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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流媒体

流媒体－在提供多媒体节目时，终端用户边接收数据边在
 屏幕上观看

20世纪80年代末，消费级计算机达到显示多媒体的水平，
 

但由于网络带宽限制，只能通过非流的形式传送多媒体－
 下载后显示

90年代后期流媒体成为现实：

–
 

有了足够的带宽，特别是 后1公里

–
 

互联网的普及和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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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播放情况流媒体播放情况

音乐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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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的特点流媒体的特点

由专用媒体服务器发送，用户无需下载，只要收到足够多
 的信息就可播放

接收端缓存少量数据，播放后丢弃，不留拷贝，不占硬盘

对于供应商而言，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

可进行现场实播，或提供按需服务，可随时接收播放

便于分享：只需提供链接而不必传递文件

支持不同的系统结构，支持交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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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的特点流媒体的特点

可编码为不同的版本以优化传输率－由客户端选择或由服
 务器自动选择 优版本

服务器和播放器具有智能，可根据链路情况动态调节

流媒体与progressive download（PD）：

–
 

两者均不必等待全部数据下载即可播放

–
 

PD仍留下复件，故称为“伪流”（pseudo-streaming）

–
 

流媒体允许跳越和重复，而PD只能顺序播放，不能根据
 

流量起伏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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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的特点流媒体的特点

依赖于网络带宽，线路带宽不足时需控制数据量－

–
 

缩小视频幅面：320240，240180

–
 

降低帧频：15fps

–
 

压缩编码以降低数据量

流媒体不宜用于传输一般数据：

–
 

不具备纠错功能，不适宜用于文本、数据库、图形等媒
 体内容，因为它们不允许有差错

–
 

只适用于音视频，因为他们可容忍一定程度的差错

比较：TCP/IP基于包的非同步传输，在接收端将包按顺序
 “组装”，丢失和损坏的包需要重发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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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古老概念的今天流媒体－古老概念的今天

“流”并非新的概念和应用：从Marconi发明无线电以来就
 有，广播就是一种stream

但今天的互联网能提供丰富得多的数字媒体业务

流媒体是广播、互联网、多媒体的结合

–
 

实时或按需提供音频、视频、其他多媒体内容

–
 

具有交互功能、编辑功能、建立链接的功能

应用领域日益广泛

–
 

新闻、娱乐、教育、商务

–
 

跨区域交流，远程展示，技术支持，广告，远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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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发展概况流媒体发展概况

1990年代后期，互联网的普及使流媒体应用成为现实

2000年以来，流媒体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期

2003：流视频访问逾千万次，网络无线电每月1.4亿小时

2005：流媒体增长率达到两位数，付费流媒体节目超过免
 

费或广告支持的流媒体服务

2006：主要传媒公司将注意力转向流媒体

2007以来：用户激增，点击率刺激流媒体技术的新一轮发
 

展，付费服务加密、防篡改、防盗版成为关注焦点

展望：带宽提高后可望与现有视频点播服务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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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流格式三大主流格式

Microsoft Windows Media

–
 

成本低，服务器管理和压缩工具可免费下载

–
 

可自动判断链路状况并优化传输

Real Networks

–
 

是网络流媒体的创始者

–
 

制作Real Producer、管理Server、播放Real Player

Apple QuickTime

–
 

用QuickTime Streaming Server进行管理和传输

–
 

有多种制作工具，可同时传递2000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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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播放条件流媒体播放条件

需要安装播放器

目前的电脑均满足流媒体播放条件

需要足够的网络带宽

–
 

目前大部分视频清晰度仍不够满意

–
 

若网速不够还是无法流畅收听和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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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制作、传输、播放简述流媒体制作、传输、播放简述

三要素：节目源、编码用软硬件、流媒体服务器

节目制作：拍摄－捕获－编辑

编码：预处理－编码－合成

发送：streaming media server

–
 

Server可以是软件，或专用计算机硬件

–
 

用web server发送的并不是真正的流

客户端播放：streaming media player

–
 

Java客户端－无缝嵌入网页，不可控

–
 

插件客户端－加入web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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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问题兼容性问题

在制作、编码和

 服务器之间满足

 格式兼容

编码器和播放

 器之间应满足

 编解码兼容

流媒体服务器和

 播放器之间满足

 协议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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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播和多播协议单播和多播协议

单播，Unicast：适合于按需服务

–
 

一对一，每个客户端可控制流的播
 放、暂停、重播、终止

–
 

网上有大量拷贝，对服务器要求高

多播：Multicast：适合于现场直播

–
 

服务器发送一个流，经多播路由器
 分配到许多客户

–
 

节省服务器资源和带宽

P2P：在客户间传送流媒体，避免服务
 器及网络瓶颈

peer to peerpeer to 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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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传输方式和压缩编码流媒体传输方式和压缩编码

两种方式：

–
 

点播流媒体：将媒体存放在服务器中，可随时应终端用
 户的需求进行传送

–
 

实况流媒体：仅在特定时间实时提供，如体育比赛

无论那种方式，均要求进行压缩

–
 

例如将1小时视频编码为300kbps，共128.7MB数据

–
 

放在服务器上供1000人同时收看，用Unicast协议播送同
 一视频内容，需300Mbps带宽（每小时125 GB）

kbps: kilo-bits per second
Mbps: mega-bits per second
kbps: kilo-bits per second

Mbps: mega-bits per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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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Web服务器的优缺点服务器的优缺点

使用普通web服务器

无论带宽大小，丢包会重
 

发，直到被正确接收

高速连接时客户的感觉类
 

似于流媒体

客户获得复件后可重复播
 

放和分享

不受防火墙阻挡

不能传输现场实况

不支持多播

客户端无灵活性，必须下
 

载全部数据

存在被侵权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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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服务器的优缺点流媒体服务器的优缺点

传输实时内容的唯一方法

支持多播

VoD文件可向客户端提供
 

灵活性

不在客户端留下复件

不占用客户端硬盘

可调整带宽适应线路情况

必须使用流媒体服务器

数据速率超过线路速度时
 

播放会被打断

通常会丢失数据，失去的
 

包不能恢复

可能遭遇防火墙阻挡

VoD: video on demandVoD: video o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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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流媒体传到网上如何将流媒体传到网上

与其他数据上网一样，可将流媒体文件放在具有互联网连
 接的流媒体服务器上

流媒体文件使用特定的URL：

–
 

以HTTP:// 开头的URL指向web server

–
 

以RTSP:// 开头的URL指向streaming server

用web服务器传输流媒体文件，只能是progressive 

download（pseudo-streaming）

只有用流媒体服务器才可传输真正的流媒体



流媒体内容安全流媒体内容安全

Secure 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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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

互联网流媒体技术有广阔应用前景和巨大商业价值，已引
 起学术界和企业广泛关注，发展迅速

早在2002年香山会议已就“宽带网络与安全流媒体技术中
 的重要科学问题”

 
行了研讨

目前流媒体技术已有切实的发展，IPTV和互联网视频业务
 正在由众多运营商推出：

–
 

电信公司

–
 

CDN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产品供应商

–
 

提供互联网视频，靠广告盈利，如YouTube，优酷，土
 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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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内容可否下载？流媒体内容可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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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PlayerRealPlayer的流媒体下载功能的流媒体下载功能



路漫漫其修远兮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吾将上下而求索

shuowang@shu.edu.cn 
http://www.ci.shu.edu.cn/ws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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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讨课和互动关于研讨课和互动

对课堂传授的知识同学们可以各取所需，吸收感兴趣而又
 

听得懂的，忽略暂时不能理解的

对不少问题同学们往往了解更多，许多问题要请同学来解
 

答，互动不限于同学问老师答，老师也在讨论中学习

课内外提出的问题是对教学内容的补充，希望多提问题，
 

一 起来讨论，有争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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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思考

什么是数字化，为什么要用数字技术取代模拟技术？

–
 

数字音乐，数码摄影 …

–
 

数字通信，光纤，无线 …

数字图像处理的是是非非

–
 

PS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
 

照片篡改，防伪检测 …

关于信息隐藏

–
 

为什么能在数字媒体中嵌入秘密信息？

–
 

嵌入水印后为什么能保持文件大小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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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思考

关于版权

–
 

重要性，手段，效果 …

–
 

Copyright vs. Copyleft

关于信息对抗

–
 

信息隐藏和检测

–
 

合理处理和过度处理

–
 

伪造和认证

关于信息技术

–
 

通过选修的通识课和研讨课了解了哪些，有哪些疑问？

–
 

对跨学科门类的同学有无帮助？

–
 

如何改进？

CopyleftCopy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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