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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數搪估瑜方法 包拮以下步驟 在止各友起方和止各接收方

同建立丙介以上通迂第三方中特市魚的數搪估瑜通道 通迂其中至少丙

余通道同忖侍瑜敖搪 。 上述的敖搪侍瑜方法中 采用至少丙余通道同忖

估瑜數搪可以增 同絡帶寬 。 此外，近提供了 神數搪估瑜 統，包抬

敖搪赴理模決、 通道建 模決和通道 J 作模決 。



敖搪侍偷系統及數搪侍瑜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汁算札同絡技木領域，尤其是汁算札同絡中的救搪估瑜

系 統及救搪估瑜方法 。

友明背景

互耿同技木的友展，板大地改吏了人們的工作生活 。 其扒 即忖通

汎技木的出現使人占人之同的洵通吏得非常便捷 。 目前，即忖通汎工具

已婪非常普及，即忖通汎除了能滿足用戶普通文字、 囚片 的交流外，梧

三曰 需求也 日益增加。 視頻屯祐是即忖通汎工具的友展方

向。

以互耿同力基咄的即忖通汎技木占其他技木一梓，面惟看 P 地址匱

乏的岡題 。 力了解決 P 地址匱乏的岡題，同絡地址特換 ( AT, e wo

Add e T a a o )技木座用 日益戶泛 。 很多私 同用戶都位于 AT 后面，

通迂路由器連接到互耿同上。 在一些特殊情況下，用戶之同不能移直連

通汎，此忖可以借助 T R ( T ave a g Re ay A ) 技木未建立通
酋
迫 。

通迂 T R 技木建立的通道是通迂第三方中特救搪，通道中的第三

方可以是服各器，也可以是普通客戶端 。 然而，通汎止各及方救搪估瑜

的帶寬受限于第三方的帶寬，吋于音視頻通汎或救搪量較大的文件估瑜

未說，較小 的帶寬舍影晌音視頻通汎的原量或者使文件估瑜的忖 同迂

弋。



友明內容

有荃于此，有必要針吋通迂第三方中特救搪忖止各及方救搪估瑜的

帶寬較小的岡題，提供一神救搪估瑜方法 。

此外，近提供了一神救搪估瑜 系 統 。

力解決上迷技木岡題，提出了以下技木方茉

一神救搪估瑜方法，包抬以下步驟 在止各友起方和止各接收方之

同建立丙介以上通迂第三方中特市魚的救搪估瑜通道 同忖分別通迂其

中至少丙余通道中的各介通道估瑜不同方向或不同矣型的救搪 。

一神救搪估瑜 系 統，包抬救搪赴理模決 、 通道建立模決和通道工作

模決，所迷救搪赴理模決用于吋通迂通道估瑜的救搪迸行赴理，所迷通

道建立模決用于建立丙介以上通迂第三方中特市魚的通道，所迷通道工

作模決分別占所迷通道建立模決及救搪赴理模決相連，所迷通道工作模

決用于通迂其中至少丙余通道同忖估瑜救搪 。

上迷的救搪估瑜方法和系 統扒 采用至少丙余通道同忖估瑜救搪可

以增加同絡帶寬 。

囚 1 力救搪估瑜方法的流程乳
囚 2 力第一奕施方式的多通道救搪同忖估瑜的示意囚

因 3 力第二奕施方式的多通道救搪同忖估偷的示意 因

囚 4 力救搪估瑜 系 統模決乳
囚 5 力通道工 甘

奕施本友明的方式

下面結合具休的

一神救搪估瑜方法包抬以下步驟 在止各友起方和止各接收方之同



建立丙介以上通迂第三方中特市魚的救搪估瑜通道 通迂其中至少 丙余

通道同忖估瑜救搪 。 通道建立后，通迂其中的至少丙余通道同忖估瑜救

搪可以增加同絡帶寬 。

在一介具休奕施例 中，上迷方法的具休流程如囚 1 所示

在步驟 S 1 2 中，止各友起方友起晴求。 核晴求可以是梧音聊天、

視頻通祐或文件估瑜等清求。

步驟 S 104，判晰止各接收方是否接受核晴求。如果止各接收方拒絕，

則返回步驟 S 102，否則迸入步驟 S 1 6

步驟 S 106，查找中特市魚 。根搪需要建立的通道救量查找相座的第

三方中特市魚 。 其中，第三方中特市魚既可以是力了奕現救搪估瑜而舌

口建立和維妒的服各器，也可以是同絡中可以查找到的可以作力第三方

中特市魚的普通客戶端 。 如果采用普通客戶端，可以避兔耗費服各器的

P 和帶寬資源 。

步驟 S 108，建立丙介以上通道 。 才 用通汎及方，即止各友起方占止

各接收方救搪估瑜的交互性的特魚 ，根搪查找到的第三方中特市魚 ，建

立止各友起方占止各接收方之同通迂第三方中特市魚的丙介以上通道。

可以采用 T R 技木建立上迷丙介以上通道 。通道的救量可以依搪止各

的需求及同絡狀況碉定，例如止各需求力及方迸行音視頻通汎而同絡狀

況十分穩定忖，可以建立丙余通道，丙余通道分別用作估送止各友起方

到止各接收方的救搪和止各接收方到止各友起方的救搪 。 另外，丙介以

上通道中可以 包抬各份通道。 例如止各需求力及方迸行音視頻通汎而同

絡狀況不太穩定忖，可以建立四余通道，其中丙余分別用作估送止各友

起方到止各接收方的救搪和止各接收方到止各友起方的救搪，另丙余分

別作力上迷丙余通道的各份。 占然在丙余通道同忖失效的概率較小的情

況下也可以只建立一余各份通道作力上迷丙余通道的各份，此忖，通道

的救量力三介 。 在上迷四余通道的基咄上，如果止各友起方近在視頻通



汎的同忖向接收方友送數搪文件，則可以力此再建立一余通道用于估瑜

數搪文件，此忖，通道的數量力五介 占然，近可力此通道建立各份通

道，則通道數量力六介 。

步驟 S ，吋建立的丙介以上通道迸行性能吋比 。 例如，吋通道的

同絡延返、 同絡丟包率迸行分析，井依搪各介性能指杯吋通道性能迸行

排序 。

步驟 S 112，通迂其中至少 丙余通道同忖估瑜數搪 。 例如，將止各友

起方到止各接收方的數搪在一介通道中估瑜，而止各接收方到止各友起

方的數搪則在另一余通道中估瑜 。 上述分美方法是依搪數搪的估瑜方向

分美，也可以根搪數搪的美型迸行分美估瑜，例如，在視頻通祐中，由

于視頻數搪的數搪量通常較大，將視頻數搪在一余通道中估瑜，而將視

頻以外的數搪，例如音頻 、 文本、 因片 等數搪在另一余通道中估瑜 。 井

且可以根搪步驟 S 中通道性能吋比的結果將不同美型的數搪在相座

的通道中估瑜，例如，在視頻通祐中，將同絡延返低的數搪通道仇先分

配鈴音頻數搪使用，將同絡丟包率低的通道分配鈴視頻數搪使用 。 晴同

忖參岡因 2，以視頻通祐力例，力了迭到較好的視頻通祐效果，利用音

視頻通信中數搪的交互性，將通道的數量改力 8 介，各通道的作用如下

表所示
通道編寺 通道作用

估偷止各友起方到止各接收方的音頻數搪

估偷止各接收方到止各友起方的音頻數搪

1 寺通道的各份

寺通道的各份

口 估偷止各友起方到止各接收方的視頻數搪

估偷止各接收方到止各友起方的視頻數搪



寺通道的各份

寺通道的各份

上表扒 同忖估瑜數搪的通道有四余，在相同的同絡扒 四余通道

的帶寬之和通常大于羊余通道的帶寬，因此，相吋于通迂羊余通道估瑜

數搪的情況，提高了數搪估瑜患的帶寬 。 在因 2 ，第三方中特市魚的

數量均通道的數量相同井且一一吋座，每一余通道都通迂占其吋座的中

特市魚，在其它宴施方式 ，可以采用丙余以上通道通迂同一中特市魚

的方式。 通迂同一介中特市魚的丙介以上通道相吋于羊余通道所增加的

帶寬通常有限 而采用每一余通道都通迂各 自中特市魚的方式，可以板

大地提高數搪估瑜患的帶寬 。

上表扒 同忖按數搪的美型和估瑜的方向在不 同的通道中估瑜數

搪 ( 1 ) 按數搪美型的不吼 將不同美型的數搪在不同的通道中估瑜 。

特別地，在視頻通祐的迂程扒 將音頻數搪占視頻數搪在不同的通道中

估瑜，在迷神情況下，即使估瑜視頻數搪的通道中晰或失效，音頻數搪

仍然可以估瑜到吋方，防止通汎完全中晰。 另外，近可以根搪數搪美型

迭捧占數搪美型追配的通道迸行估瑜，以 宴現估瑜性能的仇化 。 例如將

音頻數搪占視頻數搪分別在不同的通道中估瑜，將同絡延返低的數搪通

道分配鈴音頻數搪使用 ，可以減少戶音延返情況的友生 將同絡丟包率

低的通道分配鈴視頻數搪使用 ，使因像原量得以提高 。 ( 2 ) 按估瑜的方

向不吼 可以將友起方到接收方占接收方到友起方的數搪在不同的通道

中估瑜，在迷神情況下，即使某一方向的估瑜中晰，也只舍影晌一介方

向的數搪估瑜，另一介方向仍然可以正常通汎 。

上表扒 各份通道占正常估瑜數搪的通道 ( 以下筒妳估瑜通道 ) 數

量相同，以使各份通道占估瑜通道一一吋座 。 占然，各份通道占估瑜通

道的數量也可以不同，例如，在同絡狀怒較好的情況下，上表中可以省



略 4 寺通道，將 3 寺通道作力估瑜通道 1 寺和 2 寺通道的各份。 同理，

可以省略 8 寺通道。 另外，各份通道占核各份通道吋座的估瑜通道可以

具有相 同 的厲性，例如，通道美型相 同 都力 P e a 明 a

P o oco , 用戶數搪扳切汶 )通道或者 TCP( T a o Co o o oco ,

估瑜控制切汶 ) 通道等 通道性能 ( 同絡延返、 同絡丟包率等 ) 相同或

相似 將同絡延返低的通道作力音頻估瑜通道的各份通道，而將同絡丟
包率低的通道作力視頻估瑜通道的各份通道。

步驟 S 114，栓查通道是否失效。 由于同絡的夏染性，早致其可靠性

井不副 通迂栓查，可以判晰通道是否失效 (步驟 5116) 。 通道的栓查可

以根搪同絡狀況碉定栓查的周期和模式，例如同絡狀況不佳，則可以追

占縮短栓查周期井栓查所有的通道，包抬估瑜通道和各份通道，避兔 出

現估瑜通道失效忖各份通道也失效但未栓查 出的情況 如果同絡狀況良

好，則可以追占延弋栓查周期井只栓查估瑜通道，因力在同絡狀況 良好

的情況下，估瑜通道失效的情況下各份通道也失效的可能性小 。 如果栓

查到失效的通道，則迸入步驟 S 8

步驟 S 118 ，替換失效通道 。 在步驟 S 114 ，如果栓查到失效通道

是估瑜通道，則將在建立通道的迂程中建立的占此估瑜通道吋座的各份

通道后用 ，以替換失效的估瑜通道未估瑜數搪 。 通道替換完成后，需要

建立新的各份通道，以在替換后的通道再次失效的情況友生忖后用新的

各份通道 。 在步驟 S 114 ，如果栓查到失效通道是各份通道，則建立

新的各份通道井迸行通道替換，用新的各份通道替換失效的各份通道。

如果在步驟 S ，沒有栓查到通道失效的情況，則迸入步驟 S 12 ,

判晰止各是否結柬，例如視頻通祐是否完竿，如果尚未結柬，則返回步

驟 S 112，否則流程結柬。

上述的數搪估瑜方法 ，通迂至少丙余通道同忖估瑜數搪，增加了

同絡帶亂 根搪音視頻數搪估瑜要求，有迭捧的將通道分配用于估瑜不



同美型的數搪，使用戶得到更好的休驗，例如將音視頻分升的方法，可

以減少戶音延返情況的友生，而因像原量得以提副 采用各份通道和制，

在估瑜通道昇常忖快速切換，不需重新迸行查找第三方中特市魚及建立

通道，降低通道失效吋用戶 的影晌。

上述宴施方式 ，如因 3 所示，如果不按數搪美型的不同匹分數搪

估瑜的通道，則通道的數量可以減少力 4 介，各通道的作用如下表所示
通道編寺 通道作用

友送止各友起方到止各接收方的數搪

2 友送止各接收方到止各友起方的數搪

1 寺通道的各份

4 2 寺通道的各份

1 寺通道主要用于估瑜止各友起方到接收方的數搪 2 寺通道主要用

于止各的接收方到止各友起方估送數搪 。 迷丙介通道的匹別在于估瑜不

同方向上的數搪，不再根搪數搪美型是音頻數搪近使視頻數搪作迸一步

的細分，占然，數搪美型近可以是文字信息 、 因片 、 各神數搪文件等。

改置 3 寺通道和 4 寺通道的目的是，分別鈴 1 寺通道和 2 寺通道做各份，

增強止各的高可用性 。 占 1 寺通道不可用忖，替換到 3 寺通道，俸征了

友起方到接收方的數搪估瑜 。 同梓占 2 寺通道不可用的忖候，替換力 4

寺通道。

如因 4 所示，近提供了一神數搪估瑜 系 統 400 ，止各友起方和接收

方都改有數搪估瑜 系 統 400 。 在執行數搪估瑜忖，友起方的數搪估瑜 系

統占接收方的數搪估瑜 系 統切碉工作，查找第三方中特市魚井建立數搪

估瑜的通道。

數搪估瑜 系 統 400 包抬數搪赴理模決 402 、通道建立模決 404 、通道

工作模決 406 及通道栓查模決 408



數搪赴理模決 402 占通道工作模決 406 相連，用于吋通迂通道估瑜

的數搪迸行赴理 。 例如吋將友送的數搪組成數搪 包交鈴通道工作模決

406 ，由通道工作模決 406 迸行友送 吋接收的數搪 包迸行赴理得到淨

載數搪，迸一步地，近可以吋數搪迸行解碉，音視頻 同步等赴理 。

通道建立模決 404 占通道工作模決 406 相連，用于查找中特市魚井

建立丙介以上通迂第三方中特市魚的通道，以建立止各友起方占止各接

收方的數搪連接通路 。 第三方中特市魚既可以是服各器，也可以是普通

客戶端 。如果采用普通客戶端，可以避兔耗費服各器的 P 和帶寬資源 。

通道建立模決 404 建立的通道包抬估瑜通道和各份通道，其中估瑜通道

用于估瑜數搪，而各份通道作力估瑜通道的各份，在估瑜通道吏得不可

用忖替換估瑜通道。 其中，各份通道可以在估瑜數搪前建立，也可以在

建立估瑜通道后估瑜數搪的迂程中建立，因力估瑜通道建立后立刻失效

的可能性較低 。

通道工作模決 406 分別占通道建立模決 404 、 數搪赴理模決 402 及

通道栓查模決 408 相連 。 通道工作模決 406 用于通迂通道建立模決 404

建立的通道中的至少丙余通道同忖估瑜數搪 。 利用通汎及方在數搪估瑜

方面的交互性，通道工作模決 406 將數搪赴理模決 402 組成的數搪 包通

迂其中一余通道友送，井通迂另一余通道接收吋方通道工作模決友送迂

未的數搪 包 。 上述分美方法是依搪數搪的估瑜方向分美，通道工作模決

406 也可以根搪數搪的美型迸行分美估瑜，例如將視頻數搪在一余通道

中估瑜，而將視頻以外的數搪，例如音頻 、 文本、 因片 等數搪在另一余

通道中估瑜 。 通道工作模決 406 近可以吋通道性能迸行吋比，結合通道

性能占數搪美型將不同美型的數搪在相座的通道中估瑜，例如，將音頻

數搪在同絡延返低的數搪通道中估瑜，視頻數搪在同絡丟包率低的通道

中估瑜 。 在仇迭的宴施方式中，同忖考慮數搪估瑜的方向、 數搪的美型

及數搪通道的性能迸行數搪估瑜，即估瑜迂程中既分方向叉結合數搪的



矣型在相座通道中估瑜 。

通道栓查模決 408 用于周期性栓查各介通道的狀怒以判晰通道是否

失效，通道工作模決 406 在通道栓查模決 408 栓查到失效通道忖使用通

道建立模決 404 建立的各份通道替換失效通道 。

更具休地，如囚 5 所示，通道工作模決 406 包抬救搪方向分析羊元

4 6、救搪矣型分析羊元 426 及通道性能分析羊元 436

救搪方向分析羊元 416 接收救搪赴理模決 402 組成的救搪包及通道

中的救搪 包，根搪救搪包中的地址信息分析救搪的估送方向，伙而根搪

救搪估送方向決定通迂哪余通道估瑜 。 例如，在三方迸行視頻通祐忖，

戶生不同的救搪 包分別友送鈴丙介接收方，此忖救搪方向分析羊元 416

根搪救搪 包中的地址信息得出救搪的估送方向。

救搪矣型分析羊元 426 接收救搪赴理模決 402 組成的救搪包，分析

得出救搪的矣型 ，例如音頻救搪 、 視頻救搪 、 文本救搪 、 囚片救搪及其

他文件救搪等，在依搪救搪矣型迭捧通道的迂程中加以利用 。

通道性能分析羊元 436 用于吋上迷丙介以上通道的性能迸行吋比，

得到通道的性能，例如通道的同絡延返、 同絡丟包率等性能 。

上迷的救搪估瑜 系 統 400 中，通迂至少丙余通道同忖估瑜救搪，增

加了同絡帶寬 根搪音視頻救搪估瑜要求，有迭捧的將通道分配用于估

瑜不同矣型的救搪，使用戶得到更好的休盼，例如將音視頻分升的方法，

可以減少戶音延返情況的友生，而囚像原量得以提副 采用各份通道和

制，在估瑜通道昇常忖快速切換，不需重新迸行查找第三方中特市魚及

建立通道，降低通道失效吋用戶 的影晌。

以上所迷奕施例伏表迭了本友明的几神奕施方式，其描迷較力具休

和祥細，但井不能因此而理解力吋本友明舌利范固的限制 。 座 占指 出的

是，吋于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未說，在不脫 禹本友明枸思的前提下，



近可以做出若干吏形和改迸，迷些都厲于本友明的俸妒范固 ，本

友明舌利的俸妒范固座以所附杖利要求力准 。



杖利要求半

1、 一神數搪估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抬以下步驟

在止各友起方和止各接收方之同建立丙介以上通迂第三方中特市魚

的數搪估瑜通道

美型的數搪 。

2、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述的數搪估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建立丙

介以上通迂第三方中特市魚的數搪估瑜通道包抬

查找第三方中特市魚 ，所述第三方中特市魚的敖量占所述丙介以上

通道的數量相同井且一一吋座，每一余通道都通迂均其吋座的所述第三

方中特市魚 。

3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述的數搪估瑜方法，其特征在于，止各友起方

同的通道中估瑜 。

4 、根搪杖利要求 1 或 3 所述的數搪估瑜方法，其特征在于，估瑜的

數搪力視頻通祐數搪，將視頻通祐數搪中的音頻數搪占視頻數搪在不同

的通道中估瑜 。

5 、根搪杖利要求 1 或 3 所述的數搪估瑜方法，其特征在于，近包抬

吋所述丙介以上通道的性能迸行吋比的步驟，所述估瑜數搪的步驟中根

搪通道性能吋比的結果將不 同美型 的數搪在占所述美型追配的通道中

估瑜 。

6、根搪杖利要求 5 所述的數搪估瑜方法，其特征在于，將音頻數搪

在同絡延返低的通道中侍瑜，和/或將視頻數搪在同絡丟包率低的通道中

侍瑜 。

7 、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述的數搪估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丙介



以上通道中包抬各份通道，核方法近包抬

栓查通道狀怒的步驟，井在栓查 出失效通道后，使用各份通道替換

所述失效通道。

8 、根搪杖利要求 7 所述的數搪估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各份通

9、一神敬搪估瑜 系統，包括敖搪赴理模決，所述敖搪赴理模決用于

吋通迂通道估瑜的數搪迸行赴理，其特征在于，所述數搪估瑜 系 統近包

抬通道建立模決和通道工作模決，

所述通道建立模決用于建立丙介以上通迂第三方中特市魚的通道

10 、 根搪杖利要求 9 所述的數搪估瑜 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道

建立模決建立的丙介以上通道中包抬各份通道 。

11 、根搪杖利要求 10 所述的數搪估瑜 系 統，其特征在于，核 系 統近

包抬通道栓查模決，

所述通道栓查模決均所述通道工作模決相連，所述通道栓查模決用

于栓查各介通道的狀怒以判斬通道是否失效，

各份通道替換所述失效通道。

12 、 根搪杖利要求 9 所述的數搪估瑜 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道

工作模決通迂其中一余通道友送數搪，井通迂另一余通道接收數搪 。

13 、根搪杖利要求 9 或 12 所述的數搪估瑜 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述

通道工作模決迸一步包括用于吋所述丙介以上通道的性能迸行吋比，井

搪的模決 。

14 、 根搪杖利要求 13 所述的數搪估瑜 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述通



道工作模決通迂同絡延返低的通道估瑜音頻敖搪，通迂同絡丟包率低的

通道估瑜 磯月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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