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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传送网络（CDN）是互联网的主要组成

部分，目的是让内容更接近用户，从而提

升媒体质量、速度和可靠性。我们预

测，2020年全球CDN市场规模将达140亿美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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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估计规模110亿美元增长超过25%。到

2025年，该市场将增长逾一倍，达300亿美元，复

合年增长率将达16%以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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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消费者对互联网上的直播视

频需求不断增加；而且当前越来越多广播电视和

有线电视迁移到直接面向消费者的OTT互联网传送

网络，也使有关需求有所扩大。视频直播以及直

播视频游戏的出现可进一步刺激增长，以及激发

更多技术创新。尽管如此，当前还不能确定哪些

公司将获益于有关增长，这是由于市场对传送大

量媒体所需的硬件和软件能力需求即使不断增长，

但大型媒体、云计算和电信公司均各自建立或扩

展自己的内容传送网络，这些公司的成功可对现

有CDN供应商的利益构成威胁。 

CDN的重要性

CDN在互联网的扩张和发展发挥了关键作

用。CDN原先是在频宽供应较为不足的时代出现，

用作更快地加载网站中较为耗用数据的部分，如

档案大小较大的图像。初期的CDN（如Akamai）
建立了地区集线器，用作储存网站中所有图像的

复本（缓存），使内容更接近在世界各地浏览互

联网的人。在如此多入网点（PoP）存在的情况

下，即使旧金山的用户在浏览欧洲服务器上的当红

网站，他们的浏览器也可从附近载有媒体复本的

CDN集线器获取有关图像。

随着越来越多人访问互联网，以及频宽供应量有

所增长，以网络为基础的站点和服务变得更丰富、

更有能力，继而进一步增强了专用CDN的需求。

这些CDN已逐步发展到可支持软件下载、加快手

机内容的传送以及支持视频等更丰富的媒体内容。

增建了这些成熟的网络和能力后，市场对加快用

户体验的CDN需求更大，为 CDN行业增长提供了

支持。如今，顶尖的全球CDN供应商已准备投入

数十亿美元扩展庞大的基础设施，以支持网络的

增长，而他们可能需要考虑以下情况：到2022
年，CDN预期将承担总互联网流量的72%，而

2017年的占比为56%。2此外，除了现有的CDN供

应商外，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和电信公司建立

自己的CDN。

一般CDN会把媒体存储和回放设备放置于其网络的

边缘、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或在主要大城市

区域的互联网交换中心（IXP），以更接近终端用

户。这些设备是具有大存储容量和软件能力的实

体盒子，有时又称微型数据中心。例如Netflix在全

球Open Connect CDN存放了数千个这样的盒子，

每个盒子盛载了高达八成的Netflix媒体产品。3这

些盒子是定制设计的，由供应商组装后送到地区

ISP和IXP进行安装。Netflix核心负责新内容的转

码，并定期把更新推送到边缘设备。系统的负荷

和故障情况受到持续监察，使失效设备可迅速脱

机，并将容量转到其他冗余的Po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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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直送

一直以来，CDN市场增长的最大驱动力是不断增长

的互联网视频需求，这些需求预计将仍然是该市

场增长的最大动因。当然，互联网并非观看视频

的唯一途径；许多其他视频传送技术，如旧式的

空中广播到有线电视、DSL（铜电话线）以及私人

的互联网协议电视（IPTV）网络等如今仍在使用

中。5但是，随着移动设备数量激增，为了紧跟消

费者行为不断变化的情况，以及抓紧庞大观看量

带来的广告收入，数字媒体传送已从私人IPTV网
络扩展到依托互联网运行的OTT网络，而这一扩

展也触发了互联网使用率和宽频普及度激增。

根据Sandvine公司的数据，OTT直播视频使用了

全球60%以上的互联网频宽。6估计Netflix已占用

15%的全球下游互联网流量，7且一项顶级的视频

直播服务已可耗用某些地区运营商网络高达40%
的下游流量。8这些视频流量有所增长是由于直播

视频点播服务在不断扩张。2018年，直播视频服

务的全球订购率达6.13亿人以上，较前一年增长

27%，首次领先于有线电视。9

随着多项主要的全新直播视频点播服务的推出，

直播服务的全球订购率有望大幅增长。尽管如此，

随之产生的OTT视频流量增长不一定能为特定

CDN供应商带来更大的收益。大部分的视频流量

增长是源自最大的直播视频点播服务、社交网络

以及其他超规模数字媒体公司，他们已有自设的

CDN。10此外，最大的媒体公司进军直播视频点播

服务领域后，最终也可能会自行构建网络，或者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已管控的网络。例如，一些收

购了媒体资产的主要电信公司也拥有自己的CDN。

此举可让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从云到消费者的

传送。

尽管当前的直播视频点播服务增长主要受美国媒

体带动，但有些人却认为全球网络是开启全球市

场的途径。11分析师预测亚太区市场的需求将以飞

速增长；预计到2024年，亚太区将占总视频直播

流量的51%，接近2018年的一倍。12有些美国

CDN供应商在亚洲市场提供CDN服务，而部分领

先的中国CDN目前存储全国超过1,000个PoP节点，

且在其他亚洲国家设有额外网络。13但是，由于覆

盖范围稀疏，以及移动网络数量有限，亚洲市场

的内容传送业务面临一定挑战。计划在亚洲扩展

业务的广播电视公司，可与熟悉有关地区情况的

CDN合作，以减少所面临的部分挑战。

流畅播放实非易事

视频档案特别大，且需要大量技术手段将之压缩、

分解成分布式片段，再按点播需求动态重组，然后

直播给数以亿计的点播用户收看。这些视频都要求

具备高解像度和极少的时延。随着OTT视频内容的

数量和成熟度不断提升，意味着每一个CDN的流量

和路由量也将有所增加，且对管理、优化和预测流

量的需求也将进一步提高，以便传送高速、可靠的

内容。

从技术角度来看，直播的点播视频涉及很多位元的

移动，从而产生高解像度的图像。虽然直播流是单

向的，且内容并非直接互动，但当中仍然包含大量

数据。直播流需要缓冲和缓存，以避免时滞和丢

包。十多年前，为对视频进行编码并跨网络传送到

客户，制定了实时信息协议（RTMP）等旧有协议，

但这些协议预计将被新型解决方案（如安全可靠传

输（SRT）技术）取代，从而进一步减低时延和满

足对直播的点播视频需求。例如CDN龙头企业

Akamai宣布了与Bitmovin公司合作开发包含SRT技
术的“新一代编码能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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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直播可对CDN带来重大挑战。直播视频服务

除了支持演唱会和体育赛事等实时事件外，也涵

盖社交直播服务，让任何人也可以直播视频，而

这一现象正在全球迅速增长。中国字节跳动公司

推出社交直播平台TikTok后，于首两年获得接近

10亿次下载量。15许多人在直播视频，让世界各地

观看，使观众进一步细分，并增加了免费小众内

容的观看者数量。据估计，2018年CDN视频流量

总计58艾字节（EB），其中直播视频占11EB；到

2024年，总视频流量预计将为453EB，而直播视

频预计将占半数，达到238EB。16

由于直播视频服务的观众量有所增长，CDN的数

量也应相应地增加。传送直播媒体的CDN应能够

对视频进行实时编码并复制到PoP，以及管理内容

需求。对大型演唱会和锦标赛等预期事件，可预

先分配网络资源，但也可能有意料之外的其他事

件发生。主要意见领袖和名人可以像突发新闻事

件般突然吸引大量观众收看他们的直播。CDN必

须能够迅速地侦测到这些流量急升情况，并做出

动态响应，以支持地区或全球需求。

除了时间和资源分配问题外，CDN也需要应对在

各式各样的动态网络、电信运营商、设备和观众之

间运行所带来的挑战。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除了

需要持续的分析和迅速的响应力，还主要取决于

网络性能的持续可视性。CDN需同时在电信运营

商网络移送内容的，必须具备路由智能，以确保

高性能的数据流。当用户遇到低输量的情况，并

可能危害到数据流，有关系统可动态地跨电信公

司转移流量。

此外，评估电信运营商的性能也可帮助CDN确定

故障的起源。越过CDN的边缘之后，数据流必须

经过最后一公里网络，包括有线和无线电信运营

商以及海量的接入点，如家居Wi-Fi。但是，尽管

CDN看到这些冗长的网络结构关系，他们一般无

法有效地管理有关关系。

归根究底，媒体公司和CDN供应商面临日益剧烈

的竞争格局，首要任务是确保终端用户获得高质

量体验。低质量的视频和缓冲直播可立即损害

CDN运营商的声誉，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投资于

先进的监察和分析能力。软件层提供状态报表、

提取和操作数据分析，以及自动化网络规模负载

平衡、故障侦测和需求预测。也可使用较为先进

的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解决方案来预测数字内容

和硬件资产的故障率，然后才应用于终端客户。17

同样地，这些技术可预测特定地区内的需求激增

情况，然后直接地预先分配资源到有关PoP，甚至

把新上映的电影等内容复制到特定地区设备。18

直播视频游戏：下一个大挑战

尽管网络不断扩展，以满足OTT视频的增长需求，

但是，可能很快将有更丰富、更动态的内容出现，

竞夺网络的基础设施。部分全球最大的云供应商

已宣布直播多玩家视频游戏的计划。但是，与直

播视频相比，开展有关计划将面临截然不同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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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一个玩家设备上的游戏与输出一�电影的分

别不大。但是，在多玩家的视频游戏中，“电影”

会不断因应玩家指令而变化，例如“跑步”、“转

弯”、“发射”等，而每一个玩家的游戏视域也基

于他们各自在游戏世界里的位置而不同。因此，数

据必须同时流向下游的玩家设备和回流到上游的游

戏引擎，且玩家的动作与游戏引擎产生的响应不可

出现明显的时延。时延达50毫秒或以上即可使许多

最热门的视频游戏无法玩下去。19另一挑战是输出

速度，而这一点取决于频宽。一方面，要在细小

的手机屏幕持续、反复地获取图像，另一方面，许

多玩家使用4K大屏幕进行游戏，有些电视制造商

更预计提供8K输出。

要即时同步游戏与玩家之间的行动需要大量计算能

力和网络信息传递，尤其是在要求全球同步的情况

下。现今最流行的多玩家游戏可同时容纳过百万个

玩家，但它们只是把用户隔成小组，分隔到不同的

游戏情景（例如创建10,000个不同的“世界”，每

一个世界容纳100名玩家）。新的直播视频游戏供

应商声称其服务将可容许单一游戏情景支持数千名

玩家，此举对CDN处理所需同步的能力提出了更大

的需求。

谷歌正着力应对旗下Stadia直播视频游戏服务所面

临的挑战，预计将需要投入基础设施、专业技能

和大量资金，才能取得成功。谷歌2018年第四季

度的资本开支增长80%，达到68亿美元；尽管大

部分开支属数据中心和服务器类开支。20谷歌也有

一直扩张光纤网络，其中包含数百个PoP和数千个

边缘处理节点。该公司自营成熟的CDN，以支持

YouTube需求，并凭借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的专业

技能来处理内容需求和传送。事实上，Stadia的定

位是YouTube的延伸服务。因此，预计谷歌已准备

好通过自营的CDN抢占游戏流量——这再次表明

拥有自营网络的领先平台服务可支持更高层次的服

务，因此在总体CDN收入的占比也可能会更高。

尽管直播视频游戏面临诸多技术和市场挑战，数家

领先的游戏发行商已分别宣布有意为旗下顶级的特

许经营业务开发云直播。他们也可能向CDN供应商

寻求协助。到2020年，全球视频游戏市场规模将

突破25亿玩家，预计将产生1,500亿美元营收，游

戏发行商和内容传送网络可携手合作，共同打造新

一代直播媒体。

部分全球最大的云供应
商已宣布直播多玩家视
频游戏的计划。但是，
与直播视频相比，开展有
关计划将面临截然不同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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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全球各地的人如今大部分上网时间都花在直播视频，而互联网本身以云为基础的服务和CDN边缘能力组

成。直播视频的增长以及直播视频游戏的发展可进一步影响竞争格局和创新活动。这些转变对媒体公司、

电信公司和CDN供应商等不同市场参与者均有所影响。

对媒体公司而言，当前格局可鼓励他们将更多内容迁移到CDN。但是，这绝非一个简单的决策。尽管广播

电视和收费电视在某些主要地区增长逐渐减缓，但整体表现仍然强劲。21此外，不论是解构IPTV网络和机

顶盒，还是把观众转到存在潜在风险的OTT服务，都并不容易。预计大部分媒体公司将对OTT服务以及广

播和收费电视服务投入相同力度，让市场来决定哪一个领域将吸引最多的订户。

许多媒体公司将OTT引入战略计划，而他们随之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开展计划？应否与CDN供应商合

作？已为直播试点建立了网络关系，是否应以这些现有关系为基础扩展计划？还是致力于自建CDN？若媒

体公司已控制内容传送，或持有贯通到终端消费者的价值链，也许能够获得竞争优势，而当考虑到这一因

素，以上问题将变得更加困难。主要媒体公司可选择自建网络，以控制整个传送渠道，以及掌握其观众产

生的数据。但是，预计只有很少公司具备相关资金。其余公司将有可能向CDN供应商租用容量，然后CDN
供应商将向电信公司支付网络流量费用。目前租用CDN 分布容量的费用非常低，可使租用成为一项具吸

引力的选择；此情况也可迫使CDN供应商提供其他服务或采用基于事件的峰值定价模式，从而扩阔利润

率。22 

许多电信公司已在从事CDN租赁。尽管如此，随着CDN租用利润率逐渐收窄，向内容供应商租赁CDN的

利润可能会开始下滑。对于已购买媒体产品的电信公司，上述情况可激励他们加大对自身内容传送能力的

投入。但是，电信公司也在发射塔构建设备，并在销售边缘服务。他们是否可在销售CDN和边缘服务的同

时，仍然对自身的内容传送业务进行投资？同样值得考虑的是，CDN和边缘服务均允许电信公司为客户提

供更多的感知和分析能力，这些能力可转化为性能和创新。公司是否有清晰的路径，可从管控自营CDN逐

步建立传送和分析竞争优势？

此外，电信公司也控制用户内容传送的最后一公里。他们是否可以把这最后一公里的控制权转化成价值？

据思科预测，到2022年，12%的手机流量将依托5G网络，而5G网络平均每月使用21GB的流量。如果5G
获得广泛实施和采用，会否为控制最后一公里传送的电信公司倍添实力？又会否打开空间，为我们带来从

没想象过的丰富媒体？

CDN 供应商方面，由于越来越多观众转用直播服务，预计他们将面临更多有关容量、服务质量、负载平

衡和要求预测的挑战。像云供应商面临的情况一样，CDN租用价格可因竞争而进一步下调。此外，顶级的

CDN为了防止知识产权传送过程收到入侵和盗窃，也可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为应对这些需求，CDN可

设置额外数据分析技术、机器学习或者内容区块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情况，但这些举措都会增加运营成

本。预计公司需对计算存储和路由做出硬件投资，而负载平衡、直播优化、需求预测和安全性方面则要求

更高的软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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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尽管CDN可面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有所下降的利润，但随着更多云服务迁移到边缘，CDN也

可同时扩展。像电信公司涉足CDN一样，CDN也在加快边缘计算服务的发展，23服务对象不仅是媒体，同

时还包括物联网。24由于这一新变化将重塑云供应商、电信公司和CDN的业务，明智的观察者应注意CDN
供应商的公布，其中可能会让上述公司在边缘获得更大竞争优势。

互联网视频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直播视频游戏等新服务的推出，应持续影响互联网的发展，从而满足用户

需求。各类网络预计将继续与硬件创新和人类行共同演进。在短期内，CDN市场有望实现强劲增长。这对

正在该市场抢占份额的CDN供应商、媒体公司和电信公司有何意义，则仍有待观察。

2020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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