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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号源接入简介及流程 � 

 �   �   �   �  摇一摇功能通过实时比对用户端和服务端电视音频实现，因此需要合作方通过接口把电

视实时播出的信号源音频接入到我方服务器。信号源接入说明请下载文档，或联系设备供应

商代为完成此步骤。 � 

请根据以下流程逐步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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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供应商执行方案 � 

 �   �   �   �  摇电视信号源的接入直接关系到用户和电视台能否享受到高质量、稳定的摇电视服务，

因此我们建议电视台选购质量及服务有保障的视频转码设备及服务供应商。 � 

我方收集了一部分得到之前合作的电视台好评的视频转码设备的型号，在此列出，仅供参考： � 

设备型号： � 

SMP100 媒体平台 � 

S45 全业务式编码器 � 

备注：上表仅为合作电视台提供的反馈信息，不代表微信的观点，微信亦不对上表所列供应

商的设备、服务质量承担任何的保证义务。 � 

 � 

3.  电视台执行方案 � 

 � 

3.1  音频流接入标准 � 

 � 

3.1.1  音频标准 � 

	  

单播方式推送，每路音频信号流与实时直播延时不超过 3秒。音频比特率大于 64kbps

且小于 128kbps,音频编码格式为 mp2 或 mp3,采样率为 48k，16bit �  量化，封装格式为

TS。音频质量与电视播放信号比较不能有人耳感知的明显差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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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网络接入质量标准 � 

 �   �   �   �   �  双方用于打流的 IP 都是电信运营商，以 UDP 方式打流，每个单个的 UDP 数据包不

大于 1316，不小于 188，并且为 188 的整数倍，单路信号流数据带宽不大于 150kbps，

丢包率低于 0.01%，网络延时小于 100ms。 � 

 � 

3.1.3  服务质量标准 � 

音频信号可用率大于 99.99%，即年故障总时间不超过 50 分钟。一般性机房内故障，

应保证在故障发生后的 30 分钟内修复；如出现断光纤等严重线路故障，需监督运营商在 6

小时内修复。应保证其提供定服务均同时有备用系统，以备特定情况下的切换所需。由于该

音频流用于提供全天候 24 小时的识别服务，因此需要音频提供方提供全天候 24 小时的运

维服务，确保可以在任何时候提供运维的帮助。 � 

 � 

3.2  音频流接入详细流程说明 � 

 �  音频提供方在按照以上标准准备好之后，通知我们，即可以开始进入双方的音频流接入

流程的联调，该流程如下： � 

3.2.1  单信号源验证 � 

	  

 �  音频提供方提供一路电视台 A的音频信号，以 UDP 的方式打入我们指定的测试服务器

（ip, � port）。我们对该路信号源进行是否满足音频标准、网络接入质量标准的初步验证。 � 

 �  此处为了提高联调速度，需要发送发录制至少 10 分钟的数据来做校对，确认问题。 � 



微信摇电视信号源接入操作说明 	  

6	  
	  

如果通过则进入下一步，如果未通过则需要提供方调整直至通过（下同，不再赘述）。 � 

3.2.2  接入点测试 � 

 �  经过对双方网络情况的讨论，我们提供一个服务器（ip, � port），音频提供方按照自己网

络情况最佳的出口点将 A的音频流打入该服务器（ip, � port），持续一段时间（至少 1天），

我们对该流做网络接入质量标准测试，重点验证丢包率。 � 

 � 

 �  该过程需要直到找到满足网络接入质量标准的接入点为止。 � 

3.2.3  全量信号源验证 � 

 �  确定好 A 信号已经满足音频标准、网络接入标准之后，我们提供给音频提供方所提供

的所有信号的目标服务器（ip, � port）列表，提供方按照该列表将所有音频信号全部打过来。

我们对所有信号源做音频标准、网络接入标准的验证。 � 

 � 

3.2.4  流信号准入验证 � 

为了保证信号的正规性和安全性，我们需要电视音频提供方提供对应信号流的来源 ip

做相应的安全控制，我们会对该 ip 做准入验证和控制。 � 

同时，音频提供方应该保证在提供信号的全程中保证该源 ip 不变，后续如何有变动或

者调整也需要音频提供方及时通知我们进行调整，否则会被拒绝接入。 � 

3.2.5  稳定性测试 � 

 �  所有信号源验证通过之后，我们通知提供方通过测试，下一步进入稳定性测试阶段。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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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需要提供方保证在一段时间内（至少 2 天）将所有信号源持续打过来，我们验证在这

段时间内所有信号源的质量是否符合音频标准、网络接入标准、服务质量标准。 � 

3.2.6  识别测试 � 

 �  我们对所有信号源进行是否可以识别的测试，从识别体验角度来测试所有信号源是否能

够正常识别。 � 

3.2.7  音频源上线 � 

 �  通过以上所有测试之后，整个音频源的接入流程已经完成，我们会通知提供方所有的音

频源已经处于上线状态，之后需要音频提供方按照标准保证所有信号源的持续可用，并按

照服务质量标准提供后续质量监控和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