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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及裝置

技木領域
本岌明涉及汁算帆阿絡，尤其涉及一神肘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

背景技木
在咐等阿絡估輸中，舍不斷地有客戶端登階，舀有客戶端登陡肘就合

有登陡通知，頻繁的登陡通知合使阿絡估輸頻繁抖功，影晌用戶的使用。

解決的方法之一是杜登防用戶排臥等待，在等待期間，一般情況下是沒有
一些內容相夫的估輸。

再者，珮有的肘等阿絡估輸中，舀客戶端登陡清求估輸內容后，因需
要在客戶端建有一定的鍰沖匡，以將接收的一些內容包存在錢沖匡，所以

在一段肘阿內用戶是看不到內容播放的。在迭段肘同里，也坤可以采用一
些方法杜用戶快速收到內容或內容相夫的信息。

最后，力了瀰足肘等阿絡估輸，市魚食保存一些相夫市魚的信息，如
通珮的必要數掘，迭些信息一般余保存在信息表里，肘于新加入的用戶，
有可能需要預先估輸如此的信息表。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主要目的就是力了解決現有技木的何題，提供一神肘等阿絡

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及裝置，減少客戶端的登陡通知，伙而減少阿絡抖劫，
非使用戶在登陡清求估輸后即可看到內容的播放。

力安現上迷 目的，本友明公升了一神肘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
包括以下步驟

、將已登秉的客戶端分成一介或多介常悉群
B 、將清求登汞的客戶端划分力一介或多介登衰群

、有逝擇地即肘力登汞群的成員估迭所需的內容、或內容的交形或
內容相夫的信息

、舀某介登汞群稔定后，迭擇出核登秉群所要加入的常悉群
E 、將咳登衰群中各成貝加入所逝的常悉群，叭而參勻正常的肘等阿

絡估輸。

在本文里，群是一組市貞 。

磕臥本



步驟 的內容估輸占常悉群的內容估輸功效有所不同，常悉群的內容
估輸用較少的岡絡帶竟支持大量用戶，而且注重旗量服套 步驟 的內容
估輸即使采用肘等阿絡估輸也沒有支持大量用戶，而且力了支持快速晌匝，
沒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辰量服莠

其申步驟 B 中，將一介清求登衰的客戶端加入到一介厲性勻其相同的
登衰群，如果沒有厲性相同的登衰群，則刨建一介厲性相同的登衰群非將
咳客戶端加入到新建的群，如果刨建失攸，尋找特交力其他厲性或者作失
赦她理。

步驟 中判斷某介登衰群是否穗定包括以下步驟

、栓洲登汞群的成貝數量 。

2、判斷某介登衰群的成員數量是否大于或等于預先投定值，如果是
則臥力咳登汞群已稔定 如果不是則軌行步驟 3

3、粒測登汞群等待加入常恭群的肘同是否大于或等于預先沒定的第
一投定吋同，如果是則臥力核登衰群已稔定 如果不是則錐鍥等待。

其中，步驟 D 申在逝定登衰群所要加入的常悉群吋包括以下步驟

迭擇具有相同屑性的常悉群
存在所迷的常悉群肘，判斷常悉群的成貝數量是否小于一介預先投定

值，如果是，則逝擇成貝數量較小的常悉群作力登秉群加入的常悉群，使
系統均衡化 如果沒有成貝數量小于預先投定值的常悉群，則增加一介厲

性相同的群作力登汞群加入的常悉群

如果沒有相同厲性的常悉群，則刨建一介同厲性的常悉群作力登汞群
加入的常悉群 。

同肘思量減少有住輸活劫的常悉群的教量，以減少肘阿咯帶竟的需求，
具休的寞施是 需減少且可以減少群數肘，合非兩介或多介常悉群。

力方便肘客戶端的管理，胚包括以下步驟 力每介常悉群建立杞汞群
內各成貝厲性的常悉控制數据集，常恭控制數据集至少包括各成貝相互通
信用的必要數据和反映核控制數据集交化的柄杞 力每介登汞群也建立杞
汞群內各成貝厲性的登衰控制數据集，登衰控制數据集至少包括各成貝相

在本文里，控制教据集可以是一坦用戶相夫信息組成的表，包括各客
戶端有夫通珮及狀悉數掘，胚可以帶有控制策略相夫的數据。

在步驟 B 之后，登汞群不斷接收新成員，反映在控制教据集上，即將



新加入的成貝杞衰在控制數据集 。

在步驟 E 申，將所迭的常悉群的常悉控制數据集估輸哈核登衰群。

在步驟 E 之后胚包括以下步驟
F 、更新所迭常悉群的常悉控制數据集
H 、將更新后的常悉控制數据集估輸到核常悉群的所有成貝。

力了更新控制數据集，逐包括控制數据集堆持步驟
2、服套器檻控參占內容估輸的客戶端的達接、斷升清求和通信狀悉，

交化反映在控制數据集，肘交更后的控制數据集迸行柄杞
2、通迂以下步驟將更新后的控制數据集估輸到各客戶端

B2 1、依棘于已有的控制數据集，服芬器將控制數据集的交化部分或控
制數据集交形的交化部分分坎，將坎分別估輸鈴群的部分或全部成貝 所

B22、如果成貝投有以往控制數据集肘，由服券器估輸整休的控制數掘
集或控制數掘集的交形鈴核成貝。

在步驟 中，服芬器在向登衰群估輸內容、或內容的交形或內容相夫
的信息肘可以采用 P2P 佳輸，包括以下步驟 將所需估迭的內容、或內容
的交形或內容相芙的信息分抉，分別估輸哈登汞群的部分或全部成貝 伙

所迷內容的交形是基于一特定的格式形式迸行的。

本友明的迸一步改迸是 在步驟 中，舀登汞群稔定后整休特力泣渡

所迷迂渡群在拾群的成炭估輸完所迭定的常悉群的控制數据集后，或
者鋒迂第二投定吋同后整休加入所逝的常悉群。

力安現上迷 目的，本岌明逐公升了一神肘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裝置，
包括 登衰她理模抉，用于力清求登衰的客戶端建立一介或多介登汞群

佳輸模抉，用于將所需的內容、或內容的交形或內容相夫的信息佳送到客

戶端 登衰群栓洲模坎，用于粒洲登汞群的穗定狀況，井在某介登衰群穗
定后輸出登衰群稔定的通知 逝擇模抉，用于在接收到登衰群穗定通知后

逝定核登衰群所要加入的常悉群 常悉群她理模抉，用于力已登汞的客戶

端建立一介或多介常悉群 井將稔定后的登衰群中各成貝加入到迭定的常
悉群。

力宴珮上迷 目的，本友明胚公升了一神具有汁算帆可軌行程序的汁算



帆可淒介疲，所迷釋序通迂汁算帆軌行可完成如下功能
將已登衰的客戶端分成一介或多介常悉群
將清求登衰的客戶端划分力一介或多介登衰群
有逝擇地即肘力登衰群的成貝佳迭所需的內容、或內容的交形或內容

相芙的信息

尚某介登汞群稔定后，迭擇出核登汞群所要加入的常悉群

將核登汞群申各成貝加入所迭的常悉群 。

力安珮上迷 目的，本友明胚公升了一神用于服努器汁算杭的可軌行程
序，所迷程序通迂汁算析軌行可完成如下功能

將已登衰的客戶端分成一介或多介常悉群
將清求登汞的客戶端划分力一介或多介登衰群

有逝擇地即肘力登衰群的成貝佳迭所需的內容、或內容的交形或內容
相夫的信息

舀某介登汞群稔定后，逝擇出核登衰群所要加入的常悉群

將咳登衰群申各成戾加入所逝的常悉群 。

本岌明的有益效果是 城少了客戶端登汞肘頻繁的登汞通知，改力
成狙通知，八而減少阿絡抖劫。幻 預先整休估輸控制數据集，以方便隨后
只估輸交化部分的控制教据集更新。 3 用戶接入肘可以立即接收內容或內

容的相夫奕形 片斷、摘要 ，不需要等待即可看到內容的播放。

團 1 是本友明一神寞施例的鈷枸方框團
團 2 是本岌明一神寞施例的流程圍

團 3 是本友明一神寞施例中肘于登汞群她理的佯細流程團

團 4 是本友明一神寞施例中肘于常悉群她理的洋細流程團
團 5 是本岌明』神突施例的登衰群加入常悉群的示意團之一
囤 6 是本友明另一神寞施例的錯枸圈。

具休宴施方式
如團 所示，位于服芬器上的常悉群她理模抉力己接入 即已登衰

的客戶端建立一介或多介常悉群，登汞她理模抉力清求登衰的客戶端建立
一介或多介登衰群 登衰群栓洲模抉檢測登汞群的稔定狀況，井在某介登
汞群穗定后輸出登秉群稔定的通知 迭擇模坎在接收到登衰群穗定通知后



迭定核登衰群所要加入的常悉群 常悉群她理模坎控制將咳登泵群申各成
貝加入迭定的常悉群 估輸模坎有逝擇地即肘力登汞群的成貝估迭所需的
內容、或內容的交形或內容相夫的信息，非力常悉群的成貝佳迭所需的內

容。

逐可以迸一步包括控制數据集建立及堆持模抉和控制數据集估輸模
映，控制數据集建立及錐持模坎力每介常恣群建立杞汞群內各客戶端厲性
的控制數掘集，力每介登衰群建立杞汞群內各客戶端厲性的控制數据集，

交化的析杞 各介控制數据集通迂控制數据集侍輸模抉估迭到相匝的群。

其流程如團 2 所示，包括以下步驟

在步驟 20 ，力已接入的客戶端建立一介或多介常悉群，井力每介常悉
群建立杞秉群內各成貝屑性的控制數据集，控制數据集至少包括各客戶端
相互通信用的必要數据和反映核控制數据集交化的枋杞，然后執行步驟
202

在步驟 20兀 力清求登衰的客戶端建立一介或多介登衰群，登汞群可以

有一介或多介，在某一肘間沒有用戶登汞肘可能是空群，然后執行步驟 203

在步驟 203，力每介登汞群建立杞衰群內各成貝屑性的控制數据集，控

的棕杞，然后執行步驟 204

在步驟 204，登衰群不斷接收新成貝，舀有新的客戶端清求登汞肘，將
咳清求登衰的客戶端加入到一介厲性占其相同的登秉群，如果沒有厲性相
同的登衰群，則刨建一介屑性相同的登衰群非將核客戶端加入到新建的群 。

將新登衰的客戶端加入到登衰群后需要更新控制數据集，可以逝擇地服各
器將更新后的控制數据集估送到咳登泵群，在迭介迂程中，服努器可以有
逝擇地即肘力登汞群的成貝估送所需的內容、或內容的交形或內容相夫的
信息 估迭肘可以采用 P2P 估輸，包括以下步驟 將所需估送的內容、或
內容的交形或內容相夫的信息分抉，分別估輸哈登衰群的部分或全部成員

伙服各器接收到的抉所迷成貝再吹將抉佳輸哈群內的其它成貝。在服券器
向登汞群估送數据肘逐不斷執行步驟 205

在步驟 205，判斷登衰群是否稔定，判斷某介登汞群是否稔定包括以下
步驟

檢洲登汞群的成貝數量



2 判斷某介登秉群的成貝數量是否大于或等于預先役定值，如果是則
臥力核登汞群已稔定 如果不是則軌行步驟 3

3 、檢洲登衰群等待加入常悉群的肘阿是否大于或等于預先投定的第
一投定肘同，如果是則臥力咳登衰群已稔定 舀某介登衰群稔定后，則執
行步驟 206，如果沒有迭到稔定的登衰群則錐鏤軌行步驟 204

在步驟 206，迭擇出核登汞群將要加入的常悉群，在迭定登衰群所要加
入的常悉群肘依据以下棚則 思量減少有估輸活劫的常悉群的數量，以減
少肘阿絡帶竟的需求 在有住輸活劫的常悉群中逝較少成員的常恭群，使
系統均衡化。具休包括以下步驟

1 迭擇具有相同厲性的常悉群加入，如果有相同厲性的常悉群存在，
則執行步驟 幻，如果沒有則軌行步驟 3

2 判斷相同厲性的常悉群的成貝數量是否小于或等于一介預先投定

值，如果是，則逝擇成貝數量較少的常悉群加入，如果沒有成貝數量小于
或等于預先投定值的常悉群，則執行步驟 3

3 刨建一介具有相同厲性的常恣群。然后軌行步驟 207

在步驟 207，將核常悉群的控制數据集估輸哈咳登秉群的成貝，核登汞

其他需要控制數据集的成貝，伙而使咳登秉群中的所有成員都押有將加入
的常悉群的控制數据集，然后軌行步驟 208

在步驟 208，使核登秉群中各成貝加入所逝的常悉群。

在登汞群中各成貝加入所迭的常悉群后，服葬器更新核常悉群的控制
數据集，井將更新后的控制數据集估送到核常悉群，最饗使核常悉群的所
有成貝都佣有更新后的控制數据集。

另外將已登衰的客戶端分成一介或多介常悉群也可以投汁在將清求登
衰的客戶端划分力一介或多介登衰群的后面。

如團 3 所示是肘于登衰群她理的流程團，包括以下步驟
在步驟 301，根据用戶的登衰和退出，蝸控登衰群中成貝的數量，然后

執行步驟 302

在步驟 302，判斷登汞群申成貝的數量是否大于或等于預先投定值，如
果不是，則執行步驟 303，如果是則執行步驟 31

在步驟 303，判斷登汞群等待加入常悉群的吋間 也就是咳登汞群建立
的肘同 是否大于或等于第一投定吋同 ，如果是則軌行步驟 311，如果



不是則執行步驟 304 306 308

在步驟 304，根据系統或內容或客戶端的投置，判斷是否允昨估輸內容，
如果是，則執行步驟 305 ，如果不是則執行步驟 3 0

在步驟 305，服套器向登汞群估輸內容
在步驟 306，根据系統或內容或客戶端的投置，判斷是否允辨估輸內容

交形，如果是，則軌行步驟 307，如果不是則執行步驟 3 0

在步驟 307，服芬器向登衰群佳輸內容交形
在步驟 308，根据系筑或內容或客戶端的投置，判斷是否允沖估輸內容

相夫信息，如果是，則軌行步驟 309，如果不是則執行步驟 310

在步驟 309，服芬器向登秉群估輸內容相夫信息

在步驟 310，服各器向登衰群估輸內容或內容交形或相夫信息

在步驟 311，拮束核登汞群的她理，然后執行步驟 312 和 313

在步驟 3 2，重新升始一介新的登衰群，然后再軌行步驟 30

在步驟 3 13，逝擇待加入的常悉群，然后執行步驟 3 4

在步驟 3 4 申，估輸所逝的常悉群的控制數据集到登汞群各成貝，估

輸方式可以利用各神 P2 佳輸，例如先將控制數据集分抉，佳輸哈登秉群

的部分或全部成貝，控制接收到控制數据集的成員根据其群內的控制數据
集再佳輸哈其他投有收到的群內成貝。

如團 4 所示是肘于常恭群她理的流程團，包括以下步驟
在步驟 401，肘加入或退出核常悉群的客戶端迸行濫控，舀有交化肘執

行步驟 402 ，

在步驟 402，更新改常悉群的控制數据集，然后執行步驟 403

在步驟 403，將控制數据集或其交化部分分抉，通迂內容抉分配策略和
估迭策略，在步驟 404，控制將控制數据集或其交化部分估輸到咳常悉群的
所有成員，使控制數据集得以更新。

另外步驟 403 逐可以用于肘內容迸行分抉，通迂內容坎分配策略和估
迭策略，在步驟 405，控制 P2P 內容佳輸。

在登泵群稔定后胚可以如團 5 所示那佯整休特力迂渡群，即登汞群 1

在登衰群稔定后，例如在鋒迂第一投定肘同 后，先整休迂移力迂渡群 匕
迂渡群是登汞群稔定后到加入常悉群之前的一神形恣，也可以被臥力最后
盼段的登衰群，具休作用之一是將待加入常悉群的控制數据集估輸拾迂渡
群所有成貝。迂渡群在哈群的成貝估輸完所逝定的常悉群的控制教据集后，



或者鋒迂第二投定吋回 2 后整休加入所逝的常悉群 。如果沒有常悉群，
則迂渡群直接特力常悉群 。 登秉群通迂迂渡群加入常悉群和各神狀悉下的
佳輸的結枸團如圍 6 所示，上面 602 力服芬器端的示意團，下面 6 12 力客
戶端的示意團。在服套器端，登衰她理模映將登汞的用戶加入到合造的登
衰群或建立一介新的登汞群，登汞群檢洲模抉檢測登汞群的稔定狀況，非
在某介登汞群穗定后輸出登衰群稔定的通知，以上力登汞期 逝擇模映在
接收到登汞群稔定通知后迭定核登汞群所要加入的常悉群 控制數据集估
輸模快將遊定的常悉群的控制教据集侍迭鎗咳登汞群的所有成貝，迭介肘
段也你力迂渡群肘段，常悉群她理模抉將核登衰群中各成貝加入迭定的常
悉群，迸入常悉群肘期 估輸模坎分力登秉期相夫內容或信息估輸模抉和
常悉群肘期估輸模抉。在客戶端，登汞期相夫內容或信息估輸模坎有迭擇
地即肘力登汞群的成貝估迭所需的內容、或內容的交形或內容相夫的信息，
常悉群肘期估輸模抉力常悉群的成貝估送所需的內容，控制數据集更新模
坎肘控制數掘集迸行更新，P2P 內容岌迭模抉根据更新后的控制數据集和常
悉群肘期估輸模抉所佳送的內容或將已有的內容分抉估迭哈其他客戶端。

在估輸迂程中，控制數据集通迂以下步驟得到堆持
服券器盟控參勻內容估輸的客戶端的連接、斷升清求和通信狀悉，

交化反映在控制數据集，肘交更后的控制數据集迸行棕杞
幻 將更新后的控制數据集估輸到各客戶端。

更新后的控制數据集通迂以下仇造步驟使客戶端的控制數据集得到更
新

1 依漱于已有的控制數据集，服各器將控制數据集的交化部分或控制
數据集交形的交化部分分坎，將抉分別估輸哈群的部分或全部成貝 所迷
成貝將伙服券器接收到的坎再吹佳輸哈群的其它成貝。

2 如果成貝沒有以往控制數据集吋，由服各器估輸整休的控制數据集
或控制數据集的交形哈核成貝。

上迷模映或流程可以蝙制成程序，咳程序可被安裝在汁算析中，包括
服各器汁算杭。

迭神存儲介辰可以是軟盎、 、硬盎、磁帶杞秉介辰、 卡的半早休
存儲器或其它的光孚杞汞介辰 例如 或 PD 或磁杞汞介旗。提供阿鎔
連接的服券器系統也可以被用作杞衰程序的可淒介廈。介廈胚包括喧、光、
甫或其它形式的估播信骨 例如，截波、狂外信弓、教字信弓等 。



杖 利 要 求

1．一神肘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驟

、力已登汞的客戶端建立一介或多介常悉群
B 、力清求登衰的客戶端建立一介或多介登泵群
、有迭擇地即吋力登衰群的成貝估迭所需的內容、或內容的交形或

內容相夫的信息
、舀某介登衰群穗定后，逝擇出核登秉群所要加入的常悉群

E 、將核登汞群中各成貝加入所迭的常恭群。

2 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咐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
驟 B 中，將一介清求登汞的客戶端加入到一介厲性勻其相同的登衰群，如
果沒有厲性相同的登衰群，則刨建一介厲性相同的登衰群井將咳客戶端加
入到新建的群 。

3．如杖利要求 或 2 所迷的肘等阿鎔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驟 中判斷某介登衰群是否穗定包括以下步驟

、粒測登衰群的成員數量

2、判斷某介登衰群的成貝數量是否大于或等于預先投定值，如果是
則臥力咳登衰群已稔定 如果不是則軌行步驟 13

13、栓測登汞群等待加入常悉群的肘同是否大于或等于預先沒定的第
一投定肘間，如果是則臥力核登衰群已稔定 如果不是則錨鏤等待。

4．如杖利要求 3 所迷的肘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驟
D 中在迭定登衰群所要加入的常悉群吋包括以下步驟

逝擇具有相同厲性的常悉群

存在所迷的常悉群肘。 判斷常悉群的成貝數量是否小于一介預先投定

值，如果是，則逝擇成貝數量較小的常悉群作力登衰群加入的常悉群 如
果沒有成員數量小于預先投定值的常悉群，則增加一介厲性相同的群作力
登汞群加入的常恣群

如果沒有相同屑性的常悉群，則刨建一介具有相同厲性的常悉群作力
登汞群加入的常悉群。

5．如杖利要求 4 所迷的肘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驟 力每介常悉群建立杞衰群內各成貝厲性的控制數据集，力每介登汞



群也建立杞衰群內各成貝屑性的控制數掘集，控制數掘集至少包括各成貝

6， 如杖利要求 5 所迷的咐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
驟 B 之后，登衰群不晰接收新成貝，反映在控制數据集上。

7．如杖利要求 6 所迷的肘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
驟 E 申，將所逝的常悉群的控制數据集估輸哈核登衰群。

8．如杖利要求 7 所迷的肘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驟 E

之后逐包括以下步驟
F 、更新所迭常悉群的控制數掘集
H 、將更新后的常悉群的控制數据集估輸到咳常悉群的所有成貝。

9．如杖利要求 5 所迷的肘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胚包括
控制數据集錐持步驟

2、服芬器盟控參勻內容估輸的客戶端的連接、斷升清求和通信狀悉，
交化反映在控制數据集，肘交更后的控制數据集迸行棕杞

B2、通迂以下步驟將更新后的控制數据集估輸到各客戶端
B2 、依救于已有的控制數据集，服各器將控制數据集的交化部分或控

制數据集交形的交化部分分坎，將坎分別估輸哈群的部分或全部成貝 所

B22、如果成貝投有以往控制數据集肘，由服套器估輸整休的控制數据
集或控制數据集的交形拾核成貝。

10．如杖利要求 5 所迷的肘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
驟 申，服各器向登秉群估送數据吋采用 P2P 估輸，包括以下步驟 將所

需估迭的內容、或內容的交形或內容相夫的信息分抉，分別佳輸哈登衰群

的部分或全部成貝 伙服各器接收到坎的所迷成貝再吹將坎估輸哈群內的
其它成貝。

11．如杖利要求 7 所迷的肘等阿鎔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
驟 中，舀登衰群稔定后整休特力迂渡群。

2．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肘等阿絡客戶端快速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

迷迂渡群在哈群的成貝侍輸完所逝定的常悉群的控制數掘集后，或者鋒迂
第二投定肘回后，整休加入所逝的常悉群 。

13．一神肘等阿樂客戶端快速接入裝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登汞她理模坎，用于力清求登衰的客戶端建立一介或多介登衰群



佳輸模抉，用于將所需的內容、或內容的交形或內容相夫的信息估送
到客戶端

登汞群檢測模坎，用于檢洲登汞群的稔定狀況，并在某介登衰群穗定

后輸出登汞群稔定的通知
逝擇模坎，用于在接收到登衰群稔定通知后迭定核登衰群所要加入的

常悉群
常悉群她理模坎，用于力已登泵的客戶端建立一介或多介常悉群 井

14．如杖利要求 12 所迷的吋等阿鎔客戶端快速接入裝置，其特征在于 迂
包括控制數据集建立及堆持模坎和控制數据集佳輸模映，所迷控制數据集

力每介登衰群建立杞衰群內各客戶端屑性的控制教据集，控制教据集也至
少包括各客戶端相互通信用的必要數据和反映控制教据集交化的棕杞 各

5．一神具有汁算帆可軌行釋序的汁算析可淒介旗，其特征在于 所迷釋序
通迂汁算析械行可完成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步驟。

6，一神用于服券器汁算帆的可執行程序，其特征在于 所迷程序通迂汁算
杭執行可完成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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