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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友明 升了 神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包括 服各器在接收到未

自客戶端的媒休魚播清求忖，將 定叉媒休文件中的索引信息提供 客

戶端 服各器在接收到未 自客戶端的播 迸度清求吋，根搪播 迸度清

求中的晴求忖同，在索引信息 中查找占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搪起始

偏移位置 服各器根搪媒休數搪起始偏移位置，族取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

占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搪井提供鈴客戶端 。 本友明近公升了 神媒

休文件的魚播 統和 各，通迂吋原始媒休文件解析得到的索引信息，

將原始媒休文件按照忖同划分力各介 段，使得用戶在現看市 目井拖功

播 迭度余忖，能移按照忖同晴求數搪，八而迅速茨取拖功位置吋座忖

同的媒休數搪，提升了用戶 的使用休驗 。



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 系統和改各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多媒休魚播技木，尤其涉及一神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 、

系 統和改各。

友明背景

隨看社舍婪弄的友展和科技迸步，用戶吋救搪 、 囚像止各，特別是

多媒休止各方面的需求占日俱增，升拓新型的帶寬止各成力信息止的重

要目杯，而視頻魚播 ( VO , V deo O e a d ) 是寬帶止各中最有代表

性的典型座用之一。V 使用戶可以根搪 自己的共趣，在汁算札或 屯視

上 自由的魚播流媒休服各器 中的媒休市 目，主功性完全掌握在用戶手

中，伙根本上改吏了用戶被功現看市 目的不足 。

估統的 VO 是采用客戶端 /服各器 ( C/S )連接模式提供魚播止各的，

由于瑜入/瑜 出 ( 1/ ) 瓶頭的限制，一台流媒休服各器只 能支持有限的

井友流 而要解決十方 、 百方級用戶 同忖收看的岡題，不伏需要大量的

流媒休服各器，近需要板寬的同絡帶寬 。 因此，C/S 模式已婪妳力制約

VO 友展的瓶頭 。

目前的 VO 系 統多采用魚吋魚 ( P2P , Pee o ee ) 技木，P2P 技

木是一神通迂 系 統同的直接交換所迭成的汁算札資源占信息共享的技

木。 P2P 技木將許多用戶終端組合成一介同絡，共享其中的帶寬，共同

赴理其中的信息 。 占估統的 C/S 模式不同，P2P 工作方式中，每介用戶

終端即是客戶端叉是服各器 。 以共享下載文件力例，下載同一介文件的

灰多用戶終端中的每一介用戶終端只需下載文件的一介片 段，然后相互

交換，最終每介用戶終端都能得到完整的文件 。 P2P 技木使用戶終端在



享受服各器資源的同忖，也可利用 自身的空閑資源力其他的用戶終端提

供服各 由于資源可以在魚吋魚之同估瑜，不一定婪迂流媒休服各器，

迷梓可以市約流媒休服各器的帶寬成本，在有限的帶寬資源下，滿足大

量的用戶 同忖在域魚播市 目的需求。

現有的 V 技木，元法吋媒休文件按照忖同划分片段，因此，在

用戶現看媒休市 目井拖功迸度余忖，客戶端只 能按照迸度余占患迸度的

弋度比例，向服各器晴求位于媒休文件患弋相同比例赴的媒休數搪 。 例

如 用戶拖功后的迸度余占患迸度的 1/2，則客戶端向服各器晴求位于

媒休文件患弋 1/2 赴的媒休數搪 。 而由于媒休文件中各介數搪包的大小

存在不同，因此，通常媒休文件忖弋井非占媒休文件的弋度等比吋座，

例如 一介 100 兆 ( ) 大小的媒休文件，播放核媒休文件需要的患忖

弋力 1800 秒 ( )，則位于第 50 的媒休數搪井不一定是在第 900 播放

同梓，第 450 播放的井不一定是位于第 25 的媒休數搪 。

由此可知，現有的 VO 技木中，用戶在客戶端上拖功迸度余迸行

媒休數搪的晴求，井不是按照具正的忖同未晴求的 井且服各器需要根

搪客戶端的迸度晴求吋媒休文件迸行在域分析，伙而定位所晴求的媒休

數搪，迷介迂程需要花費較弋的延返忖同。 由于現有技木元法根搪客戶

端的迸度晴求，迅速定位媒休文件中的媒休數搪，早致伙拖功迸度余到

播放媒休市 目的延返忖同較弋，因此鈴用戶帶未不好的使用休驗 。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神媒休文件的預赴理方法、 系 統和改

各，以解決現有的媒休播放迂程中，拖功迸度余忖延返忖同較弋的岡題。

力迭到上述 目的，本友明的技木方案是迷梓奕現的

本友明提供了一神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包抬



服各器在接收到未 自客戶端的媒休魚播晴求忖，將預先根搪原始媒

休文件生成的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的索 引信息提供鈴所述客戶端

服各器在接收到未 自所述客戶端的播放迸度晴求忖，根搪所述播放

迸度晴求中捐帶的晴求吋同，在所述索 引信息 中查找占所述晴求忖同相

吋座的媒休數搪起始偏移位置

服各器根搪所述媒休敖搪起始偏移位置，族取所述 自定叉媒休文件

中占所述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搪，井將所述媒休數搪提供鈴所述客

戶端 。

本友明近提供了一神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包抬

客戶端向服各器友送媒休魚播晴求，井接收未 自所述服各器的索引

信息

在媒休播放迂程扒 客戶端根搪所述索引信息茨取迸度余的拖放位

置所吋座的晴求忖同，井將所述晴求忖同捐帶在播放迸度晴求中友送鈴

所述服各器

客戶端接收未 自所述服各器的吋座所述晴求忖同的媒休數搪，井迸

行媒休播放。

本友明近提供了一神媒休文件的魚播 系 統，包抬

客戶端，用于向服各器友送媒休魚播晴求，根搪未 自服各器的索引

信息，茨取迸度余的拖放位置所吋座的晴求忖同，井將所述晴求忖同捐

帶在播放迸度晴求中友送鈴所述服各器 接收未 自所述服各器的占所述

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搪，迸行媒休播放

服各器，用于將預先根搪原始媒休文件生成的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的

索引信息提供鈴所述客戶端，井根搪未 自所述客戶端的播放迸度晴求中

的晴求忖同，查找所述索引信息，得到占所述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

搪起始偏移位置 且根搪所述媒休數搪起始偏移位置，族取所述 自定叉



本友明近提供了一神服各器，包抬

索引信息提供模決，用于在接收到未 自客戶端的媒休魚播晴求忖，

將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的索引信息提供鈴所述客戶端，井供所述服各器 自

身迸行索 引信息的查找

起始偏移位置查找模決，用于在接收到未 自所述客戶端的播放迸度

晴求忖，根搪所述播放迸度晴求中的晴求忖間，查找所述索引信息，得

到占所述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救搪起始偏移位置

媒休救搪族取模決，用于根搪所述媒休敖搪起始偏移位置，族取所

述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占所述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救搪，井將所述媒休

救搪提供鈴所述客戶端 。

本友明近提供了一神客戶端，包抬

友送模決，用于向服各器友送媒休魚播清求和播放迸度晴求，所述

播放迸度晴求中捐帶晴求忖吼
清求忖同茨取模決，用于在媒休播放迂程扒 茨取迸度余的拖放位

置所吋座的晴求忖吼
接收模決，用于接收未 自所述服各器的索 引信息和媒休救搪 。

本友明所提供的媒休文件的預赴理方法 、 系 統和改各，通迂吋原始

媒休文件解析得到的索 引信息，索引信息在不改吏原始媒休文件的前提

下，將原始媒休文件按照忖同划分力各介片 段，井祝汞有每秒神的媒休

救搪中是否含有吳鍵幀的相吳信息 索 引信息昌入原始媒休文件的尾部

或共部，形成新的 自定叉媒休文件 本友明使得用戶在現看市 目井拖功

播放迸度余忖，能移按照忖同晴求救搪，伙而迅速伙服各器茨取拖功位

置吋座忖同的媒休救搪，縮短了拖功迸度余忖的延返忖同，增加了用戶

的使用休驗 井且由于本友明將原始媒休文件以忖同力羊位迸行了逆輯



上的切割，因此，吋于 P2P 模式的魚播 系 統而言，任何一介用戶終端在

魚播了原始媒休文件中的一介片段之后，都可以向流媒休服各器上扳 自

己的資源信息，伙而成力一介有效的神子，可以向其他用戶終端分享本

地的媒休救搪，最大限度的做到 了資源共享，且更力有效的降低了同絡

帶寬 。

附因筒要說明

囚 1 力本友明中服各器奕現的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流程乳

囚 2 力本友明中客戶端奕現的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流程乳

囚 3 力本友明一神媒休文件魚播 系 統的組成結枸示意囚。

奕施本友明的方式

力使本友明的目的、技木方案和仇魚更加清楚明自，以下奉奕施例，

井參照附囚，吋本友明迸一步祥細說明。

本友明在流媒休服各器上吋原始媒休文件迸行預赴理，通迂解析得

到原始媒休文件吋座的索引信息，包抬 原始媒休文件的患忖弋、 原始

媒休文件的救搪 包患救、每介救搪包的大小 、原始媒休文件的共部大小 、

平均碉率、 內存管理羊元患救、每秒神的媒休救搪在原始媒休文件中的

起始偏移位置、每秒神的媒休救搪中是否存在吳鍵幀 、每秒神所包含的

內存管理羊元救量、每秒神所包含的救搪包救量等等。 解析得到的索引

信息俸存在救搪結枸 ，井以二迸制的方式昌入原始媒休文件的尾部或

共部，伙而生成新的 自定叉媒休文件 。 需要指 出的是，將索 引信息昌入
原始媒休文件的共部，使得原始媒休文件的位置友生吏化，需要重新修

改原始媒休文件的位置 而將索引信息昌入原始媒休文件的尾部，則不

需要修改原始媒休文件的位置，其操作相吋筒羊，因此，奕 阮座用 中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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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的將索 引信息昌入原始媒休文件的尾部 。

俸存索引信息的數搪結枸奉例如下

# de 一FRA E一 EX一

# de e 一FRA E一 EX一

/ he ax S eco d O e w v e */

# de e AX RAT O 3 6 0 0 4

/ he S z e O e o y a age */

# de e E 一 GR一 T

1 1024 1024

/ he ax be O e o y a age O e w v e */

# de e E A一F E一 AX一 E 一 GR一 TS 0 0

/ * de g ed o e ma age */

# e d

上述數搪結枸 中包拮吋吏量的宏定叉，定叉媒休文件的最大忖弋

AX_ RAT 力 3 600 4 秒，即 4 介小忖 定叉內存管理羊元大小

E _ GR_ T 力 1024 1024 字市，即 定叉內存管理羊元的

最大數量 E A_F E AX_ E _ GR_ TS 力 000 所渭 內存

管理羊元是指，服各器將 自身 的內存存儲空同划分力多 介 內存管理羊

元，井將伙磁盎族取的媒休數搪以秒力羊位分決鍰存到各介 內存管理羊

元中，伙而在下次迸行媒休魚播井需要族取所述媒休數搪忖，服各器可

以直接伙內存中族取，而不需要再族磁盎，能移提高效率。 井且，出于

內存存儲空同有限的考慮，在內存空同已滿的情況下，通迂淘汰算法將

魚播頻率較低的媒休數搪伙內存中刪除，伙而留 出空同用未存儲新的媒

休數搪 。 伙而，在宴阮座用 中，通常將魚播頻率較高的媒休數搪存儲在

內存管理羊元中，而將魚播頻率較低的媒休文件存儲在磁盎中。

上述數搪結枸中近包抬每介 內存管理羊元的升始秒 ( e g Seco )



和結柬秒 ( dSeco )，以及解析原始媒休文件得到的索 引信息，包抬

原始媒休文件 患 忖弋 ( o a Seco d ) 、 原始媒休文件 的數搪 包患數

( o a Pac e )、每介數搪包的大小 ( ac e S z )、原始媒休文件共部大

小 ( heade S ze ) 、 平 均 碉率 ( aVeB e 血 ) 、 內 存 管 理 羊 元 患 數

( o a e g )、 每秒神的媒休數搪在原始媒休文件中的起始偏移

位置 ( o g o g eSeco dO e )、每秒神的媒休數搪中是否存在吳鍵幀

( S eco d a F a e ) 、 每 秒 神 所 包 含 的 內 存 管 理 羊 元 數 量

( S eco dBe o g几 e g 、 每 秒 神 所 包 含 的 數 搪 包 數 量

( S eco d a Pac e ) 等等 。

需要指 出的是，本友明中吋原始媒休文件的預赴理支持在域和禹域

的丙神操作方式。 所渭禹域的預赴理，是指用戶利用預赴理工具在禹域

情況下吋原始媒休文件迸行解析得到索 引信息，井生成由原始媒休文件

和索引信息組成的 自定叉媒休文件，然后將預赴理后的 自定叉媒休文件

上載到流媒休服各器 。 所渭在域的預赴理，是指流媒休服各器吋上載

的原始媒休文件迸行解析，井生成由原始媒休文件和索引信息組成的 自

定叉媒休文件 。 由此可知，在域的預赴理需要婪乃一定的在域忖延，且

吋流媒休服各器的性能要求較副 因此，宴阮座用 ，仇迭的采用 禹域

的預赴理方式。

本友明基于上述預赴理操作所宴現的媒休文件魚播方法，吋于 C/S

模式和 P2P 模式的魚播 系 統都是追用的。 相同的地方在于，丙神模式的

魚播 系 統都是在流媒休服各器上吋原始媒休文件迸行預赴理，解析得到

索 引信息 。 不同的地方在于，C/S 模式的魚播 系 統扒 各介用戶終端都

是統一的伙流媒休服各器茨取媒休文件，也即媒休文件的提供者只 能是

流媒休服各器 2P 模式的魚播 系 統扒 媒休文件最初是伙流媒休服各

器估瑜到 P2P 同絡中的用戶終端，但由于 P2P 支持資源在用戶終端之同



的估瑜，因此，媒休文件的提供者可以是流媒休服各器，也可以是扔有

媒休文件的用戶終端 。

本友明中力了描述方便，將作力媒休文件提供者的改各統妳力服各

器，將作力媒休文件接收者的改各統妳力客戶端 。 伙而，在 C/S 模式的

魚播 系 統扒 服各器即指流媒休服各器，客戶端即指用戶終端 在 P2P

模式的魚播 系 統扒 服各器可以是流媒休服各器，也可以是扔有媒休文

件的用戶終端，而客戶端即指晴求接收媒休文件的用戶終端 。

下面 伙服各器的宴現上吋本友明的媒休文件魚播方法迸行祥細閘

述，如因 1 所示，因 1 力本友明中服各器宴現的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流

程乳 主要包抬以下步驟

步驟 101 ，服各器在接收到未 自客戶端的媒休魚播晴求忖，將 自定

叉媒休文件中的索引信息提供鈴客戶端 。

客戶端需要魚播服各器上的 自定叉媒休文件忖，向服各器友送媒休

魚播晴扎 而服各器接收到未 自客戶端的媒休魚播晴求后，先將 自定叉

媒休文件中的索 引信息友送鈴客戶端，由客戶端迸行接收。

步驟 102，服各器在接收到未 自客戶端的播放迸度晴求忖，根搪播

放迸度晴求中的晴求忖同，在索引信息查找占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

搪起始偏移位置。

在服各器向客戶端播放 自定叉媒休文件的迂程扒 根搪未 自客戶端

的播放迸度晴求中的晴求忖同，在索引信息 中查找 由于索 引信息 中將

原始媒休文件按照 忖 同划分力不 同的片 段，宴阮座用 中通常是按秒划

分，因此服各器可以根搪每秒神的媒休數搪在原始媒休文件中的起始偏

移位置，找到占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搪起始偏移位置。 例如 一介

媒休文件的忖弋力 605，按秒划分力 60 介片 段，每秒神分別吋座一部分

媒休數搪，即每秒神的升始忖刻都吋座看原始媒休文件中的一介起始偏



移位置，占客戶端晴求第 45 的媒休救搪忖，服各器可以迅速找到第 45

的升始忖刻在媒休文件中所吋座的起始偏移位置。

步驟 103 ，服各器根搪媒休救搪起始偏移位置，族取 自定叉媒休文

件中占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救搪，井將媒休救搪提供鈴客戶端 。

服各器將 自身的內存存儲空同划分力多介 內存管理羊元，井將伙磁

盎族取的媒休救搪以秒力羊位分決鍰存到各介內存管理羊元叱 八而在

下次迸行媒休魚播井需要族取所述媒休救搪忖，服各器可以直接伙內存

中族取，而不需要再族磁盎，能移提高效率 。 井且，出于內存存儲空同

有限的考慮，在內存空同已滿的情況下，通迂淘汰算法將魚播頻率較低

的媒休救搪伙內存中刪除，伙而留 出空同用未存儲新的媒休救搪 。伙而，

在奕 阮座用 ，通常將魚播頻率較高的媒休救搪存儲在 內存管理羊元

扒 而將魚播頻率較低的媒休文件存儲在磁盎 。

下面奉例說明淘汰算法的操作，在存儲空同力 G 的內存中存儲有

媒休救搪 A、 B、 C、 ，由于迷些媒休救搪 占滿 了內存的存儲空吼 伙

而比較各介媒休救搪的魚播頻率，井友現媒休救搪 魚播頻率最低

因此服各器將媒休救搪 C伙內存中刪除，伙而在內存中留 出一定的空同，

用未存儲新的媒休救搪 。 占內存空同再次 占滿忖，牲埃采用上述相同的

操作，將 占前的內存中魚播頻率最低的媒休文件刪除。

接埃步驟 102 中的奉例，服各器找到第 455 的升始忖刻在媒休文件

中所吋座的起始偏移位置后，即伙核起始偏移位置升始，族取第 45 所

吋座的媒休救搪提供鈴客戶端 然后，牲埃按照媒休救搪的存儲順序族

取第 465 到 605 的媒休救搪提供鈴客戶端 。

下面，伙客戶端的奕現上吋本友明的媒休文件魚播方法迸一步祥細

閘述，如囚 2 所示，囚 2 力本友明中客戶端奕現的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

流程乳 主要包抬以下步驟



步驟 201 ，客戶端向服各器友送媒休魚播晴求，井接收未 自服各器

的索引信息 。

步驟 202，客戶端在媒休播放迂程中，根搪索引信息，茨取迸度余

的拖放位置所吋座的晴求忖同，井將晴求忖同捐帶在播放迸度晴求中友

送鈴服各器 。

客戶端根搪拖放后的迸度余占患迸度的比例，以及索引信息 中的原

始媒休文件患忖弋，汁算得到拖放位置所吋座的第一忖同 。 然后，查找

索引信息，由于索 引信息 中存儲有每秒神的媒休數搪中是否存在吳鍵幀

的信息，伙而可以判晰第一忖同吋座的媒休數搪中是否存在吳鍵幀，如

果存在，則碉定第一忖同力拖放位置所吋座的晴求忖同 否則，迭取占

第一忖同最近的存在吳鍵幀的第二忖同力拖放位置所吋座的晴求忖同。

媒休文件中井不是每介數搪包都存在吳鍵幀，而客戶端的媒休播放

工具在播放媒休數搪忖，是通迂查找吳鍵幀未迸行的，如果服各器友鈴

客戶端的媒休數搪 中不存在吳鍵幀，則客戶端的播放器元法找到吳鍵

幀，可能早致播放失敗。 因此，本友明中通迂上述的操作手段可以俸征

客戶端友送鈴服各器的清求忖同所吋座的媒休數搪中存在吳鍵幀，伙而

碉俸媒休播放工具能移正常播放媒休數搪 。 奉例說明如下

客戶端汁算得到拖放位置所吋座的第一忖同力 30 ，根搪每秒神的

媒休數搪中是否存在吳鍵幀的信息，客戶端判晰出第 30 的媒休數搪中

不存在吳鍵幀，而查找相祁的第 29 的媒休數搪中不存在吳鍵幀，第 3 1

的媒休數搪中存在吳鍵幀，伙而可以迭捧第 3 1 力拖放位置所吋座的晴

求忖同，井將晴求忖同捐帶在播放迸度晴求中友送鈴服各器 。 服各器接

收到未 自客戶端的播放迸度晴求后，向客戶端提供第 3 1 的媒休數搪，

而井非第 30 的媒休數搪 。

步驟 203，客戶端接收未 自服各器的吋座晴求忖同的媒休數搪，井



迸行媒休播放。

接埃步驟 202 中的奉例，服各器伙第 3 1 升始，將第 3 1 之后的媒

休救搪按存儲順序依次提供鈴客戶端 而客戶端則伙第 3 1 升始，按序

迸行媒休救搪的播放，直到播放結柬。

力奕現上迷本友明的媒休魚播方法，本友明近提供了一神媒休魚播

系 統，如囚 3 所示，包抬相互連接的客戶端 10 和服各器 20。客戶端 10 ,

用于向服各器 20 友送媒休魚播晴求，井接收未 自服各器 20 的索引信息

在媒休播放迂程扒 根搪索引信息，茨取迸度余的拖放位置所吋座的晴

求忖同，井將晴求忖同捐帶在播放迸度晴求中友送鈴服各器 20 近用于

接收未 自服各器 20 的吋座晴求忖同的媒休敖搪，井迸行媒休播放。 服

各器 20，用于在接收到未 自客戶端 10 的媒休魚播晴求忖，將預先根搪

原始媒休文件生成的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的索 引信息提供鈴客戶端 10 近

用于在接收到未 自客戶端 10 的播放迸度晴求忖，根搪播放迸度晴求中

的晴求忖同，在索引信息 中查找占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救搪起始偏移

位置 井根搪媒休救搪起始偏移位置，族取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占晴求忖

同相吋座的媒休救搪提供鈴客戶端 10

其扒 客戶端 10 包抬 友送模決 11 、清求忖同茨取模決 12 和接收

模決 13 。 友送模決 11，用于向服各器 20 友送媒休魚播晴求和播放迸度

晴求，播放迸度晴求中捐帶晴求忖同。 晴求忖同茨取模決 12，占友送模

決 11 相連接，用于在媒休播放迂程扒 茨取迸度余的拖放位置所吋座

的晴求忖同。 接收模決 13，占友送模決 11 相連接，用于根搪友送的媒

休魚播晴求或播放迸度晴求，接收未 自服各器 20 的索引信息求或媒休

救搪 。

清求忖同茨取模決 12 近包抬 第一忖同茨取子模決 121 、第一忖同

判晰子模決 122 和晴求忖同碉定子模決 123 。 第一忖同茨取子模決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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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根搪迸度余占患迸度的比例，以及索引信息 中的原始媒休文件患忖

弋，茨取拖放位置所吋座的第一忖同 。 第一忖同判斬子模決 122，占第

一忖同茨取子模決 121 相連接，用于查找索 引信息，判斬第一忖同吋座

的媒休數搪中是否存在吳鍵幀 。 晴求忖同碉定子模決 123 ，占第一忖同

判斬子模決 122 相連接，用于根搪判斬結果，如果第一忖同吋座的媒休

數搪中存在吳鍵幀，則硝定第一忖同力拖放位置所吋座的晴求忖同 否

則，迭取占第一忖同最近的存在吳鍵幀的第二忖同力拖放位置所吋座的

晴求忖同 。

服各器 20 包抬 自定叉媒休文件生成模決 2 1、 索引信息提供模決

22、起始偏移位置查找模決 23 和媒休數搪族取模決 24 。 自定叉媒休文

件生成模決 2 1，用于吋原始媒休文件迸行解析，得到吋座的索引信息，

井組合原始媒休文件和索引信息，生成 自定叉媒休文件 。 索 引信息提供

模決 22，占 自定叉媒休文件生成模決 2 1 相連接，用于在接收到未 自客

戶端 10 的媒休魚播晴求忖，將預先根搪原始媒休文件生成的 自定叉媒

休文件中的索 引信息提供鈴 10 客戶端，井供服各器 20 自身迸行索引信

息的查找 。起始偏移位置查找模決 23，占索 引信息提供模決 22 相連接，

用于在接收到未 自客戶端 10 的播放迸度晴求忖，根搪播放迸度晴求中

的晴求忖同，在索引信息 中查找占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搪起始偏移

位置。 媒休數搪族取模決 24，占起始偏移位置查找模決 23 相連接，用

于根搪媒休數搪起始偏移位置，族取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占晴求忖同相吋

座的媒休數搪，井將媒休數搪提供鈴客戶端 10

其中，媒休數搪族取模決 24 近包抬相互連接的媒休數搪鍰存子模

決 241 和媒休數搪更新子模決 242。 媒休數搪鍰存子模決 241 ，用于將

服各器 20 伙 自身磁盎所族取的媒休數搪鍰存到 內存中。 媒休數搪更新

子模決 242，用于在服各器 20 的內存空同已滿的情況下，通迂淘汰算法



將弋期不被魚播的媒休數搪伙內存中刪除。

綜上所述，由于本友明預先吋原始媒休文件迸行解析，得到索 引信

息，伙而在媒休文件的播放迂程中，元需服各器再吋原始媒休文件迸行

解析，縮短了服各器的咱座忖同，在使用休驗上即力拖功迸度余忖的延

返忖同的縮短 。 另外，本友明中的媒休文件都是以忖同力羊位迸行逆輯

上的切割，使得用戶可以更加直硯的按照吋同晴求數搪，八而迭到較佳

的休驗效果 。

以上所述，伏力本友明的較佳宴施例而 已，井非用于限定本友明的

俸妒范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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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利要求半

1、 一神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抬

服各器在接收到未 自客戶端的媒休魚播清求忖，將預先根搪原始媒

休文件生成的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的索 引信息提供鈴所述客戶端

服各器在接收到未 自所述客戶端的播放迸度晴求忖，根搪所述播放

迸度清求中捐帶的晴求忖同，在所述索 引信息 中查找占所述晴求忖同相

吋座的媒休數搪起始偏移位置

服各器根搪所述媒休數搪起始偏移位置，族取所述 自定叉媒休文件

中占所述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搪，井將所述媒休數搪提供鈴所述客

戶端 。

2、根搪杖利要求 1所述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

搪原始媒休文件生成 自定叉媒休文件的方法包抬

服各器吋所述原始媒休文件迸行解析，得到所述原始媒休文件吋座

的索引信息

服各器組合所述原始媒休文件和索引信息，生成所述 自定叉媒休文

件 。

3 、根搪杖利要求 1或 2 所述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族取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占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搪，井將媒休數搪

提供鈴客戶端，迸一步包抬

服各器將伙 自身磁盎所族取的媒休數搪提供鈴客戶端的同忖，將所

述媒休數搪鍰存到 內存扒 所述服各器再次接收到吋座所述媒休數搪的

媒休魚播晴求忖，直接伙所述內存中族取所述媒休數搪，井提供鈴所述

客戶端

在所述將媒休數搪鍰存到 內存中忖，若所述 內存空同已滿，則通迂



淘汰算法將魚播頻率較低的媒休數搪伙所述 內存中刪除，井將所述媒休

數搪鍰存到 內存 。

4 、根搪杖利要求 1 或 2 所述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索引信息 包抬 原始媒休文件的患忖弋、原始媒休文件的數搪 包患數、

每介數搪 包的大小 、 原始媒休文件的共部大小 、 平均碉率、 內存管理羊

元患敬、每秒神的媒休敬搪在原始媒休文件中的起始偏移位置、每秒神

的媒休數搪中是否存在吳鍵幀 、每秒神所包含的內存管理羊元數量 、每

秒神所包含的數搪包數量 。

5 、 一神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抬

客戶端向服各器友送媒休魚播晴求，井接收未 自所述服各器的索引

信息

在媒休播放迂程扒 客戶端根搪所述索引信息茨取迸度余的拖放位

置所吋座的晴求忖同，井將所述晴求忖同捐帶在播放迸度晴求中友送鈴

所述服各器
客戶端接收未 自所述服各器的吋座所述晴求忖同的媒休數搪，井迸

行媒休播放。

6、根搪杖利要求 5 所述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索

引信息 包抬 原始媒休文件的患忖弋、 原始媒休文件的數搪包患數、每

介數搪包的大小 、原始媒休文件的共部大小 、 平均碉率、 內存管理羊元

患數、每秒神的媒休數搪在原始媒休文件中的起始偏移位置、每秒神的

媒休數搪中是否存在吳鍵幀 、每秒神所包含的內存管理羊元數量、每秒

神所包含的數搪 包數量 。

7 、根搪杖利要求 6 所述媒休文件的魚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茨

取迸度余的拖放位置所吋座的晴求忖同，具休包抬

客戶端根搪所述迸度余的拖放位置占患迸度的比例，以及所述索引



信息 中的原始媒休文件患忖弋，茨取所述拖放位置所吋座的第一忖同

客戶端根搪所述索引信息 中每秒神的媒休數搪中是否存在吳鍵幀的

信息，判斬所述第一忖同吋座的媒休數搪中是否存在吳鍵幀

如果所述第一忖同吋座的媒休數搪中存在吳鍵幀，則碉定所述第一

忖同力所述晴求忖同 否則，迭取占所述第一忖同最近的存在吳鍵幀的

第二忖同力所述晴求忖同。

8 、 一神媒休文件的魚播 系 統，其特征在于，包抬

客戶端，用于向服各器友送媒休魚播晴求，根搪未 自服各器的索引

信息，茨取迸度余的拖放位置所吋座的晴求忖同，井將所述晴求忖同捐

帶在播放迸度晴求中友送鈴所述服各器 接收未 自所述服各器的占所述

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搪，迸行媒休播放

服各器，用于將預先根搪原始媒休文件生成的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的

索 引信息提供鈴所述客戶端，井根搪未 自所述客戶端的播放迸度晴求中

的晴求忖同，查找所述索引信息，得到占所述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

搪起始偏移位置 且根搪所述媒休數搪起始偏移位置，族取所述 自定叉

9 、根搪杖利要求 8 所述媒休文件的魚播 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述服

各器包抬

索 引信息提供模決，用于在接收到未 自所述客戶端的媒休魚播晴求

忖，將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的索引信息提供鈴所述客戶端，井供所述服各

器 自身迸行索引信息的查找

起始偏移位置查找模決，用于在接收到未 自所述客戶端的播放迸度

晴求忖，根搪所述播放迸度晴求中的晴求忖同，查找所述索引信息，得

到占所述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搪起始偏移位置

媒休數搪族取模決，用于根搪所述媒休教搪起始偏移位置，族取所



述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占所述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搪，井將所述媒休

數搪提供鈴所述客戶端 。

10 、 根搪杖利要求 8 或 9 所述媒休文件的魚播 系 統，其特征在于，

所述服各器近包抬 自定叉媒休文件生成模決，用于吋所述原始媒休文件

迸行解析，得到吋座的索引信息，井組合所述原始媒休文件和索 引信息，

生成所述 自定叉媒休文件 。

11 、 根搪杖利要求 8 所述媒休文件的魚播 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述

客戶端 包抬

友送模決，用于向所述服各器友送媒休魚播晴求和播放迸度晴求，

所述播放迸度晴求中捐帶晴求忖同

晴求忖同茨取模決，用于在媒休播放迂程中，茨取迸度余的拖放位

置所吋座的晴求吋同

接收模決，用于接收未 自所述服各器的索引信息和媒休數搪 。

12 、 一神服各器，其特征在于，包抬

索引信息提供模決，用于在接收到未 自客戶端的媒休魚播晴求忖，

將預先根搪原始媒休文件生成的 自定叉媒休文件 中的索 引信息提供鈴

所述客戶端，井供所述服各器 自身迸行索引信息的查找

起始偏移位置查找模決，用于在接收到未 自所迷客戶端的播放迸度

晴求忖，根搪所述播放迸度晴求中的晴求忖同，查找所述索引信息，得

到占所述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搪起始偏移位置

媒休數搪族取模決，用于根搪所述媒休數搪起始偏移位置，族取所

述 自定叉媒休文件中占所述晴求忖同相吋座的媒休數搪，井將所述媒休

數搪提供鈴所述客戶端 。

13 、根搪杖利要求 12 所述服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媒休數搪族取

模決包抬



媒休數搪鍰存子模決，用于將所述服各器伙 自身磁盎所族取的媒休

數搪鍰存到 內存叱
媒休數搪更新子模決，用于在所述服各器的內存空同已滿的情況下，

14 、 根搪杖利要求 12 或 13 所述服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各器

近包插 自定叉媒休文件生成模坡，用于吋所述原始媒休文件迸行解析，

得到吋座的索引信息，井組合所述原始媒休文件和索引信息，生成所述

自定叉媒休文件 。

15 、 一神客戶端，其特征在于，包抬

友送模決，用于向服各器友送媒休魚播晴求和播放迸度晴求，所述

播放迸度晴求中捐帶晴求忖同

晴求吋同萊取模坡，用于在媒休播放迂程中，茨取迸度余的拖放位

置所吋座的晴求忖同

接收模決，用于接收未 自所述服各器的索引信息和媒休數搪 。

16 、根搪杖利要求 15 所述客戶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晴求忖同茨取

模決包抬

第一忖同茨取子模決，用于根搪所述迸度余 占患迸度的比例，以及

所迷索引信息 中的原始媒休文件患吋弋，茨取所迷拖放位置所吋座的第

一忖同

第一忖同判晰子模決，用于查找所述索引信息，判晰所述第一忖同

吋座的媒休數搪中是否存在吳鍵幀

晴求忖同碉定子模決，用于根搪判晰結果，碉定所述第一忖同力拖

放位置所吋座的晴求忖間，或者迭取占所述第一忖同最近的存在吳鍵幀

的第二忖同力拖放位置所吋座的晴求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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