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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过顶自适应流播的带宽管理

(57)摘要

用于在利用OTT自适应流播将电子内容传递

至在用户驻地(33)处的多个客户端装置时管理

带宽的方法、过顶(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35)、

内容传递网络(CDN)重定向器服务器(42)、以及

CDN传递服务器(40，41)。所述OTT内容提供商服

务器从用户接收客户端装置优先级并且将多个

客户端装置中的每个的装置权重存储在用户简

档中。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还存储在用户驻地

处的驻地连接(34)的可用带宽的指示。当每个客

户端装置请求OTT内容时，CDN(32)中的传递服务

器(40，41)基于驻地连接(34)的可用带宽和请求

客户端装置的装置权重来为请求客户端装置分

配比特率，并且以分配的比特率将请求的OTT内

容传递至请求客户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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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利用过顶OTT自适应流播将电子内容传递至在用户驻地(33)处的多个客户端

装置时管理带宽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通过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35)将在所述用户驻地处的所述多个客户端装置中的每个

的装置权重存储(11)在用户简档数据库(36)中，所述装置权重基于所述多个客户端装置中

的每个的优先级等级；

通过所述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35)将在所述用户驻地处的驻地连接(34)的可用带宽

存储(12)在所述用户简档数据库(36)中；以及

当每个客户端装置从所述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请求(13)OTT内容时：

基于所述驻地连接的所述可用带宽和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的所述装置权重，通过内容

传递网络CDN(32)中的传递服务器(40，41)为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分配(14)比特率；以及

通过所述传递服务器(40，41)将请求的OTT内容以所述分配的比特率传递(15)至所述

请求客户端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为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分配(14)比特率的步骤包

括利用所述驻地连接的所述可用带宽和高优先级第一客户端装置以及低优先级第二客户

端装置的所述装置权重来将比特率分配至所述第一和第二客户端装置，使所述第一和第二

客户端装置能够同时流播OTT内容，而不将由所述第一客户端装置体验的服务质量降级。

3.一种用于在利用OTT自适应流播将电子内容传递至在用户驻地(33)处的多个客户端

装置时管理带宽的过顶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35)，所述服务器包括处理器和存储计算机

程序指令的存储器，其中当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指令时，使得所述服务器执行以下操作：

将在所述用户驻地处的所述多个客户端装置中的每个的装置权重存储(11)在用户简

档数据库中，所述装置权重基于所述多个客户端装置中的每个的优先级等级；

通过所述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将在所述用户驻地处的驻地连接(34)的可用带宽存储

(12)在所述用户简档数据库中；并且当每个客户端装置从所述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请求

(13)OTT内容时：

将响应(4-2，4-8)发送至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所述响应提供内容传递网络CDN(32)中

的传递服务器(40，41)的统一资源定位符URL和指示在所述用户驻地处的所述驻地连接的

所述可用带宽和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的所述装置权重的元数据；

其中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将所述元数据发送(4-3，4-9)至所述CDN中的所述URL，使得

指派的传递服务器(40，41)能够基于所述驻地连接的所述可用带宽和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

的所述装置权重将所述请求的OTT内容以分配的比特率传递到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其中所述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配置

成：

在所述CDN中预供应(21)速度测试内容；

从所述用户驻地(33)接收(3-1)确定在所述用户驻地处的所述驻地连接(34)的所述可

用带宽的请求；

将响应发送(3-2)至所述用户驻地，所述响应提供用于访问在所述CDN中的所述速度测

试内容的URL；以及

从所述用户驻地接收(3-7)在所述用户驻地处的所述驻地连接的所述可用带宽的测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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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其中所述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配置

成：

从所述用户驻地接收(22)所述多个客户端装置中的每个的所述优先级等级；以及

从每个客户端装置的所述优先级等级中确定(23)相关联的装置权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其中所述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配置

成从多个客户端装置的所述优先级等级中确定相关联的装置权重，所述相关联的装置权重

确保当低优先级第二客户端装置同时流播OTT内容时由高优先级第一客户端装置体验的服

务质量不被降级。

7.一种内容传递网络CDN重定向器服务器(42)，所述重定向器服务器包括处理器和存

储计算机程序指令的存储器，其中当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指令时，使得所述服务器执行以

下操作：

从用户驻地(33)处的多个客户端装置中的一个接收(4-3，4-9)对过顶OTT内容的请求，

所述请求包括提供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的装置权重以及驻地连接(34)的可用带宽的指示

的元数据，所述装置权重基于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的优先级等级；

选择(14)传递服务器(40，41)以实现对OTT内容的所述请求，并且

将对OTT内容的所述请求重定向(4-4，4-10)至所述选择的传递服务器；

其中所述元数据使所述选择的传递服务器能够基于所述驻地连接的所述可用带宽以

及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的所述装置权重将所述请求的OTT内容以分配的比特率传递至所述

请求客户端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CDN重定向器服务器，其中所述CDN重定向器服务器(42)配置

成通过下列操作来选择传递服务器(40，41)：

基于请求所述OTT内容的频率来确定所述请求的OTT内容是以区域等级还是本地等级

存储在所述CDN网络中；

在确定所述请求的OTT内容以所述区域等级存储时，选择最靠近所述用户驻地的区域

服务器；并且

在确定所述请求的OTT内容以所述本地等级存储时，选择最靠近所述用户驻地的边缘

服务器。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CDN重定向器服务器，其中所述CDN重定向器服务器(42)还配

置成通过下列操作来选择传递服务器(40，41)：

确定在所述CDN(32)中是否存在已经建立用于所述用户驻地(33)的虚拟管道的传递服

务器；

在确定在所述CDN中存在已经建立用于所述用户驻地的虚拟管道的传递服务器时，选

择具有用于所述用户驻地的所述虚拟管道的所述传递服务器(40，41)；并且

在确定在所述CDN中不存在已经建立用于所述用户驻地的虚拟管道的传递服务器时，

取决于所述CDN中的所述请求的OTT内容所存储的等级，选择最靠近所述用户驻地的区域服

务器或边缘服务器。

10.一种用于将内容传递至在用户驻地(33)处的多个客户端装置的内容传递网络CDN

(32)中的传递服务器(40，41)，所述传递服务器包括处理器和存储计算机程序指令的存储

器，其中当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指令时，使得所述服务器执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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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所述用户驻地处的所述多个客户端装置中的一个直接或间接接收(4-3，4-9)对过

顶OTT内容的请求，所述请求包括提供在所述用户驻地处的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的装置权

重和驻地连接(34)的可用带宽的指示的元数据，所述装置权重基于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的

优先级等级；

基于所述驻地连接的所述可用带宽和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的所述装置权重来为所述

请求客户端装置分配比特率；以及

以所述分配的比特率将所述请求的OTT内容传递至所述请求客户端装置。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传递服务器，其中所述传递服务器配置成利用所述可用带

宽和高优先级第一客户端装置以及低优先级第二客户端装置的所述装置权重的知识来将

比特率分配至所述第一和第二客户端装置，使所述第一和第二客户端装置能够同时流播

OTT内容，而不将由所述第一客户端装置体验的服务的质量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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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过顶自适应流播的带宽管理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用于在通过过顶(over-the-top)自适应流播传递电子内容时的带宽

管理的方法、设备和系统。

[0002] 传统上，由电话公司和电缆运营商提供的视频服务已经通过经管理的接入线分

发，其中良好质量的体验所需的带宽已经被供应并且是适当鲁棒的。然而，现在存在能够播

放高质量视频的许多类型的互联网连接装置。这些包括例如智能电视、游戏控制台、PC、膝

上型计算机、平板计算机、智能手机、蓝光装置等等。这些装置通常连接至未管理的接入网

络，例如3G、家庭网络以及WiFi热点。

[0003] 此外，视频内容提供商正日益使他们的内容经由例如HuluTM的服务直接在因特网

上可用。这些服务的传递通常由通过运营商网络的顶上传递内容的内容传递网络(CDN)来

处理，从而产生对“OTT视频服务”的描述。尽管CDN优化通过转接网络的传递，但是当这些服

务到达本地运营商的网络时，它们都受变化的拥塞程度影响。

[0004] 然而，来自消费者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观看视频的需求已经导致对运营商和CDN

能够将具有高质量视频服务传递至这些装置的迫切的需要。为了这个目的，许多主导公司

已经开发HTTP自适应流播技术，包括微软平滑流播( smooth  streaming)、

HLT、MPEG-DASH等等。

[0005] HTTP自适应流播是带宽增强应用，其中视频的小部分通过标准http连接传递。自

适应流播允许客户端选择具有适合于其可用带宽的比特率的视频内容。自适应流播给予客

户端获取网络能够传递的最佳视频内容的能力。然而，由于例如客户端缓冲和在装置分辨

率以及资源分辨率方面变化的因素，HTTP自适应流播使网络变得紧张。因为HTTP自适应流

播服务器(HASS)变得更加与管理它们自己的带宽使用有关联，所以使OTT运营商(例如

或 )和用户能够调整他们的带宽使用以优化节省和服务质量的需要已经

出现。

发明内容

[0006] 对于OTT提供商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给定的驻地内的不同的装置之间的争用。申请

人已经确定由于缺少装置之间的优先化以及由于装置下载和缓存内容所采用的方式而导

致问题出现。

[0007] 缓存媒体是用于在通信或企业网络中改善访问时间和优化带宽使用的公知的技

术。缓存使用存储器块或盘空间或其它存储装置来临时存储可能在将来被需要的一些内容

的副本。

[0008] 渐进下载是将期望的内容从服务器下载到客户端装置的方法。使用渐进下载，装

置上运行的客户端应用可以在下载整个内容之前开始期望的内容的播放。当下载开始时，

客户端应用将期望内容(例如媒体文件)的开头存储在播放缓冲器中。当播放缓冲器包含某

些量的期望的内容时，例如开始的数秒，客户端应用可以开始播放，而同时它继续将剩余的

期望的内容下载到播放缓冲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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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如果所述装置是例如能够显示高分辨率(HD)视频的HD电视并且存在足够的带宽

以下载HD视频，则电视将占用和可用的一样多的带宽来尽可能快地下载HD视频。只要不存

在对带宽的争用，这很好地工作。然而，当在驻地中的例如平板计算机的另一个装置在HD电

视下载期间启动下载时，对HD电视可用的带宽减少并且HD电视可能在减少的带宽的时间段

期间不得不退回下载标准分辨率视频。当平板完成它的下载并且满带宽再次变得可用时，

被编程以向观看者提供最佳的可能的观看体验的HD电视可清除它的缓存并且再次下载HD

质量的内容。随着在例如住宅家庭的驻地中的多个装置竞争带宽，并且所述多个装置都被

编程以当能够时抓取尽可能多的带宽并且清除低质量内容以及用更高质量内容取代低质

量内容，通过给定驻地管道的带宽的使用变得混乱、冗余并且非常低效。

[0010] 现有的带宽策略管理器假设运营商拥有整个带宽“管道”，这不是对于例如

Netflix的OTT提供商的情形。上面提到的可用带宽的混乱和低效的使用使得用于管理对

OTT提供商可用的带宽的前景暗淡。这样的提供商被迫使将没有服务质量保证的而不是通

过标准客户端驱动带宽选择(例如自适应流播)提供的内容提供给消费者。这样的解决方案

迫使消费者尽量利用差的情形(低带宽)并且不提供优先排序装置、内容的任何灵活性或类

似的特征。OTT提供商通常不能关于其内容的服务质量与内容提供商达成协议(内容拥有者

许可协议的常见特征)。

[0011] 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提供了方法、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CDN重定向器服务器、

以及CDN传递服务器，其中OTT提供商的网络继续以通常方式(示出目录、提供会话以及账户

信息等等)提供支持功能性。当内容准备好被自适应流播传送时，CDN边缘上的传递服务器

测试目标驻地的可用带宽(即因特网服务提供商(ISP)已经分配给驻地的当前未被用于其

它目的量)。所述系统使用这个可用的带宽来创建驻地的带宽管道的虚拟模型，假设管道是

空的并且是未分配的带宽的大小。这个模型然后用于管理OTT会话，包括设置客户端装置优

先级权重、内容优先级以及其它有用的特征。CDN传递服务器然后传递内容，同时根据驻地

连接的可用带宽、客户端装置权重以及任何适用的策略来分配带宽。

[0012] 一个实施例指向用于在使用OTT自适应流播将电子内容传递至在用户驻地处的多

个客户端装置时管理带宽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通过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将在

用户驻地处的多个客户端装置中的每个的装置权重存储在用户简档数据库中，所述装置权

重基于多个客户端装置中的每个的优先级等级；并且通过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将在用户

驻地处的驻地连接的可用带宽存储在用户简档数据库中。当每个客户端装置从OTT内容提

供商服务器请求OTT内容时，CDN中的传递服务器基于驻地连接的可用带宽和请求客户端装

置的装置权重来为请求客户端装置分配比特率，并且以分配的比特率将请求的OTT内容传

递至请求客户端装置。

[0013] 另一个实施例指向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其用于在利用OTT自适应流播将电子内

容传递至在用户驻地处的多个客户端装置时管理带宽。所述服务器包括处理器和存储计算

机程序指令的存储器，其中当处理器执行所述指令时使得服务器执行以下操作：将在用户

驻地处的多个客户端装置中的每个的装置权重存储在用户简档数据库中，装置权重基于多

个客户端装置中的每个的优先级等级；以及通过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将在用户驻地处的

驻地连接的可用带宽存储在用户简档数据库中。当每个客户端装置从OTT内容提供商服务

器请求OTT内容时，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将响应发送至请求客户端装置，所述响应提供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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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传递服务器的统一资源定位符(URL)以及指示在用户驻地处的驻地连接的可用带宽和

请求客户端装置的装置权重的元数据。其后，请求客户端装置将元数据发送至CDN中的URL

以便指派的传递服务器可以基于驻地连接的可用带宽和请求客户端装置的装置权重来以

分配的比特率将请求的OTT内容传递至请求客户端装置。

[0014] 另一个实施例指向CDN重定向器服务器，所述重定向器服务器包括处理器和存储

计算机程序指令的存储器，其中当处理器执行所述指令时，使得服务器执行以下操作：从在

用户驻地处的多个客户端装置中的一个接收对OTT内容的请求，所述请求包括提供请求客

户端装置的装置权重以及驻地连接的可用带宽的指示的元数据，所述装置权重基于请求客

户端装置的优先级等级。响应于所述请求，重定向器服务器配置成选择传递服务器来实现

对OTT内容的请求，并且将对OTT内容的请求重定向至选择的传递服务器。其后，元数据使选

择的传递服务器能够基于驻地连接的可用带宽和请求客户端装置的装置权重将请求的OTT

内容以分配的比特率传递至请求客户端装置。

[0015] 另一个实施例指向CDN中的传递服务器，所述传递服务器用于将内容传递至在用

户驻地处的多个客户端装置。传递服务器包括处理器和存储计算机程序指令的存储器，其

中当处理器执行所述指令时，使得服务器从在用户驻地处的多个客户端装置中的一个直接

或间接地接收对OTT内容的请求，所述请求包括提供请求客户端装置的装置权重以及在用

户驻地处的驻地连接的可用带宽的指示的元数据，所述装置权重基于请求客户端装置的优

先级等级。还使得传递服务器基于驻地连接的可用带宽和请求客户端装置的装置权重为请

求客户端装置分配比特率；以及将请求的OTT内容以分配的比特率传递至请求客户端装置。

[0016] 传递服务器可配置成利用用户驻地的可用带宽和高优先级第一客户端装置和低

优先级第二客户端装置的装置权重的知识来将比特率分配给第一和第二客户端装置，使第

一和第二客户端装置能够同时流播OTT内容而不将由第一客户端装置体验的服务质量降

级。

[0017] 所述系统使OTT提供商能够以鲁棒的方式部分地管理他们的流播视频内容。提供

商可以例如基于许可协议(例如特定的内容提供商可能想要其内容比任何其它内容具有更

高的质量)或基于用户喜好(例如用户可能想要其所连接的电视获取比其智能手机更好的

画面)来优先排序视频内容。

[0018] 本公开的实施例的进一步特征和优点将从下面详细的描述中变得显而易见。

附图说明

[0019] 在下面部分中，将参考在附图中图示的示范实施例来描述本发明，其中：

[0020] 图1是图示在通过过顶(OTT)自适应流播来传递电子内容时带宽管理的方法的示

范实施例的步骤的流程图；

[0021] 图2是图示填充在OTT内容提供商处的用户简档的方法的示范实施例的步骤的流

程图；

[0022] 图3是图示在确定在用户驻地处的宽带连接的管道大小的示范方法中发送的消息

和执行的功能的消息流图；

[0023] 图4是图示在通过OTT自适应流播将电子内容传递至在用户驻地处的多个客户端

装置时带宽管理的示范方法中发送的消息和执行的功能的消息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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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现在将参考附图在下文中更加充分地描述本公开，其中示出了优选的实施例。然

而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体现并且不应当理解成受限于本文中阐明的实施例；而是

提供这些实施例使得本公开将是透彻和完整的并且将把本发明的范围充分地传达给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在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指的是相同的元件。此外，应当理解，本发明可以

以硬件或与存储在非暂时性存储器上并且由通用计算机和微处理器执行的软件组合来实

现。本文中公开的各种服务器和系统可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成包括处理器、非暂时性存

储器和软件(包括要由处理器执行的计算机程序指令，从而使得服务器和系统执行所述的

功能)。

[0025] 图1是图示在通过过顶(OTT)自适应流播传递电子内容时带宽管理的总体方法的

示范实施例的步骤的流程图。在步骤11，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例如服务器控制OTT后台系

统)存储位于用户驻地处的每个客户端装置的优先级权重。在步骤12，OTT内容提供商服务

器存储在用户驻地处的宽带连接的可用带宽(管道大小)的指示。在步骤13，每个客户端装

置请求内容将驻地管道大小以及相关联的请求客户端装置的优先级权重通知CDN重定向器

服务器。在步骤14，CDN重定向器服务器指定CDN传递服务器(例如边缘或区域服务器)，其基

于驻地管道大小和请求客户端的权重为在用户驻地处的每个请求客户端装置分配比特率。

在步骤15，CDN传递服务器以分配的比特率将请求的内容传递至每个请求客户端装置。

[0026] 图2是图示填充在OTT内容提供商处的用户简档的总体方法的示范实施例的步骤

的流程图。在步骤21，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在CDN中预放置速度测试内容。在步骤22，OTT内

容提供商服务器从用于获得客户端装置优先级等级。在步骤23，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基于

优先级等级将权重指派给每个客户端装置。在步骤24，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将权重存储在

用户简档中。在步骤25，用户驻地设备(CPE)(例如客户端装置中的一个或机顶盒(STB))将

请求对速度测试内容发送至CDN重定向器服务器。CDN重定向器服务器命令传递服务器执行

用户驻地宽带连接(管道)的速度测试(Mb)。在步骤26，CPE将速度测试结果(管道大小)报告

给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在步骤27，OTT内容提供商将速度测试结果(管道大小)存储在与

驻地宽带连接的连接标识符相关联的用户简档中。

[0027] 图3是更详细图示在确定在用户驻地处的宽带连接34的管道大小的示范方法中通

过OTT内容提供商31、CDN  32、以及CPE  33中的各种实体发送的消息和执行的功能的消息流

图。示出OTT内容提供商包括OTT后台系统35，其可包括订户管理系统36(包括用户简档(未

示出))、以及内容系统37(包括用于内容媒体文件38的存储装置)。OTT后台系统本文中可互

换地称作“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

[0028] 示出CDN  32包括CDN原始服务器39、CDN复制区域服务器40a和40b、以及CDN复制边

缘服务器41a和41b。更流行的内容(即，更经常被请求的)可被推到处于本地等级的边缘服

务器41a和41b，同时更不流行的内容可存储在处于区域等级的区域服务器40a和40b中。CDN

重定向器服务器42从客户端装置接收对内容的请求，并且将请求重定向至适合的传递服务

器(区域服务器或边缘服务器)。如果CDN重定向器服务器确定由于缺少内容流行性，所以客

户端请求将不被重定向至边缘服务器，则请求可被重定向至最靠近用户驻地的区域服务

器。然而，例如如果内容流行性高于阈值水平(例如由通过给定时间段对内容的请求的数量

来测量)，则替代地，CDN重定向器服务器可以确定应当将客户端请求重定向至最靠近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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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地的CDN边缘服务器。然而，注意到如果对于OTT内容提供商31的用户存在现有的“虚拟管

道”45，则CDN重定向器服务器可以将所有内容重定向至那个虚拟管道，而不管那个虚拟管

道是建立在区域服务器还是边缘服务器处。

[0029] 根据本公开的各种实施例，可以在CDN中为虚拟管道45分配网络资源，所述虚拟管

道45用于传输与多媒体流并且特别是视频流相关联的HTTP业务。可将网络资源分配给虚拟

管道用于通过CDN传输多个多媒体流。可管理虚拟管道以允许流播装置仅消耗与分配给虚

拟管道一样多的带宽，而不干扰在虚拟管道之外传输的业务。在虚拟管道内，例如可以根据

例如公平网络排队(FNQ)或加权公平网络排队(WFNQ)的相同调度算法来管理提供给各个流

的带宽资源以提供流的分层的管理(例如基于装置类型、用户账户、或内容类型)使得同一

层等级的流具有它们对于管理的网络资源的接入。这样的算法的实现的附加的细节可在

2012年2月23号提交的名称为“methods  and  apparatus  for  managing  network 

resources  used  by  multimedia  streams  in  a  virtual  pipe”的共同拥有和共同未决的

美国专利申请No.13/403,075中找到。

[0030] 在一个实施例中，管道控制节点(例如CDN传递服务器)将网络资源分配给虚拟管

道用于通过网络传输多个多媒体流。管道控制节点然后由通过与分配给虚拟管道的网络资

源相关的虚拟管道传输的多个多媒体流来监测网络资源的使用，并且响应于所监测的使用

来管理由通过虚拟管道传输的多个多媒体流使用的网络资源。此外，管道控制节点可以例

如通过将视频流的源地址与提供视频流的源地址的已知列表相比较来确定特定的网络业

务是否传输视频流。当网络业务传输视频流时，作为响应管道控制节点可将特定的网络业

务包括在虚拟管道内。否则，管道控制节点可以拒绝特定的网络业务利用分配给虚拟管道

的网络资源。

[0031] 仍然参见图3，CPE  33可包括例如使用户能够与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35和CDN  32

通信的以及使用户能够通过因特网43和/或运营商网络44接收内容的客户端装置、STB、无

线路由器、光网络终端(ONT)、家庭基站等等。

[0032] 在本文中描述中，消息编号以图形号码-消息号码(例如消息3-1、消息3-2、消息4-

1、消息4-2等等)的格式表示。

[0033] 作为初始条件，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35已经将速度测试内容预放置在CDN  32中。

在消息3-1中，在用户驻地处的客户端装置将请求对在用户驻地处的管道大小建模的请求

发送至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35。在消息3-2中，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将用于请求CDN处的

速度测试内容的统一资源定位符(URL)返回至请求客户端装置。在消息3-3中，客户端装置

使用URL将对速度测试内容的请求发送至CDN重定向器服务器42。在消息3-4中，CDN重定向

器服务器响应请求已经被重定向至其中存储速度测试内容的传递服务器，在本情形中是边

缘服务器41a。在消息(或动作)3-5中，边缘服务器通过经因特网43和运营商网络44将速度

测试内容下载到请求客户端装置来执行速度测试。如在图3的示例中示出的，驻地宽带管道

34的测量的带宽是4Mb。在消息3-6中，请求客户端装置将速度测试的结果报告给OTT内容提

供商服务器35，其将信息连同用户驻地管道的标识符存储在订户管理系统36中的用户简档

中。

[0034] 图4是更详细图示在通过OTT自适应流播将电子内容传递至在用户驻地处的多个

客户端装置时带宽管理的示范方法中发送的消息和执行的功能的消息流图。作为初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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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35已经将内容XX和内容YY预放置在CDN  32中，并且OTT内容提供

商服务器已经将用户驻地处的驻地宽带连接的可用带宽(管道大小)和各种客户端装置的

权重存储在用户简档中。在示出的示例中，驻地连接的管道大小是4Mb，并且OTT内容提供商

服务器已经存储了用户的73英寸HD电视的2.0的权重和属于用户的女儿的iPad平板计算机

的0.75的权重。

[0035] 在消息4-1中，用户将请求在其73英寸HD电视上观看内容XX的请求发送至OTT内容

提供商服务器35。在消息4-2中，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返回用于请求在CDN  32的内容XX的

URL连同包括HD电视(2.0)的权重和管道大小(4.0)的元数据。在消息4-3中，HD电视中的客

户端应用使用URL将对内容XX的请求发送至CDN重定向器服务器42，在本示例中其将请求重

定向至边缘服务器41a。所述请求包括HD电视权重(2.0)和管道大小(4.0)。在消息4-4中，

CDN重定向器服务器响应已经将请求重定向至边缘服务器41a，其具有用于请求用户驻地的

现有的虚拟管道Z1。在消息4-5中，HD电视中的客户端应用通知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已经

接收了指示虚拟管道Z1的使用的会话响应。在消息(动作)4-6中，HD电视开始流播内容XX。

内容XX通过CDN虚拟管道Z1发送，如在URL元数据中指定的(即权重2.0和管道大小4.0)。

[0036] 之后，用户的女儿打开她的iPad并且在消息4-7中请求在iPad上观看内容YY。OTT

内容提供商服务器35识别到这个用户账户已经流播至HD电视并且因此修改虚拟管道和权

重数据。在消息4-8中，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返回用于请求在CDN  32处的内容YY的URL连同

包括iPad(0.75)的元数据和虚拟管道标识符Z1。在消息4-9中，iPad上的客户端应用使用

URL将对内容YY的请求发送至CDN重定向器服务器42，在本示例中其将请求重定向至边缘服

务器41a。所述请求包括iPad权重(0.75)和虚拟管道标识符Z1。在消息4-10中，CDN重定向器

服务器响应已经将所述请求重定向至边缘服务器41a，其具有用于请求用户驻地的现有的

虚拟管道Z1。在消息4-11中，iPad中的客户端应用通知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已经接收了指

示虚拟管道Z1的使用的会话响应。在消息(动作)4-12中，iPad开始流播内容YY。内容YY通过

CDN虚拟管道Z1发送，如在URL元数据中指定的(即权重0.75和管道大小4.0)，同时与内容XX

共享空间。

[0037] 在备选实施例中，OTT内容提供商服务器35可具有CDN网络32中的适合的传递服务

器的知识。因此，不需要CDN重定向器服务器42。因此，在消息4-2和4-8中，OTT内容提供商服

务器35给请求客户端装置提供传递服务器(在本示例中是边缘服务器41a)的URL，而不是

CDN重定向器服务器的URL。结果是，在消息4-3中对内容XX的请求和在消息4-9中对内容YY

的请求分别被从请求客户端装置直接发送到边缘服务器41a。

[0038] 在附图和说明书中，已经公开本发明的典型的优选实施例，并且尽管采用了特定

的术语，但是它们仅仅是以一般性和描述性意义使用，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随

附的权利要求中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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