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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统一协作系统助力广电
网络搭建超融合平台

结束语：

广电网络有传统的DVB广播平台，已经建设成熟和内容积累的NGOD的VOD系统，在今天，部分地区光纤如户和OTT内容

引入，带来IPTV广播和OTT点播新制式，使得我们需要一个融合的、快速部署解决方案，同时利用广电的机顶盒网络平

台，提供个人的统一视频通信，以及企业／政府的协作云平台，开拓适合广电运营商开展网内基于双向视频通讯的全业

务运营，增加广电转型中新业务的亮点与粘合度，解决智慧城市项目中标准视频通讯平台的后台统一问题。作为一个运营

商，多种制式的内容安全的整体成熟解决方案，将会极大保护广电运营商的利益，消除内容提供商的疑虑，和内容商的合

作，更加紧密。 思科作为广电行业的一个主流设备和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创新和端到端解决方案，将为我们广电运营商

更好服务。

远程管理运营商所有终端，实时了解终端的运行状态；

远程配置、调试运营商终端，高效诊断解决终端故障；

减少不必要的上门服务，降低运营商的终端运营成本；

利用标准协议数据模型，开放接口与第三方系统集成。

项目完成后的整体系统架构

后台运维一体化：直播、互动、OTT、统一视频通信、接入

运维一体化（包括接入网部分FTTH）。

DVB直播平台、IP直播平台、DVB互动平台（包括5个厂家

的推流品牌）、OTT互动平台、协作统一视频通信平台、

EPON接入网这6大平台的维护为一个部门，大大优化维护

资源，避免各自为政的局面。

内容的业务的保护

无论是DVB的广播视频， IPTV的广播视频还是，OTT的内

容，都需要有端到端的内容安全解决方案。

思科可以提供融合的安全系统－VideoGuard Everywhere， 

一个前端系统，多种应用环境。

单向广播环境

● 基于智能卡CA（VG SC）：需要一张智能卡, 用于单向广

播网络环境, 用于有线、卫星、地面网络。

● 基于芯片的CAS（VG SecurMicro）：不需要智能卡，需

要一颗额外的安全芯片，用于单向广播网络环境，用于

有线，卫星，地面网络。

● 单向无卡CAS（HBSS+）：不需要智能卡，不需要额外

安全芯片，单向广播网络环境，用于有线、卫星、地面

网络，降低运营商成本。

双向网络环境

● 双向广播网络的DRM（VGS）：不需要智能卡，不需要

额外安全芯片，双向有线网络环境QAM有线网络，IPTV
● OTT环境中的 DRM（VGC） : 用于OTT环境，内容家庭

内部分发等场景

“云”管“端”，让终端更加“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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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运营商面临的强势挑战

消费者用电视的方式正在改变，电视已经成为一个平台，

广电运营商需要更好更快地响应市场动态的需求，为了继

续在视频市场保持领先地位。

我们需要：

● 提供最新的无法比拟的用户体验，这种用户体验应该跨区

域并且没有设备的限制。

● 创新、快速部署和迭代新的服务。

● 个性化服务的提供，改变厂家引导技术推进的模式，以用

户需求为方向。

广电网络平台发展趋势

DVB＋OTT＋统一视频通信业务的结合

仅视音频广播电视以无法满足目前广电业务发展的要求，

要引入更为先进便捷的OTT业务，并且将原来的DVB、OTT

业务融合在一起，同时利用机顶盒的平台，提供最终用户

统一视频通信业务。

思科提供基于云平台的统一视频通信支撑方案

统一视频通信优势：标准接口，全IP架构，不限制任何符合

标准的第三方产品加入，不论思科专用视频硬件终端还是

智能手机、PAD、PC等，安卓、IOS、WP系统全部兼容，

可以实现家庭网真效果。

NGOD架构＋OTT 

快速部署基于利用原NGOD架构的OTT业务，某省级广电网

络2011年与思科公司合作建设了基于DVB的VOD系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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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Comcast与思科等多厂家共同研发的NGOD开放架构，

NGOD架构在系统建设方面具有以下优势：

● 标准化：NGOD是由大型运营商与多个设备制造商制定的

下一代互动电视标准，经历了市场的检验，从2010年开始

至今国内具有大量部署案例。

● 系统稳定可靠，有多年内容的积累。

● 通过对NGOD-C2接口的引入，将CDN与推流系统进行了

拆分，同一个内容分发网络可以支持多个厂家的标准的推

流系统。

● 一套内容存储分发系统服务于所有的推流系统（使用了多

个厂家品牌的推流服务器）。

基于NGOD系统后台的OTT业务部署

2016年起该广电网络公司农网改造规划为FTTH模式，需要

建设全新的IPTV直播以及OTT互动相融合的平台系统，由

于业务需求要求快速覆盖部署农网视频服务，用户与思科

沟通能否在现有基于DVB直播与互动平台的基础上找到一个

快速部署OTT互动业务的途径。

如果建设一套独立的OTT系统，时间成本与资产管理都将成

为问题。 同时原NGOD的VOD系统，自身存储系统内容超

过1.5PB容量，已有覆盖全省的CDN缓存节点。如果要组成

新的维护体系，也要费时费力。

既然直播核心已经IP化、互动NGOD又具开放性，有没有可

能基于现有系统迅速开展新业务呢？DVB（NGOD构架）＋

OTT的系统模式，应运而生。

通过基于NGOD架构的C2接口与OTT业务推流对接迅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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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互动系统与C2接口对接

发部署了支持OTT业务的切片封装及推流服务器，专门服务

于FTTH机顶盒。

直播平台采用核心 IP复用器直接将TS流节目通过广播下

行，所有节目广播至OLT（IGMP Snooping），下行至机

顶盒为单播。实现了DVB广播+NGOD的传统点播+基于

NGOD系统扩展的OTT点播全融合的快速部署，快速服务，

保留原来整体体系的系统。

基于机顶盒的新的业务探索—广电的智慧社区应
用（基于机顶盒的统一视频通信）

视频协作系统简介

用户2016年与思科公司合作建设了基于办公系统的协作

视频会议系统，作为当年与政府大数据产业的重点支撑单

位，进行融合业务的展示，利用思科协作平台实现了家里

直播结构拓扑

OTT机顶盒与移动手机端、PC、硬件专用视频会议终端的

打通。思科公司的协作系统具有几个重要特点：

● 思科的云协作业务的核心系统没有任何环境的限制，能够

部署在标准VMware平台。

● 思科的音视频协作业务具有多种终端选择，尤其提供开

放的API接口可与IOS/Windows/Android/Linux系统迅

速集成，标准接口提供了所有标准化视频会议产品的注

册能力。

打造基于云平台的广电 视音频 协作业务平台，
覆盖从办公系统到基于机顶盒的视频通信

客户可以采用SaaS方式在全省进行部署（还包括政务专用

的托管服务），服务网内的政府企业用户（实现政府以托

管为主，企业以云平台服务为主，个人以点对点为主视频

通信服务），特别是在智慧城市服务、远程医疗教育服务

STB

PAD

视音频协作无边界虚拟化部署的视频云，灵活的部署

上提供系统能力。

广电具有大量的基于机顶盒的个人用户与企业专网用户，

能否基于智能机顶盒直接部署来完成网内个人与个人，以

及其它专用终端的通信系统呢？回答是肯定的！

思科公司联合合作伙伴开发了基于Android/TVOS系统的

APK应用，直接部署在用户的机顶盒端，手机、PAD、PC

直接提供APP，该应用在机顶盒上增加一个摄像头即可实

现720P级别的视频通讯能力，机顶盒注册至现有的思科

视音频协作平台，实现了机顶盒与机顶盒，机顶盒与手

机、机顶盒与硬件专用视频会议终端，点对点、三方、多

方通讯的能力，通过公网、3G/4G网络的防火墙穿越音视

频通信功能。 

做为省级政府的唯一网络运营部分，希望借助视频通信系

统打造基于广电网络的智慧社区，通过视频通信平台带动

智慧社区的发展及壮大。

满足基于音视频协作平台的视频会议、远程医疗、教
学、应急指挥、全球眼、监控等业务，建设一个平台
可提供任意终端跨网络在线单点、多点及云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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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Comcast与思科等多厂家共同研发的NGOD开放架构，

NGOD架构在系统建设方面具有以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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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的发展及壮大。

满足基于音视频协作平台的视频会议、远程医疗、教
学、应急指挥、全球眼、监控等业务，建设一个平台
可提供任意终端跨网络在线单点、多点及云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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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统一协作系统助力广电
网络搭建超融合平台

结束语：

广电网络有传统的DVB广播平台，已经建设成熟和内容积累的NGOD的VOD系统，在今天，部分地区光纤如户和OTT内容

引入，带来IPTV广播和OTT点播新制式，使得我们需要一个融合的、快速部署解决方案，同时利用广电的机顶盒网络平

台，提供个人的统一视频通信，以及企业／政府的协作云平台，开拓适合广电运营商开展网内基于双向视频通讯的全业

务运营，增加广电转型中新业务的亮点与粘合度，解决智慧城市项目中标准视频通讯平台的后台统一问题。作为一个运营

商，多种制式的内容安全的整体成熟解决方案，将会极大保护广电运营商的利益，消除内容提供商的疑虑，和内容商的合

作，更加紧密。 思科作为广电行业的一个主流设备和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创新和端到端解决方案，将为我们广电运营商

更好服务。

远程管理运营商所有终端，实时了解终端的运行状态；

远程配置、调试运营商终端，高效诊断解决终端故障；

减少不必要的上门服务，降低运营商的终端运营成本；

利用标准协议数据模型，开放接口与第三方系统集成。

项目完成后的整体系统架构

后台运维一体化：直播、互动、OTT、统一视频通信、接入

运维一体化（包括接入网部分FTTH）。

DVB直播平台、IP直播平台、DVB互动平台（包括5个厂家

的推流品牌）、OTT互动平台、协作统一视频通信平台、

EPON接入网这6大平台的维护为一个部门，大大优化维护

资源，避免各自为政的局面。

内容的业务的保护

无论是DVB的广播视频， IPTV的广播视频还是，OTT的内

容，都需要有端到端的内容安全解决方案。

思科可以提供融合的安全系统－VideoGuard Everywhere， 

一个前端系统，多种应用环境。

单向广播环境

● 基于智能卡CA（VG SC）：需要一张智能卡, 用于单向广

播网络环境, 用于有线、卫星、地面网络。

● 基于芯片的CAS（VG SecurMicro）：不需要智能卡，需

要一颗额外的安全芯片，用于单向广播网络环境，用于

有线，卫星，地面网络。

● 单向无卡CAS（HBSS+）：不需要智能卡，不需要额外

安全芯片，单向广播网络环境，用于有线、卫星、地面

网络，降低运营商成本。

双向网络环境

● 双向广播网络的DRM（VGS）：不需要智能卡，不需要

额外安全芯片，双向有线网络环境QAM有线网络，IPTV
● OTT环境中的 DRM（VGC） : 用于OTT环境，内容家庭

内部分发等场景

“云”管“端”，让终端更加“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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