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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message pushing method and system
in an 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system solve the prob -
lem of great system overhead when a message i s trans
ferred through a conventional message system architec
ture. The system comprises a message management serv
er and a message transfer system. The message manage
ment server i s configured to deliver a message to the
message transfer system. The message transfer system
comprises a forwarding control server and a transfer
server. The forwarding control server i s configured to al
locate a transfer server managing a set-top box (STB) to
the STB when the STB logs in the message transfer sys
tem, establish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ransfer server
and the STB, and forward messages between the transfer
server and the STB. The transfer server i s configured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a managed STB thereunder,
send a message to a destination STB through the for
warding control server after receiving the message de
livered by the message management server,, and send a

图 message to the message management server after receiv
ing the message sent by a source S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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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网络电视系统的消息推送方法及系统，解决通过传统的消息系统架构进行消息传送时，系统开销较大
的问题。该系统包括：消息管理服务器和消息传送系统，其中：消息管理服务器设置为：将消息下发到消息
传送系统；消息传送系统包括转发控制服务器和传送服务器 ，其 中：转发控制服务器设置为 ：在机顶盒
( STB ) 登录消息传送系统时，为该 STB 分配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务器，并在传送服务器和 STB 之间建立连

接；以及转发传送服务器与 STB 之间的消息；传送服务器设置为：与其管理的 STB 建立连接，在接收到消息
管理服务器下发的消息后，通过转发控制服务器发送至 目的 STB; 以及在接收到源 STB 发送的消息后将该消
息发送至消息管理服务器。



交互式 网络 电视 系统的消息推送方法及 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 IPTV ( 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交互式网络 电视 ) 多媒体

领域 ，尤其涉及 IPTV 系统的消息推送方法及 系统。

背景技术

IPTV 是一种利用宽带有线电视 网，集互联 网、多媒体 、通讯等多种技术

于一体 ，向家庭用户提供 包括数字电视在 内的多种 交互式服务的技术。

在 IPTV 系统 中时常需要将消息下发到用户机顶盒 （STB ) , 通过在用户

STB 的展示，来完成通知 、广告这些业务。目前的消息推送方式主要有 2 种 ：

1、由电子节 目单 （Electronic Programmer Guide, EPG ) 来生成展示页面，

然后 STB 定时到 EPG 服务器上轮询 ，查询是否有 消息，如果有 消息则获取该

消息并进行展示。

此种方式对性能的影响较 大，并且不能做到将消息迅速下发展示，也无

法支持 消息聊天等端到端的业务功能。

2 、 根据 电信 的消息推动 系统规 范，主要是通过 UDP ( User Datagram

Protocol, 用户数据 包协议 ）主动将消息从运 营商运 营的业务层推送到 STB,

STB 接收到消息后根据约定进行消息内容的展示。

此种方式 因为是将 消息主动往下推送 ，因此能将消息迅速下发下去 ，但

是基 于 UDP 只能作 简单的消息发送 ，且需要增加额外的心跳机制去完成防火

墙穿越 ，也无法支持其他 的多媒体业务，多媒体上的扩展性较差。如 图 1 所

示的符合该规 范的消息系统架构 中，IPTV 消息系统和 IPTV 终端管理 系统处

于同一层 ，当需要 下发 消息时，IPTV 消息系统首先需要和 IPTV 终端管理 系

统进行通讯 ，获取 STB 地址和状态。这样每次下发 消息时，额外的并行通信

带来的系统开销 亦不容忽视 ，随之 而来的性能压力也较 大。

发 明 内容



本发 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 IPTV 系统的消息推送方法及 系统 ，

解决通过传统的消息系统架构进行消息传送时，系统开销较 大的问题 。

为 了解决上述 问题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 IPTV 系统的消息推送 系统 ，包

括：消息管理服务器和消息传送 系统 ，其 中：

所述消息管理服务器设 置为：将消息下发到所述消息传送 系统 ，所述消

息包括 以下消息的一种或几种 ：从第三方服务提供 商接收的消息、在本消息

管理服务器中保存 的消息，从 消息传送 系统上传 的消息；

所述消息传送 系统 包括转发控制服务器和传送服务器，其 中：

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设 置为：在机顶盒 （STB ) 登 录消息传送 系统时，

为该 STB 分配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务器，并在所述传送服务器和 STB 之 间

建立连接 ；以及转发所述传送服务器与所述 STB 之 间的消息；

所述传送服务器设置为：通过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与其管理的 STB 建立

连接 ，在接 收到所述消息管理服务器下发 的消息后 ，通过所述转发控制服务

器发送至该 消息的 目的 STB; 以 及在接 收到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转发 的源

STB 发送的消息后将该消息发送至消息管理服务器。

优选地 ，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与所述 STB 之 间的消息交互，以 及 所述转

发控制服务器与所述传送服务器之 间的信 息交互均釆用 SIP 协议进行 。

为 了解决上述 问题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应用于上述消息推送 系统的消

息推送方法，包括：

STB 登录消息传送 系统时，转发控制服务器为该 STB 分配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务器，并在所述传送服务器和 STB 之 间建立连接 ；

消息管理服务器将 消息下发到传送服务器，所述传送服务器通过转发控

制服务器将所述消息发送至该消息的 目的 STB;

所述传送服务器在接收到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转发 的源 STB 发送的消息

后 ，将该消息发送至消息管理服务器；

所述消息包括以下消息的一种或几种 ：从第三方服务提供 商接收的消息、

在本消息管理服务器中保存 的消息，从 消息传送 系统上传 的消息。

优选地 ，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与所述 STB 之 间的消息交互，以 及 所述转



发控制服务器与所述传送服务器之 间的信 息交互均釆用 SIP 协议进行 。

优选地 ，所述传送服 务器接 收到消息管理服务器发送的消息，在通过转

发控制服务器将所述消息发送至该消息的 目的 STB 之前 ，对所述消息进行 筛

选 ，包括 ：判断发送该 消息的时刻是否到达 ，如果到达 ，则立刻发送 ，如果

没有到达 ，则等待发送时刻到达后再发送；和/或 ，判断该消息的 目的 STB 是

否处于在线状 态，如果是 ，则发送 ，如果不是 ，则待该 目的 STB 上线后再发

送 。

为 了解决上述 问题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 IPTV 系统的消息推送 系统 ，

包括 ：消息管理服务器和消息传送 系统 ，其 中：

所述 消息管理服 务器设 置为：将 消息下发到所述消息传送 系统 ，所述消

息 包括 以下消息的一种或几种 ：从第三方服务提供 商接 收的消息、在本消息

管理服务器中保存 的消息，从 消息传送 系统上传 的消息；

所述消息传送 系统 包括转发控制服务器和传送服务器，其 中：

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设 置为：在 STB 登 录消息传送 系统时，为该 STB 分

配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 务器 ，并将所述传送服 务器的地址信 息发送给所述

STB;

所述传送服务器设 置为：在接 收到所述 STB 的消息后与所述 STB 建立连

接 ，在接 收到所述 消息管理服务器下发 的消息后 ，通过 已建立的连接将所述

消息发送至该消息的 目的 STB; 以及在接 收到源 STB 发送的消息后将该消息

发送至消息管理服务器。

优选地 ，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与所述 STB 之 间的消息交互 ，所述转发控

制服 务 器与所述传 送服 务器之 间的信 息交互 ，以及 所述传 送服 务器与所述

STB 之 间的消息交互均釆用 SIP 协议进行 。

为 了解 决上述 问题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应用于上述消息推送 系统的消

息推送方法，包括 ：

STB 登 录消息传送 系统时，转发控制服务器为该 STB 分配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务器，并将所述传送服务器的地址信 息发送给所述 STB; 所述传送

服务器在接 收到所述 STB 的登 录消息后与所述 STB 建立连接 ；



消息管理服务器将消息下发到传送服务器，所述传送服务器通过已建立

的连接将所述消息发送至该消息的目的 STB;

所述传送服务器在接收到源 STB 发送的消息后，将该消息发送至消息管

理服务器；

所述消息包括以下消息的一种或几种：从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接收的消息、

在本消息管理服务器中保存的消息，从消息传送系统上传的消息。

优选地，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与所述 STB 之间的消息交互，所述转发控

制服务器与所述传送服务器之 间的信息交互，以及所述传送服务器与所述

STB 之间的消息交互均釆用 SIP 协议进行。

优选地，所述传送服务器接收到消息管理服务器发送的消息，在将所述

消息发送至该消息的目的 STB 之前，对所述消息进行筛选，包括：判断发送

该消息的时刻是否到达，如果到达，则立刻发送，如果没有到达，则等待发

送时刻到达后再发送，和/或，判断该消息的目的 STB 是否处于在线状态，如

果是，则发送，如果不是，则待该 目的 STB 上线后再发送。

釆用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方法及系统的优势在于通过釆用了消息管理服务

器到消息传送月良务器到 STB 的消息推送方式，实现了系统到端的消息推送 串

行操作，可以将消息迅速下发到指定的 STB, 避免了传统技术消息推送系统

中并行操作所带来的系统开销过大的问题。消息传送服务器釆用负载均衡的

方式来解决因用户增长而带来的性能压力。釆用 SIP 协议进行通信，扩展性

好，可以更好地支持多媒体业务，同时可支持端到端业务。

附图概述

图 1是现有技术电信规范的架构图；

图 是本发明实施例系统架构图；

图 3 是消息传送系统的一种分布式方案架构图；

图 4 是消息传送系统的另一种分布式方案架构图；

图 5 本发明实施例消息推动方法数据流程图；

图 6 是 STB 登录消息传送系统的一种实施方式的流程图；



图 7 是 STB 登 录消息传 送 系统 的另一种 实施 方式的流程 图；

图 8 是 消息从 SP 到 STB 的一种 实施 方式的流程 图；

图 9 是 消息从 SP 到 STB 的另一种 实施 方式的流程 图；

图 10 是 消息在 STB 之 间传输 的一种 实施 方式的流程 图；

图 11 是 消息在 STB 之 间传输 的另一种 实施 方式的流程 图。

本发 明的较佳 实施 方 式

下文 中将 结合 附 图对 本发 明实施 例进行详 细说 明。需要说 明的是 ，在 不

冲 突的情况下 ，本 申请 中的 实施 例及 实施 例 中的特征 可 以相 互组合 。

现 结合 附 图 2 对 本发 明实施 例 的 系统 架构进行详 细的说 明：

本发 明 实施 例 向机 顶 盒推 送 消息的 系统 包括 消息管理服 务器 、消息传 送

系统 ，消息管理服 务器与 消息传 送 系统相 连接 ，消息传 送 系统与 STB 相 连接 ，

消息管理服 务 器 、消息传 送 系统和机顶 盒在本发 明实施 例 系统 架构 中呈 串行

结构 ，其 中：

消息管理服 务 器 ，用 于将 消息下发 到所述 消息传 送 系统 ，所述 消息 包

括 以下 消息的一种 或 几种 ：从 第三方服 务提供 商接 收 的消息 、在本 消息管理

服 务器 中保存 的消息 ，从 消息传 送 系统上传 的消息；

消息管理服 务器和第三方 消息服 务提供 商 （Service Provider, SP ) 对接 ，

对 消息 SP 发 送过来 的消息进行解析 、审核后 下发 到 消息传 送 系统 。消息管理

服 务 器还 可提供 门户对运 营商的操作 员开放 。操作 员登 录后 可 以在 门户上进

行 消息 内容 的编辑 、审核 等 ，以 及 消息素材等 资源的处理 ，消息管理服 务器

可 以 将操作 员处理 的信 息下发 到 消息传 送 系统 。

该 消息管理服 务器与 消息传 送 系统通过 简单对 象访 问协议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SOAP ) 消息进行通讯 。

消息传 送 系统 ，用 于将接 收 的消息下发 到 STB 。

具体地 ，消息传 送 系统可 以有 两种 架构 方式 ，分别参考 图 3 和 图 4 的示

例进行说 明。



方式一：消息传送系统包括传送服务器和转发控制服务器，传送服务器

分别与消息管理服务器、转发控制服务器相连，如图 3 所示，在本架构方式

中，每个传送服务器固定管理一个或多个 STB, 其中：

转发控制服务器，用于在 STB 登录时为 STB 分配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

务器，在 STB 登录后将 STB 上报的状态信息发送给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务

器，以及用于转发传送服务器与 STB 之间的消息；

传送服务器，用于在接收到消息管理服务器发送的目的 STB 为本传送服

务器所管理的 STB 的消息后，将该消息通过转发控制服务器发送给 目的 STB 。

在此种架构方式下，由于 STB 不直接与传送服务器相连，因此传送服务

器需要通过转发控制服务器的定期上报来维护本传送服务器管理的 STB 的状

态。

该方式由于只有转发控制服务器作为公网服务器与各机顶盒进行交互，

因此只要转发控制服务器具有心跳机制能够穿越防火墙即可。

方式二：消息传送系统包括传送服务器和转发控制服务器，传送服务器

分别与消息管理服务器、转发控制服务器相连，如图 4 所示，在本架构方式

中，每个传送服务器固定管理一个或多个 STB, 且与其管理的 STB 之间保持

连接，其中：

转发控制服务器，用于在 STB 登录时为 STB 分配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

务器，并将其为 STB 分配的传送服务器的地址发送给该 STB, 供该 STB 登录

传送服务器；

传送服务器，用于在 STB 登录过程中与 STB 建立连接，保存和维护 STB

的状态，在接收到消息管理服务器发送的目的 STB 为本传送服务器所管理的

STB 的消息后，通过在登录过程中建立的连接将该消息发送给 目的 STB 。

在此种架构方式下，由于 STB 直接与传送服务器相连，因此，传送服务

器可以直接维护其管理的 STB 的状态，无需通过转发控制服务器的转发。

上述两种方式中，由于传送Λ良务器固定管理一个或多个 STB, — 方面可

以实现消息的主动推送，另一方面，传送Λ良务器无需通过额外的通讯来获取

STB 的地址和状态，因此可以保证消息的迅速下发，减少系统的性能压力。



上述 两种 架构 方 式所参考之 附 图仅 为一种 实施 方式 ，对 于传 送服 务器的

个数 ，本文 中不作 限定 ，可 以是一 台也可 以是 两 台或者 两 台以 上 。 转发控 制

服 务器可 以 独 立 设 置 ，或者 与某 台传 送服 务器合设 在一起 。

优 选 地 ，消 息传 送 系统 与 STB 之 间的 消 息 交互 均釆 用会 话 初 始 协 议

( 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 SIP ) 协议 。即传 送服 务器将从 消息管理服 务器

接 收到 的消息转换 成 SIP 消息后 ，再发 送至 STB 或者通过转发控 制服 务器发

送至 STB 。

传 送服 务 器还 可根据预 先 配置 的发 送策略对 消息进行 簿选 ，以 满足 消息

发 送 的要 求 ，例如 定 时或周期发 送 ，判 断发 送 时 间是 否到达 ，和/或 ，目的 STB

处 于在 线 时向其发 送 消息 ，目的 STB 离线 时保存 该 消息 ，待 目的 STB 上线后

再发 送 。

上述 系统 除 了可 实现 消息的主动推 送外 ，还 可 实现 消息的上传 ，例如 消

息管理服 务器发 送 的是投 票 消息 ，STB 在 收到 消息后 ，通过其所属 的传 送服

务器将投 票 的反馈 上报 至 消息管理服 务器 。

此外 ，上述 系统还 可 支持 端到端 的消息发 送 ，对 于方式一 ， 当转发服 务

器接 收到 源 STB 发 送 的消息后 ，将其转发 至管理该 源 STB 的传 送服 务器 ，传

送服 务 器将 该 消息进行格 式转换后发 送至 消息管理服 务器 ， 由消息管理服 务

器按 照推 送 消息的流程 下发 至 目的 STB; 对 于方式二 ， 当传 送服 务器接 收到

源 STB 发 送 的消息后 ，将其进行格 式转换后发 送至 消息管理服 务器 ，由消息

管理服 务器按 照推 送 消息的流程 下发 至 目的 STB 。

本文所述 STB, 应 具有 向消息传 送 系统登 录的功 能 ，以 便 传 送服 务器能

够获知 该终端 的地 址和状 态 ，还 需具有对接 收到 的消息进行展 示 的功 能 ，可

釆用滚动字幕方式 、屏幕 菜单 式调 节方式 ( on-screen display, OSD ) 窗 口方

式或 页面方式 。另外 ，STB 优选 支持 SIP 协议栈 ，通过 SIP 协议 和 消息传 送

系统进行 业务通讯 。

基 于上述 架构 ，下面结合 图 5 对 本发 明实施 例提供 的 IPTV 系统 的消息推

送方法进行说 明，该方法 包括 ：

消息管理服 务器将接 收 的消息下发 到所述 消息传 送 系统 ；



所述消息传送服务器釆用 SIP 协议将消息下发到 STB 。

基 于系统架构的不同，方法有所差别，下面分别描述：

一种推送方法包括：

STB 登录消息传送 系统时，转发控制服务器为该 STB 分配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务器，并在所述传送服务器和 STB 之 间建立连接 ；

消息管理服务器将 消息下发到传送服务器，所述传送服务器通过转发控

制服务器将所述消息发送至该消息的 目的 STB;

所述传送服务器在接收到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转发 的源 STB 发送的消息

后 ，将该消息发送至消息管理服务器。

另一种推送方法包括：

STB 登录消息传送 系统时，转发控制服务器为该 STB 分配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务器，并将所述传送服务器的地址信 息发送给所述 STB; 所述传送

服务器在接收到所述 STB 的登录消息后与所述 STB 建立连接 ；

消息管理服务器将 消息下发到传送服务器，所述传送服务器通过 已建立

的连接将所述消息发送至该消息的 目的 STB;

所述传送服务器在接收到源 STB 发送的消息后 ，将该消息发送至消息管

理服务器。

下面分流程进行介绍。

流程一

STB 登录到消息传送 系统的流程 ，可以有 以下两种 实现方式。

方式 la, 如 图 6 所示：

步骤 101 , STB 向转发控制服务器发送初始登录消息；

步骤 102 , 转发控制服务器收到初始登录消息后 ，根据预定算法 （例如

求余算法 ），为该 STB 分配传送服务器，并将该传送服务器地址发送给该 STB;

由转发控制服务器统一进行传送服务器分配可以保证各传送服务器的负

载均衡 。

步骤 103 , 该 STB 收到传送服务器的地址后 ，向该传送服务器发起登录，



与该传送服务器建立链接 ，完成登 录过程 。

当传送服务器接 收到登 录请求后 ，则记录下该 STB 的信 息，认为该 STB

后续 由本传送服务器进行管辖 。

方式 lb, 如 图 7 所示：

步骤 201 ， STB 向转发控制服务器发送初始登 录消息；

步骤 202 , 转发控制服 务器收到初始登 录消息后 ，根据预定算法，为该

STB 分配传送服务器，同时将本服务器地址发送给该 STB;

步骤 203 , 该 STB 收到地址后 ，向该转发控制服务器发起登 录，通过转

发控制服 务器转发 心跳信令 的方式与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 务器建立虚拟连

接 ；

步骤 204, 转发控制服务器将 STB 的地址和状 态信 息发送给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务器，例如通过 SIP 协议 的 OPTION ( 可选项 ) 消息。

为 了与方式 l a 兼容 ，统一 STB 上的处理 ，因此在方式 l b 中，转发控制

服务器将 自己的地址发送给 STB, 在其他 实施例 中，也可以由 STB 直接 向转

发控制服务器发起登 录，转发控制服务器将 STB 的登 录消息 ( 包括地址和状

态信 息 ）转发到为 STB 分配的传送服务器。

为 实现登 录，STB 上应保存有 消息转发服务器地址 ，以 便 其进行 消息系

统的登 录。

流程二

消息管理服务器向消息传送 系统发送消息的流程 ，有 以下几种发送方式。

方式 2a, 消息管理服务器直接将 消息发送给管辖 目的 STB 的传送服务器；

在此种 方式下 ，消息管理服务器可以预先配置各传送服务器与其管辖 的

STB 的对应 关系，从 而获知管理该 目的 STB 的传送服务器；或者 ，消息管理

服务器釆用与转发控制服务器相 同的分配算法计算 出目的 STB 所属 的传送服

务器。

方式 2b, 消息管理服务器将 消息发送给所有传送服务器，传送服务器收

到消息后对 消息进行初步过滤 ，包括 ：判断该消息的 目的 STB 是否为本服务



器管辖的 STB, 如果不是，则删除该消息，如果是，则继续将该消息发送给

目的 STB 。

对于群发消息, 传送服务器针对属于本传送服务器管辖但状态为离线的

STB , 则对消息进行拆分，拆分后的每条消息只有一个地址，即该未在线的

STB 地址，当 STB 上线后再下发。

当消息的目的 STB 有多个即群发消息时，更适合釆用方式 2b 发送。

流程三

消息传送系统将消息发送给 目的 STB 的流程，有以下两种实现方式。

方式 3a: 传送服务器通过 STB 在登录时建立的连接，直接将消息发送给

目的 STB;

方式 3b: 传送服务器通过转发控制服务器将消息发送给 目的 STB;

传送服务器在下发消息前还可釆用预配置发送策略对消息进行筛选。

釆用方式 3b 的好处在于，进行集中管理，可以提高安全性和控制力。

下面结合图 8 对本发明实施例消息推送方法中从第三方消息 SP 到 STB

的消息传送流程进行说明，在本实施例中，釆用图 4 所示系统架构，STB 釆

用方式 l a 发起注册，传送Λ良务器釆用方式 3a 完成消息的推送，下面仅说明

消息的传送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 401 、消息 SP 发送消息到消息管理服务器；

步骤 402 、消息管理服务器对接入的 SP 做合法性判断、对消息进行审核；

步骤 403 、消息管理服务器将消息下发到传送服务器；

消息管理服务器既可釆用方式 2a 下发消息，也可釆用方式 2b 下发消息。

如果釆用方式 2b 下发消息，则本流程需增加传送 良务器过滤消息的步骤。

步骤 404 、传送服务器接收到消息后，对消息进行解析处理，获取消息

属性和 目的 STB 等参数，根据预先设置的发送策略，判断是否发送以及何时

发送，确定当前发送，则执行步骤 405 , 若确定发送时间未到，则待发送时

间到达后再执行步骤 405 , 若确定不应发送，则删除该消息；

假设，如果需要发送的目的 STB 没有登录到当前消息传送系统，则需要



将该消息先緩存在传送服务器中，待 目的 STB 下次登录系统时再将消息下发

到 目的 STB 上。例如，同时传送的多条消息的目的 STB 分别为 A 、 B 、 C ,

其中 A 在线、B 和 C 离线，此时，消息传送月良务器才艮据消息的目的地址对消

息进行拆分，将 目的地址为 A 的消息发送至 A , 将 目的地址为 B 以及 目的地

址为 C 的消息保存起来， B 、 C 上线后再消息推送过去，即在获知 ： 、 C

处于上线状态时，将之前緩存的消息推送给 B 和 C。

或者，还可根据消息属性判断该消息是否应发送至该 目的 STB, 例如，

是否属于消息下发的区域，或者该 目的 STB 是否符合接收消息的条件等。

步骤 405 、传送服务器通过在该 目的 STB 登录时建立的链路将消息发送

至该 目的 STB 。

下面结合图 9 对本发明实施例消息推送方法中从第三方 SP 到 STB 的另

一种消息传送流程进行说明，在本实施例中，釆用图 3 所示系统架构，STB

釆用方式 l b 发起注册，传送Λ良务器釆用方式 3b 完成消息的推送，下面仅说

明消息的传送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 501、消息 SP 发送消息到消息管理服务器；

步骤 502、消息管理服务器对接入的 SP 做合法性判断、对消息进行审核；

步骤 503、消息管理服务器将消息下发到传送服务器；

消息管理服务器既可釆用方式 2a 下发消息，也可釆用方式 2b 下发消息。

如果釆用方式 2b 下发消息，则本流程需增加传送 良务器过滤消息的步骤。

步骤 504、传送服务器接收到消息后，对消息进行解析处理，获取消息

属性和 目的 STB 等参数，根据预先设置的发送策略，判断是否发送以及何时

发送，确定当前发送，则执行步骤 405 , 若确定发送时间未到，则待发送时

间到达后再执行步骤 405 , 若确定不应发送，则删除该消息；

步骤 505、传送服务器向消息发送至转发控制服务器；

步骤 506, 转发控制服务器将该消息发送至 目的 STB 。

下面结合图 10 对本发明实施例消息推送方法中从 STB 到 STB 的消息传

送流程进行说明，在本实施例中，釆用图 4 所示架构，步骤如下：

步骤 601、源用户通过 STB 编辑消息，将消息发送到传送服务器；



可通过 Message 消息发送。

步骤 602 、传送服务器内部处理消息，判断消息合法性，过滤掉垃圾消

息或者非法消息；

步骤 603 、传送服务器将消息发送到消息管理服务器；

步骤 604, 消息管理服务器按照图 6 所示流程将消息发送至 目的 STB 。

下面结合 图 11 介绍另一种从 STB 到 STB 的消息传送流程 ，在本实施例

中，釆用图 3 所示架构，步骤如下：

步骤 701 、源用户通过 STB 编辑消息，将消息发送到转发控制服务器；

步骤 702 、转发控制服务器将该消息发送至管理该源 STB 的传送服务器；

步骤 703 、传送服务器内部处理消息，判断消息合法性，过滤掉垃圾消

息或者非法消息；

步骤 704 、传送服务器将消息发送到消息管理服务器；

步骤 705 , 消息管理服务器按照图 7 所示流程将消息发送至 目的 STB 。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上述方法中的全部或部分步骤可通过程序

来指令相关硬件完成，所述程序可以存储于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中，如只读

存储器、磁盘或光盘等。可选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骤也可以使用

一 个或多个集成电路来实现。相应地，上述实施例中的各模块可以釆用硬件

的形式实现 ，也可以釆用软件功能模块的形式实现。本发明不限制于任何特

定形式的硬件和软件的结合。

当然，本发 明还可有其他多种 实施方式，在没有背离本发明精神及其实

形，但这些相应的改变和变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工业实用性

釆用本发 明实施例所述方法及 系统的优势在于通过釆用 了消息管理服务

器到消息传送月良务器到 STB 的消息推送方式，实现 了系统到端的消息推送 串

行操作 ，可以将消息迅速下发到指定的 STB, 避免 了传统技术消息推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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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行操作所带来的系统开销过大的问题 。消息传送服务器采用 负载均衡的

方式来解决因用户增长而带来的性能压 力。采用 SIP 协议进行通信 ，扩展性

好 ，可以更好地支持多媒体业务，同时可支持端到端业务。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 交互式 网络 电视 （IPTV ) 系统 的消息推送 系统 ，包括 ：消息管

理服务器和消息传送 系统 ，其 中：

所述消息管理服务器设 置为：将消息下发到所述消息传送 系统 ，所述消

息包括 以下消息的一种或几种 ：从第三方服务提供 商接收的消息、在本消息

管理服务器中保存 的消息，从 消息传送 系统上传 的消息；

所述消息传送 系统 包括转发控制服务器和传送服务器，其 中：

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设 置为：在机顶盒 （STB ) 登 录消息传送 系统时，

为该 STB 分配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务器，并在所述传送服务器和 STB 之 间

建立连接 ；以 及 转发所述传送服务器与所述 STB 之 间的消息；

所述传送服务器设置为：通过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与其管理的 STB 建立

连接 ，在接 收到所述消息管理服务器下发 的消息后 ，通过所述转发控制服务

器发送至该 消息的 目的 STB; 以 及在接 收到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转发 的源

STB 发送的消息后将该消息发送至消息管理服务器。

2、按照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系统 ，其 中，

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与所述 STB 之 间的消息交互，以及所述转发控制服

务器与所述传送服务器之 间的信 息交互均釆用会话初始协议 （SIP ) 进行 。

3、一种应用于权利要求 1 所述消息推送 系统的消息推送方法，包括：

机顶盒 ( STB ) 登 录消息传送 系统时，转发控制服务器为该 STB 分配管

理该 STB 的传送服务器，并在所述传送服务器和 STB 之 间建立连接 ；

消息管理服务器将 消息下发到传送服务器，所述传送服务器通过转发控

制服务器将所述消息发送至该消息的 目的 STB;

所述传送服务器在接收到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转发 的源 STB 发送的消息

后 ，将该消息发送至消息管理服务器；

所述消息包括以下消息的一种或几种 ：从第三方服务提供 商接收的消息、

在本消息管理服务器中保存 的消息，从 消息传送 系统上传 的消息。

4、按照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 中，



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与所述 STB 之 间的消息交互 ，以及所述转发控制服

务器与所述传送服务器之 间的信 息交互均釆用会话初始协议 （SIP ) 进行 。

5、按照权利要 求 3 或 4 所述的方法，其 中，

所述传送服 务器接 收到 消息管理服务器发送的消息，在通过转发控制服

务器将所述消息发送至该消息的 目的 STB 之前 ，对所述消息进行 筛选 ，包括 ：

判断发送该 消息的时刻是 否到达 ，如果到达 ，则立刻发送 ，如果没有到达 ，

则等待发送时刻到达后再发送；和/或 ，判断该消息的 目的 STB 是否处于在线

状 态，如果是 ，则发送 ，如果不是 ，则待该 目的 STB 上线后再发送 。

6、一种 交互式 网络 电视 （IPTV ) 系统 的消息推送 系统 ，包括 ：消息管

理服务器和消息传送 系统 ，其 中：

所述 消息管理服 务器设 置为：将 消息下发到所述消息传送 系统 ，所述消

息 包括 以下消息的一种或几种 ：从第三方服务提供 商接 收的消息、在本消息

管理服务器中保存 的消息，从 消息传送 系统上传 的消息；

所述消息传送 系统 包括转发控制服务器和传送服务器，其 中：

所述转发控制服 务器设 置为：在机顶盒 （STB ) 登 录消息传送 系统时，

为该 STB 分配管理该 STB 的传送服务器，并将所述传送服务器的地址信 息发

送给所述 STB;

所述传送服务器设 置为：在接 收到所述 STB 的消息后与所述 STB 建立连

接 ，在接 收到所述 消息管理服务器下发 的消息后 ，通过 已建立的连接将所述

消息发送至该消息的 目的 STB; 以及在接 收到源 STB 发送的消息后将该消息

发送至消息管理服务器。

7、按照权利要 求 6 所述的系统 ，其 中，

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与所述 STB 之 间的消息交互 , 所述转发控制服务器

与所述传送服务器之 间的信 息交互 ，以及所述传送服务器与所述 STB 之 间的

消息交互均釆用会话初始协议 （SIP ) 进行 。

8、一种应用于权利要 求 6 所述消息推送 系统的消息推送方法，包括 ：

机顶盒 ( STB ) 登 录消息传送 系统时，转发控制服务器为该 STB 分配管

理该 STB 的传送服务器，并将所述传送服务器的地址信 息发送给所述 STB;



所述传送服 务器在接 收到所述 STB 的登 录消息后 与所述 STB 建立连接 ；

消息管理服 务器将 消息下发到传送服 务器 ，所述传送服 务器通过 已建立

的连接将所述 消息发送至该 消息的 目的 STB;

所述传送服 务器在接 收到 源 STB 发送 的消息后 ，将该 消息发送至消息管

理服 务器；

所述 消息 包括 以下消息的一种或几种 ：从 第三方服 务提供 商接 收的消息、

在本 消息管理服 务器 中保存 的消息，从 消息传送 系统上传 的消息。

9、按 照权 利要 求 8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

所述转发控制服 务器与所述 STB 之 间的消息交互 , 所述转发控制服 务器

与所述传送服 务器之 间的信 息交互 ，以及所述传送服 务器与所述 STB 之 间的

消息交互均釆用会话初始协议 （SIP ) 进行 。

10、按 照权 利要 求 8 或 9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

所述传 送服 务器接 收到 消息管理服 务器发送 的消息，在将所述 消息发送

至该 消息的 目的 STB 之前 ，对 所述 消息进行 筛选 ，包括 ：判断发送该 消息的

时刻是 否到达 ，如 果到达 ，则立刻发送 ，如果没有到达 ，则等待发送 时刻到

达后再发送 ，和/或 ，判断该 消息的 目的 STB 是 否处于在线状 态，如果是 ，则

发送 ，如果不是 ，则待该 目的 STB 上线后再发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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