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下的媒体和娱乐
经济大潮中蓬勃发展
了解在线媒体和娱乐提供商如何通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满足消费者对于性能和
用户体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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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迈入一个数字世界

如今，流媒体视频、电竞直播和在线游戏充斥着网络；虚拟现

实	(VR)	电影等技术开始兴起；社交媒体网站每次推送中几乎都包含

着视频。由此可见：消费者对内容的需求正在飞速增长。越来越多的

用户在观看流媒体视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上传视频；越来越多的

体育迷和游戏玩家正在寻求“身临其境”的体验。为此，以下行业趋势

很值得考虑：

•	 专家预测，到	2022	年，消费者实时视频点播	(VoD)	流量将增加

近一倍¹。

•	 到	2020	年，75%	的移动数据流量将来自视频²。

•	 Facebook*	每天将产生	80	亿次视频观看量³。

•	 2016	年全球电竞总观看时长超过	60	亿小时，比	2015	年增

加	19%⁴。

•	 每分钟有	400	小时的视频上传到	YouTube*⁵。

•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YouTube	上品牌视频内容的观看次数

增加了	99%，Facebook	上的观看次数增加了	258%⁶。

以下各部分讨论了在线媒体和娱乐提供商为应对内容需求激增，在

做出有关基础设施的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

人们讨厌等待
消费者不想等待内容慢慢加载。事实上，据一项研究表明，等待内

容加载不只是令人厌烦，还会让人生气。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在

线视频用户都有过“缓冲暴怒”的经历⁷。研究还发现，超过	40%	的

消费者只能等待	10	秒或更短时间就会将正在缓冲的视频关闭，有

近	40%	的人永远都不会再次观看同一视频。当用户放弃观看视频

时，就可以理解为企业收入的损失。底线：消费者期望实现快速启动、

大幅缩短缓冲时间。

兼顾速度和画质并非易事
观看者、游戏玩家和社交媒体用户不仅厌恶等待，他们还期待获得

高质量的观看体验。他们不想看低分辨率或抖动的画面。精明的内

容提供商会对视频进行编码，这样就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在每台设备

上提供尽可能高的画质。这些设备包括蜂窝移动设备、Wi-Fi	移动设

备、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互联网电视甚至车机屏幕。

随着视频编解码器的发展，媒体服务提供商能够以更少的带宽提供

高质量的视频，并支持	4K	(4096×2160)	和	8K	(7680×4320)	超

高清	(UHD)	视频服务。高效视频编码（HEVC，也称为	H.265）

于	2013	年推出，是新一代视频编解码器之一。HEVC	的目标是在提

高压缩能力的同时减少数据丢失。

英特尔参与了几个开源项目，这些项目有助于推进下一代编解码器

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用于	HEVC	和	AV1	的可扩展视频技术	(SVT)。

此外，英特尔正在为	SVT-HEVC	编码器内核技术提供助力，支

持在	BSD	开源协议和专利许可下，实现高性能、高质量和可扩展

的	HEVC	视频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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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符合	HEVC	标准的编码器库内核在密度与质量间取得了很好的

平衡，并且针对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

器进行了高度优化。同时，英特尔还在筹建一个新的	SVT-AV1	开源

编码器项目，作为对于开放媒体联盟	(AOM)	的补充和提升，以提供

更清晰、更易于使用的代码库。

H.265/HEVC	编解码器的计算复杂度是其前身	H.264/MPEG	的四

倍以上⁸。因此，这一编解码器需要在后端服务器平台进行海量处理。

购置采用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指令集	512（英特尔®	AVX-512）和

英特尔®	可编程加速卡（英特尔®	PAC）等高级功能、由高度并行的

处理器提供支持的服务器，将有助于提高	HEVC	编解码能力，让

用户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

阻止网络攻击
随着黑客的攻击能力不断加强，内容提供商必须更加善于保护自己

的品牌声誉和	IT	基础设施。与	2017	年同期相比，2018	年第一季

度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事件的数量和持续时间显著增加⁹。

防御	DDoS	攻击必须部署能够处理流量峰值，能够有效过滤和分析

网络流量，阻止未经授权的网络活动的现代化网络架构。这种网络

架构还有助于将硬件安全置入服务器的处理器，并在任意位置实现

快速加密。这正是新一代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具有的特性之一。

游戏开始！
近年来，在线游戏发展迅速。在线游戏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

社交游戏、移动游戏、免费游戏和大型多人在线	(MMO)	付费游

戏。2016	年，后两类游戏产生的收入约为	199	亿美元；而与在线

游戏相关的数据流量预计会从	2016	年的	126	PB	增长至	2020	年

的	568	PB10。

随着在线游戏日益风靡，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媒体和娱乐公司应该考

虑如何利用自身的基础设施有效应对激增的网络流量及密集的视

频转码和存储需求。

添加虚拟现实内容
过去，虚拟现实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随后又演变成为一种古怪、

耍酷的技术。但如今，虚拟现实正在媒体和娱乐业掀起风潮。例如，

为了推广热门电影系列的下一部作品，一位制作人以虚拟现实的形式

提供了一个直播平台，参与者可以在此与电影中的演员互动。虚拟会

话的参与者可以与演员直接交谈，甚至可以操控他们喜欢的角色进行

虚拟现实游戏11。一家游戏公司已将虚拟现实技术添加到他们的产品

中，将游戏体验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12。一些媒体和娱乐公司已经

开始提供基于虚拟现实的“短片”13。

虚拟现实现在非常受欢迎，而且只会越来越受欢迎。虚拟现实硬件

和软件的市场规模预计将从	2017	年的	22	亿美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90	多亿美元14。与在线游戏和更复杂的编解码器一样，虚拟现实将

增加在线媒体和娱乐提供商的网络、存储和计算负担。



媒体和娱乐中的大数据
内容提供商可以从游戏玩家、观众和听众那里

收集信息，以便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有针

对性地推广自己的产品。举例来说，游戏公司可

以收集有关玩家游戏参与度的数据，然后利用这

些信息提供个性化的广告并改进未来游戏的开

发。流媒体视频提供商可以分析消费者放弃观看

视频的比率，从而为他们提供符合需求的产品。 

与许多行业一样，大数据能够带来巨大的商机。

但是，要存储和分析数据以洞察先机，所采用的

基础设施必须支持人工智能	(AI)、机器学习、快

速分析和可视化。

英特尔提供各类硬件和软件库，为高级分析提供

便利条件。请访问	www.intel.cn/analytics	了解

更多信息。

准备好迎接 5G 了吗？
受英特尔委托开展调研的	Ovum	于近期发布了

“5G	Economics	of	Entertainment	Report”

（5G	娱乐经济报告），他们在报告中预计未来十年

（2019	-	2028	年），媒体和娱乐公司将有机会争夺

累计近	3	万亿美元的无线业务收入15。5G	网络

体验将占这一收入机会的近一半（接近	1.3	万亿

美元）16。

据福布斯称，5G	的下载速度比	4G	至少快十倍17。

这意味着原来在	4G	网络中需要	6	分钟才能完

成下载的高清电影在	5G	网络中只需几秒钟。此外，

在如今这个用户生成内容的时代，照片和视频的上

传速度将会提高，从而产生额外的社交媒体内容18。

英特尔定位独特，致力于推动整个	5G	技术生态

系统的发展，为汹涌而至的新数据潮提供支持。

英特尔不再只存在于您的计算机“内部”，我们的

技术创新正在扩展到	5G	网络、消费级应用、工业

应用以及云端。

“5G	将不可避免地撼动媒体和娱乐

领域。如果企业能够适应这一趋

势，5G	将成为一项重要的竞争资产。

如果不能，就有可能面临失败甚至

破产。”

Jonathan Wood, 

总经理 

业务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 

英特尔	5G	与标准事业部

5

https://www-ssl.intel.cn/content/www/cn/zh/analytics/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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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消费者需要现代化的内容交付体验

为支持传统视频编解码器而构建的基础设施已

经过时，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于流畅、响应迅速的

观看体验或游戏体验的期望，也无法应对虚拟现

实和	5G	流量带来的沉重负担。只有在整个媒体

交付链中投资新的软硬件，完成转型，才能实现

快速、高质量的媒体和娱乐交付（见图	1）。

将英特尔®	技术融入内容交付基础设施，可为在

线媒体和娱乐公司带来许多商业上的益处，包括

提高密度、效率和质量，降低交付成本，优化观看

体验。

图 1. 英特尔®	技术在媒体交付链中的每一环节都会带来商业价值。

内容采集 内容制作 内容存储和分发 使用

来源 

“捕获、编码、编辑”

• 工作站

• 内容提供

编码器

• 摄像头

• 云存储

• 网络

借助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英特尔®	FPGA	和英特尔®	视觉

计算加速器，实现高性能计算

采用英特尔®	傲腾
TM

	技术，实现

高吞吐量和低延迟

通过英特尔®	Media	Server	

Studio，简化对于代码的访问

使用 

“解码、显示”

• 个人电脑

• 智能电视

• 移动设备/平板电脑

• 机顶盒

• 媒体棒/媒体盒

整个媒体价值链都可从英特尔®	技术中受益

制作、存储和分发 

“存储、转码、保护、分发”

• 公有云服务器

• 私有云基础设施

• 边缘服务器

• 云存储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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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自己的数据中心
来保障未来业务的发展
在线媒体和娱乐公司可以使用英特尔®	硬件和软

件构建模块来创建具有前沿性、颠覆性、盈利性

的高效媒体交付平台。与依靠第三方基础设施提

供商相比，这一方法可以对总体成本、客户体验

和安全性进行更好的控制。丰富而悠久的数字媒

体技术历史，为英特尔带来一项核心能力，那就是，

深刻地理解视频处理不断变化的本质。

英特尔®	Media	Server	Studio	SDK	2018	提供

以开发人员为中心的	HEVC	解决方案，可在质量

和性能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适用于	Linux*	专

业版的英特尔®	Media Server Studio	和适用于	

Windows*	的英特尔®	Media	SDK	都已推出，采用

基于标准且高度优化的解码器、高效且高度优化的

编码器、文件/数据流格式、预处理和后处理工具，

共同支持高效编码。

与纯软件方案相比，英特尔®	硬件加速技术可以

显著提高图形离散化处理的吞吐量；而与定制

硬件解决方案相比，英特尔®	硬件加速技术的成

本更低，且能实现更高的灵活性。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可视化云平台采用硬件加速编解码器及一整

套	SDK	和	API，提供可扩展的性能。

“	 	印刷与数字、视频游戏与体育赛

事、无线访问与固网访问、付费电视

与	OTT、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它们

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为了在

未来取得成功，企业必须重新对自

身业务和运营模式的每一方面做出

规划。换言之，企业应当拥有或能

够获取合适的技术和优质内容，并

以经济高效的方式提供给与品牌互

动的受众。”

Mark McCaffrey， 

美国技术、媒体和电信负责人，

普华永道	(PwC)19

以下是此类平台带来的一些益处：

•	 由强大的英特尔®	处理器、英特尔®	视觉计算

加速器、英特尔®	FPGA	和英特尔®	智能网络

接口卡 (NIC)	驱动的加速平台。

•	 采用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高

级矢量扩展指令集	512（英特尔®	AVX-512）

实现高性能视频串流。

•	 英特尔®	傲腾™	技术（如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和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实现

的高存储吞吐量和低延迟。

•	 通过英特尔®	Media	Server	Studio	和	SVT-

HEVC	编解码器等经过优化的软件简化对于

硬件加速编解码器和可编程图形的访问。

•  从芯片到平台的高级安全功能，包括英特尔®	

高级加密标准新指令（英特尔®	AES-NI）和

英特尔®	软件防护扩展（英特尔®	SGX）。



英特尔通过与在线媒体和娱乐公司密切合作，可帮助他

们从技术投资中尽可能高地获取价值。企业在与英特尔

的协作过程中，可以调优计算、网络和存储性能。以下是

三家在线媒体和娱乐公司如何使用英特尔®	产品和专业

知识来改善盈利能力及消费者体验的示例：

•  360 度虚拟现实体验。英特尔、Wowza	Media	Systems*	

和	Rivet	Media*	通力合作，借助英特尔®	至强®	处理

器的硬件辅助图形功能，向多个设备提供实时流处理

的	4K	分辨率、360	度虚拟现实视频20。

•  体育视频回放。即时回放服务器生产商	Slomo.tv*	创新

研发出一系列	videoReferee*	系统，通过多达	18	个摄

像头接入裁判视频系统，提供即时的高清视频回放21。

在真实世界中
与英特尔合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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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后续行动

使用传统硬件和软件的内容提供商将难以提供满足消费

者期望的媒体和娱乐体验。英特尔®	处理器、加速器和媒

体	SDK	可以帮助实现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从而满足对于

日趋复杂的内容的爆炸式需求。

以下是针对那些希望通过技术改善客户体验、安全性和

总体拥有成本	(TCO)	的在线媒体和娱乐公司提供的一些

后续行动。

随着人们对于内容及虚拟现实和	5G	等新兴技术的需求

不断增长，您将迎来巨大的商机。为消费者提供出色、安

全的用户体验，将能帮助您脱颖而出，吸引并留住客户。

了解更多面向媒体和娱乐交付的资源。访问 intel.cn/csp

1. 研究 2. 组建自己的团队 3.  评估现有
基础设施

集思广益并了解您的客户和竞争对手正

在做什么。

聘请熟悉高性能软硬件并拥有相关技

能的专业人员。或者，通过网络研讨会、

会议和其他资源，提高现有人员的技

能水平。

无论您是使用第三方基础设施还是已

经拥有自己的数据中心，都应以本电

子指南为出发点，明确自身基础设施

和流程的适用性，确定有待升级或改

进的方面。

http://intel.cn/c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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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视觉云计算 

 - 英特尔® Media Server Studio 

 -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 英特尔® 傲腾™ 技术 

 - 英特尔® 视觉计算加速器 

 - 英特尔® FPGA 加速枢纽 

 - 5G：颠覆和重塑整个行业的下一代通信技术 

延伸阅读
¹	 Cisco，2018	年	11	月，“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Forecast	and	Trends,	2017–2022”（思科可视化网络指数：预测与趋势，2017-2022），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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