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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华为iLab前期发布的《OTT

直播，拉开一场数字潮汐盛宴的

帷幕》，可知OTT直播容易引起

1.  它山之石——当前业界的主要方案

1.1  云直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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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可以保证几秒的播放，APP

侧也会根据实时下载速率去切

换合适的码率。

• 智能调度，通过计算各边缘节

点的响应时间，实时将直播请

求调度至最佳服务节点，缓解

短时间内大量用户接入对服务

器的冲击。

小结：因为无法控制网络，云直播

优化本质上是被动地适应潮汐效应，

可以缓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潮汐

问题，这对网络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网络流量的潮汐效应，而多屏观看

会加剧潮汐效应。

热剧期间潮汐比被放大至5:1

多屏观看加剧潮汐效应

WIFI

潮汐效应

内容热度高

时间不固定

例如巴黎恐怖袭击直播大
量用户访问导致
Periscope应用“宕机”。

直播时间与热点事件强
相关，如球赛、演唱会
等，其余时间空闲，类
似潮汐。

如何在热点直播时段，既不降低

视频质量、不对网络造成重大冲

击，又能保证良好的用户体验？

未来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智能

化弹性”网络架构，这种网络架

构可以满足：1) 克服潮汐效应，

同时支持多屏；2) 不要求对终端

做任何改造。未来会不会基于这

种网络架构，出现新的直播专网？

下面为大家展开论述。

潮汐效应对直播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首屏加载时间长、观看卡顿、

服务器过载。OTT通常通过云直播

技术的优化来提升互联网直播体

验。

• 优化逻辑保证首屏“秒开”体

验，常见如APP提前完成DNS

解析，播放器拿到第一个关键

帧就开始显示画面等。

• 缓存+码流自适应保证流畅度，

拥塞时利用预先缓存的数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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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DN下沉

CDN下沉原本是OTT厂商实现内容

本地化，提升体验的有效手段，仔

细分析发现也有抵御潮汐效应的效

果。

• CDN下沉后可以减少跨网转发时

延，缩短了首屏加载时间，节省

城域/骨干带宽/CDN出口带宽，

2.1 三个必要的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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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以攻玉——适应潮汐效应的“智能化弹性”

网络

背景知识一：OTT直播≠组播承

载

• 运营商IPTV直播大多采用组播

承载，组播地址不是全球统一

分配的，要支持组播承载网络

需要有专门部署，一般只有管

道运营商可以选择相对封闭的

网络来部署组播。

• OTT视频面向Internet播放，

存在跨骨干、跨运营商多个网

络的情况，组播与单播不同，

E2E全程部署需要专门规划，

绝大多数OTT厂商是不能控制

网络的，因此OTT厂商想要单

独使用组播来承载OTT直播节

目很不现实。

小结：OTT直播节目使用单播承

载而非组播承载，原因是OTT厂

商无法摆脱管道运营商单独部署

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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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平滑了潮汐效应。

• 缺点是需要增加CDN服务器/机房

投资，且鉴于PPPoE终结于BRAS

，下沉位置无法再往下移。

小结：CDN下沉虽然可以在一定程

度平滑潮汐效应，但是因为部署不

够灵活，而且有额外投资，并不是

最佳的选择。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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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二：组播承载≈不支持

多屏

• 常见的运营商IPTV业务，STB

（对应大屏终端）是定制的，

并且一般使用有线接入，可以

很好地支持组播；

• 对手机、PAD这些小屏终端而

言，一方面用户习惯采用Wifi

接入，考虑到Wifi信道易受干

扰，在MAC层面对单播报文

采用了出错重传机制，不幸的

是对组播报文Wifi只是“尽力

而为”转送，并不提供MAC

层出错重传功能，因此正常情

况下Wifi组播容易引起花屏；

另一方面，手机、PAD厂商实

现差异较大，组播视频播放能

力参差不齐，而且部分终端不

支持发送IGMP报文。典型终

端的验证结果可参考表1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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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类型 环境1：无障碍物 环境2：隔1面墙 环境3：隔2面墙

iPad
信号3格，播放几乎
不卡顿。

信号3格，播放组播很
少卡顿花屏。用户勉
强能接受。

信号2格，播放组播
偶尔（10-60秒一次）
卡顿花屏。用户不能
接受。

iPhone 6
信号3格，播放很少
卡顿花屏。用户可
以接受。

信号3格，播放组播偶
尔（10-60秒一次）会
卡顿花屏。用户不能
接受。

信号2格，播放组播
会卡顿花屏严重。用
户无法接受。

魅族MX5

信号4格，播放偶尔
卡顿，流畅度没有
iPhone好。用户勉
强接受。

信号3格，播放不时会
卡顿花屏，用户无法
接受。

信号2格，播放组播
会花屏较严重。用户
无法接受。

华为P8
花屏卡顿非常严重，
无法观看。

花屏卡顿非常严重，
无法观看。

花屏卡顿非常严重，
无法观看。

表1：典型终端组播能力验证结果

终端类型 是否支持发送IGMP

iPone 6 支持

三星S6 支持

魅族MX5 支持

小米Note 不支持

华为全系列手机 不支持

表2：典型终端是否支持IGMP能力验证结果

小结：Wifi组播的缺陷和小屏终端对组播的支持度差异较大，导致组播视频

无法支持多屏，当前只有使用单播视频才能很好地支持多屏。

背景知识三：Multicast ABR

2个名词解释：

1）ABR，Adaptive Bit Rate，

自适应码率指视频服务端提供多

种码率的媒体资源，客户端根据

实际情况，如网络拥塞情况、播

放器处理能力等，选择最合适的

码率进行视频播放。并根据情况

变化，自动切换合适的码率分片

文件。

2）Multicast ABR，简称M-ABR，

组播自适应码率指使用组播传输

自适应比特率（ABR）的视频流。

CableLabs作为研究Cable网络的

权威组织，看到了日益增长的互

联网视频流量对网络的冲击，认

为解决之道无非是两个：要么通

过增加网络容量来解决问题；要

么通过减少带宽消耗来解决问题。

CableLabs认为M-ABR是第二个

解决之道的代表：

• 通过把单播视频转化为组播视

频，减少网络承载的带宽消耗。

• 重用Cable运营商的已有ABR

基础构架，根据网络和终端能

力，动态选择最合适的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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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对于热点直播节目来说，M-ABR是可以有效解决潮汐问题的，尤其网

络采用组播的承载方式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2.2  从承载方式看网络智能化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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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效应产生了在直播高潮时段对

网络带宽的“疯狂渴求”，多屏加

剧了这种渴求，而在大多数其他时

段对网络带宽需求却趋于平稳。换

言之，我们希望网络管道具备“智

能化弹性”，能够动态感知业务，

通过智能化地转变承载方式来最大

化满足业务承载需求，克服潮汐效

应。

根据背景知识三，组播是常见的减

少网络带宽消耗的手段。根据背景

知识一，一旦涉及部署了组播，这

种网络一定是某种针对直播业务承

载的专网（部署组播），并非普通

网络。这样做好处显而易见，专网

专用可以使得Opex有望降低，管

道的“智能化弹性”可以不需要按

照峰值流量投资，同时降低了

Capex，这样既保证了体验又降低

了成本。

根据背景知识二，小屏终端组播能

力差异本质上是厂商实现各异，如

果让为数众多的终端厂商统一去修

改根本不现实，这就要求不对终端

做任何改造也能满足多屏需求。

结合上一期提出的挑战，这种“智

能化弹性”网络的目标总结如下：

• 克服潮汐效应，同时支持多屏；

• 直播业务承载的专网（部署组

播）；

• 不对要求终端做任何改造。

可以看出，一旦具备了根据业务流

特征动态变换的能力，传统网络就

演变为一种能够适应OTT直播潮汐

效应的“智能化弹性”网络，而且

这种网络不仅适用于OTT业务，也

适用于运营商IPTV业务。以下针

对典型互联网OTT及运营商IPTV

直播场景展开这种“智能化弹性”

网络该如何部署。

2.3  OTT直播场景自适应组播网络方案

User3

User1

User2
M

Backbone
/Internet

M2U U2M
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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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管理平台

能力运营平台

N : 1 : 1 : 1

单播

组播

M2U部署
在BRAS或
智能ONT

U2M可部
署在城域
核心出口

Access Metro

借鉴组播ABR的思想，采用服务

器侧U2M+用户侧M2U 智能化

部署，将单转组（U2M）和组转

单（M2U）用网络设备承担，并

增加开放的直播管理平台，形成

一套完整的针对OTT直播场景自

适应组播网络方案。

• 智能化弹性：平常时段网络正

常承载OTT单播视频流量；热

播节目时段OTT通过直播管理

平台通知网络做智能化承载方

式转化，针对热播频道流量完

成两头单播+中间组播承载，

并天然支持多屏。

• 降低投入成本：OTT厂商降低

了IDC出口带宽及服务器成本；

ISP按照平均流量增长趋势投

资建网，潮汐效应的超常规带

宽部分由“智能化弹性”网络

功能平滑掉（只增加少数智能

板卡及直播平台投资）。

• 带来潮汐收入：不影响用户体

验的同时最大限度接入热点直

播节目用户，潮汐效应带来潮

汐收入。

• 扩展商业价值：ISP开放直播

管理平台给OTT，可实现合营

（后向收费等），共同分享热

播节目潮汐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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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IPTV直播智能化多屏网络方案

关键技术：主要处理流程可以参

考下图。

对U2M设备基本要求：1）互联

网流媒体协议交互；2）组播协议

处理； 3）单播->组播报文头转

换；4）视频节目存储。

对M2U设备基本要求：1）组播

协议处理； 2）组播->单播报文

头转换；3）视频节目存储。

M2U

获取节目对应的
组播IP

组播视频流

视频服务器U2M

直播管理平台

热门频道
信息下发

单播视频流

单播 组播

TV

PAD

PHONE

Before：多CDN方式 以SKY为例

JSP Internet

M2U部署在智能ONT

TV

PAD

PHONE

Now：单CDN方式+M2U

JSP
Internet

常见的ISP的IPTV业务，视频服务

器侧出来本来就是组播流，只需

要单独部署M2U即可满足多屏需

求。

另外很多ISP都有这样的困惑，因

为小屏终端部分不支持组播，提

供多屏服务时必须部署两套CDN，

并耗费额外带宽，而M2U方案也

恰好可以解决多屏服务的成本问

题。

• 能力开放：从大屏到小屏，

ISP的IPTV组播能力通过M2U

转换得以开放。

• 增加用户粘性：在单屏（大屏）

体验的基础上，增加了多屏的

差异化体验。

• 降成本：单CDN+智能ONT

（M2U）部署，组播承载节省

带宽消耗，多屏共用一套CDN

节省了服务器和存储投资。

关键技术：主要处理流程可以参

考下图。M2U设备要求请参考前

面2.3 小节相关描述。

M2U

组播视频流

视频服务器

直播管理平台



2.5  针对组播的网络可靠性方案

组播一般采用UDP承载，UDP并

不象TCP那样有重传机制，为了

提高网络损伤情况下对视频的体

验的影响。针对上述所有解决方

案，都可以选择部署FEC和RET技

术来进一步增强业务可靠性。

终端APP
视频服务器

E2E FEC

UDP组播下发视频流（端口 P）

UDP组播发送FEC（端口 P-1）

UDP单播
发送FEC

UDP单播
下发视频流

Network

FEC， Forward Error Correction，前向纠错

• 优势： APP基于FEC包译码可快速还原丢失报文，无需交互。

• 劣势：需增加冗余流量；U2M需支持FEC编码的额外开销；大

量丢包会超出FEC还原能力。

Retransmission request (RTCP, RFC4585)

终端APP
视频服务器

检查RTP序
列号，判断

丢包
Video retransmission (RTP, RFC4588 )

UDP组播下发视频流
UDP单播
下发视频

流

E2E RET

Network

RET，ReTransmission，丢包重传

 优势：无需冗余带宽及额外编码。

 劣势：重传会产生延时；严重拥塞情况下大量重传请求会加剧拥塞。

总结

在这场数字潮汐的盛宴当中，管道运营商ISP并不是旁观者，一种新的“智

能化弹性”网络架构可以同时满足：1) 克服潮汐效应，同时支持多屏；2) 

直播业务承载专网（部署组播）；3)不要求对终端做任何改造。还可以使用

直播管理平台把管道运营能力开放出来，ISP可以和OTT厂商一起合作共赢，

共同拥抱互联网直播时代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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