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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内容实时合并到

广播媒体流中的系统和方法。媒体标题可通过通

信网络流式传输到制作者计算设备。所述制作者

计算设备与用于结合所述媒体标题而分发所述

用户产生的内容的频道相关联。当在制作者计算

设备上播放流式传输的媒体标题时，可从制作者

计算设备捕获产生的内容。这样的所捕获的产生

的内容可被指定用于该频道。然后，所述媒体标

题和所述产生的内容可通过所述通信网络实时

广播到订阅所述频道的一个或多个订户设备。所

述媒体标题和所述产生的内容可以在所述广播

内同步，以反映当在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

所述媒体标题时关于所述媒体标题而捕获所述

产生的内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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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内容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中的服务器系统，所述系统包

括：

存储器，所述存储器存储关于与频道相关联的制作者计算设备的信息；

网络接口，所述网络接口通过通信网络将媒体标题流式传输到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

以及

处理器，所述处理器执行存储在存储器中的指令，其中当在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

放流式传输的媒体标题时，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指令导致从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捕获产生

的内容，所捕获的产生的内容被指定用于所述频道；

其中所述网络接口通过所述通信网络将所述媒体标题和所述产生的内容实时广播到

订阅所述频道的一个或多个订户设备，其中所述媒体标题和所述产生的内容在所述广播内

同步，以反映当在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所述媒体标题时关于所述媒体标题而捕获所

述产生的内容的时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存储器进一步将同步的广播存储在存储器中，其中所

存储的广播可在随后的时间访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订户设备对同步的广播的访问基于对所述媒体

标题的订阅。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广播与一组广告相关联，所述一组广告不同于与

另一个频道上的另一个广播相关联的一组广告，其中所述流式传输的媒体内容被同步到不

同的产生的内容。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呈现给第一订户设备的所述广播与一组广告相关联，

所述一组广告不同于与呈现给第二订户设备的所述广播相关联的一组广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当所述产生的内容在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处产生时，

所述网络接口进一步实时接收所述产生的内容。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系统，其中当所述产生的内容正在产生时，所述产生的内容与正

在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的所述流式传输的媒体标题的当前时间戳相关联，并且其中

所述同步基于相关联的时间戳。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广播包括提供给每个订户设备的单个流。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广播包括提供给每个订户设备的多个流。

10.一种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内容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中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通过通信网络将媒体标题流式传输到制作者计算设备，其中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与频

道相关联；

当在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所述流式传输的媒体标题时，从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

捕获产生的内容，所捕获的产生的内容被指定用于所述频道；以及

通过所述通信网络将所述媒体标题和所述产生的内容实时广播到订阅所述频道的一

个或多个订户设备，其中所述媒体标题和所述产生的内容在所述广播内同步，以反映当在

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所述媒体标题时关于所述媒体标题而捕获所述产生的内容的

时间。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所述广播存储在存储器中，其中所存储的广播

可在随后的时间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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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基于对所述媒体标题的订阅来控制订户设备对

所述广播的访问。

13.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广播与一组广告相关联，所述一组广告不同于

与另一个频道上的另一个广播相关联的一组广告，其中所述流式传输的媒体内容被同步到

不同的产生的内容。

14.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呈现给第一订户设备的所述广播与一组广告相关

联，所述一组广告不同于与呈现给第二订户设备的所述广播相关联的一组广告。

15.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当所述产生的内容在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处产生时，通

过所述通信网络进一步实时接收所述产生的内容。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产生的内容正在产生时，所述产生的内容与

正在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的所述流式传输的媒体标题的当前时间戳相关联，并且其

中所述同步基于相关联的时间戳。

17.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广播包括提供给每个订户设备的单个流。

18.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广播包括提供给每个订户设备的多个流。

19.一种非暂态计算机可读介质，在所述非暂态计算机可读介质上包含可由处理器执

行以实施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内容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中的方法的程序，所述方法包括：

通过通信网络将媒体标题流式传输到制作者计算设备，其中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与频

道相关联；

当在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所述流式传输的媒体标题时，从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

捕获产生的内容，所捕获的产生的内容被指定用于所述频道；以及

通过所述通信网络将所述媒体标题和所述产生的内容实时广播到订阅所述频道的一

个或多个订户设备，其中所述媒体标题和所述产生的内容在所述广播内同步，以反映当在

所述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所述媒体标题时关于所述媒体标题而捕获所述产生的内容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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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况广播

背景技术

1.技术领域

[0001] 本技术涉及流式媒体，更具体地涉及将用户产生的内容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

中。

[0002] 2.相关技术描述

[0003] 流式媒体可包括来自不同内容提供商的多种不同类型的内容。这样的内容可包括

电视节目、电影、数字游戏等。这样的内容可包括事件的现场直播，这些事件包括体育赛事、

突发新闻事件、颁奖典礼、演讲等。

[0004] 通过传统电视广播而分发的一些媒体标题也可流式传输。例如，有线电视提供商

可向订户提供对他们的电视节目的访问权限。电视节目从许多现有提供商(例如，DirecTV、

Verizon、AT&T  U-verse)之一提供给订户。通过支付订阅，订户获得(从提供商)访问与某些

有线网络(诸如HBO、MTV和卡通网络(Cartoon  Network))相关联的内容的权限。在一些情况

下，用户可根据需要购买一个或多个频道。在其他情况下，用户通过捆绑一次购买两个或更

多个频道。在一些情况下，有线网络可操作它们自己的订阅系统以将内容流式传输给订户。

此外，还存在在线内容服务(例如，Netflix、Hulu、Amazon  Fire  TV)，这些在线内容服务允

许用户在各种计算设备(例如，移动设备、笔记本电脑、台式机)上观看流式媒体和视频点播

内容。

[0005] 用户将他们自己的评论和其他相关内容添加到特定媒体标题(例如，电视节目剧

集)的当前可用方式可包括下载媒体标题(或其剪辑)的文件，结合所下载的文件记录他们

的评论，然后将带有所记录的评论的文件上载到分发频道(例如， )。

[0006] 用于分发用户生成的内容的另一模型可包括允许用户生成内容，该内容可直接流

式传输(例如，Facebook  Live、Twitch.tv)给一组订户。但是，这样的用户生成的内容可能

受限于由该用户生成的内容。在用户希望提供对由另一用户生成的媒体标题的评论的情况

下，该用户可能被要求得到对该内容的许可或获得对该内容的某些权限或仅使用该内容的

有限或低质量版本。这样的要求使得例如即时生成高质量评论音轨变得复杂，这些高质量

评论音轨是实时的以便与正被评论的媒体标题的高质量、全长流同步播放。

[0007] 因此，这样的模型的缺点可包括用户生成的内容提供的即时体验较差、上下文较

少、原始内容质量较低，以及对内容提供商的价值较低(这可能因此降低可协调和分发评论

的媒体标题的可用性)。

[0008] 因此，本领域需要将用户产生的内容流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中的系统和方法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包括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内容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中的系统

和方法。媒体标题可通过通信网络流式传输到制作者计算设备。制作者计算设备与用于结

合媒体标题而分发用户产生的内容的频道相关联。当在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流式传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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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标题时，可从制作者计算设备捕获产生的内容。这样的所捕获的产生的内容可被指定

用于该频道。然后，媒体标题和产生的内容可通过通信网络实时广播到订阅该频道的一个

或多个订户设备。媒体标题和产生的内容可以在广播内同步，以反映当在制作者计算设备

上播放媒体标题时关于媒体标题而捕获产生的内容的时间。

[0010] 各种实施方案可包括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内容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中的系统。这

样的系统可包括存储器，该存储器存储关于与频道相关联的制作者计算设备的信息；网络

接口，该网络接口通过通信网络将媒体标题流式传输到制作者计算设备；以及处理器，该处

理器执行指令，这些指令导致当在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流式传输的媒体标题时，从制作

者计算设备捕获产生的内容。所捕获的产生的内容被指定用于该频道。网络接口可以通过

通信网络将媒体标题和产生的内容以在广播内同步的方式实时广播到订阅该频道的一个

或多个订户设备，以反映当在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媒体标题时关于媒体标题而捕获产生

的内容的时间。

[0011] 附加实施方案可包括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内容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中的方法。这

样的方法可包括通过通信网络将媒体标题流式传输到与频道相关联的制作者计算设备；当

在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流式传输的媒体标题时从制作者计算设备捕获产生的内容，其中

所捕获的产生的内容被指定用于该频道；以及通过通信网络将媒体标题和产生的内容实时

广播到订阅该频道的一个或多个订户设备。媒体标题和产生的内容可以在广播内同步，以

反映当在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媒体标题时关于媒体标题而捕获产生的内容的时间。

[0012] 另外的实施方案包括非暂态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在该非暂态计算机可读存储介

质上包含可由处理器执行以实施如上所述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内容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

中的方法的程序。

附图说明

[0013] 图1示出了网络环境，其中可实现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媒体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

中的系统。

[0014] 图2是示出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媒体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中的示例性方法的流程

图。

[0015] 图3是可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媒体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中的示例性电子娱乐系

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包括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内容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中的系统

和方法。媒体标题可通过通信网络流式传输到制作者计算设备。制作者计算设备与用于结

合媒体标题而分发用户产生的内容的频道相关联。当在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流式传输的

媒体标题时，可从制作者计算设备捕获产生的内容。这样的所捕获的产生的内容可被指定

用于该频道。然后，媒体标题和产生的内容可通过通信网络实时广播到订阅该频道的一个

或多个订户设备。媒体标题和产生的内容可以在广播内同步，以反映当在制作者计算设备

上播放媒体标题时关于媒体标题而捕获产生的内容的时间。

[0017] 图1示出了网络环境100，其中可实现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媒体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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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的系统。网络环境100可包括提供用于分发(例如，经由一个或多个视频点播(VOD)服

务)的流式内容(例如，视频)的一个或多个内容源服务器110、一个或多个内容提供商服务

器应用程序接口(API)120、内容传递网络服务器130、后端服务层140和一个或多个客户端

设备150。

[0018] 内容源服务器110可以维护和提供可用于流式传输的媒体标题。这样的媒体标题

不仅可包括预先录制的内容(例如，DVR内容)，而且可包括现场直播流(例如，直播体育赛

事、直播电子竞技赛事、广播首播)。内容源服务器110可与下述任何内容提供商相关联，该

内容提供商使其内容可用于流式传输

[0019] 来自内容源服务器110的流式内容可通过内容提供商服务器API120提供，该内容

提供商服务器API  120允许各种类型的内容源服务器110与后端服务层140通信。内容提供

商服务器API  120可以特定于提供流式内容的内容源服务器110的特定语言、操作系统、协

议等。在包括多个不同类型的内容源服务器110的网络环境100中，同样可以存在对应数量

的内容提供商服务器API  120。

[0020] 因此，内容提供商服务器API  120便于客户端设备150中的每一个访问由内容源服

务器110托管的内容。关于所访问的内容的附加信息(例如元数据)也可以由内容提供商服

务器API  120提供给客户端设备150。如下所述，附加信息(即元数据)可用于提供关于正被

流式传输到客户端设备150的内容的细节。最后，还可以经由内容提供商服务器API  120从

内容源服务器110向客户端设备150提供与所访问的内容相关联的附加服务，诸如聊天服

务、等级和简档。

[0021] 内容提供商服务器API  120可以由内容传递网络服务器130访问。内容传递网络服

务器130可包括提供与流式媒体相关的资源和文件(包括与客户端设备150有关的促销图像

和服务配置)的服务器。内容传递网络服务器130还可以由请求流式传输或订阅特定内容的

客户端设备150调用。

[0022] 内容提供商服务器API  120可以由后端服务层140访问，以便获得关于客户端设备

150的可用流式内容的信息。如下所述，关于内容的附加信息可包括描述可用内容的元数据

(例如，按作者、标题、流派)。该信息还可包括存储内容的位置(例如，URL)，使得用户设备可

以继续从内容源服务器110检索内容。此外，(例如，作者、标题、流派)120可包括用于实现允

许不同客户端设备150彼此交互的功能(例如，聊天)的指令。后端服务层140可以使用这样

的指令来向客户端设备150提供某些功能。

[0023] 后端服务层140可以负责与不同的内容源服务器110通信，以便将该内容提供给客

户端设备150。后端服务层140可以执行例如用于识别媒体标题的格式和格式化媒体标题以

便可以在客户端设备150上播放的指令。这样的格式化可包括识别与每个内容相关联的元

数据，然后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转换技术，使得在内容源服务器110处以一种格式存储的数

据可以被呈现并显示在客户端设备150上，这可能需要不同的格式。这样，不同格式的媒体

标题可以经由后端服务层140提供给客户端设备150并使其与该客户端设备兼容。

[0024] 客户端设备150可包括多个不同类型的计算设备。例如，客户端设备150可包括任

何数量的不同游戏控制台、移动设备、膝上型计算机和台式机。这样的客户端设备150还可

被配置为访问来自其他存储介质(诸如但不限于就下载服务而言可能适合的内存卡或磁盘

驱动器)的数据。这样的设备150可包括标准硬件计算部件，诸如但不限于网络和媒体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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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暂态计算机可读存储设备(存储器)，以及用于执行可以存储在存储器中的指令的处理

器。这些客户端设备150还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操作系统(例如，iOS、安卓)、应用程序或计

算语言(例如，C++、JavaScript)来运行。本文参考图3详细描述了示例性客户端设备150。

[0025] 图2是示出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媒体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中的示例性方法200的

流程图。图2的方法200可以体现为非暂态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包括但不限于CD、DVD或非

易失性存储器诸如硬盘驱动器)中的可执行指令。存储介质的指令可以由一个处理器(或多

个处理器)执行，以使得托管或以其他方式访问存储介质的计算设备的各种硬件部件执行

该方法。图2中标识的步骤(及其顺序)是示例性的，并且可包括其各种替代形式、同等形式

或派生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其执行顺序。

[0026] 在方法200中，可以将关于制作者和相关联的频道的信息存储在存储器中，可以将

媒体标题流式传输到制作者设备，可以在播放流式传输的媒体标题期间捕获在制作者设备

处生成的内容，可以将一个或多个时间戳与所捕获的内容相关联，并且可以同步媒体标题

和所捕获的内容以用于向已经订阅从频道接收内容的一个或多个订户设备广播。

[0027] 在步骤210中，可以将关于制作者和相关联的频道的信息存储在存储器中。制作者

可以建立用于分发用户生成的内容(例如，包括评论或其他相关内容)的频道。制作者可以

与允许与内容分发频道相关联地建立账户的认证信息(例如，用户名、密码)相关联。另外，

网络中的各种其他设备可以订阅以接收通过频道分发的内容。关于制作者、相关联的一个

或多个频道和每个频道的一个或多个订户的信息可以保持在存储器中。在某些内容提供商

需要特定订阅(例如，“优质”有线电视内容)的情况下，订户设备可能要求具有与内容提供

商相关联的订阅，以便通过该频道访问内容。

[0028] 在步骤220中，可以将媒体标题(例如，电视节目的指定剧集)流式传输到制作者设

备。如本文所讨论的，媒体标题可包括可用于通过通信网络流式传输的任何类型的预先录

制的或直播的媒体内容。这样的媒体标题可以源自内容源服务器110，由内容提供商服务器

API层120格式化，并提供给后端服务层140。因此，客户端设备150可以在连续下载后续部分

期间播放媒体标题文件的开始部分。

[0029] 在步骤230中，可以在播放媒体标题文件期间捕获由制作者生成的内容。这样的制

作者生成的内容可包括音频或视频评论、反应、背景或其他情境旁白，以及与媒体标题相关

的其他类型的内容。由于可以在播放媒体标题期间产生和捕获制作者生成的内容，因此制

作者生成的内容的定时可以与媒体标题的定时相关联。例如，制作者生成的内容可以在媒

体标题的时间线内的某个点开始。

[0030] 在步骤240中，媒体标题的一个或多个时间戳可以与制作者生成的内容相关联。由

于制作者生成的内容可以响应于在播放媒体标题期间所显示的内容，因此当在没有媒体标

题的情况下播放或者当与媒体标题不同步播放时，这样的制作者生成的内容可能没有意义

或者说是缺乏情境。然而，当捕获制作者生成的内容时，一个或多个时间戳(例如，反映正在

播放的媒体标题的时间线内的当前点)可以与制作者生成的内容内的某些点相关联。这样

的制作者生成的内容可包括音频、视频、文本、主题标签、链接、图形以及与媒体标题相关的

其他类型的内容。

[0031] 在步骤250中，可以基于媒体标题和制作者生成的内容来准备广播。这样的广播可

包括单个流(例如，其中媒体标题已经以同步方式与制作者生成的内容组合)或两个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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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该同步(其可以基于关于步骤240描述的时间戳信息)允许观众(例如，订阅设备的观众)

体验当在制作者计算设备上播放媒体标题时关于媒体标题所捕获的制作者生成的内容的

播放。这样的同步(以及为这样的同步提供基础的时间戳的相关生成)可以由制作者计算设

备、内容传递网络服务器130、后端服务层140或客户端设备150控制。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这

样的同步发生在订户设备150处。可以利用各种其他同步手段，包括将两个或更多个内容流

复用到单个传输流中以允许同步回放。

[003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广播可以与一组广告相关联，该组广告可以插播、覆盖或以其

他方式与广播一起播放。可以基于特定制作者设备、特定频道、特定订户设备、与前述方面

相关的各种参数或它们的任何组合来选择或分配这样的一组广告。这样的广告可以由与第

三方提供商、制作者计算设备、内容源服务器110或内容传递网络服务器130相关联的广告

服务器提供。

[0033] 在步骤260中，将广播实时提供给已经订阅或以其他方式请求从频道接收内容的

订户设备。当制作者生成的内容在制作者设备处生成时，可以发起包括同步的媒体标题和

制作者生成的内容的广播。这样，在制作者设备上播放流式传输的媒体标题与向订户设备

提供广播之间可能存在小的时间延迟。但是，在到制作者设备的流已完成其播放时间之前，

可以发起向订阅设备的广播。例如，原始剧集的电视广播可以流式传输到用户可以提供评

论的制作者计算设备，该评论可以被捕获并实时地流式传输给订户的观众。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广播(以及关于媒体标题和制作者生成的内容的信息)可以进一步存储在存储器中并

经由与制作者设备相关联的频道来访问。这样，订户设备可以选择不实时接收同步广播，而

是稍后访问广播。

[0034] 图3是可用于将用户产生的媒体实时合并到广播媒体流中的示例性电子娱乐系

统。图3的娱乐系统300包括主存储器305、中央处理单元(CPU)310、矢量单元315、图形处理

单元320、输入/输出(I/O)处理器325、I/O处理器存储器330、控制器接口335、内存卡340、通

用串行总线(USB)接口345和IEEE  1394接口350。娱乐系统300进一步包括操作系统只读存

储器(OS  ROM)355、声音处理单元360、光盘控制单元370和硬盘驱动器365，它们经由总线

375连接到I/O处理器325。

[0035] 娱乐系统300可以是电子游戏控制台。替代地，娱乐系统300可以实现为通用计算

机、机顶盒、手持游戏设备、平板计算设备或移动计算设备或电话。娱乐系统可包含更多或

更少的操作部件，这取决于特定的形状因数、目的或设计。

[0036] 图3的CPU  310、矢量单元315、图形处理单元320和I/O处理器325经由系统总线385

进行通信。此外，图3的CPU  310经由专用总线380与主存储器305通信，而矢量单元315和图

形处理单元320可以通过专用总线390进行通信。图3的CPU  310执行存储在OS  ROM  355和主

存储器305中的程序。图3的主存储器305可包含预存储的程序和使用光盘控制单元370从

CD-ROM、DVD-ROM或其他光盘(未示出)通过I/O处理器325传输的程序。图3的I/O处理器325

还可以允许引入通过无线或其他通信网络(例如，4$、LTE、1G等)传输的内容。图3的I/O处理

器325主要控制娱乐系统300的各种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这些设备包括CPU  310、矢量单元

315、图形处理单元320和控制器接口335。

[0037] 图3的图形处理单元320执行从CPU  310和矢量单元315接收的图形指令，以产生用

于在显示设备(未示出)上显示的图像。例如，图3的矢量单元315可以将对象从三维坐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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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二维坐标，并将二维坐标发送到图形处理单元320。此外，声音处理单元360执行产生声

音信号的指令，该声音信号被输出到音频设备诸如扬声器(未示出)。其他设备可以经由USB

接口345和IEEE  1394接口350诸如无线收发器连接到娱乐系统300，这些接口也可以嵌入在

系统300中或者作为一些其他部件诸如处理器的一部分。

[0038] 图3的娱乐系统300的用户经由控制器接口335向CPU  310提供指令。例如，用户可

以指示CPU  310将某些游戏信息存储在内存卡340或其他非暂态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上或

指示游戏中的角色执行某一指定动作。

[0039] 本发明可以在可以由多种终端用户设备操作的应用程序中实现。例如，终端用户

设备可以是个人计算机、家庭娱乐系统 (例如 ，S o n y  或 S o n y

或Sony )、便携式游戏设备(例如，Sony 或Sony

)或不是那么知名的不同制造商的家庭娱乐系统。本文描述的本方法完全旨在可在

多种设备上操作。本发明也可利用交叉标题中立性(cross-title  neutrality)而实施，其

中本系统的一个实施方案可在各种发行商的多种标题中使用。

[0040] 非暂态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是指参与向中央处理单元(CPU)提供指令以供执行的

任何一种或多种介质。这样的介质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非易失性和易失性介

质，分别诸如为光盘或磁盘和动态存储器。常见形式的非暂态计算机可读介质包括例如软

盘、软磁盘、硬盘、磁带、任何其他磁介质、CD-ROM光盘、数字视频光盘(DVD)、任何其他光学

介质、RAM、PROM、EPROM、FLASHEPROM以及任何其他存储器芯片或盒式磁盘。

[0041] 各种形式的传输介质可以涉及将一个或多个指令的一个或多个序列传送到CPU以

供执行。总线将数据传送到系统RAM，CPU从中检索并执行指令。系统RAM接收的指令可以任

选地在由CPU执行之前或之后存储在固定磁盘上。同样地可以实现各种形式的存储设备以

及必要的网络接口和实现这些网络接口的网络拓扑结构。

[0042] 已出于说明和描述的目的呈现了本技术的前述详细描述。并非旨在为穷举性的或

将技术限于所公开的精确形式。根据上述教导，很多修改和变型是可能的。选择所描述的实

施方案是为了最好地阐释本技术的原理及其实际应用，以及使本领域的其他技术人员能够

在各种实施方案中利用本技术，并且作出适合所设想的特定用途的各种修改。旨在由权利

要求限定本技术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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