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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P 的交互广播系统 

 

1 总体设计说明 
基于 IP 的交互广播系统，主要是基于互联网线路，依靠软件方式实现实时广播、在线

点播和演播控制，并能实现在导播员、节目主持人和观众三者之间实时交互功能。系统采用

B/S 结构，部署和实施该系统时，只需要完成服务器端的安装配置，而客户端运行 IE 等浏

览器软件访问服务器，便可实现客户端应用程序的下载、安装、版本检查、升级等相应工作，

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客户端的实施和维护负担。 

 
交互广播系统系统架构图 

基于 IP 的交互广播系统适应于各种宽带接入方式，使得导播、主播、观众无论身处何

处，只要能利用电脑和互联网就可以进入到本系统参与节目，而且同传统的电视广播节目最

大优势在于，双方在节目中都能实时互动多媒体交流。 

 
系统应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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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子系统设计 

2.1 节目直播系统 
节目直播系统是指在虚拟的频道中开始实时主持节目，在演播端与其他主播或观众端进

行实时交互操作。 

2.1.1 登录频道 

登录频道的功能有： 
 帐号识别：即能判断登录用户是否为交互广播系统用户，若为公开性频道则此功能

无效； 
 用户信息记录：即能识别登录用户的基本信息； 
 用户身份识别：即能识别登录用户的身份，能自动判断各用户身份的功能操作（如

导播管理员、主播、副播、观众）。 

2.1.2 节目主持 

节目主持的功能有： 
 音频交互：即主播与副播之间，主播与观众，副播与观众之间进行实时音频交互； 
 视频交互：即主播与副播之间，主播与观众，副播与观众之间进行实时视频交互； 
 文字交互：即主播与副播之间，主播与观众，副播与观众之间进行实时文字交互； 
 白板交互：即能将主播端白板信息广播到副播、导播、观众端计算机屏幕上，并支

持多人标注（经授权）； 
 协同浏览：即主播与副播之间，主播与导播之间，主播与观众，副播与观众之间进

行同步浏览网络上的信息，并支持多网页浏览； 
 屏幕交互：即电脑桌面实时交互。 

需要指出的是，屏幕交互可以实现主播对观众的远程桌面控制。 
 文件共享：即同步共享主播的文件，并提供丰富的标注工具，支持多人标注。 
 文件传送：即互可以实现主播对副播、主播对观众进行文件传送。 
 电子投票：即主播端可以实时制作一个简单在线调查问卷，观众端可以在线进行投

票和结果统计。 

2.2 节目录播系统 
节目录播系统是指在虚拟的频道中由导播管理员实时广播已录制好的节目。 
需要指出的是节目录播系统默认操作者为导播管理员，若主播员被授权也可以使用导播

控制子系统功能 

2.2.1 节目播放管理 

节目播放管理：即安排虚拟频道中录播节目的播放清单。 
 新增播出节目：新增要播出的节目； 
 清除播出节目：清除要播出的节目： 
 播放时间设置：设置各个播出节目的时间范围； 
 设置节目播放顺序：设置调整节目单中节目播放的顺序。 

2.2.2 广告播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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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播放管理：即安排虚拟频道中广告的播放清单。 
 新增播出广告：新增要播出的广告； 
 清除播出广告：清除要播出的广告： 
 播放时间设置：设置各个播出广告的时间范围，此时间范围同节目播放时间范围相

重叠时，表示当该节目播放到广告播出时间时，该节目播放暂停，插播广告，当广

告节目播放完毕后继续播放该节目； 
 设置广告播放顺序：设置调整广告单中广告播放的顺序。 

2.2.3 暂停播放 

暂停播放：即导播管理员暂停某一节目的播放。 

2.2.4 停止播放 

停止播放：即导播管理员停止某一节目的播放。 

2.3 演播控制系统 

2.3.1 播出控制子系统 

播出控制子系统是对运行在平台上的频道、节目（课程）的信息进行有效控制管理，主

要包含频道管理和节目管理。 

2.3.1.1 频道管理 

频道：指观众在某一时段能接收（或交互）到平台实时直播的信息数据，即虚拟演播室。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观众在某一时段只能登录一个频道，一个观众在某一时段只能在一个

频道中进行交互操作， 
频道管理的功能有： 

 开通频道：即开通一个虚拟演播室，并将该频道设置成激活状态。 
 修改频道：即修改某一频道的相关信息。 
 关闭频道：即关闭一个虚拟演播室，并将该频道设置成关闭状态。 
 合并频道：即将某一个频道与另一频道进行合并，合并后，源频道中的节目、在线

用户转移到目的频道中。 

2.3.1.2 节目管理 

节目：指频道中实时播出的信息数据，即演播终端。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开通频道某一时段至少有一个节目在运行，也可以运行多个节目。 
节目管理的功能有： 

 播出节目：即将节目从频道播放出去，观众在频道中接收到该节目，可以与该节目

进行交互。 
 关闭节目：即将节目在频道关闭，观众在频道中不能接收到该节目信号。 
 切入节目：即将某一节目切入某一频道中，并在频道播放出去。 
 切出节目：即将某一节目切出某一频道，切出的节目并没有关闭，只是观众在频道

中不能接收到该节目，而系统管理员和导播管理员可以接收到该节目，并可以与节

目进行交互。 

2.3.2 导播控制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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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播控制子系统是对于频道中的节目进行辅助信息管理。 
需要指出的是导播控制子系统默认操作者为导播管理员，若主播员被授权也可以使用导

播控制子系统功能。 

2.3.2.1 插播管理 

插播：指在正在播出的频道节目中插入播出其他的信号数据的操作。 
插播管理的功能有 

 实时插播：即在正在播出的节目画面中实时插播其他媒体内容。 
 定时插播：即在正在播出的节目画面中定时插播其他媒体内容。 
 插播片头：即在节目画面播放前插播其他媒体内容。 
 插播片花：即在节目画面播放中插播其他媒体内容，使得节目画面在片花画面中播

放。 
 插播片尾：即在节目画面播放后插播其他媒体内容。 
 转场设置：即在进行插播媒体时，能实现节目画面到插播画面、插播画面到节目画

面、插播画面间的转场效果。 
 插播效果：插播媒体出现到节目画面中支持以下效果。 

 屏幕选定区域显示 
 画中画显示 
 多分屏显示 
 遮罩显示 
 叠覆显示 
 位移显示 

 实时插播的媒体类型如下： 
 标题（文字） 
 背景（颜色） 
 图片 
 动画 
 视频 
 音频 
 动态字幕 

 列表插播：即导播管理员一次顺序可以插播多个媒体内容，文件以列表方式顺序播

放。 

2.3.2.2 节目存储管理 

节目存储：指可以把播出的节目录制保存。 
节目存储的功能有： 

 全程录制：即录制整个演播画面（视频流+音频流+数据流）。 
 部分录制：即可以选择录制（视频流、音频流、数据流任意选择录制）。 

2.3.3 交互控制子系统 

交互控制子系统是对频道中交互行为进行控制管理， 
需要指出的是交互控制子系统默认操作者为导播管理员，若主播员被授权也可以使用交

互控制子系统功能 

2.3.3.1 主播与导播交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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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即主播端操作人员。 
主播与导播交互管理：即对主播员与导播管理员之间的交互操作进行管理； 
主播与导播交互管理的功能有： 

 开启交互 
 停止交互 

2.3.3.2 主播与主播交互管理 

主播与主播交互管理：即对主播员与主播员之间的交互操作进行管理； 
主播与主播交互管理的功能有： 

 开启交互 
 停止交互 

2.3.3.3 导播与观众交互管理 

观众：即观众端操作人员。 
导播与观众交互管理：即对导播管理员与观众之间的交互操作进行管理； 
导播与观众交互管理的功能有： 

 开启交互 
 停止交互 

2.3.3.4 主播与观众交互管理 

主播与观众交互管理：即对主播员与观众之间的交互操作进行管理； 
主播与观众交互管理的功能有： 

 开启交互 
 停止交互 

2.3.3.5 交互的媒体类型 

 音频交互：即语音实时交互。 
 视频交互：即视频实时交互。 
 文字交互：即文本实时交互。 
 协同浏览：即主播与副播之间，主播与导播之间，主播与观众，副播与观众之间进

行同步浏览网络上的教学信息，并支持多网页浏览； 
 白板交互：即能将主播端白板信息广播到副播、导播、观众端计算机屏幕上，并支

持支持多人标注（经授权）； 
 屏幕交互：即电脑桌面实时交互。 

需要指出的是，屏幕交互可以实现导播对主播、导播对观众、主播对观众的远程桌

面控制。 
 文件共享：即同步共享主播的文件，并提供丰富的标注工具，支持多人标注。 
 文件传送：即互可以实现导播对主播、导播对观众、主播对副播、主播对观众进行

文件传送。 

2.3.4 在线用户控制子系统 

在线用户控制子系统是对登陆频道中的用户进行控制管理。 
需要指出的是在线用户控制子系统默认操作者为导播管理员，若主播员被授权也可以使

用在线用户控制子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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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 主播用户管理 

主播用户管理：即对某一频道中的主播员进行管理。 
主播用户管理的功能有： 

 接入主播：即将登陆于频道的主播端信号接入于频道中，使登陆于该频道的观众可

以接收到该主播的节目，此时该主播为主播，未被接入的主播为副播。 
 等待主播：即将登陆于该频道的而未被接入的主播。导播管理员可以将接入主播更

换为等待主播。 
注意：等待主播的节目只有管理员和导播管理员能看到，观众不能看到。 

 转移主播：即导播管理员将登陆于该频道的主播转移成副播，或将副主播转移成主

播。 
 踢出主播：即将频道中的主播员踢出频道。 

注意：被踢出的用户需重新登陆才能进入频道；若是主播被踢出则有导播管理员指

定其他副播继承主播一切功能。 

2.3.4.2 观众用户管理 

观众用户管理：即某一频道中的观众进行管理。 
观众用户管理的功能有： 

 暂停接收：即暂停观众接收所登陆频道的信息，观众端提示暂时不能接收信号的。 
注意：被暂停接收的观众此时仍在频道中。 

 恢复接受：即恢复观众接收所登陆频道的信息。 
注意：被恢复接收的观众无须重新登陆便可进入频道。 

 关闭接收：即关闭观众接收所登陆频道的信息。 
注意：被关闭接收的观众须重新登陆才可进入频道。 

 切断交互：即切断观众同主播、观众与导播的交互行为。 
 踢出频道：即将观众从频道中踢出。 

注意：被踢出接收的观众须重新登陆服务器和频道。 

2.3.5 演播数据监控子系统 

演播数据监控子系统是对运行在系统上所有数据进行监控、统计、分析，主要包括主播

数据监控、观众数据监控、交互数据监控、网络数据监控、频道数据监控、节目数据监控等。 

2.3.5.1 频道数据监控 

频道数据监控：即对平台中所有频道数据进行监控、统计、分析。 
频道数据监控的数据有： 

 建立频道数：即建立的频道信息及数目。 
 开通频道数：即开通了处于激活状态的频道信息及数目。 
 空闲频道数：即建立了处于关闭状态的频道信息及数目。 
 播出节目总数：即所有频道播出节目的信息及总数。 
 关闭节目总数：即所有频道关闭节目的信息及总数。 
 频道数据日志：即记录对频道数据进行任何操作的日志清单。 

2.3.5.2 主播数据监控 

主播数据监控：即对平台中所有主播端数据进行监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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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数据监控的数据有： 
 主播端总数：即所有频道主播端信息及总数。 
 各频道主播端数：即每个频道主播端信息及总数。 
 接入主播总数：即所有频道接入主播信息及总数。 
 各频道接入主播数：即每个频道接入主播信息及总数。 
 等待主播总数：即所有频道等待主播信息及总数。 
 各频道等待主播数：即每个频道等待主播信息及总数。 
 踢出主播总数：即所有频道踢出主播信息及总数。 
 各频道踢出主播数：即每个频道踢出主播信息及总数。 
 主播数据日志：即记录对每个频道主播数据进行任何操作的日志清单。 

2.3.5.3 节目数据监控 

节目数据监控：即对平台中各频道播出的节目数据进行监控、统计、分析。 
节目数据监控的数据有： 

 视频数据：即每个频道中当前的主播、观众视频数据的信息。如：帧数、流量、尺

寸等 
 音频数据：即每个频道中当前的主播、观众音频数据的信息。如：流量等。 
 屏幕数据：即每个频道中当前的主播、观众屏幕数据的信息。如：帧数、流量、尺

寸等。 
 节目数据日志：即记录对每个频道节目数据进行任何操作的日志清单。 

2.3.5.4 观众数据监控 

观众数据监控：即对平台中各频道登陆的观众数据进行监控、统计、分析。 
观众数据监控的数据有： 

 观众总数：即所有频道在线观众端信息及总数。 
 各频道观众数：即每个频道在线观众端信息及总数。 
 暂停接收观众总数：即所有频道暂停接受观收信息及总数。 
 各频道暂停接收观众数：即每个频道暂停接收观众信息及总数。 
 正在接收观众总数：即所有频道正在接收观众信息及总数。 
 各频道正在接收观众数：即每个频道正在接收观众信息及总数。 
 关闭接收观众总数：即所有频道关闭接收观众信息及总数。 
 各频道关闭接收观众数：即每个频道关闭接收观众信息及总数。 
 踢出观众总数：即所有频道踢出观众信息及总数。 
 各频道踢出观众数：即每个频道踢出观众信息及总数。 

2.3.5.5 交互数据监控 

交互数据监控：即对平台中各频道中的交互数据进行监控、统计、分析。 
交互数据监控的数据有： 

 主播交互总次数：即每个频道中每个主播与观众交互的总次数。 
注：分别统计视频交互总次数、音频交互总次数、屏幕交互总次数、程序交互总次数。 

 观众交互次数：即每个频道中每个观众与每个主播交互的次数及信息。 
注：分别统计视频交互次数、音频交互次数、屏幕交互次数、程序交互次数、文件传送

次数。 
 交互数据日志：即记录对每个频道交互数据进行任何操作的日志清单。 



第 11 页 共 12 页 

2.3.5.6 网络数据监控 

网络数据监控：即对平台中各频道中的网络数据进行监控、统计、分析。 
网络数据监控的数据有： 

 各频道网络总流量：即每个频道当前网络数据上传总流量、下载总流量。 
 各频道网络平均流量：即每个频道当前网络数据上传平均流量、下载平均流量。 
 各频道网络中断情况：即每个频道当前网络中断总次数、总时长。 
 在线用户 IP 信息：即每个频道中登陆用户 IP 及其所属地域。 
 网络数据日志：即记录对每个频道网络数据的日志清单。 

2.4 节目点播系统 
节目点播系统是指在交互广播系统中对节目资源进行分类管理、资源管理、点播浏览等

等操作。 

2.4.1 节目分类管理 

节目分类管理：即对节目类别信息进行管理。 
 浏览分类：即浏览节目分类信息； 
 新增分类：即新增节目分类信息； 
 修改分类：即修改节目分类信息； 
 删除分类：即删除节目分类信息； 

2.4.2 节目资源管理 

节目资源管理：即对节目资源进行管理。 
 上传节目：即上传节目，支持批量、目录上传； 
 删除节目：即删除节目； 
 浏览节目：即浏览节目清单； 
 查询节目：即根据查询条件查询节目。 

2.4.3 节目点播 

节目点播：即在节目清单中单击节目名称可以在线浏览该节目。 

2.4.4 点播权限设置 

设置某一节目可以被点播浏览的用户对象。 

2.5 运维管理系统 

2.5.1 用户角色管理 

用户角色管理：即对用户角色类别进行管理，可以按用户需要来定义用户角色管理。 
系统初始化用户角色有：系统管理员、导播管理员、主播、副播、观众。 
用户角色管理的功能有： 

 浏览角色：即对交互广播系统已有用户角色信息进行浏览。 
 新增角色：即新增用户角色信息； 
 修改角色：即对用户角色信息进行修改； 
 删除角色：即删除交互广播系统的用户角色信息，但必须保证该角色下无对应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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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2.5.2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即对交互广播系统的用户进行管理，也就是用户注册功能。 
用户管理的功能有： 

 浏览用户：即能浏览交互广播系统已有用户信息及其当前对交互广播系统操作情

况； 
 新增用户：即新增用户信息，包括指定所属用户角色； 
 修改用户：即对用户角色信息进行修改，包括修改所属用户角色（可以进行逐个修

改也可以进行批量修改操作），在对用户所属角色信息进行修改时应注意：必须保

证该用户目前未登录交互广播系统，未对交互广播系统进行任何功能操作； 
 删除用户：即删除交互广播系统的用户信息，但必须保证该用户目前未登录交互广

播系统，未对交互广播系统进行任何功能操作。 

2.5.3 权限管理 

权限管理：即对交互广播系统的用户角色和用户操作权限进行设置。 
权限管理的功能有： 

 用户角色权限设置：即针对某个或多个用户角色设置其对交互广播系统各子系统操

作权限; 
 用户权限管理：即针对某个或多个用户设置其对交互广播系统各子系统操作权限，

用户可以继承所属用户角色的权限。 
操作权限分为以下几种： 

 可访问：即该子系统模块名称可以被用户看见，但用户不能进入该子系统模块； 
 可读：即该子系统模块名称可以被用户看见，用户可以进入该子系统模块，但

只能进行只读浏览操作； 
 可写：即该子系统模块名称可以被用户看见，用户可以进入该子系统模块，但

只能进行浏览、新增操作； 
 可修改：即该子系统模块名称可以被用户看见，用户可以进入该子系统模块，

但只能进行浏览、修改操作； 
 可删除：即该子系统模块名称可以被用户看见，用户可以进入该子系统模块，

但只能进行浏览、删除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