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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bstract: The present invention provides a video platform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system, comprising a local platform video
service module, a third-party platform video service interface, an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module, a user development kit module,
and a client service module; the local platform video service module i s configured to upload local platform video service data to the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module; the third-party platform video service interface i s configured to upload video service data collected
by the third-party platform to the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module; the user development kit module i s configured to send user data of
various adopted user development kits to the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module; the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module i s configured to
analyze and process the received video service data and user data, and transfer the analysis result to the client service module; and
the client service module i s configured to graphically display an analysis result. A n embodiment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provides a
video platform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system, that i s to say a method, facilitating real time acquisition by a client of video platform
data information, enabling targeted and more efficient business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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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细则 4.17 的声明： 本国际公布：

一 关 于 申请 人 有 权 要 求 在 先 申请 的优 先 权 (细 则 一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 3)) 。
4.17(iii))

本发 明提供一种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系统 ，本平 台视频业务模块 、第三方平 台视频业务接 口、分析处理模块 、
用 户开发包模块 、客户服务模块 ；本平 台视频业务模块配置 以将本平 台的视频业务数据上传 至分析 处理模
块 ：第三方平 台视频业务接 口配置 以将 第三方平 台收集 的视频业务数据上传至分析处理模块 ；用户开发 包模
块配置 以将采用 不同用户开发包 的用 户数据发送至所述分析处理模块 ：分析处理模块配置 以对接收 的视频业
务数据和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并将分析结果传输至客户服务模块 ：客 户服务模块配置 以以图文显示分析
结果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系统即方法 ，有利于客户实时掌握视频平 台的数据信 息，并针
对性的做 出更加高效的业务决策。



视 频 平 台监 控 分析 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互联 网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

背景技术

在 当前的互联 网领域 高度活跃 的大背景下，尤其是 网络视频 、电子商务、

社 交平 台或者 即时通信等热 门的板块里 ，均存在着十分激烈的竟争 。互联 网

公 司作为互联 网服务的提供方；其一方面也在不断的对原有 的业务进行优化 、

改 良和转型 ，稳 固现有 的用户群体 ；另一方面致力于开发 出更加新颖、更加

具有活力的新业务，以紧跟行业的动态，获取更多新用户和关注度 。归根到

底 ，能提供相 比竟争者更为优异的用户体验 ，才是吸 引用户的关键 所在 。

随着大数据 的发展 ，互联 网领域需要对各种数据 （例如 ，流量分析 、服

务质量 、用户分析 、内容分析 、播放分析等 ）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对

资源进行更加合理的分配与调用 。

现有技术 中对信 息的监测都是 以分散 的形式进行独立监测的，相互之 间

没有任何的联 系，当各种信 息之 间需要相互的调用时，需要跨平 台进行调用 ，

处理效率低 ，不利与统一的监测以及对 网络资源的调配。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的实施方式提供一种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以 用 于解决现有技

术 中对各种信 息以分散 的形式进行独立监测 ，相互之 间没有任何 的联 系，当

各种信 息之 间需要相互的调用时，需要跨平 台进行调用 ，处理效率低 ，不利

于利用海量的平 台数据 以 及从平 台数据 中发掘价值 的技术 问题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提供 了一种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包括 ：本



平 台视频业务模块 、第三方平 台视频业务接 口、分析处理模块 、用户开发 包

模块 、客户服务模块；

所述本平 台视频业务模块配置以将本平 台的视频业务数据上传至所述分

析处理模块；

所述第三方平 台视频业务接 口配置以将第三方平 台收集的视频业务数据

上传至所述分析处理模块；

所述用户开发 包模块配置以将釆用不同用户开发 包的用户数据发送至所

述分析处理模块；

所述分析处理模块配置以对接 收的视频业务数据和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 ，并将分析结果传输至所述客户服务模块；

所述客户服务模块配置以以 图文显示所述分析结果。

通过本发 明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帮助客户发掘视频价值 ，提 高投

入产 出比 （ROI ), 控制投 资风险，360 度全景展现视频的使用情况及行业动

态，紧密追踪 目标用户群兴趣 变化 ，唤醒海量数据价值 ，辅助客户做 出精 细

化业务决策。

附 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描述 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一 简单地介绍，显 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是本发 明

的一些 实施例 ，对 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来讲 ，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 ，还 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 为本发 明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一实施方式的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 明中的分析处理模块一 实施方式的示意 图；

图 3 为本发 明中的数据管理单元的一 实施方式的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 明中的数据存储单元的一 实施方式的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 明中的数据处理单元的一 实施方式的示意图；

图 6 为实施本发 明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的架构 图。

具体 实施 方式

为使本发 明实施例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完整地描述 ，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 明一部分 实施例，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 。基 于

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作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所获

得 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需要说 明的是 ，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 申请 中的实施方式及 实施方式中

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

本发 明可用于众多通用或专用的计算 系统环境或配置 中。例如 ：个人计

算机 、服务器计算机 、手持设备或便携式设备 、平板型设备 、多处理器系统 、

基 于微处理器的系统 、置顶盒 、可编程 的消费电子设备 、网络 PC、小型计算

机 、大型计算机 、包括以上任何 系统或设备 的分布式计算环境等等 。

本发 明可以在 由计算机执行的计算机可执行指令 的一般上下文 中描述 ，

例如程序模块。一般地 ，程序模块 包括执行特定任务或 实现特定抽 象数据类

型的例程 、程序 、对 象、组件 、数据结构等等。也可以在分布式计算环境 中

实践本发 明，在这些分布式计算环境 中，由通过通信 网络而被连接 的远程处

理设备 来执行任务。在分布式计算环境 中，程序模块可以位 于 包括存储设备

在 内的本地和远程计算机存储介质 中。

最后 ，还需要说 明的是 ，在本文 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

仅仅用来将一个 实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 实体或操作 区分开来 ，而不一定要求

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 间存在任何这种 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 。而且 ，术



语 " 包括" 、" 包含 " ，不仅 包括那些要素，而且还 包括没有 明确列出的其他要

素，或者是还 包括为这种过程 、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

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 句" 包括 ... ...，，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 包括所述要

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中还存在另外的相 同要素。

本发 明实施例中可以通过硬件处理器 （hardware processor ) 来 实现相关

功能模块。

如 图 1 所示，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视频平台监控分析 系统 ，包括：本

平 台视频业务模块、第三方平 台视频业务接 口、分析处理模块、用户开发 包

模块、客户服务模块；

本平 台视频业务模块配置以将本平 台的视频业务数据上传至分析处理模

块；

第三方平台视频业务接 口配置以将第三方平 台收集的视频业务数据上传

至分析处理模块；

用户开发 包模块配置以将釆用不同用户开发 包的用户数据发送至分析处

理模块；

分析处理模块配置以对接收的视频业务数据和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并将分析结果传输至客户服务模块；

客户服务模块配置以以图文显示分析结果。

通过本实施方式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帮助客户发掘视频价值 ，提

高投入产 出比 （ROI ) , 控制投资风险，360 度全景展现视频的使用情况及行

业动态，紧密追踪 目标用户群兴趣 变化 ，唤醒海量数据价值 ，辅助客户做 出

精细化业务决策。

本实施方式中，客户服务模块至少可以从直播 、点播以及 CDN 网络三方

面进行分析 （分别以直播仪表盘、点播仪表盘 、CDN 网络仪表盘等数据仪表



盘 的形式进行多层级的分析展示 ）；本 实施方式中以直播仪表盘为例：

实时分析 当前在线人数 、当前带宽、今 日累计人数 、今 日累计流量 、当

前热点视频 、访 问来源地 图、视频访 问趋势排名 ；在线人数趋势分析 、带宽

趋势分析 ； 内容平均观看 时长 、内容人 均观看量 、内容跳 失率；流量来源分

析 ，流量是来 自 PC 端还是移动用户端 ，来 自新客户还是老客户 、来 自 IOS

操作 系统还是 Android 操作 系统等；用户画像分析 ，分析用户的年龄 、性别、

消费层级、地域分布 、关注的热 门标签等 。

数据仪表盘 （Dashboard ) 是一种数据可视化工具 ，即可以向用户形象的

展现数据分析 的结果 ，又可 以通过动态交互式的方式帮助用户分析 商业问题 。

本 实施方式中 , 通过分析处理模块将本平 台视频业务模块的业务数据 （业

务模块至少包括云直播业务、云点播业务、CDN 文件加速业务 、流媒体分发

业务、小文件加速业务、广告业务 中的一种 ）和第三方平 台收集的视频业务

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后通过客户服务模块的仪表盘进行 实时的显示，从 而实现

对视频平 台的分析监控 ，以使视频平 台的运 营者可以实时 了解视频平 台的运

正常运行 的情况下保证用户体验 ，保证健康稳定的用户群体 ，为视频平 台的

运 营者做 出合理的运 营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从而实现海量业务数据到数据价

值 的转 变。

此外 ，通过第三方平 台视频业务接 口以及用户开发 包模块 的设 置满足 了

不 同客户的个性化 的需求 ，客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需求通过用户开发 包模

块对本 系统进行个性化 的配置 ，并通过第三方平 台视频业务上传 自己平 台的

第三方 日志信 息到本 系统 ，从 而实现对本平 台的个性化 的分析监控 ，并为客

户提供针对性个性化 的策略建议 。

如 图 2 所示 ，在一些事 实方式中，分析处理模块 包括数据管理单元 、数

据存储单元 、数据处理单元 、运 营管理单元 、计 费单元；



数据存储单元配置以接 收所述本平 台的视频业务数据和第三方平 台收集

的视频业务数据 ，进行 归一化处理得到归一化数据 ；

数据管理单元配置以根据用户开发 包发送的用户数据 ，从 归一化数据 中

筛选 出目标数据 ；

数据处理单元配置以对 目标数据进行在线、沿线和 离线处理得到分析处

理结果；

统计和监控 ；

计 费单元配置以根据分析处理结果对视频平 台进行计 费和成本核算。

本 实施例 中的分析处理模块为一个服务器或者服务器集群 ，其 中数据管

理单元 、数据存储单元 、数据处理单元 、运 营管理单元 、计 费单元可以分别

是单独 的服务器或者服务器集群 ，此时，上述单元之 间的交互表现为各单元

所对应 的服务器或者服务器集群之 间的交互。

如 图 3 所示 ，在上述 实施方式的基础上 ，数据管理单元 包括具有数据建

模组件和知识库组件 的元数据服务器、搜 索组件和推荐组件 ；

搜 索组件配置以根据用户数据基 于数据建模组件和知识库组件 筛选 目标

数据 ；和/或

推荐组件配置以根据用户数据基 于数据建模组件和知识库组件 簿选 目标

数据 。

本 实施例 中的数据管理单元为一个服务器或者服务器集群 ，其 中具有数

据建模组件和知识库组件 的元数据服务器、搜索组件和推荐组件可以分别是

单独的服务器或者服务器集群 ，此时，上述元数据服务器和各组件之 间的交

互表现为各元数据服务器和各组件所对应 的服务器或者服务器集群之 间的交

互。



元数据服务器主要的功能是对元数据库和元数据标准进行管理和操作 ，

其主要功能有注册元数据标准，基于元数据标准建立元数据库 ，对元数据库

和元数据标准的注册和删除；注册和删除用户，修改用户密码 ，修改用户权

限；在元数据库里导入元数据标准等。

元数据 （Meta data ) , 又称中介数据 、中继数据 ，为描述数据的数据 （data

about data ) , 主要是描述数据属性 （property ) 的信息，用来支持如指示存储

位置、历史数据 、资源查找、文件记录等功能。元数据算是一种 电子式 目录，

为 了达到编制 目录的 目的，必须在描述并收藏数据的内容或特 色，进而达成

协助数据检 索的 目的。

数据管理单元 可 以为数据管理平台 （DMP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

是利用大数据技术从海量杂乱的数据 中抽取 出有价值信息的，DMP 平台在数

字广告领域 ，大数据和数据管理平 台大有可为。在数字广告蓬勃发展 、数据

大爆炸、广告程序化购买的今天，DMP 利用大数据技术从海量杂乱的数据 中

抽取 出有价值信息以帮助广告主搞定大数据处理问题。

DMP 数据管理平 台能够帮助所有 涉及广告库存购买和 出售的各方管理

其数据 、更方便地使用第三方数据 、增强他们对所有这些数据的理解 、传回

数据或将定制数据传入某一平台，以进行更好地定位。

DMP 通过将各种来源的数据进行规范化 、标签化管理，为DSP ( 互联 网

广告 Demand-Side Platform ) 等提供数据支持 ，能使 DSP 获得更好的投放效

果，广告程序化购买，让广告 实时的定向投放成为可能，同时也刺激 了整个

行业用数据去售卖广告 ，DMP 实现真正找准海量用户的个性化特征 ，为其分

类，贴上标签 ，然后推荐给不同类型的广告主，在 RTB 广告产业链 中价值不

可小觑 。

如 图 4 所示，在一些事实方式中，数据存储单元 包括收集器、解析器、

分布式存储器，收集器配置以接收所述业务数据和第三方 日志，收集器配置



以接收视频业务数据 ，解析 器配置以对视频业务数据做 归一化处理 ，分布式

存储器配置以存储 归一化后 的数据 。

分布式存储 器的优点在于，物理介质分布到不同的地理位置 ，可釆用多

套低端的小容量的存储设备分布部署 ，设备价格和维护成本较低 ；小容量设

备分布部署 ，对机房环境要求低 。

本 实施例 中的数据存储单元为一个服务器或者服务器集群 ，其 中收集器、

解析器、分布式存储 器可以分别是单独 的服务器或者服务器集群 ，此时，上

述收集器、解析 器、分布式存储器之 间的交互表现为收集器、解析 器、分布

式存储 器所对应 的服务器或者服务器集群之 间的交互。

如 图 5 所示 ，在一些事实方式中，数据处理单元 包括在线计算器、沿线

计算器、离线计算器，其 中：

在线计算器 包括 实时计算组件和会话追踪组件 ，实时计算组件 配置以至

少分析视频平 台的 当前热点视频 、视频访 问趋势排名 、视频访 问地域排名 ；

会话追踪组件配置以实时跟踪用户的访 问行为；

沿线计算器 包括 商务智能查询组件和数据视 图组件 ，商务智能查询组件

配置以根据客户需求查询相 关信 息，数据视 图组件配置以根据所述相 关信 息

生成 图文信 息；

离线计算器 包括模型训练组件和用户画像组件 ，模型训练组件 配置以根

据客户行为选择数据模型 ，用户画像组件 配置以根据数据模型绘制用户画像 。

本 实施 中的在线计算器、沿线计算器、离线计算器可以分别为一个单独

的服务器或者服务器集群 。

本 实施方式中，通过 实时计算组件 实时分析 当前热点视频 、视频访 问趋

势排名 、视频访 问地域排名并呈现给客户 ，从 而客户可以针对 当前热点视频 、

视频访 问趋势排名 、视频访 问地域排名等编排更合理的节 目布局 ，从 而达到



更好的推广效果，以便进行更多的增值业务的推广，锁定更大的用户量，并

制定相应的广告投放方案，从而达到更好的广告的投放收益；此外用户根据

视频访 问地域排名的不同可以针对性的重点服务访 问量排名靠前的地域，因

为一般视频平台的服务能力是有限的，这样有重点的进行资源的分配，有利

于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保证对客户更高质量的服务，提升用户体验。具体的

可 以根据 当前热点视频的类型，推送与其类型相 同或者相近的视频类型以便

获取更多的用户的点击量，根据视频访 问趋势排名的情况可以删除排名靠后

的视频资源，以 留出更多的空间给 当前的热点视频。

本实施方式中的会话追踪组件可以釆用以 下 4 种追踪方式之一：

1、持续使用 Cookie 。例如：

String sessionID=makeUniqueString();

HashMap seesionInfo=new HashMap();

HashMap globalTable= findTableStringSession();

globalTable.put(sessionID,sessionInfo);

Cookie sessionCookies =new Cookie("JSESSIONID", sessionlD);

sessionCookie.setPath("/");

reponse.addCookie(sessionCookie);

上面这段代码先将会话信息记录在 HashMap 中保存在服务器端，并用

sessionlD 标识，然后把 sessionlD 保存在名为"JSESSIONID" 的 Cookie 种。用

户请求到达服务器后 ，先从 Cookie 中取 出 sessionlD, 然后从 HashMap 种取

出会话信息。从而实现会话追踪。

2、重写包含额外参数的 URL ( URL Rewriting )

URL 重写是利用 GET 方法，在 URL 的尾部添加一些额外的参数来达到会话

追踪的 目的，服务器将这个标识符与它所存储的有关会话的数据关联起来，

URL 看起来如：http://localhost/file.html;jsession=1234 。

3、建立含有数据的隐藏表单字段 （Hidden Form Field )



利用 HTML 内的 Hidden 属性，把客户端的信息，在用户不察觉的情形

下，随着请求一起发送给服务器处理。

如： <input type="hidden" name="userID" value="15">

4、使用 内建 session 对象

JSP 的内建 session 对象的会话机制基于 Cookie 或 URL 重写技术，融合

了这两种技术的有点，当客户端允许使用 Cookie 时，内建 session 对象使用

Cookie 进行会话追踪，如果客户端禁用 Cookie, 则选择使用 URL 重写。

商务智能查询 （B I -Business Intelligence) 是一种运用了数据仓库，在线

分析和数据挖掘等技术来处理和分析数据的崭新技术，目的是为企业决策者

提供决策支持。

数据查询是最简单的 B I 应用，现在最高层面的工具就是支持浏览器的全

拉拽界 面，把 查询条件 自己来组织 ，完全释放 了数据 查询 的灵活性 ，如

Yonghong Z-Suite 的数据查询界面 Query Editor, 允许用户通过纯浏览器界

面，以鼠标拖拽操作定义数据查询要素，并以报表和图表等多种方式展现数

据。但是基本的底层还是基于当前应用的数据库 SQL 查询

通过模所述型训练组件配置以根据客户需求定义数据模型以配合用户画

像组件 实现对用户的不同维度 （用户画像组件至少包括年龄、性别、消费层

级、地域分布、及近期兴趣点 ）的分类，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关注视频平台

的用户的年龄、性别、消费层级、地域分布、以及近期兴趣点，从而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针对年龄段来推送各个年龄段感兴趣的产品的业务推广，根据性

别的差异性开展更具针对性，成效更高的推广；针对消费层级，推送更准确

的价位产品的推送，从而提 高订单的达成率；通过地域的特性可以根据地域

文化的差异进行针对不同地域的业务推广等；此外通过图文生成模块将各分

析模块的分析结果以图文图表的形式呈现 出来，更有利于用户直观的进行对

比分析 ，帮助用户更加高效的做 出针对不同的业务的决策。



本实施方式中用户的画像还 包括用户的职业、倾向性、活跃度及操作记

录等信息，可 以从 更多的维度描述用户画像 ，并且每个维度之下对应着若干

的标签名 ，代表着用户在该维度中的属性。例如本实施例中，年龄 、性别和

职业均是描述用户本身特性的维度 。年龄这一维度上 ，可对应的标签名有

<0~15 岁>、<15~25 岁>、<25~35 岁>、<35~50 岁> 和<50 岁以上 〉 ，每个

用户在该维度上，必然有一个与 自身情况相 匹配的标签名。同样，性别维度

对应的标签名 包括< 男性>和< 女性> ；职业维度对应的标签名 包括< 工程

师>、< 教师>、< 医生>、< 法律从业者> 或者< 公务员> 等等。倾向性、

活跃度及操作记录等维度 ，描述了用户使用网络服务的具体情况。倾向性维

度可以衡量用户的兴趣倾向，包括的标签名例如有< 电视剧>、< 电影> 或<

综艺节 目> 等。活跃度维度可以衡量用户参与网络服务的频繁程度。操作记

录维度具体的记录了用户的浏览内容。

由于本实施例中所述分析方法的开放性极强，保存的用户信息样本越大，

覆盖 内容越全面，则分析得到的结果就会更加丰富。所以实际的用户数据库

中，包括的维度以及维度对应的标签名是种类极多的，在此不再列举更多。

关于用户近期兴趣点，是通过获取用户的历史观看记录来获取 ，分析用

户的历史观看记录确定用户喜爱的视频类型，进而将相应的用户偏好提醒消

息推送至用户终端的播放界面，实现 了针对各个用户观看偏好和习惯的立体

化地视频推荐，极大地提 高了的视频推荐的准确率。

具体的，在服务器获取用户的历史观看记录之前，用户可以先在用户终

端完成登录操作 。例如 ，用户可以使用用户名为" 15224945611" 的用户名和

"123321" 的密码登 录某客户端或 网站 ，此 时服 务器获取 匹配于用户名 为

"15224945611" 的该用户的历史观看记录。其中，该历史观看记录可以包含有

MAC(Media Access Control) 地址，具体的，MAC 地址用来表示互联 网上每

一个站点的标识符 ，釆用十六进制数表示，共六个字节 （48 位 ）。其中，前



三个字节是 由 IEEE 的注册管理机构 RA 负责给不 同厂 家分配的代码（高位

24 位），也称为"编制上唯一的标识符 " （Organizationally Unique Identifier),

后 三个字节（低位 24 位）由各厂 家 自行指派给生产 的适配器接 口，称为扩展

标识符 （唯一性 ）。一个地址块可以生成 2Λ24 个不 同的地址 ，每个 网络位置

会有一个专属于它的 MAC 位址。

服务器根据历史观看记录，统计用户对 于不 同视频类型的点击量 。具体

的，服务器可以统计在该 网站 内的搜 索关键 字和点击率 ，并记录相 关的关键

字和点击率 。若统计分析数据 大于 系统 内预制的阔值 ，则将这些视频信 息进

行标记 。

例如 ，某用户早上选择在某网站的视频节 目数据库 中的一则新 闻报道进

行观看 ，服务器收到观看指令后 ，对相 关类型的视频的搜 索量和点击率进行

次数统计 ，若 电子设备 的统计次数 大于阔值 ，则系统会对这类报道进行标记 ，

标记该用户在早 间喜欢观看新 闻 艮道。

服务器根据用户对于不 同视频类型的点击量 ，确定用户喜爱的视频类型。

其 中，该用户喜爱的视频类型为点击量最高的视频类型。可选 的，该用户喜

爱的视频类型也可以是点击量处于预先设 置的点击量 区间的视频类型。例如 ，

若预先设 置点击量 大于 15 次的关键词所对应的视频类型为用户喜爱的视频

类型 ，若该用户第 16 次点击某战争剧集进行播放 时，服务器确定用户喜爱

的视频类型为战争 片。

具体 的，在服务器根据历史观看记录，统计不 同视频类型的点击量之后 ，

统计分析 大于系统 内预制的阔值 的视频类型 ，进而将这些视频信 息进行标记 ，

确定用户喜爱的视频类型 。

服务器根据用户喜爱的视频类型 ，生成用户偏好提醒消息并推送至用户

终端。其 中，用户偏好提醒消息包括用户喜爱的视频类型对应 的视频的信 息。

一般地 ，所推送的视频可 以不为历史观看记录中的视频。



具体 的，在服务器根据 不 同视频类型的点击量 ，确定用户喜爱的视频类

型之后 ，服务器向用户偏好提醒消息 内添加对应视频的链接 ，建立用户偏好

提醒消息与对应视频的播放 页面的链接 关系，进而将用户偏好提醒消息输 出

至用户终端 。当用户点击该用户偏好提醒消息后 ，链接至对应 的播放界 面完

成视频推荐 。

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运 营管理单元 包括统计组件 、监控组件 ；

统计组件配置以统计视频平 台的 当前在线人数 、当前带宽、累计访 问人

数 、累计流量；

监控组件配置以监控视频平 台的在线人数走势，带宽 占用走势。

通过统计组件 实时的监测视频平 台的当前在线人数 以及 累计访 问人数 ，

从 而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得 出一天中具体 的什 么时间段 的访 问人数最多，以及

一年 中哪一天的 累计访 问量最多等信 息，以利于后续趋势分析模块根据历史

的数据来预测以后 的访 问人数 的多少，从 而为其更加合理的调用 网络资源，

例如带宽资源、流量等资源，同时也 可 以在访 问高峰期进行推广更多的业务

( 例如 ，在视频或者 网页中进行广告的植入 ）。

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计 费单元 包括计 费组件 、成本精算组件 ；

计 费单元配置以实时计算客户的累计消费额；

成本精算组件 配置 以 实时计算视频平 台的运 营成本 。

本 实施方式中通过计 费单元于成本精算单元 的设 置，客户以及 经 营者可

以实时 了解 自己的消费情况以及收益情况，并根据 当前的消费与收益预测后

期的消费与收益情况，从 而为提前制定 出后期的运 营资金 的预算提供可靠的

参考信 息，制定更合理的战略部署。

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客户服

务模块 包括 ：



用于显示视频平 台的业务参数 的仪表盘 ；

用于对视频平 台的业务经营进行分析 的分析组件 。

分析组件从流量分析 、服务质量分析 、用户分析 、内容分析等方面展开。

流量分析方面主要进行带宽查询 、流量查询 、区域查询 、ISP 查询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即，互联 网服务提供 商）、请求数查询 、回 源比查询等；

服务质量分析方面主要进行卡顿比统计 、慢速 比统计 、播放 流畅度统计 、

跳 失率统计等；用户分析方面主要进行用户画像分析 、用户数查询 、用户活

跃度分析等；内容分析方面主要进行热 门排行分析 。

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本发 明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还 包括分析视频平

台的带宽、流量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即，互联 网服务提供 商）、请

求数 。

本 实施方式中可以对视频平 台的带宽及流量进行多维度 的分析查询 ，例

如可以通过时间的划分查看不 同粒度 下的带宽使用情况，还可以通过地域的

限制查看不 同地域 的带宽的使用情况，通过互联 网服务提供 商的选择查看不

同互联 网服务提供 商的带宽使用情况等 ，从 而实现 了对带宽使用情况的精 细

化 的监控 。同时能够 实时查看不 同的互联 网服务提供 商的流量情况，如 电信 、

联通 、移动 、长城 、国外 、中国铁通 、中华 电信 、广 电网、香港宽频等互联

网服务提供 商的流量使用情况，从 而可 以更加合理的选择 互联 网服务提供 商

作为合作伙伴 。

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本发 明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实时分析组件还 配

置以分析视频平 台的慢速 比、卡顿比。

本 实施方式中通过统计视频平 台的慢速 比和卡顿比可以实时掌握对用户

的网络服务的质量 ，以便进行 实时的调整 ，保证服务质量 ，提升用户体验 ，

以获取 更加稳定健康 的用户群体 。



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本发 明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还 包括将所述分析

结果生成 图文文件 的报告组件 ，配置以将各分析模块的分析结果生成报告文

件 ，以及用于下载 图文文件 的下载组件 。本 实施方式中通过针对 不 同分析模

块的分析结果形成针对性的报告文件 ，供视频平 台运 营者参考 ，从 而做 出更

加 准确有效 、准对性强的业务调整决策。

需要说 明的是 ，对于前述的各方法实施例，为 了简单描述 ，故将其都表

述为一 系列的动作合并，但是本领域技术人 员应该知 悉，本发 明并不受所描

述的动作顺序 的限制 ，因为依据本发 明，某些步骤可以釆用其他顺序或者 同

时进行 。其次，本领域技术人 员也应该知悉，说 明书中所描述的实施例均属

于优选 实施例 ，所涉及的动作和模块并不一定是本发 明所必须的。

在上述 实施例 中，对各个 实施例的描述都各有侧重，某个 实施例 中没有

详述的部分 ，可以参见其他 实施例的相 关描述。

本发 明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用来帮助客户更好地利用数据 ，提 高决

策质量 ，从 大量的数据 中提取信 息与知识的过程 。简单讲就是业务 、数据 、

数据价值应用的过程 。本发 明中的 BI 查询是各子产品线 内数据深入分析 的综

合性平 台，客户可以通过本产品实现多维度 ，不 同尺度 的数据查询 ，快速 回

答复杂商业 问题 。各个分析指标 ，相互关联 、相互渗透 ，形成 了庞 大的体 系，

从 五 个角度来切入 大数据解读 ：流量分析 、服务质量 、用户分析 、内容分析 、

播放分析 ，从 而 帮助客户快速 "提纲挈领 " ，帮助客户发掘视频价值 ，提 高

投入产 出比 （ROI ), 控制投 资风险；360 度全景展现视频的使用情况及行业

动态，紧密追踪 目标用户群兴趣 变化 ，唤醒海量数据价值 ，基 于分析提 高视

频广告盈利能力，辅助客户做 出精 细化业务决策。

通过本发 明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视频产业链上的客户 ，可以以多

种方式实现数字资产 变现与增值 ，例如：

广 电企业：周期性评估收视数据 ，调整新节 目组合 ，保证用户覆盖 ；



制 片方：用数据来评估 不同演员与观众产生的共鸣；

电商：完整用户行为链 ，发现潜在消费群 ，提 高下单率；

营销 ：建立渠道组合模型 ，增加品牌曝光量及观众参与度 ；

广告 ：建立多种投放 形式与 目标分布组合 ,找到广告与节 目时长 的平衡

点；

大型活动：提前感知激增 高峰 ， 自动切换备用方案 ，保障服务效果。

如 图 6 所示 ，为实施本发 明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的架构 图，在本 实

施例 中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600 包括 ，本地视频平 台 610 、第三方视频平

台 620 、用户开发服务器 630 、处理服务器 640 、客户终端 650 , 其 中本地视

频平 台 610 、第三方视频平 台 620 、用户开发服务器 630 和客户终端 650 分别

通过数据总线与处理服务器 640 通信连接 。本实施例 中的本地视频平 台 610 、

第三方视频平 台 620 、用户开发服务器 630 、处理服务器 640 、客户终端 650

分别相应于图 1 中所示的各模块与接 口，其 中本地视频平 台 610 相应于本平

台视频业务模块；第三方视频平 台 620 通过第三方平 台视频业务接 口将第三

方平 台收集的视频业务数据上传至所述分析处理模块 ( 即，处理服务器 640 ) ;

用户开发服务器 630 相应于用户开发 包模块 ，用于将釆用不同用户开发 包的

用户数据发送至所述分析处理模块 （即，处理服务器 640 ) ; 处理服务器 640

相应于分析处理模块 ，用于对接 收的视频业务数据和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

并将分析结果传输至所述客户服务模块 ( 客户终端 650 )。

本 实施例 中本地视频平 台 610 、第三方视频平 台 620 、用户开发服务器

630 、处理服务器 640 、客户终端 650 可 以分别是单独的服务器或者服务器集

群 ，此时，上述本地视频平 台 610 、第三方视频平 台 620 、用户开发服务器

630 、处理服务器 640 、客户终端 650 之 间的交互表现为其所对应 的服务器或

者服务器集群之 间的交互。



以上所描述的方法实施例仅仅是示意性的，其中所述作为分离部件说明

的单元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上分开的，作为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

者也可以不是物理单元，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或者也可以分布到多个网络

单元上。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者全部模块来实现本实施例

方案的目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的劳动的情况下，即可以

理解并实施。

通过以上的实施方式的描述，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各实

施方式可借助软件加必需的通用硬件平台的方式来实现，当然也可以通过硬

件。基于这样的理解，上述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部

分可以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可以存储在计算机可

读存储介质中，如 ROM/RAM 、磁碟、光盘等，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

计算机设备 （可以是个人计算机，服务器，或者网络设备等 ）执行各个实施

例或者实施例的某些部分所述的方法。

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应明白，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可提供为方法、系统、

或计算机程序产品。因此，本发明可釆用完全硬件实施方式、完全软件实施

方式、或结合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实施方式的形式。而且，本发明可釆用在一

个或多个其中包含有计算机可用程序代码的计算机可用存储介质（包括但不

限于磁盘存储器和光学存储器等）上实施的计算机程序产品的形式。

本发明是参照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方法、设备（系统)、和计算机程序

产品的流程图和/ 或方框图来描述的。应理解可由计算机程序指令实现流程

图和/ 或方框图中的每一流程和/ 或方框、以及流程图和/ 或方框图中的流程

和/ 或方框的结合。可提供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到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

嵌入式处理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以产生一个机器，使得通

过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执行的指令产生用于实现在流

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 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



装置。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存储在 能引导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

备 以特定方式工作 的计算机可读存储 器中，使得存储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器

中的指令产生 包括指令装置的制造 品，该指令装置 实现在流程 图一个流程或

多个流程和/ 或方框 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 中指定的功能。这些计算机程序

指令也可装载到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上 ，使得在计算机或其他

可编程设备上执行一 系列操作 步骤 以产生计算机 实现 的处理 ，从 而在计算机

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 的指令提供用于实现在流程 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

和/ 或方框 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 中指定的功能的步骤 。

最后应说 明的是 ：以上 实施例仅用以说 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 ，而非对其

限制；尽管参照前述 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 了详细的说 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 员应 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 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 改，或

者对其 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 ；而这些修 改或者替换 ，并不使相应技

术方案 的本质脱 离本发 明各 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包括：本平 台视频业务模块 、第三方平

台视频业务接 口、分析处理模块 、用户开发 包模块 、客户服务模块；

所述本平 台视频业务模块配置以将本平 台的视频业务数据上传至所述分

析处理模块；

所述第三方平 台视频业务接 口配置以将第三方平 台收集的视频业务数据

上传至所述分析处理模块；

所述用户开发 包模块配置以将釆用不同用户开发 包的用户数据发送至所

述分析处理模块；

所述分析处理模块配置以对接 收的视频业务数据和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 ，并将分析结果传输至所述客户服务模块；

所述客户服务模块配置以图文显示所述分析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分

析处理模块 包括数据管理单元 、数据存储单元 、数据处理单元 、运 营管理单

元 ；

所述数据存储单元配置以接收所述本平 台的视频业务数据和第三方平 台

收集的视频业务数据 ，进行 归一化处理得到归一化数据 ；

所述数据管理单元配置以根据用户开发 包发送的用户数据 ，从所述 归一

化数据 中筛选 出目标数据 ；

所述数据处理单元配置以对 目标数据进行在线、沿线和 离线处理得到分

析处理结果；



进行统计和监控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数

据管理单元 包括具有数据建模组件和知识库组件 的元数据服务器、搜 索组件

和推荐组件 ，

所述搜 索组件 配置以根据所述用户数据基 于数据建模组件和知识库组件

筛选 目标数据 ；和/或

所述推荐组件 配置以根据所述用户数据基于数据建模组件和知识库组件

筛选 目标数据 。

4、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数

据存储单元 包括收集器、解析 器、分布式存储器，所述收集器配置以接 收所

述视频业务数据 ，所述解析 器配置以对所述视频业务数据做 归一化处理 ，所

述分布式存储器配置以存储 归一化后 的数据 。

5、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数

据处理单元 包括在线计算器、沿线计算器、或 离线计算器，其 中：

所述在线计算器 包括 实时计算组件和会话追踪组件 ，所述 实时计算组件

配置以至少分析视频平 台的 当前热点视频 、视频访 问趋势排名 、视频访 问地

域排名 ；所述会话追踪组件配置以实时跟踪用户的访 问行为；

所述沿线计算器 包括 商务智能查询组件和数据视 图组件 ，所述 商务智能

查询组件 配置以根据需求查询相 关信 息，所述数据视 图组件配置以根据所述

相 关信 息生成 图文信 息；

所述 离线计算器 包括模型训练组件和用户画像组件 ，所述模型训练组件



配置以根据用户行为选择数据模型 ，所述用户画像组件 配置以根据数据模型

绘制用户画像 。

6、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运

营管理单元 包括统计组件和监控组件 ；

所述统计组件 配置以统计视频平 台的 当前在线人数 、当前带宽、累计访

问人数 、或 累计流量；

所述监控组件 配置以监控视频平 台的在线人数走势 ，带宽 占用走势。

7、根据权利要求 1-6 中任一项所述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其特征在

于，所述客户服务模块 包括：

用于显示视频平 台的业务参数 的仪表盘 ；

用于对视频平 台的业务经营进行分析 的分析组件 。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客

户服务模块还 包括：

用于将所述分析结果生成 图文文件 的报告组件 ；

用于下载所述 图文文件 的下载组件 。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仪

表盘 包括直播仪表盘 、点播仪表盘 、或 CDN 网络仪表盘 ，

所述直播仪表盘 、点播仪表盘 、CDN 网络仪表盘分别配置以图文形式显

示所述分析结果。



10、根据权利要求 1-6 任一项所述的视频平 台监控分析 系统 ，其特征在

于，所述本平 台视频业务模块 包括云直播单元 、云点播单元 、CDN 文件加速

单元 、流媒体分发单元 、小文件加速单元 、或广告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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