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P 智能和互联网广播革命
IP 地理定位 — 地理许可权管理的事实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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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崛起带来了广播行业的革命。由为数不多的地面电视台提供固定节目的时

代早已一去不返。如今，观众可以享受 OTT 和 VOD（视频点播）服务，可以安排

自己的节目时间表，可以观看海量节目内容 — 只需指尖轻点即可。消费者现在可以

随时随地观看节目内容。对 OTT 的需求无疑将继续增长，到 2018 年，全球 VOD 

收入预计将达到 340 亿欧元 — 相比 2014 年增加了 78%。

不仅仅是可以方便地选择看什么、何时看（这对观众颇具吸引力），通过越来越流

行的 OTT 服务提供的优质内容也越来越多，比如 Amazon Prime 的 SVOD（订阅型

视频点播）服务提供绝无仅有的低价内容。

这一节目变革与能够播放高质量流媒体视频的设备的爆炸性增长携手并进。更优质

的移动设备屏幕、低成本数据计划的扩张及 WiFi 热点数量的日益增多在推动这一增

长。现在不再是只有电视一种选择，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随时随

地观看内容。

这一观看革命给广播机构带来了一些有意思的挑战。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多种

设备在出门时观看更多内容，所以广播机构必须注意许可合规性、版权协议及文化

差异 — 要做到允许观看时授权访问，不允许时禁止访问，同时要尽可能打造无缝的

用户体验。

我们提供解决方案

Digital Element 卓越的 IP 解决方案 — NetAcuity 的最高级版可以对用户进行城市/

邮政编码级别的精确定位，并可以在不暴露个人身份的情况下识别 WiFi 连接位置。

这可以让广播机构信心十足地限制或允许对内容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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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智能可简化地理权限管理

确保合规性  灵活的分发管理 先进的代理检测 优化客户体验  

精确识别用户位置并 
授予或限制访问权限。

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 
内容分发规则。

识别故意隐藏 
位置的用户。

 对内容和广告进行本地化， 
提供被禁内容的替代品。

340 
亿欧元

到 2018 年， 
全球 VOD 收入 
预计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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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看革命主要是由紧随技术潮流的年轻一代引领的，这一代人的成长始终都伴随着

网络。在英国，16-24 岁人群约 50% 的时间观看有线电视，其余 50% 的观看时间花在 

VOD 服务上。从有线向点播的转变似乎只会继续增长，这意味着，广播机构必须考虑其

如何在日趋饱和的市场中开展竞争。

推动观看消费变革的不仅仅是小屏幕。据 Digital TV Research 称，到 2018 年底，全

球网络电视预计将达 7.59 亿台。这一增长是由智能电视和品牌 OTT 机顶盒的普及推动

的。正如 IAB 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家庭的客厅拥有至少两个屏幕（包括平板电脑和智能

手机），与十年前相比迥然不同。

SVOD 和 TVOD 服务的增加也在改变人们与广告互动的方式，很多此类服务的订户宁愿

支付额外费用移除广告。消费者采取不同策略避免观看广告，比如，在其他设备上浏览

互联网并设置为跳过广告。广告商在投放广告时应该更加智能，让广告更具背景相关性

和个性化。

IP 智能的价值

在法律和权利可能迅速变化的市场，将内容提供给适当的用户可能很不简单。不保护资

产的后果是可能影响收入、因不合规而遭受处罚及在应该允许时禁止访问而损坏品牌的

声誉。

不管是在国家还是地区水平，IP 数据对内容提供商遵守数字版权许可均至关重要，但很

多内容提供商使用的方法并不理想 — 该允许的没有允许，该禁止的没有禁止。 

精确 IP 技术的运用克服了这一问题，因为该技术可以精确识别用户位置。与精确性不佳

的数据提供商合作会导致错误限制，从而会使消费者不满。

此外，源自 IP 的精确连接速度数据可帮助确保流媒体内容对观看平台的最佳性，还可帮

助克服与提供针对各种设备和连接类型的视频或音乐有关的技术问题。 

有很多不法用户通过使用代理或 VPN 隐藏其位置来访问无权访问的内容。广播机构需要

确保其使用的是卓越的 IP 解决方案，从而确保其不会受制于不法互联网访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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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的准确性
在国家级别上

IP 智能的价值

Digital Element 的代理数据库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它可以识别代理类型（比如匿

名代理），可以识别流量是否来自托管中心。此外，它还可以确定代理发出的位

置，比如 Tor 出口、Tor 中继、云端或通过 VPN。该数据每日更新，以确保其最

新性。这一水平的代理识别赋予了识别更多可疑连接的能力，可最大程度减少误

判，使广播机构能够作出关于允许或拒绝访问内容的更明智的决策。

收入和声誉至关重要，而借助全球最准确、精细的 IP 数据将会收获丰厚回报。 

NetAcuity 可确保合规性和用户位置的精确识别。它也有助于对广告进行地理 

定位，从而使信息更具背景相关性和吸引性。

 

详细代理数据每日更新

代理数据每日更新
能做到这一点的唯一
提供商 
 

匿名代理 无法获取客户的实际 IP 地址。包括改变位置以规避 DRM（数字版权管理）的服务、TOR 节点、临时代理及其他掩蔽
服务。

透明代理 可通过 HTTP 头获取客户的实际 IP 地址，但该值不一定可靠（即可能具有欺骗性）。

托管代理

公司代理

公共代理

教育代理

AOL

“?”

地址属于托管设施，即可能是代理，原因是最终用户的地址通常不在托管设施。

一般认为无害，但位置可能是个问题。多个用户通过一个中心位置或多个位置实现代理，因此共享一个明显的网络 
IP 地址，这种情况属于公司代理。

多个用户通过一个允许公共互联网接入的位置实现代理。

用户通过教育机构实现代理。

与 AOL 代理有关。

不认为是代理。

代理类型

Tor 出口 加密/匿名 Tor 流量访问互联网的网关节点。

Tor 中继 在 Tor 网络上接收流量并传递。也称作“路由器”。

云端

VPN

实现对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的普适网络接入。

通过 VPN 服务器加密并路由所有流量的虚拟专用网，包括程序和应用。

代理识别



IP 供应商五花八门。有不少供应商和系统可帮助确定 IP 位置，只需小的投

入便可获得答案，但您的选择是否正确？

与简单擦除互联网注册表或重新打包免费公开数据不同，确定 IP 地址的正

确位置和发现其他有用的 IP 智能数据（如连接速度和匿名者）需要先进的

基础架构分析。

Digital Element 卓越的 IP 解决方案 — NetAcuity 的最高级版可以对用户进

行城市/邮政编码级别的精确定位，并可以在不暴露个人身份的情况下识别 

WiFi 连接位置。它也是全球唯一获得媒体视听率评议委员会 (MRC) 认可的 

IP 解决方案。

搜索范围覆盖全球，在国家级别上，准确性高达 99.99%，数据每周刷新 

一次。它还可以确定用户的连接方式，识别广播机构有效管理数字版权 

所需的数据。

这是通过将 IP 路由基础架构分析和从一系列全球商业合作伙伴处收集的匿

名地点信息相结合实现的。

NetAcuity 是一种有效的单源解决方案，易于集成到广播系统和在内部管

理。相反，公开可用的数据零星地分布在全球各地，很少会更新，识别的

数据参数有限且本质上不准确。

IP 供应商五花八门

214.242.1.171

214.242.1.171

214.242.1.171

连接类型

城市 

区域

ISP

域 

国家/地区

手机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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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 必须确保符合许可协议。通过使用   

          精确的 IP 地理定位技术，我们能够确保

自己遵守地理许可权协议。

”“
Matthew Wood 
BBC Future Media 软件工程负责人 
Online Technolog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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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lement — 全球 IP 地理定位领导者  

NetAcuity 为全球客户提供 IP 地理定位解决方案，包括领先的媒体主， 

比如 Hulu、CNN、Channel 5、Videology、Youview、Sony Pictures、 

Disney Interactive 等等。

为满足我们客户的独特需求，我们提供三个版本的解决方案，每个版本在准确

性、精细度、技术整合及服务水平上都有所不同。

我们最新的解决方案 NetAcuity Pulse™ 为 IP 地理定位技术增加了全新的维

度。该解决方案建立在 NetAcuity Edge 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整合了新合作

伙伴 Skyhook 的数据，这些数据源自由移动设备、数以亿计的实时数据信

号及 WiFi 连接点组成的第一方数据网络。NetAcuity Pulse™ 扩展了全球覆

盖范围，将城市和邻近地区的定位详细到邮政编码级别，相比任何其他供应

商，NetAcuity Pulse™ 在超本地化水平上让更多的 IP 无处遁形。该全新解 

决方案还增强了移动和联网流量的定位，IP 定位精确性无与伦比。

标准版 NetAcuity™
NetAcuity™ 是地理定位领域传统的行业标准。

NetAcuity Edge™
标准版的所有功能，加上全球邮递区号和邮政编码水平的定位，源自从 
商业合作伙伴获取的由用户提供的数据。

NetAcuity Pulse™
Edge 版和标准版的所有功能，加上源自移动的、基于合作伙伴 Skyhook 
的 IP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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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了解我们如何帮助您的在线活动获得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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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包括

为什么一定要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流量？

在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安排随时随地观看电视的时代，广播机构在管理其内容的版权 

上面临巨大挑战。

IP 智能提供了简单的单源解决方案，使广播机构能够管理数字版权并提升用户体验。

在内部服务器上部署 NetAcuity® 只需不到 20 分钟的时间，简单快捷，可接受提供的 

各种 API 查询，响应时间不到 0.03 毫秒，速度极快而且可靠，每秒钟最多可处理  

30,000 次请求。

Digital Element 是 IP 智能全球唯一的专属提供商。专业的欧洲和美国团队拥有逾 15 年的

经验和知识，可就如何利用 IP 地理定位技术管理数字版权提供建议。深入了解消费者来自

哪里 — 及其连接方式 — 将提供管理数字版权的重要信息。

            Digital Elemen 的 NetAcuity 解决方案给我们提供了高度准确 

            和全面的全球数据库，其解决方案易于与投放系统整合。该

公司的客户服务很棒，还提供其他智能数据方案 — 包括载体和设备

类型识别 — 让我们能够在未来需要时访问更多数据集。

”
“

Channel 5
不足 20 分钟

安装在服务器 
上的耗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