊編輯

主題 設定 logo 疊加、底圖和主題



KL-3WT 使用手冊

16www.arec.com

1.2.1 錄影設置
編碼器設置、知識點設定、錄影檔案名稱、聲音設置。

編碼器設置

        錄影模式：可用選項包括 MP4 混合視頻和 MP4 混合視頻 / 原始信號源。

      壓縮設定：有 7 種預設的錄製視頻壓縮配置文件，可用於不同的解析度和位元率並可查看右側的詳細信息， 您也可以自訂

                     自己的用戶選項。

        前置 USB 錄影：設置 ON/OFF 可啟用 / 禁用 KL-3WT 前置 USB 錄影功能。確保連接的前置 USB 驅動器可以正常讀寫，並

                            且有足夠的空間存放錄製的文件。

        循環錄影：設置 ON/OFF 以啟用 / 禁用 KL-3WT 本地存儲錄製規則。

名稱 影片解析度 / 平均位元率 應用簡介

全高清 1080p/ 4Mbps 動態場景，大型錄影場地，本機磁碟錄影

互聯網全高清 1080p/ 3Mbps 一般場景，中型錄影場地，本機磁碟錄影

高清 720p/ 2Mbps 靜態場景，小型錄影場地，本機磁碟錄影

互聯網高清 720p/ 1.5Mbps 區域網路直播

SD 480p/ 800kbps 靜態場景，區域網路直播

移動 SD 480p/ 500kbps 透過手持行動裝置直播

使用者自訂

點擊 [      ] 開啟使用者自訂，如下圖，設定完成後點擊「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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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點設定：設定 ON/OFF 以啟用自動添加知識點，完成設定後點擊下方「套用」鍵。

錄影檔案名稱設定：編輯錄影檔案名稱，完成編輯後點擊下方「套用」鍵。

聲音設置 : 調整視頻傳輸後的聲音延遲，以一致地同步視頻和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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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串流設置
該頁面提供使用者更改串流設定。相關設置必須遵循串流協定以及您服務器系統支持的推薦設定。

串流服務 : 選擇關閉 / 串流與錄影同時 / 始終串流 / 手動啟動串流

串流與錄影同時：同時進行串流及影片錄製。

始終直撥：KL-3WT  永遠進行串流。

手動啟動串流：在 GUI 及線上導播上啟用 / 關閉串流。

壓縮設定：7 種預設錄影壓縮格式，您可依照不同解析度及位元平均率來選擇，選擇其中之一後查看細節可以在右方看到。您也

              可以設定使用者自訂畫質，點選 ，彈出視窗如圖，依照需求完成選取後點擊「保存」以完成變更。視窗關閉後，點

              擊下方「套用」鍵，設定完成。

Note: 串流解析度不可以大於錄影解析度。

RTMP
在網址設定欄位，藉由欲直播的頻道中取得 URL 和 Stream name 並複製，在協定欄位中貼上伺服器網址，輸

入格式為：rtmp://serverurl/streamname.

RTP
輸入目的 IP 位址和埠號，在網址欄位中的輸入格式為：rtp://@:1234。

例如：rtp://239.0.0.1: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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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常用的串流設置範例 

串流至 Facebook 直播 複製 Single Field 中伺服器或串流網址，在 KL-3WT 的串流網址欄位中貼上。 

串流至 USTREAM
將 RTMP URL 和串流碼結合，兩者之中插入 "/"，在 KL-3WT 的串流網址欄位中將字串貼上。例如：rtmp:1.15059865.fme.
stream.tw/ustream.tw/ustreamVideo/15059865/5gmbz4RCa2Hgt9SwtCYuCct6qS137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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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至 Youtube 直播

將伺服器網址和串流名稱 / 金鑰結合，兩者之中插入 "/"，在 KL-3WT 的串流網址欄位中將字串貼上。

串流至與 KL-3WT 同網域的 PC 媒體播放器

輸入目的端之 IP 位址與埠號，串流格式為 rtp://@:1234.
單點傳播 (Unicast)：伺服器與用戶端之間的一對一連線，這表示每個要求串流的用戶端都會收到一個獨立的串流。

多點傳播 (Multicast)：伺服器會串流處理到網路上的某個多點傳播 IP 位址，所有用戶端則利用訂閱該 IP 位址的方式接收相同

串流。

KL-3WT 預設使用 IP 位址：239.0.0.1 和埠號：5004，可用的埠號範圍：1024-65535。

如需串流至媒體播放器，在媒體播放器打開 URL，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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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內容設置

1.2.4 主題

KL-3WT 提供 13 項使用者自訂的錄影內容編輯，輸入文字以編輯錄影資訊，輸入完成後按下下方的「套用」鍵即可。

Note：此次更新並不會套用到已存檔影片，若要對已存檔影片進行內容資訊變更，請進入「內容管理」模式。

KL-3WT 預設提供 3 種疊加樣式、3 種背景底圖以及 5 種主題。

注意：用戶可以使用滑鼠拖動顯示順序。

疊加：選擇和刪除疊加樣式，您也可以自行上傳檔案進行套用，點選 [      ] 並在開啟的視窗中選擇您要的檔案，確認預覽圖與

         檔名，點選「套用」開始上傳並可使用此疊加樣式，點選 [ 刪除 ] 取消上傳。

         Note：檔案必須為 PNG 格式，最大尺寸為 1920 x 1080px。

            Note：用戶可以使用鼠標拖動顯示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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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圖：選擇和刪除底圖，您也可以自行上傳檔案進行套用，點選 [      ] 並在開啟的視窗中選擇您要的檔案，確認預覽圖與檔名，

        點選「套用」開始上傳並可使用此底圖，點選 [ 刪除 ] 取消上傳。

        Note：檔案必須為 PNG 格式，最大尺寸為 1920 x 1080px。

           Note：用戶可以使用鼠標拖動顯示的順序。

主題：主題為「疊加」、「背景底圖」及「錄影版型」之整合，提供由不同底圖、版型和疊加樣式組合而成的主題，您也可以

         自行增加主題，點選 [      ] 開啟主題設定，輸入主題名稱，以及選定需要的疊加、版型和底圖，選定完成後點選

        「套用」即可。

            Note：用戶可以使用鼠標拖動顯示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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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儲存設置

1.4 排程設置

儲存設置頁面幫助您錄影存檔，以及顯示硬碟資訊。

「排程設置」頁面允許管理員選擇如何獲取預設的排程，並在允許的情況下導入日曆或連接到 Opencast 排程系統。在指定的日

期和時間自動開始錄製視頻。

可用選項包括通過 Opencast 服務器進行排程，手動日曆導入和週期性日曆導入。

錄影硬碟設置

本地儲存：KL-3WT 的內置硬碟，將您錄製的檔案存檔。

當設定完成後，點擊「套用」鍵，新的設定將會在下一個錄製影片生效。

硬碟資訊：顯示硬碟資訊、可用儲存空間和總計容量，點擊「格式化」來清除內部儲存裝置，在彈出視窗中確定是否要格式化

，點擊「確認」刪除所有錄影檔案。

通過 Opencast 服務器進行排程：通過 Opencast 服

務器進行集中調度

手動日曆導入：手動導入 iCalendar 文件

週期性日曆導入：自動導入 iCalendar 文件

如果啟用了排程則無法使用錄製

     a. 本地導播：錄影鈕

     b. 線上導播：錄影鈕 ( 錄影 / 暫停 / 停止 )

     c. 前置面板 ( 錄影 / 暫停 / 停止 )

     d. USB 鍵盤 ( 錄影 / 暫停 / 停止 )

     e. 前置 USB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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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ast Admin” - >“Capture” - >“Locations”

取消錄影：停止當前排程。

點擊       ：打開計劃事件頁面。

通過 Opencast 服務器進行排程

1. 輸入 Capture 錄影設備名稱、使用者名稱、密碼和 iCalendar URL 在這些欄位中。

     a. 錄影設備名稱：在 Opencast 平台上識別 KL-3WT 的 ID
     b. 用戶名：Opencast 用戶帳戶

     c. 密碼：Opencast 用戶密碼

2. 點擊「 套用」。事件計劃已添加並顯示在「計劃事件」頁面上的日曆中。

3. 到 Opencast 管理頁面，檢查 KL-3WT 是否在 Opencast 上正確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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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日曆導入

1. 點擊 匯入，會打開一個窗口。

2. 找到並選擇要導入的 iCalendar 文件。該文件必須具有 .ics 的文件名。

3. 點擊 開啟。 文件名會顯示在「手動日曆導入」面板區域中。匯入按鈕處於可用狀態。

4. 點擊 套用。事件計劃已添加並顯示在「計劃事件」的頁面裡。

週期性日曆導入

1. 在此欄位中輸入 iCalendar URL。

2. 點擊 套用。事件計劃已添加並顯示在「計劃事件」頁面上的日曆中。

注意：iCalendar Schedule 不能設置為循環，只接受單個。無法設置超過 2 筆同時啟動。當設定的時間重疊，開始時間以較早

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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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上傳設置
KL-3WT 提供自動備份服務，可以將影片自動上傳至指定空間，您可以在此頁設定上傳目的地並進行連線測試。

自動上傳 - 選擇「錄影完成後立即上傳」，或關閉此功能。

以下為上傳目的地的設置：

       模式：選擇網頁伺服器種類 (FTP、SFTP、Kaltura、Panopto、Opencast HTTP、Opencast HTTPS)。
       URL、埠或用戶 ID：根據上傳目的地來完成這些欄位的設置。

       資料夾：輸入上傳目的地的資料夾名稱

       認證：選擇上傳目的地的認證方法。

連線測試：點擊連線測試，來驗證上傳設定。

設定完成後，點選「套用」，新的設定將會在下一個錄製影片生效。

在「內容管理」使用者模式介面，將顯示錄影的上傳狀態 / 結果。

注意：如果網路服務器是 Opencast，則視頻標題和創建者描述將自動填入影片設置裡的標題和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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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系統設置
系統設置頁面提供下列設定選項。

系統設置 包含主機識別、日期時間設定、開機圖設定和開機設定。

網路 進行本機 IP 設定。

WiFi 模組
KL-3WT 內建 WiFi 模組，您可以快速且方便的進行所有產品的 WiFi
連線 ( 如 AREC 無線 Full HD 攝影機、NB)。

韌體 顯示韌體版本、提供使用者進行韌體更新。

設定檔 進行錄製影片時設定檔的匯出及匯入。

1.6.1 系統設置
此頁面設定本機的基本資訊、初始日期時間等。

主機識別：設定主機描述

日期時間：選擇手動 / 與電腦同步，設置日期、時間、時區，或選擇 NTP 自動校時

開機圖設定：變更開機圖，當進行開機時，您將會看到此開機畫面，點擊「瀏覽」並在跳出視窗中選擇欲上傳的檔案，確認上

                  傳檔名與預覽圖，點擊「套用」更改開機圖，或點擊 [ 取消 ] 放棄變更。

                  Note：開機圖檔案必須為 PNG 格式，解析度大小最大為 1920 x 1080px
開機設定 - 選擇開機模式：電源鍵開機 / 上電後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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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點選「DHCP」選項，會由連線到的區域網路的路由器自動配置 IP。

                 點選靜態 IP，輸入網路資訊 (IP 位址 / 子網路遮罩網路 / 預設閘道 / 慣用 DNS / 其他 DNS)。

點選下方「套用」鍵，跳出提醒視窗，按「確定」。

Note：更改網路設定後，系統將重新啟動。請重新連線登入。

1.6.2 網路
KL-3WT 出廠設定為 DHCP，由連線到的區域網路的路由器自動配置 IP，使用靜態 IP 時，需在此頁面做網路設定。

1.6.3 WiFi 模組

WiFi 模組讓您可以快速且方便的進行所有產品的 WiFi 連線 ( 如 AREC 無線 Full HD 攝影機、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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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變更設定：變更無線網路名稱 (SSID)

   規則：這是您的無線網絡的名稱。" 名稱 " 可以是不超過 32 個字元的長度，並包含字母和數字。

2. 修改密碼：變更安全模式密碼。

   規則：輸入 8 到 32 個字符之間的新密碼，使用任何可打印字元的組合。

Note：當影像輸入源為 CW-210 (AREC 無線 Full HD 攝影機 )，必須設定 SSID 和安全密碼。

1

2

1.6.3.1 系統資訊

此模組支援無線存取點操作模式，基本的無線存取點設定如下列表。

設定 描述 預設

無線網路名稱 (SSID)
這是您的無線網絡的名稱。"名稱"可以是不超過32個字元的長度，

並包含字母和數字。
CBOX-WiFi

無線模式 支援 802.11b, 802.11g, 802.11n HT20 和 802.11n HT40 模式。 IEEE 802.11g/n HT20

無線安全
在 安 全 模 式 選 項， 有 WEP, WPA-PSK, WPA2-PSK, WPA-PSK 
Mixed, WPA, WPA2 和 WPA Mixed。

WPA-PSK M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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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階設定：瀏覽模組網站，您可以進行其他修改與管理。

Note：登入網頁介面，請輸入正確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點擊「確定」。預設使用者名稱為 Admin，無密碼 ( 請注意大小寫 )。

2. 重置 ( 恢復出廠設置 )：將本機恢復為出廠初始設置將會清除所有設置，包括您設定的任何規則。

1.6.3.2 管理

1

2

設定 預設值

IP 位址 192.168.11.200

預設閘道 192.168.11.254

主機名稱 CBOX WiFi Module

DHCP 伺服器 關閉

無線網路名稱 (SSID) CBOX-WiFi

無線模式 IEEE 802.11g/n HT20

安全模式 WPA-PSK Mixed

安全密碼 1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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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韌體

韌體版本：顯示本機韌體版本資訊，如需更新韌體，點擊「更新」，在跳出視窗中選擇欲更新的檔案並點選「開啟」，視窗關

閉後檔名會顯示在下方，按鍵「套用」為開始韌體更新、按鍵「取消」即不再執行更新。

Note：當更新完成後，系統將自動重新啟動，這可能會耗費數分鐘，請勿關閉系統。

記錄：將檔案匯出到您的電腦或上傳到客服部伺服器，輸入檔案名稱，點擊「匯出」或「上傳」，即開始執行點選動作。

            Note：字數與字元限制為 0~16 個字元，允許大小寫英文字母、數字、符號 11 個 (~!@$%^&*-+_)。

重置：恢復出廠設置，勾選是否保留網絡設置，點擊「重置」後，跳出提醒視窗「系統將在設置完成後重新啟動，是否繼續 ?」，

         點選「確認」以完成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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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設定檔

1.7 帳戶

管理員可匯出或匯入設定檔案。用戶可將錄播主機系統的設定檔案，匯出至電腦，再將設定檔匯入至其他錄播主機，套用相同

的設定。選擇要匯出的設定檔，點擊「匯出」，以及「匯入」錄製影片時所需的設定檔。

此頁面提供三種使用者模式的帳戶管理，「系統管理」、「線上導播」、「內容管理」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可以在此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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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線上導播

在經由 USB 連接滑鼠或投影機後，KL-3WT 區域導播將在螢幕上執行，使用者可以透過 GUI 在螢幕上控制錄影和直撥串流，此

導播控制面板可以讓使用者更簡易的選擇佈局、背景和控制錄製時的音量大小。

本節簡易介紹各種按鈕名稱，功能將在下一節介紹。

2.1 本地導播

2.1.1 預覽

10.2.50.152

10.2.50.152

最小化 串流狀態 快照

最大化 錄影時間 回放

疊加 串流開 / 關 設定

佈局 錄影 IP 位置

背景 暫停 音量

主題 停止 顯示

10.2.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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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工具列

2.1.2.1 主題和顯示

此將介紹所有按鈕的功能，我們將這些功能分成許多小部份，以便於閱讀。

這五個按鈕能快速切換錄製疊加、佈局、背景主題及顯示。

名稱 : 疊加

名稱 : 佈局

名稱 : 背景

名稱 : 主題

名稱 : 顯示

功能 : 更改疊加

功能 : 更改佈局

功能 : 更改背景

功能 : 更改主題

功能 : 循環更改 Content / Cam 1 / Cam 2 / 混合視頻

介面 : 切換影像源以監控個別影像輸入。

介面 : 

介面 :  

介面 : 

介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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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錄製、串流控制及快照
1. 此四個按鈕可快速控制影片錄製

名稱 功能 描述

                       狀態 串流設定 當 KL-3WT 開始串流時，狀態轉為紅色

                       計時器 錄製計時器 錄影期間，計時器轉為紅色

                       串流 串流開 / 關 當管理員串流設置時 : 啟用串流按鈕

                       錄影 影片錄製 點擊會開始錄影

                       暫停 暫停錄影 錄影暫停，若要繼續請單擊按鈕

                       停止 結束錄影 -

                       快照 螢幕快照

無錄製時，圖片將被放置在內置硬盤或前

置 USB 的快照文件夾中，並將顯示在內容

管理中。錄製時，圖片將被放置在視頻的

資料集中（見 3.1.4 NO.6），拍攝快照時，

書籤將自動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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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1. 視頻長度（最大）：8 小時 

    2. 如果前置 USB 為 FAT32，則 USB 記錄大小僅為 4 GB 空間時間。

規則

2. 關閉循環錄影

    a  前置 USB 錄音和內置硬盤 > USB
       • 如果 USB <8hr : max = USB，則顯示對話框

3. 循環錄製（內部硬盤 = 8 小時）

    a  前置 USB 錄音和內置硬盤 > USB
       • 如果 USB <8hr : max = USB，則顯示對話框

1. 關閉循環錄音 

    a  前置 USB 關閉錄影 :  如果內置硬盤 <8hr : max = 內置硬盤，顯

      示對話框 

    b  正面 USB 錄製和內置硬盤 <USB
       • 如果內置硬盤 <8hr : max = 內置硬盤，則顯示對話

2. 影片錄製

2.1.2.3 影片回放

a
b
c

f

d e

顯示保存在硬盤中的所有視頻，一頁顯示三個視頻。

a. 視頻日期

b. 視頻的開始 - 結束時間

c. 視頻的總時間

d. 視頻列表頁面往前一頁

e. 視頻列表頁面往下一頁

f. 視頻列表頁數，點擊跳轉到不同的視頻列表頁面。

視頻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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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模式功能

名稱 功能 描述

                 撥放 / 暫停 播放 / 暫停影片 播放視頻時 , 單擊暫停 , 然後再次單擊以繼續

             

時間欄

在欄中顯示播放進度 單擊欄上的任意點將跳轉到任何時間

                   時間資訊 顯示總錄製時間和當前播放時間 -

                 聲音 開 / 關 靜音或恢復播放音頻 -

             

音量欄

顯示播放音量大小 單擊欄上的任意點將調整為對應的音量大小

                  知識點 影片知識點  ( 功能框將在下面介紹 )

                  改變影片源 更改回放源 -

                  混合影片 回放混合影片 -

                  Content 回放 Content 影片 -

                  Cam 1 回放 Cam 1 影片 -

                  Cam 2 回放 Cam 2 影片 -

                  離開 離開回放模式 -

00:00:00
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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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點

a

b

e

c d

顯示此回放視頻附帶的所有知識點列表，一頁中有三個知識點項目。

a. 知識點標題

b. 時間點

c. 知識點列表頁面往前

d. 知識點列表頁面往後

e. 知識點列表頁數，點擊跳轉到不同的視頻列表頁面

2.1.2.4 設定
1. 裝置資訊

a. 顯示設備信息 : 主機名稱 / 主機描述 / IP 地址 / 型號 / 版本 / 品牌

b.         投影儀校準 : 部分 iFPD 需要在使用前進行校準。使用鼠標控制點擊圖標以開始校準。首先出現觸摸模塊列表 , 選擇一

    個 , 校準頁面將顯示。用筆或手指逐一點擊點的中心。總共 5 個點 , 每個點保持 30 秒。

2. 音頻輸入 / 輸出

音頻輸入音量控制

a. Line/ HDMI 1/ Line + HDMI 1 : 靜音 / 調降 / 調升

b. Mic/ HDMI 2/ Mic + HDMI 2 : 靜音 / 調降 / 調升

c. 無線麥克風 : 靜音 / 調降 / 調升

d. 網路編碼器 : 靜音 / 調降 / 調升

e. 預設 ( 僅限音量 )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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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其他

音頻輸出音量大小

a. Line : 靜音 / 調降 / 調升

b. HDMI : 靜音 / 調降 / 調升

c. 聲音環路輸出 : On/Off
註：聲音環路輸出 Off : 本地音頻輸出不包括本地音頻輸入

     （音頻 1，音頻 2，無線麥克風和 USB 麥克風）

d. 預設 ( 僅限音量 ) 

a

b

d

c

名稱 功能 描述

                 IP 位置 設備 WAN IP 位置

             

音頻音量 音量表

10.2.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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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3WT 內建線上導播，提供您錄影監控並且預覽串流直播的輸出影片。方便您套用多種疊加與錄影版型、快速選擇自訂底圖與

主題樣式，並可調整錄製的音源大小。

在「系統管理」頁面，點選 [        ] ，進入「線上導播」介面；或是使用者模式中，進入「線上導播」登入頁面，輸入用戶名

稱與密碼，預設使用者和密碼皆為 director，進入導播頁面。您可以透過此兩種方式，開啟「線上導播」。

此頁面提供下列功能特色與相關資訊：

    1. 即時預覽視窗，以及 KL-3WT 的錄影與串流控制面板。

    2. 視頻來源的調控，在此可以調整與監控各個影像來源和攝影機畫面。

    3. 提供簡易設定頁面，確定即將進行錄製 / 串流的設定以及影片內容，

    4. 進入「內容管理」模式的超連結，管理 KL-3WT 的儲存內容。

    5. 主機名稱，在「系統管理」頁面進行名稱的更改和顯示其他相關資訊。

    6. 可用儲存容量轉換之可錄影剩餘時間。

    7. 錄影 / 串流狀態與計時。

    8. 錄製 / 串流控制和快照按鈕。

    9. 顯示錄影及串流的音量大小。

2.2 線上導播

5

6

8 97

1 2 3 4

KL-3WT



KL-3WT 使用手冊

41www.arec.com

2.2.1 錄影控制面板

2.2.1.1 背景底圖

2.2.1.2 錄影版型

2.2.1.3 疊加

在此提供五種錄影控制面板，您可以快速切換進行控制，包含背景底圖、錄影版型、疊加、主題和音量的控制。

顯示可供「線上導播」系統使用的背景底圖，點擊縮圖進行套用，出廠預設的背

景底圖為一張黑色素面及三張使用者可更換的底圖，相關底圖上傳方式，請參考

「系統管理 \ 影片設置 \ 主題」。

出廠預設的版型樣式，依照不同顯示方式分為三類。即時預覽視窗、網路串流等

錄影畫面可以一起套用。導播台可隨時套用不同版型，強調不同頻道的畫面重

點，點選欲用的版型樣式，即可進行套用。

出廠預設的疊加樣式，為一張黑色素面及三張使用者可更換的疊加樣式，您可選

擇欲使用的樣式，也可以自行上傳疊加檔案，相關疊加檔案上傳方式，請參考「系

統管理 \ 影片設置 \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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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 聲音控制

2.2.1.4 主題

進行各輸入音量，和輸出音量的調整，音量大小值範圍 0-125，AREC 無線麥克

風音量大小值範圍 0-15

主題頁面為「背景底圖」、「錄影版型」及「疊加」之整合，提供由不同底圖、

版型和疊加樣式組合而成的主題，可針對使用者需求，進行系列的主題變更。您

也可以自行設定主題樣式，詳細設定請參考「系統管理 \ 錄影設置 \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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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6 錄製 / 串流控制和快照按鍵
按鍵為：

                        串流設定 當管理員串流設置：同時開始錄影

                        直撥串流 KL-3WT 直播

                        串流
串流 開 / 關

( 當管理員串流設置：啟用串流按鈕 )

                        錄影 按下即可啟動錄影，按鍵顯示紅色表示正在錄影

                        暫停 按下即錄影暫停，預覽畫面和輸出影片亦暫停，恢復暫停則再按一次錄影鍵

                        停止 按下即停止錄影

                        排程 排程紀錄

                        快照

無錄製時，圖片將被放置在內置硬盤或前置 USB 的快照文件夾中，並將顯示在內容管

理中。錄製時，圖片將被放置在視頻的資料集中（見 3.1.4 NO.6），拍攝快照時，書籤

將自動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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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視頻來源監控
此頁面可以讓您方便進行控制和監看各個影像輸入，點選輸入影像名稱切換監控視窗，以雲台控制攝影機為例，在此有方向控

制、鏡頭遠近調整以及多達 8 個預置點等功能。

    1. 方向控制面板：點選方向鍵調控攝影畫面方向

    2. 移動速度：調整畫面方向移動的速度快慢

    3. 鏡頭拉近拉遠：點擊按鍵或使用滑鼠拖曳

    4. 預置點：點擊按鍵來選定預置點

1

2

3

4

KL-3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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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此頁面進行錄影、串流、內容與主題的設定。

2.2.3 錄影 / 串流設定

詳細功能請參考 1.2 影片設置。

錄影設置 編碼器設置、知識點設定、錄影檔案名稱、聲音設置

串流設置 串流編碼器設置

內容設置 錄影內容資訊編輯

主題 設定 logo 疊加、底圖和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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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內容管理
KL-3WT 內建的內容管理介面 , 提供 KL-3WT 錄製影片以及儲存在內置儲存裝置的錄影存取 , 影片按照時間順序顯示。

通過「管理員」或「Online Director」進入內容管理網頁，方法是點擊       或使用默認用戶名 video 和密碼 video 從初始登錄頁

面登錄內容管理。

影像管理包括以下功能：上傳、下載、刪除、回放錄影和編輯錄影資訊。

3.1 影像管理

KL-3WT

KL-3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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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錄影檔下載

3.1.3 錄影檔刪除

選擇欲下載錄影檔後點選      , 如果跳出選擇開啟或儲存 , 請選擇儲存 , 檔案將會以 MP4 格式下載至電腦 , 檔案會下載至瀏覽器

預設的下載位置。

如果以 MP4 混合視頻 / 原始源錄製模式錄製，錄製包可能包含多個 .mp4 文件。

若需分開下載 , 請點選想要的錄影檔之縮圖 , 進入內容資訊頁面。

可以手動刪除錄影包，為新錄影騰出空間。

選擇錄影並點擊      。 將打開一個確認對話框，要求您確認刪除。點擊確認永久刪除錄影包。 該列表可能不會立即更新。 通

過重新加載來刷新列表網頁。

3.1.1 錄影檔上傳

選擇欲上傳的錄影檔 , 點擊      將檔案加入上傳佇列 , 上傳目的地已經在「系統管理」介面設定完成 , 詳細相關設定請參考「系

統管理 \ 上傳設置」。KL-3WT 自動安排上傳順序 , 以及表示相應錄像的上傳狀態 / 結果。使用以下圖示 :

圖示 上傳狀態

錄影檔上傳成功

錄影檔上傳失敗

錄影檔正在佇列中

錄影檔正在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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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錄影資料編輯
您可以對已錄製好的影片進行內容資訊編輯。點選欲編輯的影片 , 您將會進入內容資訊頁 , 由此頁面進行內容的修改與新增。

點擊「套用」來儲存變更。

3.1.4 錄影回播
點選欲重播之影片 , 您將進入影片內容資訊頁面 , 使用頁面下方播放控制來觀看影片。

如果內容以 MP4 混合視頻 / 原始源錄製模式錄製，則窗口下可能會列出多個文件。通過點擊所需視頻的圖像選擇要播放的視頻。

多部集合影片的標題為「Movie」，而用於原始源的標題是相應視頻輸入的名稱，預設下為 Content, Cam 1 和 Cam 2，要單獨

下載 MP4 混合視頻 / 原始源文件，請選擇所需文件，然後點擊下載。

1. 播放影片之標題

2. 錄製日期時間

3. 編輯內容資訊

4. 回播視窗

5. 回播控制

6. 影片檔和資料集 ( 包含內容資訊 , 錄影縮圖和知識點 )

7. HTML 文件和縮略圖

8. 下載按鍵

1

6

4

5

8

7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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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知識點資訊編輯
如果您需要編輯錄影的知識點 , 請點擊所需的錄影 , 然後您將轉到知識點頁。

快照管理器包括以下功能：上傳、下載、刪除、瀏覽。

1. 編輯知識點標題

2. 刪除知識點

3. 新增知識點及其標題

3.2 快照管理

KL-3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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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圖片上傳

3.2.2 圖片下載

3.2.3 圖片刪除

選擇所需的圖片文件夾，然後點擊      將其添加到上傳等待列中。上傳目標由系統管理員預先配置。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系

統管理 \ 上傳設置。 KL-3WT 自動排列上傳順訊，並在相應的文件夾中指示上傳狀態 / 結果。 使用以下圖示：

選擇欲下載錄影檔後點選       , 如果跳出選擇開啟或儲存 , 請選擇儲存 , 檔案將會下載至電腦 , 檔案會下載至瀏覽器預設的下載位

置。

要單獨下載文件夾中的圖片，請單擊文件夾縮略圖。

可以手動刪除圖片包，為新圖片騰出空間。

選擇文件夾並點擊      。 將打開一個確認對話框，要求您確認刪除。點擊“確認”以永久刪除圖片包。 該列表可能不會立即更

新。 通過重新加載此網頁刷新列表。

圖示 上傳狀態

圖片上傳成功

圖片上傳失敗

圖片正在佇列中

圖片正在上傳

KL-3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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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圖片預覽
點擊所需的圖片文件夾，您將進入圖片列表頁面。

點擊所需圖片以預覽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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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視頻源的靈活應用
使用手機相機作為影像輸入來源，請遵循以下步驟進行設定：

1. 手機安裝線上視訊 app：

   您必須先在手機上安裝線上視訊 app，支援 RTMP 串流，傳送即時的手機

   相機之影像。以下提供兩款 android 與 ios 參考 app，並進行設定教學：

       Android- 至 Google Play 下載 CameraFi Live  
       iOS- 至 App Store 下載 BroadcastMe 

2. 將手機連接設備 WiFi：
   請將手機連接至本機內建 WiFi。欲得知本機無線網路名稱，登入線上

  「系統管理」，進入「系統設置 \ WiFi 模組」頁面，即可查看無線網路

   名稱 (SSID)，將手機開啟 WiFi，並連至此網路。

3. APP 串流設定 :
    CameraFi Live 
    請開啟 CameraFi live app，並遵循以下步驟進行設定：

    (1) 在首頁選擇 RTMP，您將會進入設定頁面。

    (2) 依照以下格式輸入至 RTMP URL：

        RTMP URL: rtmp://192.168.11.254/live/
        資料流鍵 : streamname
           Note: Streamname 為使用者自訂義。

    (3) 按下確認，完成串流設定。

   您也可以在錄影介面進入設定頁面：

    (1) 在錄影介面點選設定圖示，您將會進入設定頁面。

    (2) 依照以下格式輸入至 RTMP URL：

          rtmp://192.168.11.254/live/streamname
          Note: streamname 為使用者自訂義。

1

1

or 

2

2

3



KL-3WT 使用手冊

53www.arec.com

    BroadcastMe
    請開啟 BroadcastMe app，並遵循以下步驟進行設

   定：

    (1) 進入設定頁面  

    (2) 點選 Server URL setting
    (3) 依照以下格式輸入 Server URL 並按下 Add
          rtmp://192.168.11.254/live/streamname
          Note: streamname 為使用者自訂義。

    (4) 按下 Done ，完成串流設定。

4. 影像源輸入設置：

   進入系統管理 \ 多媒體接口 \ 影像輸入設置頁面，依以下資訊選擇與編輯：

   訊號種類：網路編碼器

   協定：RTMP
   主要網址：rtmp://192.168.11.254/live/streamname
    Note: 主要網址需與您在步驟 3 所輸入的網址一致。

以上設定完成後，即可使用手機相機作為影像輸入來源。返回至手機 app 錄影頁面，按下錄影鍵，即可在線上導播介面中收

到手機相機畫面。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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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顯示圖標表
KL-3WT 提供 10.1 吋 LCD 顯示屏，用於錄影監控 , 螢幕顯示有錄影 / 串流指示、事件圖標及錯誤操作警告。

磁碟已滿 網路連線失敗 無線麥克風連線 直播串流錯誤

前置 USB 錄製失敗 操作無效 前置 USB 錄製中 磁碟故障

 無影像輸入 前置 USB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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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暫停 韌體更新中

韌體更新失敗 風扇異常

關機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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