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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am, Inc.
架构: 汇集云计算的最新顶尖技术：
多用户直播视频通信 / 2G+网络支持



公司背景

成立于2010年，Oncam公司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真正实现在2G+蜂窝网络上支持多直播视频流的
解决方案。

- 针对私人团体或无限观众提供6向多用户直播视频会
议／广播

- 美国公司（特拉华州）／中国VIE架构

- 已经获得2项专利、多项待批专利、100多项商业秘密；
5年的研发成果

- 40名工程师（世界上顶级音频／视频技术专家）

- 与亚马逊云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 ）实现
100%的整合

- 客户：2家市值数十亿计的上市公司，受保密协议约
束

- 产品 1: 用于IOS/安卓用户个人通讯的群组视频通话/
直播应用程序－中国及美国版－将于2016年9月上线

- 产品 2: 应用于IOS/安卓系统私人群组通话和互动视
频直播的SDK + Saas平台－中国及美国版将于2016
年9月上线

- 在发布SDK之后，中国的安装在线用户将超过2.5亿
－2016年第四季度之前



Oncam就是未来
随时随地多用户直播视频流

- 六路多用户视频流，面对私密群组或公开面向无限量观众，通过2G及蜂窝网络（250kbps/10%丢包率
）进行实时视频会议或公开直播

- 100%跨平台，即时录制与分享，以及更多...



任何移动设备以及蜂窝网络上的主播直播及互动广播

- 在向无限数量的观众广播的同时，
观众可以观看并通过文本信息参
与，任何影响者此时可以与其受
众互动。

- 直播视频呼叫可以通过下列途径实现大量受
众：即主播开始呼叫时推送通知

- 呼入视频——主播最多可以添加5
个观众，作为访客出现在屏幕上。

- 在呼叫期间，主播可以从观众队
列中加入或移除访客。



与好友一起观看

-在一秒内通过主持时间戳记控制同步所有观众视频
- 利用基于云计算的时间戳记同步引擎进行容错同步
- 用户可以在视频分享之前或者之后加入，并且自动与主持人时间戳记同步
- 可定制化的API集成接入视频点播库 –目前接入优酷，Youtube, 以及VEVO



与好友一起观看

(1)搜索视频

首先搜索视频来发起
通话。

(2)发起通话

接听者收到通话并且看
到该品牌视频缩略图+远
程呼叫者视频

(3)与好友们一起观看优酷！

好友们同样可以在实时通话中搜索并
选择视频



运动赛事直播

•移动直播打造球迷生活新模式，不仅有知名评论员，球星嘉宾面对面参与，还可以不受时区、地域
的限制，随心所欲观看世界杯、欧洲杯等等比赛直播

•与成千上万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看球，评球，咒骂，欢呼，不必再凌晨时分一个人躲在家里孤单，
还得压抑心中的热情

•利用视频点播系统即刻观看重播视频

•实时参与主持人发起的竞猜互动，赢取丰厚奖励

•让每一场赛事成为一场网络直播盛宴



自动录像

-群组直播自动录制并且即时分享
-所有受邀成员收到录像，消失前可播放一次
-跨IOS及安卓平台
-史上戏剧创作最佳零阻力的方式



•基于Oncam 独有的闪讯技术，制造串门儿的意
外惊喜

•成龙的闪讯泡泡自动突然实时出现在1,000,000
粉丝的设备之上，即使应用处于背后运行模式，
无需点击接听，就可以看到和听到偶像面对面说
"你好"!

•成龙选中多个粉丝，同时浮现在同一屏幕上，
实时互动

•成龙将他的其他明星好友的闪讯视频添加进入，
同时浮现在粉丝移动设备屏幕上

闪讯您的粉丝们



按次收费视频互动直播

• 通过按次收费模式进入范冰冰与粉
丝的独家实时互动直播

• 粉丝可以通过iTune苹果商店以及任
何支付系统一键支付



同时观看8场直播比赛

范例:全美橄榄球联盟（NFL）周日超值通票（ Sunday Ticket Max Pass 
）提供最多一次8场电视直播比赛，现在通过Oncam的SDK也可以实现

Oncam是一个跨越平台视频协议，可以将其多流直播分配至任何视频观
看媒介



在实时通话过程中拍摄或录制精彩瞬间并稍后分享

拍摄照片
双击屏幕来即刻捕捉精彩
瞬间

拍摄视频
长按屏幕来录制直播



独特的在线社交功能

实时通话预览
接听之前看到并听到通话
内容

通话转接
点击一下，将公开通话转接给您所有
的粉丝并且像病毒一样传播扩散开来



关键性社交功能

自定义推送通知

通话内文字聊天

应用内短信息 详细的隐私控制



技术



突破性的移动 + CDN技术
- 首个也是唯一的多视频流直播CDN。全面整合现有公开云，包括亚马逊网络服

务以及阿里云。



突破性的移动 + CDN技术
- Oncam是独一无二的CDN服务器平台

CDN’s # of streams in 
broadcast

# of customers of top 1 million 
in Alexa Geographic Market

Amazon 1 39,216 US, China
Akamai 1 13,500 US
CloudFlare 1 13,265 US
Azure (Microsoft) 1 1,287 US, China
Taobao 1 1,053 China
Level3 1 994 US
Limelight 1 751 US
Tencent 1 417 China
ChinaCache 1 357 China
Baidu 1 0 China
Alibaba 1 0 China
Xinnet 1 376 China
China Net Center 1 142 China
Oncam 6 N/A US, China



多对多内容分发网络（CDN）-媒体传输
专有会话代理系统

-高度扩展性
-跨地区
-容错/自动再连接
-垂直扩展性
-水平扩展性
-实时流提供=比常规CDN（例如Level 3、
Limelight、Akamai）快100倍
-实现音频延迟、音频/视频同步化以及视频
质量最优化的适应性算法



多对多CDN-媒体压缩

-地球上最先进的视频压缩系统
-多个流被整合为一个流
-设备接收一个流



多对多CDN-媒体录制
-及时性
-延展性
-100%跨平台
-在录制后可以发送给视频通话中的所有参与者和接收者



前向纠错（FEC）
及信号协议计算程序

-快速柯西-里德所罗门纠删码

-代码组

-预防突发损失专有算法的冗余性

-固定模式和适应性模式

-存储残片，最小化可能的延时

-转播目前支持距离流媒体服务器1000英里之内的用户

-Chatters 延时优化的转播方案及针对观众的包括混合模式支持的质量优化延时方案。

-基于会话协议的拥塞控制



专有媒体引擎

- 前向纠错

- 视频编解码器

- 音频编解码器

- 中继

- 视频抖动缓冲

- 音频抖动缓冲

- 音/视频同步分界
- 误码掩盖

- h.264 硬件编码器
- x264 软件编码器
- libav 软件解码器
- 支持 640x480 分辨率, 320x240 分辨率, 
在运行中切换分辨率

- Opus 音频编码器

- h.264 硬件编码器
- 最小默认帧率= 15 (可以更高帧率)
- 帧率自适应CPU
- 客户端与服务器的自适应性

- 媒体压缩集群

- 会话代理

- 实时高访问量视频流CDN预配置
- 视频最低门限值

- 实时音/视频互动的各参与方为300kpbs
及7.5%丢包率；仅观看而不发送音/视
频数据的观众为250kpbs以及10%丢包
率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B2B 
SDK, email Info@onca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