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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流媒休服各系統的帶宵自造匝流媒休估輸系統及方法

技木領域

本岌明屑于阿絡通信技木領域，涉及一神用末安現在阿絡上造匝帶霓

交化的流媒休數据的她理和估輸方法，且特別涉及一神流媒休服各系統的

帶寬 自造匝流媒伸佳輸系統及方法。

背景技木

隨看通信阿絡的高速友展，基于阿阮坊伙 e e P o oco V以下筒林

式，而媒休流在柯絡上迸行估輸的稔定性保征的需求也日超強烈。炊所周

知， P 柯絡是介升放的阿絡，要求利用 P 阿絡迸行數据通信的帶寬是稔

定帶寬是投有保征的。況且，在使用移劫葵端坊何流媒休肘，元鐵側的帶

霓也肘好肘杯。力了滿足造匝帶竟交化的通信需要，寺家們也提出了一些

方法。

目前，用于突現帶霓 自造匝流媒休估輸的主要途徑是 事先力各介媒

休文件分別提供几介不同比特率銅昭的流媒伸數据，根掘攸洲到的帶竟的

高低，分別使用比特率高的或低的流媒休數据 。

由于珮有的方式必須准各比原始數据多得多的流媒休教据，增加了流

媒休服芬系統的存儲升硝，另外，在使用迂程中，舀帶霓改交肘，切換到

別的媒休流上非重新定位到舀前面面的迭神方式不可避免地帶鎗接收者

較大的停碗。 而同一介內容的多介流媒休數据，也加大了系統的夏朵度，



不利于降低系統的成本、升友雄度和提高系筑的可靠性，也不利于系統她

理的衰活性的提高。

班有的寺利文敵包括 申清肯力 02159354 的中囤寺利申清 " 自造匝

地凋市柯絡初頻廈量的方法" 和寺利申清公升骨力 20050108414 的美因

寺利 Sys em a d me hod o a sm g da a Co p e Sys e s g

v a S eam g" 在汁算帆系統中使用虛似流宋估輸數据的系統和方法 。

申清骨力 02 159354 的中固寺利申清存在以下不足 一、咳寺利沒有

提供流媒休服各的解決方案，迭一解決方案是帶寬 自道匝流媒休估輸的核

心技木 二、系統采用的方法不是目棕系統的棚范休系，使用了自定又的

力額外的她理模坎和必將增加的接口等必然舍增加系統的夏朵度，加大了

系筑的升友雜度并且降低了系統的可靠性。

寺利申清公升肯力 20050108414 的美囤寺利存在以下不足 咳寺利提

出了可交虛似流造匝帶霓交化迸行數据估輸的系統和方法。核方法力分割

待估輸數据力多介小部分，通泣在帶寬允昨的多介通道估輸，然后在目的

端組合。咳方法建立在筒革分割數据的基酣上，而不是建立在肘數据銅昭

分析的基砸上，未提供肘銅昭數据遐輯性分割的解決方案。另外，多通道

迢匝帶寬的方式，增加了系筑的夏朵度，加大了系統的升友雅度非且降低

了系統的可靠性。

友明內容



鑒于上迷，本岌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神流媒休服各系統的帶竟 自造匝

流媒休估輸系統及方法，以改善流媒休服各旗量。

力安現上迷目的，本岌明的一神流媒休服各系統的帶霓 自造匝流媒休

估輸系統，包括

客戶端，其負責提供基于 P 的通洲杭制，力流媒休數据估輸和帶霓

偵測消息的估輸提供佳輸通道，例如安肘估輸忱汶 Rea me T a spo

P o oco 以下筒林 RTP 、寞肘估輸控制切汶 Rea me T a spo C o o

P o oco 以下筒林 RTCP 等 其血黃接收帶竟攸測消息包、友迭帶霓攸測

音初頻 及

流媒休服各器端，其血責提供基于 P 的通郝杭制，力流媒休數据估

偷和帶寬攸洲消息的估輸提供估輸通道，例如 RTP RTCP 等 其血責將

帶寬攸洲消息打包井友送上述帶竟攸洲消息包、接收上迷帶寬攸洲反儼消

息包、汁算一預先投定肘間 例如 10 秒 內的平均丟包率和避行遐輯控制及

二吹解碉鎘昭 其中上迷流媒休服努器端的休系拮枸包括 控制流和媒休

數据流 。其中，上迷控制流包括 帶寬攸洲消息友迭模坎、帶寬攸洲反儼

消息接收模抉、帶寬攸洲反儼消息解析模坎及帶寬造配遐緝控制模抉 上

迷媒佈數据流包括 媒休數掘接收模坎、媒休教据解昭模映、媒休數据蝙

硝模坎及媒休數据流化和友送模抉。

上迷帶寅攸測消息岌迭模坎負黃向上迷客戶端岌迭上迷帶霓攸洲消



洲反儼消息包，并取出勻帶寬攸洲有夫的字段信息，例如丟包率 上迷帶

竟造配遐緝控制模映負責汁算』預先投定吋阿內的乎均丟包率，井根据咳

乎均丟包率判定是否需要邀行二吹解網鎘昭 上迷媒休數据接收模抉魚責

淒取流媒休數据包 上迷媒休數据解昭模抉負青將上述流媒休服芬器端即

將岌迭出去的流媒休數据包越行解碑，由于媒休貌碉格式檢多，咳媒休數

据解碑模抉可能由多介不同的媒休數据解碑模坎狙成 上迷媒休數据編碉

模坎負責根据上迷平均丟包率重新汁算編硝的碑率，并將上迷流媒伸數据

包按照咳硝率重新迸行貌昭，由于媒休編昭格式八多，核媒休數据銅碉模

抉可能由多介不同的媒休數据線昭模抉坦成 上述媒休數据流化和友迭模

制，即一荼帶寬攸測消息可能返回多荼帶竟攸測反碳消息。

力宴班上迷 目的，本岌明的一神流媒休服各系統的帶霓 自造匝流媒休

估輸方法，包括如下步驟

步驟 1 流媒休服芬器端向客戶端友迭帶霓攸洲消息包

步驟 左 上迷流媒休服各器端接收上迷客戶端返回的帶寬攸洲反儼消

息包

步驟 3 上迷流媒休服各器端解析上迷帶寬偵測反儼消息包，非汁算

一預先投定肘阿內的平均丟包率

步驟 屯 上途流媒俸服芬器端判斷是否需要迸行二吹解碉蝙昭，如果

上迷乎均丟包率在預先投定的比率(咳比率可以配置，例如 20洵以下，則



不需要迸行二吹解昭編昭，軌行步驟 7，否則執行步驟

步驟 如果上迷平均丟包率大于上迷預先役定的比率，則上迷流媒

芬器端

步驟 6 上迷流媒休服各器端根据上迷平均丟包率井按百分比降低貌

昭的硝率，井肘上迷解昭后的流媒休數据包按照咳僻率重新迸行貌碉

步驟 7 上迷流媒休服各器端友送流媒休數据包。

其中，上迷預先沒定的肘同可以配置，同肘力了降低柯絡魚荷，咳肘

阿不匝投定得迂小。

上迷步驟 6 中按百分比降低銅硝的硝率的方法力 昭率 升始的硝率

X 1 平均丟包率人

占現有技木相比較，本岌明引入了帶竟攸洲基碰上的二坎解硝編昭杭

制，使得舀通信哉路狀況不好的肘候，能造肘地劫悉稠整岌迭流媒休數据

包的昭率，使之能造匝阿絡帶寬 而舀通信域路狀況良好的肘候，則一直

使用默臥的岡率友迭流媒休數据包。迭梓元捻通信岡絡狀況如何，都不影

晌流媒休數据包的順暢播放 同肘由于編昭解昭模映可以通迂流媒休服套

器端外桂組件提供，或者由第三方提供接口，降低了系統升友的雅度和提

高了系統的可靠性。

力吐本友明的上迷和其它目的、特征和仇魚能更明棍易懂，下文特華

較佳寞施例，井配合悅明宅附團，作佯鋼倪明如下。

蝴蜜邁喫

囤 1 力本炭明流媒休服芬器端的休系拮枸示意團



團 2 力本岌明所迷方法的流程團

團 3 力本友明所迷方法的肘序團。

具休安施方式

下面拮合附團肘本友明的技木方案的具休寞施作迸一步的洋細塊明，

5 但其井不作力肘本友明的限定。

如團 1 所示，本友明流媒休服各器端的休系結枸包括控制流和媒休數

据流，分別在團中以鍋錶及黑粗域棕示

1 控制流由如下部分組成

帶竟攸測消息友迭模坎 201 ，其在流媒休播放迂程中，友起帶竟偵測

10 流程，向客戶端岌送帶竟攸洲消息包

帶竟攸洲反儼消息接收模坎 101 ，其血責接收客戶端返回的帶霓攸洲

反傲消息包，由于流媒休服各器端需要客戶端不斷地扳告阿絡狀況，所以

上迷帶竟攸洲反儼消息包和帶寬攸洲消息包力非一』肘匝帆制，即一荼帶

竟攸洲消息可能返回多荼帶寬攸洲反儼消息

1 帶寬偵測反儼消息解析模抉 102，其血責解析上迷帶冤攸洲反儼消息

包，井取出其申占帶寬攸洲有夫的丟包率等字段信息

帶竟造配遐緝控制模坎 103 ，其魚黃汁算一預先役定肘間內的乎均丟

包率，井根据咳平均丟包率判定是否需要迸行二吹解昭銅隅

2 媒休數据流由如下部分組成

， 媒俸數据接牧模坎 ，其血寅漆取流媒休數据包

媒休數据解昭模抉 3 03，其負責將流媒休服芬器端即將友迭出去的流



媒休數据包迸行解碉，由于媒休蝙碑格式俞多，咳媒休數掘解碑模坎可能

由多介不同的媒休數据解硝模映組成

媒休數据貌碑模快 3 02 ，其血責根据上迷平均丟包率重新汁算貌昭的

碉率，井將上迷流媒休數据包按照咳昭率重新迸行編碉，由于媒休蝙昭格

式炊多，咳媒休數据貌昭模抉可能由多介不同的媒休數据貌昭模坎銅成

媒休數据流化和友迭模坎 3 0 1，其上迷流媒休數据包流化井向上迷客

戶端友迭。

如團 2 所示，本友明所迷方法包括如下步驟

步驟 1 流媒休服各器端向客戶端友迭帶霓偵測消息包

步驟 2 上迷流媒休服各器端接收上迷客戶端返回的帶竟攸測反儼消

息包

步驟 3 上迷流媒休服各器端解析上迷帶霓攸測反儼消息包，井汁算

一預先投定肘同內 例如 10 秒 的平均丟包率

步驟 4 上迷流媒休服各器端判斷是否需要避行二吹解硝蝙昭，如果

上迷平均丟包率在預先投定的比率 例如 2 0% 以下，則不需要迸行二吹解

昭蝙昭，執行步驟 7，否則臥行步驟 5

步驟 5 如果上迷乎均丟包率大于上迷預先投定的比率，則上迷流媒

步驟 6

昭的昭率，井肘上迷解昭后的流媒休數据包按照核昭率重新迸行貌昭 其

中上迷按百分比降低銅昭的罔率的方法力 昭率 升始的硝率 X 1 乎

均丟包率 ，例如升始的昭率力 1 kbps、平均丟包率力 4 0%，則重新鎘碉



的硝率力 1 X 1 4 % 6 kbps

步驟 7 上迷流媒休服芬器端友迭流媒休數据包。

如團 3 所示，本岌明所迷方法的肘序如下

步驟 A ．流媒休服券器端向客戶端岌迭帶寬攸洲消息包

步驟 B ．客戶端向流媒休服各器端友迭帶寬攸洲反儼消息包，且咳反

儼消息可能是多荼

步驟 C ， 流媒休服各器端根据一段肘同內的客戶端的帶寬攸測反儼消

息包，汁算平均丟包率

步驟 ．流媒休服各器端根据上迷平均丟包率越行遐輯控制，判定是

否需要迸行二坎解昭貌隅

步驟 E ，流媒休服套器端迸行解昭，井根掘平均丟包率重新迸行編昭

步驟 F ．流媒休服芬器端友迭重蝙網后的流媒休數据包。

以上洋鍋悅明了本友明的工作原理，但迭只是力了便于理解而準的一

介形象化的寞例，不匝被秘力是肘本友明范固的限制。同佯，根据本岌明

的技木方案及其較佳寞施例的描迷，可以做出各神可能的等同改交或替



利 要 求

，其特征在于

乍已主舌

客戶端，其負責提供基于柯阮仿汶的通珮杭制，負責接收帶寬攸洲消

息包、岌迭帶竟攸洲反慣消息包和接收流媒休數据包非肘咳流媒休數据包

迸行解昭她理 及

流媒休服各器端，其血黃提供基于柯阮忱汶的通珮析制，血責將帶竟

攸洲消息打包井友送上述帶霓攸洲消息包、接收上迷帶霓攸洲反傲消息

包、汁算一預先投定肘同內的平均丟包率和迸行遐輯控制及二吹解昭貌

碑 其申上迷流媒休服各器端的休系鈷枸包括 控制流和媒休數据流，

其中，上迷控制流包括 帶竟攸洲消息岌迭模抉、帶竟攸測反憤

消息接收模抉、帶寬攸洲反儼消息解析模映及帶竟造配遐緝控制模抉

上迷媒休教据流包括 媒休教据接收模抉、媒休數掘解昭模抉、

2、根据杖利要求 1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

息包

霓攸測反儼消息包

上途帶竟攸洲反儼消息解析模坎頂黃解析上迷帶霓攸洲反慣消息包

非取出勻帶寬攸洲有夫的字段信息



上迷帶寬造配遐輯控制模坎血黃汁算一預先沒定肘同內的平均丟包

率，井根掘咳平均丟包率判定是否需要避行二吹解硝貌昭

流媒休教掘包迸行解硝

迷客戶端炭送。

3、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上迷帶霓攸洲消息包和

上迷帶竟攸測反儼消息包力非一一肘匝杭制。

4、一神流媒休服芬系統的帶竟 自造匝流媒休估輸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驟

步驟 1

步驟 2

息包

步驟 3 上迷流媒休服芬器端解析上迷帶寬攸洲反儼消息包，井汁算

一預先投定肘何 內的乎均丟包率

步驟 4 上述流媒休服券器端判斷是否需要迸行二吹解昭銅昭，如果

上迷平均丟包率在預先投定的比率以下，則不需要避行二坎解碑編昭，軌

行步驟 7，台則軌行步驟 5

步驟 5 如果上迷平均丟包率大于上迷預先沒定的比率，則上迷流媒



步驟 6 上迷流媒休服芬器端根据上迷乎均丟包率井按百分比降低蝙

磅的碉率，并肘上迷解碉后的流媒休數据包按照核碉率重新迸行貌碉

步驟 7 上迷流媒休服各器端友迭流媒休數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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