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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媒体适配的方法和装置 ， 于通信技术领域。所述方法包括：接收来 终端的获取媒

体文件的请求 （101 ) ；获取所述媒体文件 ( 102) ；根据所述媒体文件的信总和本地已存储的所述终端的信仏 判

断是否：要转码 （103 ) ；如果 要转码，则对所述媒体文件址行转码后发送给所述终端 （104) ：其屮，所述终端

的信息包含可变参数，所述可变参数为定吋获取的。所述装置包括：接收模块、获取模块和迠配模块。本发叨实施

例实现了媒体文件的动态适配，以及在媒体文件¾求过程中服务器侧对终端的能力的感知，而且，无需终端做任何

改动，可以实现终端不感知的实时适fti。



媒体适配的方法和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媒体适配的方法和装置 。

背景技术

目前 FIN (Flash Video) 视频格式 已经成为互联 网上的主流视频文件格式，多数在线视

频 网站 ，如新浪播客、六 间房、优酷 、土豆等，均采用 FIN 视频格式 。在互联 网上可 以使用

RTMP (Real Time Messaging Protocol, 实时消息传送协议 ）来发布 FIN 格式 的视频，也可 以

使用 HTTP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超文本传输协议 ）来发布 。由于 HTTP 协议在服务

器价格和流量方面具有优势，因此 ，多数 网站都使用 HTTP 协议来发布 ，既经济又实用 。HTTP

方式是指一种渐进式下载方式，通过服务器将 FIN 视频文件下载到客户端 的本地缓存 ，然后

再通过本地连接来播放这个 FIN 视频文件 。因此 ，客户端播放 的是本地缓存 的视频，在下载

完成后服务器就没有消耗 了，从而可 以节省服务器消耗 。

随着技术的进步 ，手机 的视频播放能力越来越强，借助于强大 的处理器和解码芯片，手

机播放 720P 的视频 已经成为可能； 目前 网络上流行 的 RMVB (RealMedia Variable Bit Rate,

可变 比特率的 RealMedia) 、AVI (Audio Video Interleaved, 音频视频交错 ）、WMV (Windows

Media Video, 微软流媒体 ）、FIN 等视频格式不需要转换就能够流畅播放 。但是 HTTP 渐进

式下载方式下，带宽比较小的用户在请求高码率的视频文件时，需要用户花 费很长时间来等

待视频缓冲 ，造成启动延时增加 ，看视频过程 中也会多次中断播放进行缓冲 ，从而影响用户

的体验 ；而且服务器在按照高码率发送视频文件时，由于手机 的接收能力有 限，势必造成数

据 的丢失，TCP 协议则会重复启动重传又会导致 网络带宽进一步恶化 。因此 ，现有技术提 出

了一种媒体适配方案 以解决上述 问题 。

媒体适配方案是在服务器和客户端 中间加 了一个媒体适配层 ，该层通过能力交换期间收

集 的终端 的信息和视频文件 的信息，对渐进式下载 的内容进行适配 。当用户发出 URLdJniform

Resource Location, 统一资源定位符 ）请求后 ，媒体适配层根据该请求从服务器获取相应 的视

频文件 ，媒体适配层对视频 内容进行分析后确定转码参数并进行转码 ，转换完成后进行缓冲 ，

并传送到客户端进行播放 。



在实现本发明的过程中，发明人发现上述现有技术至少具有以下缺点：在针对用户一次

HTTP 请求的渐进式下载过程中，转码格式是固定不变的，如果终端的能力发生变化，如带

宽降低，或者处理能力降低，则无法进行及时调整。

发明内容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问题，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媒体适配的方法和装置。所述技术

方案如下：

一种媒体适配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来自终端的获取媒体文件的请求；

获取所述媒体文件；

根据所述媒体文件的信息和本地已存储的所述终端的信息，判断是否需要转码；

如果需要转码，则对所述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发送给所述终端；

其中，所述终端的信息包含可变参数，所述可变参数为定时获取的。

一种媒体适配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来自终端的获取媒体文件的请求；

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媒体文件；

适配模块，用于根据所述媒体文件的信息和本地已存储的所述终端的信息，判断是否需

要转码，如果需要转码，则对所述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发送给所述终端；

其中，所述终端的信息包含可变参数，所述可变参数为定时获取的。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上述技术方案根据媒体文件的信息和终端的信息，判断是否需要转

码；如果需要转码，则对所述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发送给终端，其中，终端的信息包含定时

获取的可变参数，根据定时获取的可变参数可以及时调整转码的参数，从而实现了媒体文件

的动态适配，以及在媒体文件请求过程中服务器侧对终端的能力的感知，而且，无需终端做

任何改动，可以实现终端不感知的实时适配。

附图说明
图 1是本发明实施例 1提供的媒体适配的方法流程图；

图 2 是本发明实施例 1提供的媒体适配的网络架构示意图；

图 3 是本发明实施例 2 提供的媒体适配的方法流程图；

图 4 是本发明实施例 3提供的媒体适配的方法流程图；



图 5 是本发明实施例 4 提供的媒体适配的装置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式作进

一步地详细描述。

实施例 1

参见图 1，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媒体适配的方法，包括：

101：接收来 自终端的获取媒体文件的请求；

102：获取该媒体文件；

103：根据该媒体文件的信息和本地已存储的终端的信息，判断是否需要转码；

104：如果需要转码，则对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发送给终端。

其中，所述终端的信息包含可变参数，该可变参数为定时获取的。

本实施例中，媒体文件的格式不限，可以是任何格式的，如 FLV 、WMV 、RM 、RMVB 、

TS等等，媒体文件可以是音频文件，也可以是视频文件，本发明实施例对此不做具体限定。

本实施例中，上述可变参数可以包括：终端的带宽和处理能力中的至少一种。进一步地，

终端的信息还可 以包括：终端类型和终端屏幕分辨率中的至少一种。媒体文件的信息可 以包

括：编解码信息、视频分辨率、码率和帧率中的至少一种。其中，编解码信息和视频分辨率

可以直接从媒体文件中获取，而帧率和码率可以通过计算得出。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终端是指具有播放能力的终端，通过向网络侧发出请求，并下载媒体

文件在本地播放，包括但不限于：手机、笔记本电脑、计算机等等。

本实施例提供的上述方法是在网络侧执行的，如网络侧的业务服务器或边缘服务器等等，

本发明实施例对此不做具体限定。例如，参见图 2，用户使用手机向网络侧发出播放媒体文

件的 HTTP 请求，网络侧的某个服务器进行 HTTP 响应，并根据媒体文件的信息和终端的信

息进行转码适配，然后发送适配后的文件给终端。

本实施例提供的上述方法根据媒体文件的信息和终端的信息，判断是否需要转码；如果

需要转码，则对所述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发送给终端，其中，终端的信息包含定时获取的可

变参数，根据定时获取的可变参数可以及时调整转码的参数，从而实现了媒体文件的动态适

配，以及在媒体文件请求过程中服务器侧对终端的能力的感知，而且，无需终端做任何改动，

可以实现终端不感知的实时适配。



实施例 2

参见 图 3，本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媒 体适 配 的方法 ，以网络侧 的业 务服 务器 为例进行 说 明，

该方法包 括 ：

301 ：终端 向网络侧 发送 HTTP 请 求 ，请 求 获取媒 体文件 ， 网络侧 的业 务服 务器 接 收该

HTTP 请 求 。图中 以终端请 求获取 《a.FLV》为例进行 说 明。

302 ：业 务服 务器在本地 查 找终端请 求 的媒 体文件 ，找到该媒 体文件之后 ，获取 该媒 体文

件 的信 息 。

具体地 ，媒 体文件 的信 息包 括 ：编解码 信 息 、视 频分辨 率 、码 率和 帧率 中 的至少一种 。

其 中，媒 体文件 的编解码信 息和视 频分辨 率可 以直接 从媒 体文件 中提取 出来 ；媒 体文件 的码

率和 帧率是计算得 到 的，此 处不做过 多说 明。

303 ：业 务服 务器根据 该媒 体文件 的信 息和本地 已存储 的终端 的信 息 ，判 断是否 需要转码 。

本 实施例 中，业 务服 务器 上存储有 终端 的信 息 ，该终端 的信 息通 常包含可 变 参数 ，在此

基础 上还可 以包 括 固定参数 。其 中，该可 变 参数 为定 时获取 的 ，可 以为终端 的带 宽和 处 理 能

力 中的至少一种 。固定参数可 以为终端类 型和 终端 屏幕 分辨 率 中的至少一种 。

本 实施例 中，业 务服 务器可 以每 隔 固定 的周期检测 一次终端 的能力 ，包 括带 宽和 /或 处理

能力 ， 以便及 时 了解 终端 的能力 ，方便及 时调 整转码 参数 ，实现动态适 配 。所述 固定 的周期

可 以根据 需要设置 ，如 100ms 、 200ms 等 等 ，本 发 明实施例对此 不做具体 限定 。其 中，检测

终端 的能力可 以采用 多种手段 ，如终端 定期上报 能力信 息给 网络侧 ，或者 网络侧根据 TCP 中

的 ACK 消息 的个数 计算 出终端 的带 宽 ，或者 网络侧 使用探针探测 带 宽 占用情 况等等 ，本 发 明

实施例对此 不做具体 限定 。

本 实施例 中，终端 的信 息 中的固定参数通 常是指 网络侧 收到上述 HTTP 请 求后 获取 的，

也可 以采用 多种 方式 ，如终端 主动 上报给 网络侧 ，或者 网络侧根据 该 HTTP 请 求 中的 URL 识

别 出等等 ，本 发 明实施例对此 不做具体 限定 。

本 实施例 中，转 码 是指根据 源信 息和 目标信 息等转码 参数对媒 体文件进行 转 换 ，包 括但

不 限于 ：码 率 的转 换 、分辨 率 的转 换 、文件格式 的转 换等等 ，如 FLV 格 式 到 WMV 格 式 的转

换等 ，本 发 明实施例对此 不做 具体 限定 。所述 源信 息是指媒 体 文件 的信 息 ，所述 目标信 息是

指 终端 的信 息 。

其 中，进行码 率 的转 换 的过程可 以具体 如下 ： 网络侧根据 已存 储 的终端 的带 宽 ，确 定终

端 的码 率 ； 比较 媒 体文件 的码 率 与终端 的码 率 是否相 同，如果相 同，则判 定 不 需要转码 ，如

果不 同，则判 定 需要转码 。例 如 ，终端请 求播放 《哈利波特 .FLV 》，该文件 的码 率 为 1Mbps,



终端 的带 宽为 500Kbps ，根据该带 宽可 以将终端 的码率确定为 450Kbps ，与文件 的码率不 同，

因此 ，判定 出需要进行转码 。

304 ：如果需要转码 ，则对该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通过 HTTP 响应 发送给终端 ；如果不需

要转码 ，则直接通过 HTTP 响应将该媒体文件发送给终端 。

本 实施例 中，为 了避免 由于对整体媒体文件进行转码而导致终端 的启动延 时增加 ，进一

步地 ，还可 以采用分块传输编码 （Chunked transfer encoding) 技 术对媒体文件进行处理后发

送给终端 ，该模式称 为 HTTP chunk 模 式 ，允许 HTTP 由服 务器发送给客户端应用 的数据可

以分成 多个部分 ，具体步骤如下 ：在判定 需要转码后 ，先对媒 体文件进行切分得 到分块 ，然

后对得 到 的各个分块分别进行转码 ，并 以 chunk 分块模式发送给终端 。

其 中，HTTP chunk 模 式下 响应头 中包含一项 Transfer-Encoding, 其 值 为 chunked, 代 表

发送 的数据是分块数据 ，不是整个数据 。通常 ，媒体文件被切分后 ，会得 到多个分块 ，每一

个分块使用一个 消息体发送 ，所有分块对应 的消息体只封装一个 HTTP 响应 头 ，在第一个发

送 的消息体前封装该 HTTP 响应 头 。最后一个 消息体含有一个大小为 0 的块 ，代表发送 的分

块 结束 ，全部发送完成 。因此 ，服务器可 以发送数据而不需要预先知道发送 内容 的总大小 。

通常 ，对媒体文件进行切分 时，是按照 时间进行切分 的，切分 的粒度可 以根据 需要设置 ，

如 1 秒 、2 秒 等等 ，优选地 ，可 以设置最 小粒度 为一个 GOP (Group Of Picture, 图像 组 ）单

元 ，本发 明实施例对此不做具体 限定 。

具体地 ，在完成 切分得 到分块后 ，可 以将每个 分块和转码参数送 到转码器 ，进行转码 。

当第一个分块转码完成后 ，就可 以填充 HTTP 消息体 ， 以 chunk mode 方式 向终端进行 响应 ，

以减少终端 的响应延 时 。如果在对各个分块进行转码 的过程 中，定 时检测 到终端 的能力有所

更新 ，则对下一个分块进行转码 时，采用 更新后 的终端信 息进行转码 ，从而 实现 了转码 参数

的动态调整 、媒体文件 实时适配 。

本 实施例提供 的上述方法根据媒体文件 的信 息和终端 的信 息 ，判 断是否需要转码 ；如果

需要转码 ，则对所述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 发送给终端 ，其 中，终端 的信 息包含定 时获取 的可

变参数 ，根据定 时获取 的可变 参数可 以及 时调 整转码 的参数 ，从而实现 了媒 体文件 的动态适

配 ， 以及在媒体文件请求过程 中服务器侧对终端 的能力 的感知 ，合理利用 网络 ，避免给 网络

增加压力 ，而且 ，无 需终端做任何 改动 ，可 以实现终端不感知 的实时适配 。另外 ，对媒 体文

件进行分块转码发送 ，可 以进一步 降低终端 的启动延 时，极大地提升用户 的体验 。

实施例 3



与实施例 2 类似，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媒体适配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在网络侧的边

缘服务器上引入实时适配，参见图 4，该方法包括：

401：终端向网络侧发送 HTTP 请求，请求获取媒体文件，网络侧的边缘服务器接收该

HTTP 请求。

402：边缘服务器在本地查找终端请求的媒体文件，没有找到，则修改 URL 向业务服务

器请求该媒体文件，并下载该媒体文件到本地，获取该媒体文件的信息。

403：边缘服务器根据该媒体文件的信息和本地已存储的终端的信息，判断是否需要转码。

404：如果需要转码，则对该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通过 HTTP 响应发送给终端；如果不需

要转码，则直接通过 HTTP 响应将该媒体文件发送给终端。

其中，也可以采用 HTTP chunk 模式，对切分后的各个分块分别进行转码再发送给终端，

具体同实施例 2 中的描述。

本实施例中，媒体文件的信息、终端的信息、以及边缘服务器定期检测终端信息的手段、

转码的过程、切分的过程等等，均与实施例 2 中的描述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图 4 中以得到 6 个分块为例，且终端的带宽发生变化，根据终端的能力，前两个分块按

照终端的带宽为 1Mbps 进行转码，第 3 个分块按照终端的带宽为 500kbps 进行转码，第 4 个

分块按照终端的带宽为 1Mbps 进行转码，最后两个分块按照终端的带宽为 800kbps 进行转码，

从而实现了实现适配，及时调整。

本实施例提供的上述方法根据媒体文件的信息和终端的信息，判断是否需要转码；如果

需要转码，则对所述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发送给终端，其中，终端的信息包含定时获取的可

变参数，根据定时获取的可变参数可以及时调整转码的参数，从而实现了媒体文件的动态适

配，以及在媒体文件请求过程中服务器侧对终端的能力的感知，合理利用网络，避免给网络

增加压力，而且，无需终端做任何改动，可以实现终端不感知的实时适配。另外，对媒体文

件进行分块转码发送，可以进一步降低终端的启动延时，极大地提升用户的体验。

实施例 4

参见图 5，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媒体适配的装置，包括：

接收模块 501，用于接收来 自终端的获取媒体文件的请求；

获取模块 502，用于获取该媒体文件；

适配模块 503，用于根据媒体文件的信息和本地已存储的终端的信息，判断是否需要转

码，如果需要转码，则对该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发送给终端；



其 中，终端 的信息包含可变参数 ，该可变参数为定时获取 的。

本实施例 中，获取模块 502 还可 以用于：在获取媒体文件之后 ，

获取媒体文件 的编解码信息；和/或 ，

获取媒体文件 的视频分辨率 ；和/或 ，

计算媒体文件 的码率 ；和/或 ，

计算媒体文件 的帧率 ；

相应 的，所述媒体文件 的信 息包括 ：编解码信 息、视频分辨率 、码率和帧率 中的至少一

种 。

本实施例 中，上述可变参数可 以为终端 的带宽和处理能力 中的至少一种 。

本实施例 中，上述终端 的信息还可 以包括 ：终端类型和终端屏幕分辨率 中的至少一种 。

本实施例 中，适配模块 503 可 以包括 ：

判断单元 ，用于根据本地 已存储 的终端 的带宽，确定终端 的码率 ，比较媒体文件 的码率

与终端 的码率是否相 同，如果不 同，则判定需要转码 。

为 了降低终端 的启动延时，进一步地 ，适配模块 503 可 以包括 ：

适配单元 ，用于对媒体文件进行切分 ，对得到的各个分块分别进行转码 ，并 以 chunk 分

块模式发送给终端 。

本实施例提供 的上述装置可 以为 网络侧 的服务器 ，包括但不 限于：业务服务器和边缘服

务器等等 。在该装置上可 以执行上述任一方法 实施例 中的方法 ，具体过程 同方法实施例 中的

描述 ，此处不再赘述 。

本实施例提供 的上述装置根据媒体文件 的信息和终端 的信息，判断是否需要转码 ；如果

需要转码 ，则对所述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发送给终端 ，其 中，终端 的信息包含定时获取 的可

变参数 ，根据定 时获取 的可变参数可 以及 时调整转码 的参数 ，从而实现 了媒体文件 的动态适

配 ，以及在媒体文件请求过程 中服务器侧对终端 的能力 的感知 ，合理利用 网络 ，避免给 网络

增加压力 ，而且 ，无需终端做任何改动 ，可 以实现终端不感知 的实时适配 。另外 ，对媒体文

件进行分块转码发送 ，可 以进一步 降低终端 的启动延时，极大地提升用户 的体验 。

最后需要说 明的是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 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方法 中的全部或部分

流程 ，是可 以通过计算机程序来指令相关 的硬件来完成 ，所述 的程序可存储 于一计算机可读

取存储介质 中，该程序在执行 时，可包括如上述各方法 的实施例 的流程 。其 中，所述 的存储

介质可为磁碟 、光盘 、只读存储记忆体 （ROM) 或 随机存储记忆体 （RAM) 等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各功能单元可 以集成在一个处理模块 中，也可 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

存在 ，也可 以两个或两个 以上单元集成在一个模块 中。上述集成 的模块既可 以采用硬件 的形

式实现 ，也可 以采用软件功能模块 的形式实现 。所述集成 的模块如果 以软件功能模块 的形式

实现并作为独立 的产 品销售或使用时，也可 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上述提

到的存储介质可 以是只读存储器 ，磁盘或光盘等 。上述 的各装置或系统，可 以执行相应方法

实施例 中的方法 。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较佳实施例 ，并不用 以限制本发 明，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 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媒体适配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来 自终端 的获取媒体文件 的请求；

获取所述媒体文件 ；

根据所述媒体文件 的信息和本地 已存储 的所述终端 的信息，判断是否需要转码 ；

如果需要转码 ，则对所述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发送给所述终端 ；

其 中，所述终端 的信息包含可变参数 ，所述可变参数为定时获取 的。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获取所述媒体文件之后 ，还包括：

获取所述媒体文件 的编解码信息；和/或 ，

获取所述媒体文件 的视频分辨率；和/或 ，

计算所述媒体文件 的码率；和/或 ，

计算所述媒体文件 的帧率；

所述媒体文件 的信息包括：所述编解码信息、视频分辨率、码率和帧率中的至少一种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变参数为终端 的带宽和处理能力中

的至少一种 。

4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3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 的信息还包括：终端类型和

终端屏幕分辨率中的至少一种 。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根据所述媒体文件 的信息和本地 已存储 的

所述终端 的信息，判断是否需要转码 ，包括：

根据本地 已存储 的所述终端 的带宽，确定所述终端 的码率；

比较所述媒体文件 的码率与所述终端 的码率是否相 同，如果不 同，则判定需要转码 。

6、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5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对所述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发送给所

述终端 ，包括：

对所述媒体文件进行切分，对得到的各个分块分别进行转码 ，并 以分块模式发送给所述



终端 。

7、一种媒体适配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

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来 自终端 的获取媒体文件 的请求；

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所述媒体文件 ；

适配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媒体文件 的信息和本地 已存储 的所述终端 的信息，判断是否需

要转码 ，如果需要转码 ，则对所述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后发送给所述终端 ；

其 中，所述终端 的信息包含可变参数 ，所述可变参数为定时获取 的。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模块还用于：在获取所述媒体文

件之后 ，

获取所述媒体文件 的编解码信息；和/或 ，

获取所述媒体文件 的视频分辨率；和/或 ，

计算所述媒体文件 的码率；和/或 ，

计算所述媒体文件 的帧率；

所述媒体文件 的信息包括：所述编解码信息、视频分辨率、码率和帧率中的至少一种 。

9、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变参数为终端 的带宽和处理能力中

的至少一种 。

10、根据权利要求 7 或 9 所述 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 的信息还包括：终端类型

和终端屏幕分辨率中的至少一种 。

11、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适配模块包括：

判断单元，用于根据本地 已存储 的所述终端 的带宽，确定所述终端 的码率 ，比较所述媒

体文件 的码率与所述终端 的码率是否相 同，如果不 同，则判定需要转码 。

12、根据权利要求 7 或 11 所述 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适配模块包括：

适配单元，用于对所述媒体文件进行切分，对得到的各个分块分别进行转码 ，并 以分块

模式发送给所述终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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