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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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OTT应用案例:向香港五百多
万民众提供全新的电视观看体验

概述
关于MYTV SUPER：
myTV

SUPER是由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提供的互联网电视（OTT）服务，TVB是

全球最大的中文商业节目供应商之一，为超过七百万香港观众提供电视娱乐和新闻节

目。
myTV SUPER由TVB的华话中文商业广播电视台myTV SUPER有限公司打造和运营。
该服务于2016年4月成功在香港吸引了500多万用户。

挑战：

推出创新的在线电视系列服务

提供丰富的时移电视功能和一系列创新的个性化广告插入选项
支持多语言字幕，提供多种字体

解决方案：

采用Edgeware专属视频推流设备以支持高达1Tb/秒的流媒体传输速度，自建电视内
容分发网络（TV CDN）

Edgeware电视重新封装技术集成了Cavena影像产品公司（Cavena Image Products）
的技术，可以自动提供字幕

成果：

在两年内拥有了五百多万的观众

直播频道和视频点播内容实现4K分辨率，画面质量比廣播級還要好

提供一系列创新的个性化广告选择，可以在视频中的任何时刻插入广告
（精确到每个 I 帧）
高度可扩展的系统，可以传输50个直播频道的内容

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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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MYTV SUPER有限公司：

myTV SUPER有限公司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数字媒体业务部门。
该公司设计、建造和运

营myTV SUPER平台，该平台是香港领先的互联网电视（OTT）平台。
该服务于2016年4月
18日成功推出，并通过TVB品牌机顶盒和移动应用程序提供节目。该平台具提供比广播

级更优的画面质量无间断的快进观看体验，并提供丰富的节目，包括TVB地面频道、主题

频道和其他国际频道，以及来自TVB和第三方供应商的大量视频点播（VOD）内容。
此外还

提供独家首播的本地剧集和综艺节目，从而进一步丰富节目内容。为方便用户观看节目，
myTV SUPER在TVB品牌的直播电视频道上采用了3小时的即时回放功能。

挑战：

传统电视的播放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香港观众希望随时随地在所有设备上观看超高质量
的电视节目。
因此，myTV SUPER的推出旨在为观众提供创新的在线电视系列服务。

myTV Super一开始就以提供丰富的时移电视功能为目标、包括快进、暂停直播和回放。

“即使我们的客户通过互联

网观看视频，他们也希望拥有
高质量的画面。
我们希望建立
一个电视传输平台，为数百万
用户提供高质量的节目，而且
还能让我们提供创新服务。
”

myTV SUPER有限公司的技术
总监Rex Ching

它还提供一系列创新的个性化广告选择。myTV SUPER要求支持各种中文字体，能够在

各种尺寸的屏幕和设备上能够实时、准确地显示字幕。但最重要的是，互联网电视（OTT）
服务必须提供比广播级还要好的高画质，包括4K超高清分辨率。

myTV SUPER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Rex Ching说：
“即使我们的客户通过互联网观看视频，
他们也希望拥有高质量的画面。
”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电视节目传输平台，为数百万用户提
供高质量的节目，而且还能让我们提供创新服务。
”

解决方案：

myTV SUPER认为，实现其目标的最佳选择是建立自己的电视分发内容网络（TV CDN）
，
从而自行管理互联网电视服务（OTT）的传送，而不是租用公共的分发内容网络（CDN）服
务。
它选择了Edgeware来提供其分发内容网络（CDN）技术和源服务器的解决方案。

电视内容分发网络（TV CDN）采用60台Edgeware专属视频推流设备构建，每个服务器的流

媒体速度从20 Gb/秒到80 Gb/秒不等，由Edgeware的。
TV Director请求路由软件控制。
从
而内容分发网络（CDN）的流媒体总速度超过了1Tb/秒。这些专属视频推流设备分布在香
港各地，从而能够缓存热门节目并可以直接传输给观众，降低网络拥堵风险。一些专属视

Edgeware专属视频推流设备

频推流设备位于本地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网络种，一些位于租用的数据中心设施中，并与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进行对等互联。
TVB也通过其私营网络直接连接至一些互联网服务供应

商，而其它则通过高速连接到香港国际互联网交换中心（Hong Kong Internet Exchange）。

Edgeware
电视导演软件（TV Director）

Edgeware
电视内容重新封装
（TV Repack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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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发网络（CDN）平台使用HTTP OTT传输技术向多种设备（包括机顶盒、移动设备
和个人电脑）提供实时频道和视频点播服务。

“Edgeware的技术使我们能够建立单一传输平台，就可以为我们的直播频道和视频点

播库提供高质量在线电视服务，”Ching解释道，
“此外它还可以提供其他服务，例如时移
电视和个性化广告功能，这是观众和广告商都十分看重的功能。
”

在源站，myTV SUPER采用了重新封装技术，并集成了字幕专家Cavena影像产品公司

（Cavena Image Products）的技术。
Edgeware的电视内容重新封装技术可以处理任意

语言的EBU电视图文，然后将文本即时集成到视频流中，并将流媒体重新封装成客户端
所需的格式，如HLS、Smooth或DASH。该系统支持包括亚洲字体在内的所有语言，并在
任何类型的屏幕上都能呈现出高质量的字幕。

TVB生态系统

Edgeware的电视内容分发网络
（TV CDN）和源服务器电视内容
重新封装技术与其他几家供应商
的技术相集成，为TVB打造无缝
解决方案，包括：
编码 - Harmonic

字幕 - Cavena影像产品公司
（Cavena Image Products）
数字版权管理 - Verimatrix、
Play Ready、Widevine、
MPS（内部）
客户端机顶盒 NexStreaming

myTV SUPER数据中心
视频内容
授权系统
NMX

带SCTE-104
的HD-SDI
编码器

CAS
>40个频道
H.264 + HEVC
MPEG2-TS
带有SCTE-35
和数字视频广播-图文

Edgeware
源服务器

多工器

编码器

Edgeware
管理

Edgeware
边缘缓存

Edgeware
边缘缓存

HTTPS/HTTP
每个服务器为80Gbps

多种客户类型

HTTPS/HTTP
每个服务器为
20Gbps

互联网电视机顶盒

BGP 自治系统编号

移动设备
PC浏览器

Edgeware
源服务器

多工器

UDP协议 MPEG2-TS
数字视频广播-图文
(Unicode)
MPEG2-TS

网络附
属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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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供应商

视频点播
源服务器

多个互联网供应商网络

S-多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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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Sv7 (AES-128/FairPlay
流式处理)。
DASH (通用加密 PR/WV)。
MSS (微软PlayReady)

视频点播
源服务器

成果：

全新的myTV SUPER服务及时推出，重点推广以4K分辨率播出的节目，如2016年的里约
奥运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吸引了超过500万的新用户。

“实时频道拥有全高清质量，”Ching补充道。
“我们可以在付费频道上以4K分辨率提供3
小时的时移电视功能和视频点播节目。
”

该系统具有高度可扩展性，可以以广播级或更高品质传输100个实时频道节目。50个频
道分别以两种编码格式播放 - 1080p25和1080p50高质量直播视频广播，采用HEVC编解
码器以4Mb/秒和6Mb/秒的速度传输 - 以及4K分辨率的HEVC视频点播服务。
它可以确保
广播级别服务的稳定性。

myTV SUPER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新广告选择，允许公司在播放节目期间提供有针对性

的广告。
它使用Edgeware的客户端广告插入技术，集成Google的客户资料，在节目继续
播放时插入U形广告。
它还允许广告商在暂停/播放栏中显示个性化广告，并在时移节目
中调整所播出的个性化广告。

“质量更好的电视节目吸引了更多观众，这反过来又为我们的广告商带来了更多价

值，”Ching解释道，
“现在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具创意和针对性的广告选择。使用
Edgeware的客户端广告插入功能，我们可以随时插入广告（精确到每个 I 帧）。
”

源服务器的解决方案支持多语言实时字幕。
带有unicode的单一字幕源节目现在可以自

动加字幕并在标准客户端和设备上显示——无论是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还是英文都没有
问题。

“建立我们自己的电视内容分发网络（TV CDN）传输系统使我们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互

联网电视（OTT）服务，”Ching总结道。
“我们可以更好地扩展服务，为广告商提供增值服
务，最重要的是，为观众提供绝佳的互联网电视（OTT）服务。
”

关于EDGEWARE

Edgeware为主要的运营商和节目内容供应商提供大规模、低成本的现代电视服务解决

“ 建立我们自己的电视内容分发

网络（TV CDN）传输系统使我们
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互联网电视
（OTT）服务。我们可以更好地扩
展服务，为广告商提供增值服务，
最重要的是，为观众提供绝佳的
互联网电视（OTT）服务。
”

myTV SUPER有限公司的技术总
监Rex Ching

方案。
Edgeware独特的技术可以让节目内容供应商了解并管理传输的节目，并提供出色
的观看体验。

Edgeware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在美国设有子公司，在香港和墨西哥设有办事处。
Edgeware还在欧洲、亚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的多个地区拥有销售和技术销售支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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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看电视变得更加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