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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分享網站現況

 VCenter 影音分享平台簡介影音分享平台簡介

 VCenter 專案管理平台

如何整合 VCenter 上的影音內容如何整合 VCenter 上的影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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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分享網站影音分享網站

 何謂「影音分享網站」？何謂 影音分享網站」
 在網際網路上提供影音分享的服務，屬於社交網路服務（SN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的一種。

 用戶可以在影音分享網站發佈他們所剪輯製作的影音內容 有 用戶可以在影音分享網站發佈他們所剪輯製作的影音內容。有
些服務可能需要付費使用，但大
多數都提供免費的服務。此外，
許多服務都有提供隱私權選項，
讓用戶可以選擇私人共享或公開
給所有人觀賞。給所有人觀賞

 影音分享網站已成為主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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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分享網站影音分享網站

影音分享網站成為主流媒體的因素影音分享網站成為主流媒體的因素
 硬體設施

網路頻寬的增加

多媒體擷取設備

 技術與產業界的投入

多媒體影音搜尋服務(Google 、Yahoo!)多媒體影音搜尋服務(Google Yahoo!)

影音內容製造商將旗下的影音內容於網路上進行分享

 2005.10 蘋果電腦開始在iTunes音樂商店販賣電視影集，一部一．九
九美元的價格帶起了線上付費影音的風潮九美元的價格帶起了線上付費影音的風潮

 2006.03 美國ＣＢＳ電視台宣布，讓網友透過網路串流免費收看大學
籃球聯賽（NCAA）節目

 2006 04 迪士尼旗下的ＡＢＣ電視台，大膽地把《慾望師奶》（ 2006.04 迪士尼旗下的ＡＢＣ電視台 大膽地把《慾望師奶》（
Desperate Housewives）、《LOST檔案》（LOST）等一線影集搬
到網路上播出。

YouTube所帶動的影音分享平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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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分享網站影音分享網站

影音分享網站成為主流媒體的因素 (續)
 網站技術

 中的諸多新興應用和技術 包含標籤分類（ ）Web 2.0中的諸多新興應用和技術，包含標籤分類（Tagging）、
集體編輯（wiki）、網路軟體化（web-based application）等，適
時給了使用者最方便的工具，將自己的作品透過網路公諸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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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分享服務影音分享服務

 影音分享服務的分類：影音分享服務的分類
 使用者產生的影音分享內容

（User generated video sharing）

 提供免費的影音平台讓用戶可以上傳影音內容並且與大眾分享。 提供免費的影音平台讓用戶可以上傳影音內容並且與大眾分享
大部分的影音分享平台(YouTube 、Vimeo 、I’m Vlog 、土豆網…
等)都是屬於這一類別的。大部分的網站平台會限制上傳影音檔案
內容的大小、長度、格式或主題。內容的大小 長度 格式或主題

 提供建立客製化的影音分享平台
（Video Sharing Platform / White Label Providers）（Video Sharing Platform / White Label Providers）

 販售或提供影音分享技術(儲存空間、頻寬、影音代管)，讓企業
與客戶能透過此技術客製化建置/產生”影音分享內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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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分享服務影音分享服務

 影音分享服務的分類：(續)
 免費！公開源碼的影音分享平台

（Open Source Video Sharing Platforms）（Open Source Video Sharing Platforms）

 Kaltura : Open Source Video Solution for Any Site
 Industry of social media
 Video-wiki @ Wikipedia Video-wiki @ Wikipedia

8http://corp.kaltura.com/video_platform/overview



影音分享服務影音分享服務

 影音分享服務的分類：(續)
 線上影音編輯

（Web based video editing）（Web based video editing）

 提供用戶線上影音剪輯、影音合併等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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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分享網站影音分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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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分享網站流量影音分享網站流量
Top U.S. Online Video Properties by Video Content Views
Ranked by Unique Video Viewersy q
Total U.S. – Home/Work/University Locations           July 2010
Property Total Unique 

Viewers (000)
Viewing 
Sessions (000)

Minutes per 
Viewer

Total Internet : Total Audience 178,148 5,234,655 882.0

Google Sites 143,226 1,884,498 282.7

Yahoo! Sites 55,107 238,322 28.6
Facebook.com 46,571 166,186 18.3
Microsoft Sites 45,558 219,149 40.2
VEVO 43 911 202 091 68 5VEVO 43,911 202,091 68.5
Fox Interactive Media 38,136 164,760 27.2

Turner Network 33,442 107,793 25.3
Viacom Digital 30,715 70,617 44.8
Disney Online 28,475 64,104 6.0
Hulu 28,455 153,845 158.0

comScore Releases July 2010 U.S. Online Video Rankings 11



常見的串流媒體常見的串流媒體

 所謂的串流媒體指的是透過網際網路，即時的傳遞視訊
或是音訊的資料。

目前比較常見的串流視訊格式包括了有R lVid 目前比較常見的串流視訊格式包括了有RealVideo、
QuickTime、WMV以及Flash Video。

 串流媒體最大的功用是在於即時的將壓縮後的視訊與音 串流媒體最大的功用是在於即時的將壓縮後的視訊與音
訊資料傳遞到客戶端，讓客戶端可以在尚未完全接收到
全部的資料內容之前使開始透過用戶端的程式加以解壓全部的資料內容之前使開始透過用戶端的程式加以解壓
縮，並且將視訊與音訊內容加以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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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Videoe V deo
 RealVideo是由Real Networks Inc.這家公司所制定的RealVideo是由Real Networks Inc.這家公司所制定的

一種視訊格式(副檔名為rm 、 rmvb 、 ra或ram)，其
檔案必須要搭配Real Player才能加以播放。

R l Vid 是 種串流視訊規格 可以將即時的或是 Real Video是一種串流視訊規格，可以將即時的或是
預先錄製的視訊或音訊內容透過網際網路加以傳輸。

 目前有許多的網路電台都是利用這種方式來傳遞與播 目前有許多的網路電台都是利用這種方式來傳遞與播
放音訊甚至視訊資料。如果能夠將Real Video的檔案
加以儲存，它也可以在個人電腦上加以播放(不一定要
經由網路串流)經由網路串流)。

 雖然Real Video的視訊品質比起目前一些MPEG-4為基
礎的視訊規格像是DivX或是WMV要來的差，但目前來礎的視訊規格像是DivX或是WMV要來的差，但目前來
講，仍然幾乎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串流視訊格式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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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TimeQu c e

 QuickTime是由Apple公司在1991年開發出來的視訊檔
案格式(副檔名為mov)，它是一個儲存聲音、圖形以及
電影檔案的方法，必須要搭配使用QuickTime播放軟體電影檔案的方法，必須要搭配使用QuickTime播放軟體
才可以觀看其內容，目前也提供一般的Windows作業系
統的播放軟體版本。統的播放軟體版本

 如同AVI一樣，QuickTime 並沒有制定視訊資料必須要
使用的壓縮格式，它只定義視訊的結構。儘管如此，現使
階段QuickTime所使用的是Apple本身的視訊編碼技術
，具備有串流的效果，類似於Real Video的格式。

14



WMVW V

 WMV (Windows Media Video)是由微軟公司所開發的
一種使用於網路傳輸的視訊格式，它是採用微軟自己的
MPEG 4視訊編碼技術(與其它的MPEG 4技術並不相容MPEG-4視訊編碼技術(與其它的MPEG-4技術並不相容
)來對於視訊資料加以編碼。

 我們只需要下載正確的Codec，便可以利用視窗作業系 我們只需要下載正確的Codec，便可以利用視窗作業系
統內建的Windows Media Player加以播放。

 由於WMV格式的視訊檔案可以在較小的空閒中儲存較 由於WMV格式的視訊檔案可以在較小的空閒中儲存較
長時間的視訊資料並且能夠維持其視訊品質，因此越來
越多網際網路上的視訊應用選擇WMV格式作為其視訊
傳遞的方式。

 播放軟體由最早的wmv7,8,9,到目前的wm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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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Videos V deo

 Flash Video（簡稱FLV），是一種流行的網路影音格
式。隨著視頻網站的豐富；這個格式已經非常普及。

FLV串流媒體格式是 種新的影音格式 它的出現有效 FLV串流媒體格式是一種新的影音格式，它的出現有效
地解決了視頻文件導入Flash後，使導出的SWF文件體
積龐大，不能在網路上有效使用等缺點。積龐大，不能在網路上有效使用等缺點。

 一般FLV文件包在SWF PLAYER 的殼裡，並且FLV可
以很好的保護原始地址，不容易被下載到，從而起到保以很好的保護原始地址 不容易被下載到 從而起到保
護版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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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AAC. C

H.264-AAC
又稱為MPEG 4 Part 10又稱為MPEG 4 Part 10
MPEG-LA 公司的專利格式

 MPEG LA代表26家公司 授權超過1 000項H 264 MPEG LA代表26家公司，授權超過1,000項H.264
相關專利。

網路上免費內容政策：只要影片是免費提供 即不網路上免費內容政策：只要影片是免費提供，即不
對使用該串流影音技術的網站收取權利金。但這項
規定將於2010年底到期，而在2010年8月，MPEG規定將於2010年底到期 而在2010年8月 MPEG 
LA終於宣布串流政策永遠免費。

部分支援HTML 5瀏覽器可播放Video標籤格式之一部分支援 瀏覽器可播放 標籤格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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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Format TrendsV deo o e ds

18http://blog.encoding.com/?p=335



HTML5 VideoV deo
<video controls="controls">

<source src=filename.ogv type=video/ogg>
<source src=filename.mp4 type=video/mp4>
舊的嵌入語法放這舊的嵌入語法放這

</video>

 影音格式
 H.264
 Ogg Theora (影片) 、 Ogg

Vorbis(音樂) 、 Ogg FLAC(
無損音訊壓縮)無損音訊壓縮)

 WebM (On2 VP8)

19Apple Safari/Quicktime 堅持不願支援 Ogg Theora



Ogg Theora, WebM(HTML5 Support!)Ogg eo , Web ( pp )

Ogg Theora
Xiph.Org基金會

WebM (VP8+Vorbis)
On 2 VP8

基於On2 VP3(開放原
始碼)版本開發

Google (2010.021 購併 On2 
Technolohies)

BSDBSD
Ogg檔案格式(.ogv)

BSD
WebM檔案格式（

webm） ffmpeg2theora 轉檔
工具

.webm）

 缺點：格式的市占率低
影音網站與手機和相機影音網站與手機和相機

等裝置大多採用H.264格
式

20http://www.youtube.com/html5



H.264 / WebM / Ogg. / Web / Ogg

Firefox Opera Chrome Safari IE9Firefox Opera Chrome Safari IE9

X X[3] 3.0 3.1 9.0

4.0 10.60 6.0 X X[2]

3.5 10.50 3.0 X [1] X

[1] 需要額外安裝XiphQT (QuickTime Components)
[2] 需要額外安裝VP8 codec for IE9
[3] 於Linux ,FreeBSD 可透過 GStreamer 支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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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分享網站所需技術影音分享網站所需技術

網站建置
 資料庫規劃與建置

影音串流
 串流伺服器

 網站規劃與建置

影音轉檔

Flash Media Server
Red 5

影音播放 影音編碼格式

 影音轉檔伺服器

ffmpeg

影音播放
 影音播放工具

Flash ActionScriptffmpeg
mplayer - mencoder

 p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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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mpeg "FF"  "Fast Forwardpeg

FFMPEG
自由軟體(GPL)自由軟體(GPL)
可以執行音訊和視訊多種格式的的錄影、轉

檔、串流功能，包含了檔、串流功能，包含了

libavcodec ─這是一個用於多個專案中音訊和視
訊的解碼器函式庫訊的解碼器函式庫

libavformat ——一個音訊與視訊格式轉換函式庫
。

http://ffmpe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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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codere code

mencoder (MPlayer的電影編碼器)
自由軟體(GPL)自由軟體(GPL)
影片編碼器，它可用於將MPlayer 可播放的

影片影片
(AVI/ASF/OGG/DVD/VCD/VOB/MPG/MOV/
VIV/FLI/RM/NUV/NET/PVA)編碼成其他VIV/FLI/RM/NUV/NET/PVA)編碼成其他
MPlayer可播放的形式。

htt // l h h /http://www.mplayerhq.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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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分享平台影音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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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分享平台影音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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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大 綱

影音分享網站現況

 VCenter 影音分享平台簡介影音分享平台簡介

 VCenter 專案管理平台

如何整合 VCenter 上的影音內容如何整合 VCenter 上的影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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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dap.twe d p. w

公開徵
選計畫
公開徵
選計畫

國家電
影資料

館

國家電
影資料

館 選計畫選計畫

中央研中央研

館館

聯合目錄

中央研
究院

中央研
究院

展示數位化

行政院
原住民
行政院
原住民

國立故
宮博物

院

國立故
宮博物

院委員會委員會 院院 … 國立體育學院

太極拳武術

台灣本土音樂家－李泰祥

音樂數位博物館－
大音樂60年

典藏網站

28

台灣本土音樂家 李泰祥

財團法人國家
電影資料館

拓展台灣
數位典藏計畫

台灣民族誌



一般大眾 VS.        典藏單位般大眾 典藏單位

一般大眾 典藏單位一般大眾 典藏單位

單一檔案、檔案空間小
檔案數量多、檔案空間
大

單一檔案上傳 批次檔案上傳

後設資料(metadata)簡單 後設資料(metadata)複雜

保護機制 更完善的保護機制

分享機制 資料整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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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影音分享伺服器數位典藏影音分享伺服器

VCenter

• 批次上傳播放
• 無檔案空間限制

• 影音串流服務

影音分享伺服器

( )

• 無檔案空間限制
•匯入後設資料
(Metadata)

• 嵌入浮水印資訊
• 播放網域的限制

影音分享伺服器

• 影音播放器
• 資料整合
(API)

檢索/瀏覽典藏內容

取得典藏內容與服務

( )(API)

一般大眾
典藏內容伺服器

取得典藏內容與服務

般大眾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 30



典藏應用典藏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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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應用典藏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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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應用典藏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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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的歷程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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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提供的服務提供的服務

批次上傳 API服務 轉檔工具專案管理
播放網域

保護

數位典藏服務

Metadata
匯入

分鏡偵測
圖像檢索

音 容
檔案上傳 轉檔服務 網路服務 影音地圖 分鏡偵測

行動裝置

影音內容

線上影音分享機制
個人化影音串流 影音內容 行動裝置

應用服務
線上影音
編輯器

分享機制
個人化
服務

影音串流
服務

OpenID 創用CC授

影音內容
編輯工具

影音實驗室個人影音分享服務

OpenID
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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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檔案格式支援的檔案格式

MPEG(1,2,4)

視

訊

AVI

Real Media(RM)

轉檔處理
訊

格
QuickTime(MOV)

ASF/WMV
式

/

3GP/MP4

Flash video(FLV) • FLV(H 263)

音
訊

Flash video(FLV)

MP3

WMA

FLV(H.263)
• H.264/HE‐AAC

> Flash Player 9.0.115

格
式

WMA

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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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內容發佈流程影音內容發佈流程

上傳檔案 匯入結果 影音播放

HTTP檔案上傳

FTP批次上傳

轉檔處理 匯入處理 串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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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播放器播放器

切換全螢幕

調整音量播放/暫停
影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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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5 VideoV 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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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Web服務功能服務功能

 影音分類

 影音標籤(Folksonomy)
 評分機制

 意見與評論機制

 透過關鍵字和分類
的檢索功能

 分享影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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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與發佈影音內容分享與發佈影音內容

複製 / 貼上播 部落格(Blogspot)複製 / 貼上播
放器的嵌入程

式碼 您的網站

部落格(Blogspot)

VC t 瀏覽頁面

電子郵件

VCenter瀏覽頁面

網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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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與發佈影音內容分享與發佈影音內容

匯出

解析XMLVCenter檔案列表頁面 解析VCenter檔案列表頁面

呈現

個人網站的呈現頁面
A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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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系統地理資訊系統

 影音地圖服務
 結合Google Map API

地理資訊瀏覽與檢索 地理資訊瀏覽與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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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內容保護影音內容保護

VCenter 只允許特定網域瀏VCenter 只允許特定網域瀏
覽影音內容

影音分享伺服器
一般大眾

允許瀏覽的典藏內容伺服器

一般大眾
一般大眾

不允許瀏覽的典藏內容伺服器

http://serverA.twhttp://server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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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播放統計影音播放統計

統計資訊

播放器被嵌入網站播放器被嵌入網站

播放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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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用CC授權創用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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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DOpe
登入VCenter

登入VCenter
完成會員登入VCenter流

程Example: myID

OpenID – VCenter Yes

登入
完成會員登入VCenter流程

新增會員資訊
將會員資料新增至

VCenter會員資料表中OpenID VCenter

OpenID in 
Member 

(VCenter) ?

VCenter會員資料表中

填寫會員相關資訊
填寫VCenter所須的額C No
填寫 所須的額

外會員資訊Consumer

myID 請求認證
myID 提供資料

勾選願意提供給VCenter
的資料

永久認
證

一次認
證

Identity Provider/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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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內容編輯器影音內容編輯器

浮水印

字幕字幕

影音書籤影音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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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水印設定浮水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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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編輯字幕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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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書籤(事件點)設定影音書籤(事件點)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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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結果編輯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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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Lab : 分鏡偵測分鏡偵測

 偵測影片中畫面變換的時間點(shot detection) ，
並擷取每一分鏡片段的關鍵畫格(key frames) ，
作為該影片之靜態摘要圖像。

 擷取每一分鏡片段中的一小段影片組合成該影
片之動態摘要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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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Lab : 圖像檢索影音圖像檢索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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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Lab : 圖像檢索影音圖像檢索影音

Image Features: C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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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大 綱

影音分享網站現況

 VCenter 影音分享平台簡介影音分享平台簡介

 VCenter 專案管理平台

如何整合 VCenter 上的影音內容如何整合 VCenter 上的影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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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上的專案上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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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Project System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內容單位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聯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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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專案管理平台專案管理平台

•管理、設定、刪除檔案、迴響等資訊管理系統

•批次匯入檔案系統匯入系統

設定專案的授權模式 瀏覽權限專案設定 •設定專案的授權模式、瀏覽權限專案設定

•匯出專案檔案資料匯出資料匯出

•用戶端的轉檔工具工具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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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案匯入與管理權限申請專案匯入與管理權限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project/ 60



申請專案匯入與管理權限申請專案匯入與管理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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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案匯入與管理權限申請專案匯入與管理權限

申請

審核通知

內容單位 VCenter管理員
Email

審核時間約1 2工作天內• 審核時間約1~2工作天內
• 以Email的型式通知審核結果
• 審合通過會提供系統基本操作

的說明文件的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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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專案管理平台 - 首頁專案管理平台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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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專案新建專案

匯入系統

專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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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專案新建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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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上傳檔案批次上傳檔案

FTP上傳批次影音與Metadata描述檔案

無限制上傳檔案數量無限制上傳檔案數量

無限制上傳檔案大小

建議使用FTP工具

VCenter

建議使用FTP工具

 FileZilla
FTP 上傳

免費的FTP工具

http://filezilla-project.org/p p j g
 Cute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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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上傳檔案批次上傳檔案

主機：申請通過提供主機位置主機 申請通過提供主機位置
使用者名稱：VCenter會員帳號
密碼： VCenter會員密碼
連接埠：申請通過提供連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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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上傳檔案批次上傳檔案

 登入後畫面

以會員帳號命名的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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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上傳檔案批次上傳檔案

 專案目錄

以專案名稱命名的目錄

69



批次上傳檔案批次上傳檔案
video 資料夾：
• 上傳的影音檔案，包含：

 影音&描述目
錄

• 上傳的影音檔案，包含：
• *.flv (已轉檔的檔案)
• *.jpg(封面圖像)
• * xml(FLV檔案的Metadata).xml(FLV檔案的Metadata)
• *.* (原始影音檔案) [可略]
※檔名皆相同

xml 資料夾：
• Metadata檔案(* xml)• Metadata檔案( .xml)
• 描述上傳影音的Metadata
• 可接受的XML格式：

•聯合目錄聯合目錄
•V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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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 XML – 聯合目錄聯合目錄

 聯合目錄metadata採用Dublin Core的15個欄位：
 標題(Title)
 著作者(Creator)

Catalog XML Format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主題和關鍵字(Subject and Keyword)
 描述(Description)
 出版者(Publisher)
 貢獻者(C t ib ti )

<DACatalog>
<AdminDesc>

…
</AdminDesc>
<MetaDesc> 貢獻者(Contribution)

 日期(Date)
 資料類型(Resource)
 格式(Format)

<MetaDesc>
…

</MetaDesc>
</DACatalog>

 格式(Format)
 機概代碼與資源識別(Resource Identifier)
 來源(Source)
 語言(Language)
 關連(Relation)
 範圍(Coverage)
 管理權(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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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 XML – 聯合目錄聯合目錄

MetaDescAdminDesc MetaDesc
<Title></Title>
<Creator></Creator>
<Subject></Subject>

AdminDesc
<Project Creator=“” GenDate=“”></Project>
<Catalog></Catalog>

<Record></Record> <Subject></Subject>
<Description></Description>
<Publisher></Publisher>

D t /D t

<Record></Record>
<DigiArchiveID></ DigiArchiveID >
<Multimedia></Multimedia>

H li k / H li k <Date></Date>
<Type></Type>
<Format></Format>

Id ifi /Id ifi

<Hyperlink></ Hyperlink >
<ICON></ICON>

<Identifier></Identifier>
<Source></Source>
<Language></Language>
<Relation></Relation>
<Coverage></Coverage>
<Rights></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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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 XML – VCentere d VCe e

 VCenter metadata 根據聯合目錄與 VCenter資料庫欄
位規劃Metadata XML
 標題(Title)

VCenter XML Format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標題(Title)
 著作者(Creator)
 描述(Description)

<VCenterXML>
<AdminDesc>

…
</AdminDesc>
<MetaDesc>

 事件(Event)
 分類類別(Category)
 關鍵字(Tag)

<MetaDesc>
…

</MetaDesc>
</ VCenterXML >

 關鍵字(Tag)
 CC授權(CC)
 地理資訊(Location)

語言 語言(Language)
 日期(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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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 XML – VCentere d VCe e
MetaDescAdminDesc

<Title></Title>
<Creator></Creator>
<Description></Description>

<Project></Project>
○ <CODE></CODE>  Project code
○ <NAME></NAME>  Project name <Description></Description>

<Event></Event>
<Category></Category>
<Tag></Tag>

<Entry></Entry>
<EntryID></EntryID>
<Multimedia></Multimedia> <Tag></Tag>

Separated by “,”
<CC></CC>

BY / BY NC / BY NC SA / BY NC ND / BY SA / BY ND

○ Filename or Full-path of file
<Thumb></Thumb>
○ Filename or Full-path of thumb

BY / BY-NC / BY-NC-SA / BY-NC-ND / BY-SA / BY-ND

<Location></Location>
<Longitude> </Longitude>
<Latitude></Latitude>

p

<Latitude></Latitude>
<Language></Language>

zh-tw/en
<Date></Date><Date></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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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 XML – VCentere d VCe e

<Event></Event>
<Story></Story>

<Explain></Explain><Explain></Explain>
<StratTime></StartTime>
<EndTime></EndTime>
<KeyTime></Ke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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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上傳檔案批次上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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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檔案匯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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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檔案 – 根據Metadata檔案 (xml)匯入檔案 根據 檔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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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檔案 – 根據Metadata檔案 (xml)匯入檔案 根據 檔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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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檔案 – 單一檔案匯入匯入檔案 單 檔案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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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檔案 – 單一檔案匯入匯入檔案 單 檔案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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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轉檔工具批次轉檔工具

轉檔工具

將檔案轉成VCenter影音分享平台支援播放的檔案格
式

設定轉檔品質

決定截取封面圖像的時間

使用轉檔工具的好處

上傳至VCenter的檔案可直接匯入V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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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轉檔工具批次轉檔工具

 檔案輸出
 MP4 (H.264-AAC)

 FLV(Fl h Vid ) FLV(Flash Video)

 JPEG(影像擷圖)

 XML(Flash Video Metadata) XML(Flash Video Metadata)

 批次轉檔工具

 eFileTrans
 VCenter Convert Tool (vcc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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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leTranse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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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leTranse e s

•影片片頭處理
•影片切割/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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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Convert Tool (vccvt)VCe e Co ve oo (vcc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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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Convert Tool (vccvt)VCe e Co ve oo (vcc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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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轉檔工具下載批次轉檔工具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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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轉檔工具下載批次轉檔工具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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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轉檔工具下載批次轉檔工具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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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設定專案設定

瀏覽權限設定

創用CC設定創用 設定

資料夾設定

浮水印設定浮水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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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大 綱

影音分享網站現況

 VCenter 影音分享平台簡介影音分享平台簡介

 VCenter 專案管理平台

如何整合 VCenter 上的影音內容如何整合 VCenter 上的影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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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APIsVCe e s
 將您存放在VCenter的檔案 將您存放在VCenter的檔案

資訊呈現於您個人的網站上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a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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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APIsVCe e s
 播放器

 VCenterProjectPlayer.swf
 嵌入語法 #1:

<object classid="clsid:d27cdb6e-ae6d-11cf-96b8-444553540000" 
codebase="http://download macromedia com/pub/shockwave/cabs/flash/swfcodebase= http://download.macromedia.com/pub/shockwave/cabs/flash/swf
lash.cab#version=9,0,0,0" width="480" height=“400" 
id="VCenterProjectPlayer" name="VCenterProjectPlayer" 
align="middle"><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 
/><param name "allowFullScreen" value "true" /><param name "movie"/><param name="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 /><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swf/VCenterProjectPlayer.swf?entry=c
ontent&project=LiTienlu&type=1&vid=MlvUMDE=" /><param name="quality" 
value="high" /><param name="bgcolor" value="#999999" /> <embed 

"htt // t ii i i d t / f/VC t P j tPl f? tsrc="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swf/VCenterProjectPlayer.swf?entry=co
ntent&project=LiTienlu&type=1&vid=MlvUMDE=" quality="high" 
bgcolor="#999999" width="480" height=“400" id="VCenterProjectPlayer" 
name="VCenterProjectPlayer"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ll F llS "t " t " li ti / h k fl h"allowFullScreen="true"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pluginspage="http://www.macromedia.com/go/getflashplayer" 
/></embed></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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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APIsVCe e s
 播放器

 VCenterProjectPlayer.swf
 嵌入語法 #2:

<object classid=“clsid:d27cdb6e-ae6d-11cf-96b8-444553540000” codebase=“http://j p
download.macromedia.com/pub/shockwave/cabs/flash/swflash.cab#version=9,0,0,0” 
width=“480” height=“400” id=“VCenterProjectPlayer” name=“VCenterProjectPlayer” 
align=“middle”><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 /><param name=
“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 /><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vcenter iis sinicaallowFullScreen  value= true  /><param name= movie  value= http://vcenter.iis.sinica.
edu.tw/swf/VCenterProjectPlayer.swf?entry=content&project=LiTienlu&type=2&id=NTN
U-LTLPT-tm_vd-064-001-t&fn=NTNU-LTLPT-tm_vd-064-001-t” /><param name=
“quality” value=“high” /><param name=“bgcolor” value=“#999999” /> <embed src=“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swf/VCenterProjectPlayer.swf?entry=content&project=LiT
ienlu&type=2&id=NTNU-LTLPT-tm_vd-064-001-t&fn=NTNU-LTLPT-tm_vd-064-001-t”
quality=“high” bgcolor=“#999999” width=“480” height=“400” id="VCenterProjectPlayer" 
name="VCenterProjectPlayer"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name= VCenterProjectPlayer  align= middle allowScriptAccess= always  
allowFullScreen="true"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pluginspage="http://www.
macromedia.com/go/getflashplayer"/></embed></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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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APIsVCe e s

 參數：

entry 組織單位

project 專案名稱project 專案名稱

type 類型

vid VCenter ID
id Project Data ID
fn Project Data Filename
st Start time
et En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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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APIsVCe e s

 取得影音播放器嵌入程式碼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apis/getEmbedPlayer.php?id=a

WQ9TWxZWE9UQT0WQ9TWxZWE9UQT0
aWQ9TWxZWE9UQT0 = VCenter影片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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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APIsVCe e s

檢視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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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APIsVCe e s

 htt // t ii i i d t / i / tE b dPl h ?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apis/getEmbedPlayer.php?
e=content&p=LiTienlu&i=NTNU-LTLPT-tm_vd-064-001-t&f=NTNU-
LTLPT-tm_vd-064-001-t

 參數：

id VCenter ID
 組織單位e 組織單位

p 專案名稱

t 類型t 類型

i Project Data ID
f Project Data Filename
st Start time
et En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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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APIsVCe e s

 取得影片縮圖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apis/getThumb.php?id=WQ9T

WxZWE9UQT0=&w=240&h=180WxZWE9UQT0=&w=240&h=180
aWQ9TWxZWE9UQT0 = VCenter影片ID
w=240 圖像的寬度

h=180 圖像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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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APIsVCe e s

 htt // t ii i i d t / i / tTh b h ? t t& LiTi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apis/getThumb.php?e=content&p=LiTi
enlu&i=NTNU-LTLPT-tm_vd-064-001-t&f=NTNU-LTLPT-tm_vd-064-
001-t

 參數：

id VCenter ID
 組織單位e 組織單位

p 專案名稱

t 類型t 類型

i Project Data ID
f Project Data Filename
w 圖像寬度

h 圖像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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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APIsVCe e s

 取得專案內所有影音內容資料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apis/getVCenter.php?fmt=xml&t

ype=project&project=LiTienlu&page=1&size=20ype=project&project=LiTienlu&page=1&size=20
 參數：

fmt 輸出格式

type 類型(entry單位/project專案/account帳號)
project 專案名稱

 t 單位/組織名稱entry 單位/組織名稱

page 頁數 (0: 取出所有資料)
size 筆數 (0: 取出所有資料)size 筆數 (0: 取出所有資料)
thumb_width 圖像寬度

thumb_height 圖像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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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APIsVCe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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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icBox.twc o . w

 以典藏的服務

 以共享(共同作者)的概念

 提供多樣式的視覺呈現方式

 發展多元的加值應用

 行動裝置上的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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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icBox.tw 上傳功能上傳功能

• 基本上傳



iPicBox.tw 上傳功能上傳功能

• Picasa



iPicBox.tw 上傳功能上傳功能

• 匯入Flickr圖像



iPicBox.tw 瀏覽模式瀏覽模式

一般模式 全景模式



iPicBox.tw 瀏覽模式瀏覽模式

大圖模式 相片播放模式

時間軸模式



iPicBox.tw 瀏覽模式瀏覽模式



iPicBox.tw 分享模式分享模式

分享相簿資訊至 社群網站



iPicBox.tw 分享模式分享模式

 Blog相簿播放器



iPicBox.tw 其它服務其它服務

原圖下載

好友功能好友功能

圖像下載服務能僅限好友才能下載。

相簿共享相簿共享

不公開相簿可透過相簿
共享與其它好友共享。共享與其它好友共享



iPicBox.tw 其它功能其它功能

圖像浮水印



iPicBox.tw 其它功能其它功能

賀卡服務



iPicBox.tw 行動裝置服務行動裝置服務



iPicBox.tw 影音影音

即將上線服務…
117



相關資訊相關資訊

VCenter網址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
專案管理匯入系統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project/
 iPicBox網址網址

http://ipicbox.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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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參與謝謝您的參與
感謝聆聽感謝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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