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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述

R4直播路由器是禾鸟科技倾力打造的一款多元化直播工具。发烧的性能，

多样的功能，亲民的价格。我们将努力使R4成为感动大众直播人心的产品。

它是集四大特性的 4合1 的 (专业视频编码器，企业级无线路由器，多LTE上

行聚合，流媒体服务器) 智能直播硬件终端。

R4可配合禾苗手机导播app，禾苗N8导播直播机，或者PC导播软件，如
（OBS,VMIX,MSHOW等） ，即可实现一场全高清的多机位专业直播。

禾苗Live OBS禾苗Play N8导播直播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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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1

◆R4 采用高性能双核处理器,全千兆以太网
接口 1WAN口+2LAN口布局. 内置高通企业级
无线解决方案,802.11ac标准 2.4/5g双频 . 同时
配备�PA(功率放大)，LNA(低噪放大器)，大幅
无线性能。传输距离更远，信号质量更强。

我们首先从您的直播现场网络出发，来解
决直播人无线组网的痛点。除了标配的5db天
线，我们未来还将提供更高规格的选购天线来
满足您的发烧需求

企业级无线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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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内部置入了两个工业级LTE 

4G模块。每个LTE模块均采用高增益

双天线规格。带来增强的信号传送和

接收，降低误码率，尤其显著改善在

快速移动等场景中的通信质量。R4

支持 2 个SIM卡，以及WIFI+LAN ，

共最大4个上行链路聚合。

我们坚持不使用外置式的插卡卡

托，就是希望为用户带去稳定可靠的

4G体验。且不论USB卡托的性能如何，

谁也不希望直播过程中一些可能出现

的磕碰导致卡托松动滑脱等情况的发

生。

产品特性2
多4G上行链路，工业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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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内部搭载了专业的高清音视频编码芯片。支持
最高1080 i/p 60fps

编解码，同时具备良好的兼容性。支持H.264 / 
H265编码算法。拥有了它，R4本身就是一个功能完备
的直播编码器。而它和 N8 等产品组合时，也能扩展多
个接入机位。为了满足您的个性需求，我们提供两种
HDMI 和 SDI 两种接口，供选择。

产品特性3
高清专业编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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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链路聚合服务：它可以接收任意rtmp推流 或者主动拉取各种应用的视频流，并通过禾苗的音视频多链路
聚合传输技术进行聚合直播。R4的最大可用聚合链路共计4个，包括： 2个4G上行链路，1个WIFI链路，1个
WAN口上行链路。
■多平台分发服务：用户可以在R4上指定多个直播平台地址，由它来完成直播流的分发。进一步的，您可以
指定不同的直播平台走不同的上行链路，比如：让SIM1 推斗鱼，SIM2 推熊猫。确保每一路分发信号 ，隔离
可靠。
■本地导播通道 ： R4内置多个RTMP导播通道。通过它即可构建完备的本地导播服务。无人机，摄像头等具
备RTMP推流的终端可以直接通过R4的本地导播通道，进入导播设备或者导播软件， 比如： N8  或者  禾苗
play等。
■媒体录制 ： 我们将提供 一路 视频信号录制功能。它将保存在 SD卡上。选择你所需要的录像其中一路视频
。
■未来 ：我们将通过持续的软件更新，不断的为您带去更多的惊喜

产品特性4
內建禾苗媒体服务引擎，视频流交换中心

R4 革命性的嵌入了功能强大的HeMedia�媒体引擎。�它将为直播人带来 3大类的 媒体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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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您觉得单台R4的上行链路不够用，没有关系。R4独有多设备级联技术，具备无限扩展

可能。1台2卡，2台4卡，3台6卡等.几台R4 可以通过网线 串联起来，形成多设备堆叠方案。这

为您带来： 多个机位机位，更多上行链路……

◆R4之间 也可以通过无线 级联， 凭借R4自身强大的无线

能力，这就是性价比最高的无线图传方案。

产品特性5
多设备堆叠，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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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提供 WEB管理方式，同时可与 禾苗play ，N8play等 禾鸟科技产品良好的配合，我们同时
提供 微信管理操作方式。而在未来不远处，您将使用到微信小程序进来进行R4的操作。

产品特性6
手机APP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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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7

◆R4采用全铝外壳，表面黑色拉丝工艺，高端美观，造型大方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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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拥有强劲的锂电池供电，采用18650锂电池10节，25000mAH，
90W功率，实际工作时间8小时，电池充放电次数1000次。

产品特性8
强 劲 续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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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说明
接 口 图

1 2
345

6

7
8 9 10

13

BAT开关



11

接口说明
接 口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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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IFI主副天线： WIFI信号主副天线，标配5DB(请注意配套天线上有 WIFI标志，不要误用 4G天线)
2、4G模块1主天线：卡1的4G网络主天线。（必接）
3、WIFI主副天线： WIFI信号主副天线，标配5DB(请注意配套天线上有 WIFI标志，不要误用 4G天线)
4、4G模块2主天线：卡2的4G网络主天线。（必接）
5、电源输入：采用标配的12V2A电源适配器，此电源可作为充电接口。注意，在工作状态中，接入充电时，
正常充电，当插掉适配器电源后，设备会断电0.5秒，会影响设备重启。因此，在直播时，插上电源后，不要
再断开适配器电源。
6、RESET：复位开关，开机状态下，按住10秒后放开，设备会自动恢复出厂默认。
7、Micro USB：此接口是供设备用充电宝供电接口，建议选用5V3A输出的充电宝。
8、SD卡座：可插入SD卡，R4提供媒体录制功能，保存的视频存储在SD卡上。
9、SIM2卡座：第二路4G网络卡座，采用中卡插入。芯片接触点朝下，缺口在外向内插入。注意不要插反！
10、SIM1卡座：第一路4G网络卡座，采用中卡插入。芯片接触点朝下，缺口在外向内插入。注意不要插反！
11、4G模块1副天线：卡1的4G网络副天线。（非必需）
12、24G模块2副天线：卡2的4G网络副天线。（非必需）
13、BAT开关：此开关为电池电量显示开关，电池输出开关。当按一下时，显示电池电量。当快速按二下，
是打开或关闭电池输出。
14、WAN口：R4的WAN口，如同一般路由器的WAN口 ，用于连接上网线路。
15、LAN1口：如同一般路由器的WAN口，用于连接内容的上网终端，如电脑等
16、LAN2口：如同一般路由器的WAN口，用于连接内容的上网终端，如电脑等
17、LAN2口：如同一般路由器的WAN口，用于连接内容的上网终端，如电脑等

接口说明 重要提示：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内,红蓝颜色标注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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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指示灯：
Power :设备电源指示灯。
WIFI：WIFI状态灯。
SIM－1：第一路4G网络连接状态灯。
SIM－2：第二路4G网络连接状态灯。

系统工作状态灯sys2:
灭：多链路聚合服务未启动。
亮：多链路聚合服务已启动，但没有传输数据。
闪烁：多链路聚合数据正常传输中。
非常慢的闪烁:多链路聚合协议协商中。电池灯：四个灯全亮代表电池电量充足，当红灯闪亮时，需要
接入充电电源。

19、Audio IN: 外接音频输入口，当需要外接音频时，请在 板卡管理 中设置编码板的音频参数设置为：模拟输入
20、编码板电源开关：此开关为编码板电源开关，当不需要编码板参与推流时，可关闭此电源。
21、RST：外部对编码板 进行单独复位。通电状态下，按住10秒后，对编码板进行恢复出厂操作。
22、HDMI IN或SDI IN：视频信号输入接口。
23、POWER：设备电源总开关。
24、编码板指示灯：
LAN：视频数据指示灯，闪烁表现有数据。
STA：编码板状态灯，当闪烁时，表示编码板有视频源输入。
PWE：编码板电源指示灯。
25、直播开关(按住不放3秒后开启与关闭直播)

系统工作状态灯sys1:
灭： WIFI 工作在AP模式。
亮: WIFI工作在STA模式，已连接。
闪烁: WIFI工作在STA模式,正在连接热点中。

接口说明

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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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线装配：
4G天线装配至标有4G图标的天线座上。如果现场

4G网络好的情况下副天线可以不装。WIFI天线装配

至标有WIFI图标的天线座上。

2、视频信号：
   HDMI线或SDI线，请采用标准的信号电缆，以保

证输入情况的稳定。

3、SIM卡：
    采用中卡，插入时请注意铜接触片朝下，缺口在

外，向内插卡。

装配说明

4G
4G

4G 4GWIFI WIFI

4G

4G天线 视频信号接入口

WIFI

WIFI天线

S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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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R4直播路由器电源开关。
2、用一根网线连接R4的LAN口与您的电脑。（注意，不要连
接到WAN口!）
如果您使用WIFI，可以将您的电脑无线连接到 R4的热点。
3、保持电脑IP地址为自动获取

操作说明

R4出厂信息:

1. LAN口IP地址: 192.168.24.1

2.通用管理入口: http://hmlive.net

3. WIFI SSID：  LR_XXXX(为MAC地址后四位)

4. WIFI密码:  hm123456

5. WEB管理密码: hm123456

开机, 连接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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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们采用域名方式登录WEB，可解决忘记IP地址的问题。

当然您也可以输入 R4的LAN口IP地址来登录WEB。比如 http://192.168.24.1 

4、网络连接成功,打开网页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mlive.net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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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输入管理员密码：(缺省管理密码: hm123456) ，进入R4 
WEB首页。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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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4 WEB首页采用 METRO风格。

左边块区域 显示 设备型号，版本，设备工作时长， 卡1，卡2状态信息。

★聚合账号信息：

首次登录R4，在R4能正确连接互联网之后，此处会显示  聚合服务开通二维码信息。

您可以使用 微信扫码 开通 R4的多链路聚合服务。<参见，聚合开通流程>

已开通聚合服务，此处会显示 绑定的账号信息。

注意:  如果您的R4不能上网 ，该区域会有，设备与服务器连接异常提示！请先保证

您的R4设备能访问互联网。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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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路由功能：
R4首先是一个强大的无线路由器，基础功能都在路由管理菜单钟。
这些功能 ，WEB界面上的信息非常的详尽，无需赘述。
一些特色功能介绍：
◇WIFI STA模式：
R4的WIFI 可以工作在 STA模式。 在该模式下，通过连接其他热点，为R4提供一条上网链路，此
WIFI 链路可用于 聚合服务，多平台分发服务等。

操作说明

注意，将R4的WIFI 切换至STA模

式后，热点就停止了，此时您的

手机将搜索不到R4的WIFI。如果

需要切换会 AP的设置，此时您需

要 通过网线连接R4 WEB，进行

更改操作,或者恢复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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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多上线链路优先级调节:

当您的R4有多条上网链路时， 可以在这里调节 优先级。

优先级最高的链路，为默认上网链路。

R4最大可拥有 4条上网链路，包括 WAN,WIFI, SIM1,SIM2。

注意，这四条链路都可以参与多链路聚合服务，也就时说，R4可以最大实现4链路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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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核心功能在其媒体服务，基于禾鸟科技强大的HeMedia媒体引擎，提供了三大类媒体服务。

在使用多链路聚合业务之前，您需要开通该服务。首次使用，微信扫描 左下侧二维码，如下图所示: 
进入 服务开通页面。

核心功能介绍

多链路聚合
聚合业务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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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如果您还 没有禾苗账号，请您按照 页面指引，完成账号注册。

已经注册禾苗账号后，扫描即可完成 禾苗账号与R4设备的绑定，聚合服务开通成功!

此时 红框内 区域显示为 您的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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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使用多链路聚合进行视频直播：

A.设置聚合直播流，最终发布地址

假设您要在 目睹平台直播，

需要将目睹直播的推流地址 配置到您的禾苗账号的聚合服

务之上。

方法1： 进入微信 -> 禾鸟科技 公众号 -> 选择 我的禾苗 

-> 选择 聚合直播管理。

在这里可以添加您的直播平台推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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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方法二：直接在WEB后面进行添加与删除。如下图：

B.启动R4聚合服务.

方法1：点击首页左上区域的 开始聚合推流，R4的多链路聚合服务立即启动。

方法2：在微信管理端开始与停止聚合服务。

方法3：按住R4设备上的白色开关，按住3秒后开启与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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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C. 开始聚合直播：

注：其它聚合推流设备利用R4实现聚合服务。

此时您可以使用任意推流软件，如N8，禾苗Play，vmix等，将您需要直播的视频流

推送至 R4的多链路聚合服务地址（如下图），即可激活多链路聚合传输。

以上内容 在 媒体服务->多链路聚合 页面内.

注意:R4的聚合服务地址是固定的:  rtmp://hmlive.net/mlp/ch01

日常使用，它可以缓存在您的直播设备或者软件中。

注意：此聚合服务地址是编码设备的推流地址，可以是外部编码器，手机APP，OBS，VMIX等软件推过

来的流，当不采用R4内部编码板进行推流时，请在编码板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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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D. 此时在 首页您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多链路聚合正常传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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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E．微信管理R4参数与开启直播

微信公众号的R4管理中

有一个“设备详情”点开后，

会显示上图内容。可以对R4

进行管理，远程开启聚合服

务，开启后，R4面板上的指

示灯会闪亮，表形开启了聚

合推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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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F、点击 聚合管理 ,可以

进入到 聚合服务详细信

息页面，如右所示:

通过 聚合多链路状态列

表，您可以看到您的聚合

链路传输的详细状态：

R4的多链路聚合引擎，

会根据当前各条链路的网

络状况，智能的将视频流

分配在多条链路之上，并

形成稳定的聚合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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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多直播平台分发

假如您有一场直播，需要同时分发到 乐直播，目睹等平台，一般情况下，您可能会使用 一些直播

平台的 云分发服务。

现在通过R4的多平台分发服务即可完成，R4会完成 多路流的复制和分发工作。您除了需自行承

担上网卡的流量费之外，无需其他额外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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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A.配置直播平台分发地址：

从 媒体服务-> 多直播平台分发，进入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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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请注意底部的 分发直播平台推流地址列表

将您需要把直播内容发布至的目的平台RTMP推流地址填在这里。

R4的多平台分发服务，目前允许分发3个平台。

点击 编辑 按钮，进入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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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如界面所示，填入分发地址， 开启 分发 开关。修改后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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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B.将您需要分发的视频直播流推送到 R4的 多平台分发地址：

此时您可以使用任意推流软件，如N8，禾苗Play，vmix等，将您需要直播的视频流

推送至 R4的分发服务地址（如下图），即可激活多平台分发服务。

注意:R4的多直播平台分发地址是固定的:  rtmp://hmlive.net/relay/ch01

日常使用，它可以缓存在您的直播设备或者软件中。你也可以直播用R4的编码功能直接分发，不

需要外部编码或推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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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C.启动推流，我们可以看到界面底部的 分发状态等信息:

回到开头的例子，您的直播活动，需要分发 平台A和平台B 这两个直播平台。在现场，您为R4配备了两张SIM

卡： 卡1 和 卡2.缺省的，这两个直播流都是经由同一个链路（假设SIM1 优先级高）送出，这种情况下，两个

平台的视频流都会占用上网带宽，可能会互相干扰。

您可以为它们分别指定发送链路 (在编辑中设置)，比如 平台A使用SIM1， 平台B使用 SIM2。这样，各自拥有独

立上行链路，互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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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本地导播通道

R4内置了三条 RTMP通道。可用在内网的导播推拉流。

例如，大疆无人机的APP只能RTMP推流，无法直接拉流。在此之前，为了把无人机的画面引入到 N8等导播台，

需要使用 云导播通道。视频流要在互联网进行一次折返，既费流量，也不稳定。

A.本地推流

以无人机直播为例，现在您只需把 无人机APP的推流地址指向，R4的本地导播通道 推流地址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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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介绍

假设您使用 一号通道, 其推流地址为: rtmp://hmlive.net/live/ch01 ,

将它填在 大疆直播APP上。

B.本地拉取该视频流

方法很简单，将该通道拉流地址,填在导播软件的拉流视频源地址参

数里面，即可。

注意：R4本地导播通道的推拉流地址相同！  N8play和禾苗play 等

软件，在导播界面会自动探测R4的本地导播通道视频流！

视频录制

注：TF卡的容量最大可选择128G，打开录像开关后，可以选择录

制时间长度，也可以选择你要录制的通道。开启直播后，录像也

开启。录制后的文件是FLV格式。如果你需要录像高清的节目源，

可以把编码板的视频分辨率提高或码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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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使用R4内置编码板：

R4自带一个高性能编码模块，可以选择HDMI或SDI输入高清接口，这个编码模块可以作为一个编码器独立使

用. 在很多直播场景中，您不需要设备，即可完成直播。您可以在R4的 板卡管理 界面对它进行配置。

通过 板卡管理 -> 编码板 进入该页面:

首先可以查看板卡基本信息和设置音视频参数，包括

◆编码板型号：模块名称、硬件版本、软件版本、设备号

◆编码板状态信息：接口类型：HDMI或SDI 视频输入、音频输

入、视频输出、音频输出

◆主流实时浏览：RTSP、HDMI拉流地址，可采用禾苗PLAY，

N8PLAY，VLC、VMIX等软件进行拉流。

◆板卡重启与复位。

◆音视频配置：视频参数配置，音频参数配置，图像质量配置。

特别注意：当你的摄像
机输出为50I接入编码板时，
编码帧率要设置为：25  如
果还是采用30的话，直播出
去的图像会出现上下抖动的
情况。



38

灵活使用R4内置编码板：

◆配置编码板推流地址：

推流开关：默认打开，如果关闭，编码板就没有RTMP推流功能

，但仍可以通过编码板的RTSP拉流地址，实现拉流。

推流地址：默认为聚合推流地址：rtmp://hmlive.net/m-

lp/100/ch01 .这里可以设定编码板推流地址。正常的单机直播，

这里可以设置 最终直播平台的RTMP地址，这样编码板可以直接

简单完成推流直播。

点击确认，修改以上参数，编码板会重启生效。

注意：R4出厂时，其内置编码板的 推流地址 指向为 R4聚合服

务地址。只要编码板上电，就会占用R4的聚合服务。此时，如

果您要使用 其他导播软件聚合推流，可以采用如下做法：

■将编码板电源关闭。

■如果您想在直播中使用编码板的信号源，比如作为一个机位。

您可以关闭RTMP推流，或者将编码板的RTMP推流地址指向别

处。

若要灵活使用R4设备，理解并熟练配置 编码板推流地址 乃是要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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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A:HN－R4－HDMI  HDMI接口输入的R4直播路由器

B:HN－R4－SDI    SDI接口输入的R4直播路由器
产品型号：

2、产品规格：

网络部分：

产品类型：          

无线参数：

网络接口：          

视频部分：         

视频                      

HDMI分辨率

SDI分辨率             

                              

                              

编码                       

码率                      

码率控制            

GOP类型               

直播路由器/聚合路由器/直播编码器/无线路由器

802.11ac双频（2.4GHz/5GHz）

RJ45 10/100/1000Mbps WAN口*1 LAN口*2

HDMI、SDI

1920×1080_60i/60P、1920×1080_50i、1280×720_60p、

1280×720_50p等
1280*720P24、1280*720P25、1280*720P30、1280*720P50、
1280*720P60、1920*1080I50、1920*1080I60、1920*1080P24、
1920*1080P25、1920*1080P30、1920*1080P50、1920*1080P60
1920*1080P30、1920*1080P50、1920*1080P60

 H.265/H.264

16kbps～12Mbps

CBR/VBR

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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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AAC、G.711

32K  44.1K

48K，64K，96K，128K，160K，192K，256K

24 bit

64Kb/s~384Kb/s

1000M网口

HTTP， RTSP，RTMP 

可通过网络进行软件升级

音频： 

编码格式               

采样率                  

比特率                    

采样精度 

码率         

系统： 

RJ45           

协议      

升级        

通用部分：

尺寸 

重量 

温度范围 

电源 

功耗 

电池 

(宽x长x高)  205*130*50mm

单台1.25KG

0~45℃(工作)，-20~80℃(存储)

12V/1A 或 5V/2A

10W/1路

90W 25000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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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清单

名称

R4直播路由器       

型号

电源适配器5V3A         

天线2.4G/5G            

天线4G                                         

双层热靴1/4                

备注

R4直播路由器

HN－R4－SDI 

充电用

双频天线

4G高增益天线

用于R4固定

数量

1台

1只

2根

4根

1个

WIFI天线热靴4G天线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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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台摄像机+R4直播路由器组合成多链路聚合直播

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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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台摄像机+N8直播机+R4直播路由器组成三机位导播直播聚盒直播

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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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导播台+R4直播路由器组成多链路网络捆绑直播

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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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摄像机+手机+R4直播路由器组成三机位多链路捆绑直播

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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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台R4直播路由器串接+N8导播切换，实现6张卡实现多链路捆绑直播。

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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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三台R4直播路由器串接+手机导播切换，实现6张卡实现多链路捆绑直播。

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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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二台摄像机+编码器+R4直播路由器，由手机导播切换，实现多链路网络聚合直播

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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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台摄像机+编码器+手机导播实现多链路网络聚合直播

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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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二台摄像机+N8直播机+手机机位实现多链路网络聚合直播

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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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二台摄像机+N8直播机+R4直播机实现多链路聚合直播

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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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二台摄像机+编码器+电脑（OBS、VMIX）实现导播切换直播

应用方案



53

12、无人机推流+运动相机推流+摄像机+手机导播切换实现多链路聚合直播。

应用方案



地址：上海闵行区景联路439号3号楼202室

南通分公司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通京大道82号2号楼四层

电话：400-6026-107

邮箱：JP@hn-video.com

网址：http://www.hemiaoliv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