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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 明公开 了一种实 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 与续传 系统 ，包括视频获取端和媒体服务器端 ；其特征在
于 ：所述视频获取端用 于实 时获取视频场 景数据 ，并 以实 时和续传 两种方 式 向媒体服务器端上传 视频数据
帧 ，所述媒体服务器端用于接收视频获取端实时和续传 的视频数据帧 ，并进行直播 、存储 和合并 ；本发 明还
公开 了一种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方法 。本发 明一方面通过应用层选择性丢帧 ，将丢弃的数据
帧放入续传 队列 ，保证直播 的实时性传输 ，节约传输带宽；另一方面 ，在 随后 网络状况稍好 时通过新连接适
时重传续传 队列 中的数据帧 ，从而保证所存储的视频 的完整性 ，提高点播视频 的质量 。



一种实时流媒体上传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方法及系统 ，属于 网络多媒体

数据传输技术领域 。

背景技术

当今 ，人们对于获得实时事件现场视频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利用专业 的新闻拍

摄设备或手机 、摄像头等便携拍摄设备可 以实时捕获实时事件 的现场信息，并将其快速

传播给大众 。如 图 1 所示，这类系统通常都包含视频拍摄端和媒体服务器端两部分，由

视频拍摄端将实时拍摄 的内容及时上传到媒体服务器 ，通过媒体服务器 向感兴趣 的用户

群体进行直播 。同时，媒体服务器还必须将实时拍摄 的视频进行存储 ，一方面作为备份 ，

另一方面满足后续用户 的点播需求 。

然而，由于上传带宽受限 （如通过 3G 网络进行上传 ）或上传过程 中传输 网络的拥堵

问题 ，为保证直播 的实时性，应允许视频拍摄端 向媒体服务器实时上传视频流 的过程 中

选择性地丢弃一些 已于播放无益的视频帧 （如超过预期播放时间点的视频帧 ）。通常，

实时流媒体传输协议就是通过允许丢帧而达到实时播放 的 目的。但是另一方面，丢帧会

降低直播画面的质量 。如果不恢复这些丢弃 的帧，那么媒体服务器所备份 的视频也将是

不完整的视频 ，后续用户 的点播所观看到的内容将和直播用户 的体验是一样 的。相反，

如果能恢复这些丢弃的帧 ，则能提升视频 的画面质量 ，从而为后续 的点播用户提供高质

量 的体验 。

上述两个需求存在矛盾之处 。一方面，实时的直播需求要求采用实时流媒体传输协

议 ，这类协议一般直接基于 UDP 之上；另一方面，对存储完整性的要求则要求采用可靠

的传输协议 ，如 TCP , 但 TCP 显然会 降低视频传输 的实时性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所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是基于背景技术 的缺 陷而提 出的一种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

的丢帧控制和续传方法与系统 ，一方面通过应用层选择性丢帧，并将丢弃 的数据帧暂存

在客户端续传 队列 ，保证直播 的实时性传输 ，另一方面通过将暂存在续传 队列的视频帧

通过新连接适时重传保证所存储 的视频 的完整性 。

本发 明为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采用 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系统 ，包括视频获取端和媒体服务器端 ；



所述视频获取端用于实时获取视频场景数据 ，并 以实时和续传两种方式 向媒体服务器端

上传视频数据帧，所述媒体服务器端用于接收视频获取端实时和续传 的视频数据帧，并

进行直播 、存储和合并；其 中，

(1)所述视频获取端包括 ：

a, 视频拍摄模块 ，用于实时获取视频场景数据 ，并标记预播放时刻 ；

b , 第一视频序列标识协商模块 ，用于和媒体服务器端协商生成每个视频帧序列的唯

一标识；

c , 发送 队列，用于存储预备发送 的视频帧序列；

d , 发送 队列检测模块 ，用于检测发送 队列中的视频数据帧是否位于发送窗 口之 内；

e, 实时视频上传模块 ，用于按序 向媒体服务器端发送位于发送窗 口内的视频数据帧 ;

f , 续传 队列，用于存储 因实时传输延迟导致 的位于发送窗 口外 的视频数据帧；

g , 续传模块 ，用于在后续网络信道通畅时刻 向媒体服务器端上传续传 队列中的视频

数据帧；

(2)所述媒体服务器端包括 ：

h , 第二视频序列标识协商模块 ，用于和视频获取端协商生成每个视频帧序列的唯一

标识；

i , 实时视频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实时视频上传模块发送 的实时视频数据帧；

j , 实时视频直播模块 ，用于将实时接收到的视频数据帧 向需要的用户群进行直播 ；

k , 存储模块 ，用于将实时接收到的视频数据帧进行存储 ，按照与该视频数据帧相对

应的唯一标识生成视频序列文件 ；

1, 续传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续传模块续传 的视频数据帧；

m , 视频合并模块 ，用于根据视频帧序列的唯一标识，将接收到的续传视频数据帧和

对应标识的视频序列文件进行合并，生成完整的视频序列文件 。

本发 明还提 出一种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方法 ，该方法基于视频获取

端和媒体服务器端 ；所述视频获取端用于实时获取视频场景数据 ，并 以实时和续传两种

方式 向媒体服务器端上传视频数据帧 ，所述媒体服务器端用于接收视频获取端实时和续

传 的视频数据帧，并进行直播 、存储和合并；其 中：

视频获取端 的工作流程包括 ：

步骤 1，与媒体服务器端协商一个用于唯一标识每个视频帧序列的标识；



步骤 2，实时获得视频场景数据 ，并标记预播放时刻 ，同时将视频数据帧置入发送 队

列；

步骤 3，在新视频帧序列到达时检测发送 队列中的视频数据帧，将位于发送窗 口外 的

过时视频数据帧置入续传 队列；

步骤 4，按序 向媒体服务器端发送位于发送窗 口内的视频数据帧；

步骤 5，在后续网络信道通畅时刻通过新连接 向媒体服务器端上传位于续传 队列中的

视频数据帧；

媒体服务器端 的工作流程包括 ：

步骤 6，接收视频获取端发送 的实时视频数据帧，然后将其进行直播 ；同时将接收的

视频数据帧按照与该视频数据帧相对应的唯一标识生成视频序列文件进行存储 ；

步骤 7，接收视频获取端续传 的视频数据帧，将接收到的续传视频数据帧和对应标识

的视频序列文件进行合并，生成完整的视频序列文件 。

进一步的，本发 明的一种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方法 ，所述步骤 3 具

体包括 以下步骤 ：

步骤 3 1，对于新到达 的视频帧序列，设其预计播放时刻为 T ，设发送窗 口的大小为

W , 计算播放时间阀值 T Q=T-W;

步骤 32，检测发送 队列中的视频数据帧预计播放时间，如果其预计播放时间 T P<T Q，

则将该视频数据帧置入续传 队列；

步骤 33，对于位于发送窗 口内的视频数据帧，如果按序待发送 的下一个视频数据帧

为非关键帧 ，则判断与该非关键帧相对应的关键帧是否发送成功：若发送成功，则正常

发送该非关键帧；若发送失败或超时，则将从该非关键帧开始到下一个 出现 的关键帧之

间的所有非关键帧从发送窗 口中移除，置入续传 队列；

步骤 34，在续传 队列中基于视频帧序列的唯一标识将等待续传 的视频数据帧予 以组

织 。

进一步的，本发 明的一种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方法 ，所述步骤 5 具

体包括 以下步骤 ：

步骤 5 1，视频获取端首先将待续传 的视频数据帧所属 的视频帧序列唯一标识发送给

媒体服务器端 ；

步骤 52，得到媒体服务器端确认后 ，视频获取端开始上传视频数据帧；



步骤 53，每成功上传一个视频数据帧，视频获取端将该视频数据帧从续传 队列中删

除；

步骤 54，当所有视频数据帧均成功上传后 ，将该视频序列标识对应的续传 队列释放 。

进一步的，本发 明的一种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方法 ，所述步骤 7 具

体包括 以下步骤 ：

步骤 7 1，接收视频获取端发送 的待续传视频数据帧所属视频帧序列的唯一标识；

步骤 72，向视频获取端发送确认消息；

步骤 73，通过视频帧序列唯一标识确定该视频数据帧对应的视频序列文件 ；

步骤 74，依据时间戳信息，将接收到的续传视频数据帧与对应的视频序列文件进行

合并、存储 。

本发 明采用 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 比，具有 以下技术效果：

首先 ，通过应用层 的选择性丢帧，即设立发送窗 口保证位于发送窗 口之外 的视频帧

不再被实时视频上传模块上传 ，保证直播 的实时性传输 ，节约传输带宽。

其次 ，并不将丢弃 的视频帧永久地丢弃 ，而是放到续传 队列，在 随后 网络状况稍好

时通过新连接适时重传 ，从而保证所存储 的视频 的完整性，提高点播视频 的质量 。

最后 ，选择性丢帧时，如果关键帧因超过播放 时间而被置于续传 队列，则与其关联

的非关键帧不管是否位于发送窗 口内都将被移至续传 队列 ，保证实时传输 的视频帧的有

用性 。

附图说明

图 1 是实时流媒体上传 的丢帧控制和续传 的应用场景配置示意 图；

图 2 是视频获取端和视频服务器端 的流程 图；

图 3 是基于发送窗 口的视频丢帧控制方法示意 图；

图 4 是视频拍摄端和媒体服务器端 的实时处理流程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说 明：

如 图 1 结合 图 4 所示，本发 明的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系统，包括视

频获取端和媒体服务器端两部分 。

其 中，视频获取端用于实时获取视频场景数据 ，并 以实时和续传两种方式 向媒体服

务器上传 ，包括 ：



视频拍摄模块 ，用于实时获取视频场景数据 ，标记预播放时刻 ；

视频序列标识协商模块 ，用于和媒体服务器协商用于唯一标识该视频序列的标识；

发送 队列检测模块 ，用于检测发送 队列中的视频帧是否位于发送窗 口之 内；

实时视频上传模块 ，用于按序 向媒体服务器发送位于发送窗 口内的视频数据帧；

续传模块 ，用于在后续某个时刻 向媒体服务器上传续传 队列中的视频帧；

发送 队列，用于存储未发送 的视频帧序列；

续传 队列，用于存储 因实时传输延迟导致 的位于发送窗 口外 的视频帧，包括与超过

播放时间点的关键帧相关联的非关键帧 （无论其位于发送窗 口与否 ）。

媒体服务器端用于接收实时和续传 的视频帧，并进行直播 、存储和合并，包括 ：

视频序列标识协商模块 ，用于和视频获取端协商用于唯一标识该视频序列的标识；

实时视频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实时视频数据帧；

实时视频直播模块 ，用于将实时接收到的视频数据 向需要的用户群进行直播 ；

存储模块 ，用于将实时接收到的视频数据进行存储 ；

续传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续传 的视频数据帧；

视频合并模块 ，用于将接收到的续传视频数据帧和对应的视频序列文件进行合并，

生成更流畅的视频序列文件 。

如 图 2 所示，本发 明的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方法包括视频获取端 的

工作流程 、媒体服务器端 的工作流程 。

其 中，视频获取端 的工作流程包括 ：

步骤 1，与服务器协商一个用于唯一标识该视频序列的标识 。

步骤 2，视频拍摄模块实时获得视频场景数据 ，标记预播放时刻 ，并将视频帧置入发

送 队列 。

步骤 3，发送 队列检测模块在新视频帧到达时检测发送 队列中的视频帧，将位于发送

窗 口外 的过时视频帧置入续传 队列 。

如 图 3 所示，所述步骤 3 进一步细化为，

步骤 3 1，对于新到达 的视频帧，设其预计播放时刻为 T，设发送窗 口的大小为 W，计

算播放时间阀值 T。=T-W;

步骤 3 2，检测发送 队列中的视频帧预计播放时间，如果其预计播放时间 TP〈 T。，则将

该视频帧置入续传 队列；



步骤 33，对于位于发送窗 口内的帧，如果按序待发送 的下一个帧为 P 帧 （即非关键

帧 ），则判断与该非关键帧相对应的关键帧是否发送成功 ：若发送成功，则正常发送该

非关键帧；若发送失败 ，则表 明对应的关键帧 已超时，与该关键帧相对应的非关键帧数据

的传输对实时播放无益，因而则将从该 P 帧开始到第一个 出现 的 I 帧 （关键帧 ）之 间 （不

包含该关键帧 ）的所有 P 帧从发送窗 口中移除，置入续传 队列；

步骤 34，续传 队列基于视频序列的唯一标识予 以组织 。

步骤 4，实时视频上传模块按序 向媒体服务器发送位于发送窗 口内的视频数据帧 。

步骤 5，续传模块在后续某个时刻通过新连接 向媒体服务器上传位于续传 队列中的视

频帧 。该时刻可 以是网络信道状况改善后 ，通信链路 良好 的时刻 。

所述步骤 5 进一步为，

步骤 5 1，续传模块首先将视频序列唯一标识发送给服务器端 ；

步骤 52，得到服务器确认后开始上传视频数据帧；

步骤 53，每成功上传一个视频数据帧，将该视频数据帧从续传 队列中删除 （可 以是

逻辑上删除）；

步骤 54，当所有视频数据帧均成功上传后 ，将该视频序列标识对应的续传 队列释放 。

如 图 2 所示，媒体服务器端 的工作流程包括 ：

步骤 6，实时视频接收模块接收到实时视频帧后 ，由视频直播模块进行直播 ，由存储

模块进行存储 ；由存储模块进行视频序列存储时，需建立存储空间与该视频序列唯一标

识之 间的关联 。

步骤 7，续传接收模块接收到续传视频帧后 ，与 已存储 的流媒体文件进行合并，生成

质量更流畅的视频文件 。

所述步骤 7 进一步为，

步骤 7 1，接收视频获取端 的续传模块发送 的视频序列唯一标识；

步骤 72，向视频获取端 的续传模块发送确认消息；

步骤 73，通过视频序列唯一标识确定该视频序列对应的视频文件 ；

步骤 74，依据时间戳信息，将接收到的续传视频帧与该视频文件进行合并、存储 。

综合 以上描述 ，本发 明一方面通过应用层 的选择性丢帧放入续传 队列，保证直播 的

实时性传输 ，节约传输带宽；另一方面，在 随后 网络状况稍好时通过新连接适时重传续

传 队列中的视频帧，从而保证所存储 的视频 的完整性，提高点播视频 的质量 。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 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 与续传系统 ，包括视频获取端和媒体服 务器

端 ；其特征在于 ：所述视频获取端用于实时获取视频场景数据 ，并 以实时和续传两种方

式 向媒体服务器端上传视频数据帧 ，所述媒体服务器端用于接收视频获取端 实时和续传

的视频数据帧，并进行直播 、存储和合并；其 中，

(1)所述视频获取端包括 ：

a, 视频拍摄模块 ，用于实时获取视频场景数据 ，并标记预播放时刻 ；

b , 第一视频序列标识协商模块 ，用于和媒体服务器端协商生成每个视频帧序列 的唯

一标识；

c , 发送 队列，用于存储预备发送 的视频帧序列；

d , 发送 队列检测模块 ，用于检测发送 队列中的视频数据帧是否位于发送窗 口之 内；

e, 实时视频上传模块 ，用 于按序 向媒体服务器端发送位 于发送 窗 口内的视频数据

帧；

f , 续传 队列，用于存储 因实时传输延迟导致 的位于发送窗 口外 的视频数据帧；

g , 续传模块 ，用于在后续 网络信道通畅时刻 向媒体服务器端上传续传 队列 中的视频

数据帧；

(2)所述媒体服务器端包括 ：

h , 第二视频序列标识协商模块 ，用于和视频获取端协商生成每个视频帧序列 的唯一

标识；

i , 实时视频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实时视频上传模块发送 的实时视频数据帧；

j , 实时视频直播模块 ，用于将实时接收到的视频数据帧 向需要的用户群进行直播 ；

k , 存储模块 ，用于将实时接收到 的视频数据帧进行存储 ，按照与该视频数据帧相对

应的唯一标识生成视频序列文件 ；

1, 续传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续传模块续传 的视频数据帧；

m , 视频合并模块 ，用于根据视频帧序列 的唯一标识，将接收到的续传视频数据帧和

对应标识的视频序列文件进行合并，生成完整的视频序列文件 。

2. 一种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方法 ，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基于视频获

取端和媒体服务器端 ；所述视频获取端用于实时获取视频场景数据 ，并 以实时和续传两

种方式 向媒体服务器端上传视频数据帧 ，所述媒体服务器端用于接收视频获取端实时和

续传 的视频数据帧，并进行直播 、存储和合并；其 中：



视频获取端 的工作流程包括 ：

步骤 1，与媒体服务器端协商一个用于唯一标识每个视频帧序列的标识；

步骤 2，实时获得视频场景数据 ，并标记预播放时刻 ，同时将视频数据帧置入发送 队

列；

步骤 3，在新视频帧序列到达时检测发送 队列中的视频数据帧，将位于发送窗 口外 的

过时视频数据帧置入续传 队列；

步骤 4，按序 向媒体服务器端发送位于发送窗 口内的视频数据帧；

步骤 5，在后续网络信道通畅时刻通过新连接 向媒体服务器端上传位于续传 队列中的

视频数据帧；

媒体服务器端 的工作流程包括 ：

步骤 6，接收视频获取端发送 的实时视频数据帧，然后将其进行直播 ；同时将接收的

视频数据帧按照与该视频数据帧相对应的唯一标识生成视频序列文件进行存储 ；

步骤 7，接收视频获取端续传 的视频数据帧，将接收到的续传视频数据帧和对应标识

的视频序列文件进行合并，生成完整的视频序列文件 。

3.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一种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方法 ，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 3 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

步骤 3 1，对于新到达 的视频帧序列 ，设其预计播放时刻为 T ，设发送窗 口的大小为

W , 计算播放时间阀值 T Q=T-W;

步骤 32，检测发送 队列中的视频数据帧预计播放 时间，如果其预计播放时间 T p<To，

则将该视频数据帧置入续传 队列；

步骤 33，对于位于发送窗 口内的视频数据帧，如果按序待发送 的下一个视频数据帧

为非关键帧 ，则判断与该非关键帧相对应 的关键帧是否发送成功 ：若发送成功 ，则正常

发送该非关键帧 ；若发送 失败或超 时，则将从该非关键帧开始到下一个 出现 的关键帧之

间的所有非关键帧从发送窗 口中移除，置入续传 队列；

步骤 34，在续传 队列 中基于视频帧序列的唯一标识将等待续传 的视频数据帧予 以组

织 。

4 .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一种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方法 ，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 5 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

步骤 5 1，视频获取端首先将待续传 的视频数据帧所属 的视频帧序列唯一标识发送给

媒体服务器端 ；



步骤 5 2，得到媒体服务器端确认后 ，视频获取端开始上传视频数据帧；

步骤 5 3，每成功上传一个视频数据帧 ，视频获取端将该视频数据帧从续传 队列 中删

除；

步骤 54 ，当所有视频数据帧均成功上传后 ，将该视频序列标识对 应 的续传 队列释

放 。

5 .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一种实时流媒体上传 中的丢帧控制与续传方法 ，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 7 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

步骤 7 1，接收视频获取端发送 的待续传视频数据帧所属视频帧序列的唯一标识；

步骤 7 2，向视频获取端发送确认消息；

步骤 7 3，通过视频帧序列唯一标识确定该视频数据帧对应的视频序列文件 ；

步骤 74 ，依据 时间戳信息，将接收到的续传视频数据帧与对应的视频序列文件进行

合并、存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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