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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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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國外對於數位廣播電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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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國發展



OTT是什麼?



OTT的定義

突破網路服務商的控制，直接對用戶提供新的應

用，並針對全世界公開授權，發展開放網際網路的各種

視頻和數據服務。而在營運模式上，OTT業者與內容業

者簽約，並透過CDN技術把內容透過網際網路傳送至

用戶。



OTT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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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The Top
• 是指基於開放Internet的視頻服務，終端可以是STB、

Smart TV、電腦、PAD、Smart-Phone等，橫越各式各樣的
網路，強調服務與物理網路的無關性。



Internet的品質?
• Internet的品質可以提供視訊服務嗎?
• 視訊品質好嗎?
• 延遲很久嗎?
• 如果用戶很多怎麼辦?
• 是否支援同時多人點選同一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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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的組成元件
• Encoder

• MPEG2(3Mbps) -> MPEG4 -> H.264(1.5Mbps) -> VC1 -> HLS 
(800kbps) -> MPEG DASH

• 更先進的壓縮技術，提供更高的畫質與較少的頻寬消耗。
• ISP

• ADSL(8Mbps)-> VDSL(58Mbps) -> GPON(1244Mbps)
• 2.5G(115kbps) -> 3G(14.4Mbps) -> WiMax(75Mbps) -> LTE(100Mbps)

• Devices
• High Speed CPU, High Memory

CDN 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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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什麼是CDN?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是指一種透過網

際網路互相連接的電腦網路系統。CDN節點會在多個

地點，多個不同的網路上擺放，而節點之間會互相傳輸

內容，對使用者的下載行最佳化，並藉此減少內容供應

者所需要的頻寬成本，改善使用者的下載速度，提高系

統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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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Co-location的方式
• 所有的response都是由同一個Server所服務，隨著用戶量的增
加，Server的loading越大。

• 對外的頻寬也成為服務的瓶頸
• 距離也影響服務的反應速度與客戶的感受



透過CDN

• 藉由廣佈POP點的CDN
• 減輕Server的負擔

• 降低對外頻寬的需求

• 更靠近客戶端的服務，更快的響應時間



中國對OTT的發展
a.DVB+OTT  
b.IPTV+OTT 
c.OTT TV      



DVB和OTT
DVB和OTT有非常互補性的結合。

*VOD:視頻點播技術

DVB-C OTT

使用者
用戶增長空間受範圍
限制

OTT可直接通過頻寬發
展，且不受限制

內容節目
直播頻道、VOD內
容，節目需要不斷增
加，使版權費提高

不允許提供直播頻道，
整合網際網路視頻優
勢。

網路
以一般數位電視來說
並無網路

現有的頻寬接入通道

終端
機上盒受功能現制，
呈現在電視的操作系
統服務較差

Android智慧終端功能
強大，能直接用智慧電
視向用戶提供



DVB+OTT應用方面

(1)節目個性化制定 (2)社交電視

(3)節目推薦 (4)一機多螢 multi screen



網路協定電視(IPTV)

IPTV主要儲存及傳送的內容以MPEG-4為編碼核

心，利用寬頻網路作為介質傳送電視資訊的一種系統，

將廣播節目透過寬頻上的網際協議向用戶傳遞數位電視

服務，也會向客戶同時提供隨選視訊服務。

(1)電腦

(2)網路機上盒+電視



IPTV優缺點

優點:
用戶可點播節目且有高畫質(近DVD水平)的數位媒體服

務。

可自由選擇買頻寬IP網站上各節目

能根據用戶而配置多種媒體服務，例:數位電視節目、IP電

話服務、網路遊覽、電子郵件…。

缺點:
網路頻寬不足引發傳輸品質內容無保障。

內容匱乏和商業用戶不足。



IPTV+OTT(電信)

將IPTV提升結合OTT成双向電視機上盒，是以營運

商和網路公司内容加平台的方式，通過與终端廠商合作

進行的推廣。用戶可通過IPTV收看直播等節目，也可

通過OTT模式收看開放的影音內容服務滿足用戶需求。

並且提供支持包月點播、按次點播和下載播放等服務。



三大營運商發展

• （一）中國電信：對已具良好發展的IPTV有營運基

礎，並且管道和網路資源是很大的優勢。

• （二）中國聯通：與華為、央廣、奇藝網三家合作

“IPTV＋OTT”雙模架構，一同為產品開發。

• （三）中國移動：擁有龐大的移動用戶，可通過手機

做視頻發展。



(一)中國電信

比較來說要發展OTT視頻來說，電信營運商較佔優

勢，因為它有IPTV的營運基礎。

中國電信推出的IPTV+OTT，可以收看82直播頻道

和36劇場頻道，享受直播和點播功能。並針對家庭發展

天翼ｅ家的服務。



(二)中國聯通

與三家公司合作，並針對家庭推出沃品牌。

高畫質節目播放

配Wi-Fi、體感滑鼠

3D節目播放

DLNA應用、視訊通話

華為公司

負責OTT平台，發展終端智慧機上盒

DN363，可選則接連通IPTV和OTT平

台。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互聯網電視牌照提供方。

奇藝網
節目內容，可提供100000部高畫質影

視。



(三)中國移動
中國移動啟動OTV網路電視部門組，目前已和CNTV、

百視通、華數、南方傳媒、央廣、國廣等互聯網電視牌

照方進行合作交。

發展目標

制定技術規範 包括總體技術要求、業務規範和终端規範

攻破家庭服務

提出“以視頻為抓手服務，带動其它服務近家庭”
的指導策略，規劃一些家庭服務，如遊戲、應用、

視訊通话、家庭信息化等。

網路問題 沒有強大的固網，這個問題還必須要解決。

其他

不僅要做視頻服務，還依賴網站做一些增值服

務，在增值服務上中有現成的收费模式，也打造

平台將能力開放给第三方。



互聯網電視

網路電視是指利用應用軟體通過普通電腦作為終端

的一種收看模式，通過機上盒或電腦帶入頻寬，利用

PC平台、TV(機上盒)平台、手機平台顯示至終端。

例如尤酷、土豆網。



OTT TV(互聯網)

OTT TV就是將OTT延伸到視頻領域，將與互聯網的

視頻服務做結合，成為互動功能的網路電視，且營運此

類應用服務可以是電視台、電信營運商、互聯網站、及

其他和機構。

(1)電視機機上盒

(2)電腦

(3)智慧手機等移動裝置



中國OTT TV營運

• 可控可管模式

主要是由政府主管部分依據有關法規，實施牌照

管理模式，只有牌照商有權為OTT TV播放內容，其

他的機構(廣電、電信)必須取得牌照商合作辦法。



營運模式

營運商

ISP(互聯網
服務提供商)

業務合作商

技術支持方



以CNTV和百世通分析

• (一)中國網路電視台CNTV

擁有中央電視台所有內容資源，也具有電視和網路雙

平台的優勢。

• (二)百世通

作為上海廣播電視台旗下，在IPTV、手機電視和網電

視等都處於國內領先地位。



(一)CNTV:多方合作的產業架構

所有內容都會進入CNTV
的廣播平台，豐富CNTV

的內容資源。

實現雙方微博平台打通。
例:QQ空間、朋友網、搜

尋引擎SOSO等。

和推易視寶的終端產品，
具有網路內容和高畫質影

音通話功能。

合作簡單的DVB+OTT，
可同時收看數位電視和中
央網路電視台的節目。



(二)百世通:推出機上盒

以開發3D智慧互聯網機上盒，內含視頻芯片技

術、編解碼技術、環繞聲技術、3D技術。可隨身攜

帶，且支持WIFI，手機平板電腦PC都可收看。目前百

世通OTT TV因內容、應用、移動化、個性化等服務，

所以在市場佔有率較高。

因為外型為酒紅色，所以俗稱小紅



功能介面

內置商店(Android應用)，包括遊戲、購物、教育、

生活、影音、工具六大類型供用戶下載安裝。



OTT TV和IPTV比較

OTT TV IPTV

營運基礎
7家互聯網及成的平
台營運商

依賴營運商

內容資源(網路) 公共頻寬互聯網和內
容提供商

電信營運商專用的網
路

應用服務 多終端互動 主要為機上盒+電視

編碼技術
配合機上盒+終端，
可支持多種編碼技術

H.264(MPEG-4)

付費模式 直接向服務商繳費 依頻寬帳號收費

目前來看是OTT TV的發展較多元，但還是以用戶的
需求做決定。



國外對於數位廣播電視技術



歐盟-HBBTV簡介

指的是Hybrid Broadcast and Broadband TV，即是一

種提供整合廣播與寬頻技術的相關服務給消費者。消費

者透過電視或是機上盒，在電視營運業者的支援下，取

得網路或是電視台所提供的多媒體內容或是上網體驗。



接收

HBBTV除了能接收DVB系列規格的訊號外，也能

透過網際網路回傳使用者端的需求。因此HbbTV的服

務端則包含了傳統節目廣播（如衛星、無線廣播）及透

過寬頻傳輸的互動應用服務。



HBBTV發展與應用-NDS業者

NDS主要為軟體開發業者，可協助內容提供者、機

上盒業者，或其他終端設備業者，撰寫電子服務選單及

使用者操作介面等。



NDS業者開發的功能

(1)電子服務選單 (2)網際網路影音服務

(3)社群互動 (4)消費



Hbb TV和OTT差別

HbbTV相較於OTT（Over the Top）最大的不同，

後者並非有固定的國際標準可供依循，撇除服務層面不

談，在技術發展上，系統或是晶片業者很難有所依歸，

但HbbTV不同，此一技術已有初步的標準版本可供參

考，就技術開發的角度來看，較能避免投資損失上的風

險。



美國網路電視

主要是以網際網路提供電視服務，網路電視、

PC、平板電腦、藍光播放器、Xbox等終端都可依瀏覽

器技術從開放的網路中獲取視頻內容與應用服務。目前

以美國最大在線影片提供商Netflix和Apple TV為多用

戶。

另外，而美國對於OTT TV的營運主體並沒限制，只

要具備資本、平台和內容營運能力，就可成為此營運

商。



結語

從中國對OTT TV的發展來看，各牌照商努力結合自

身的優勢拓市場，除了在終端設備及應用程式有所突

破，節目內容也將多元化。但是，與歐美等國發展比

較，還處於初階，許多技術仍未熟練。

就讓我們期待台灣未來的走向是屬於OTT TV還是

HBB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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