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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telsat
借助 IBM Cloud 解决方案，迈向政治广播宣传
新时代
为了保证频道 24 小时播出，广播公司需要利用弹性的 IT 平台，以流

结果
●

速度加快 90%

内容发布速度加快 90%，使得机构能够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播出新内容。
●

零

意外停机时间为零，有助于确保在正确
的时间播放重要的消息。
●

挖掘

挖掘潜力，驾驭 AI，从而自动完成字幕
的添加和内容的分类

畅、可靠的方式交付数 PB 的视频。为了赢得竞争优势，他们需要利用
机器学习算法，从现有的视频内容中挖掘新的业务价值。为了帮助客户
解决这两个挑战，Comtelsat 在 IBM® Cloud™ 中构建了解决方案。

业务挑战
为了帮助政府部门和电视公司开展合作，Comtelsat 希望能够简化视频
内容的共享、管理和发布，比如竞选广告和政府广播内容。

转型
Comtelsat 利用 IBM Cloud 和 IBM Aspera® 开发应用，构建无缝的流
程，供政府部门创造和上传内容，供电视网络访问和播放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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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故事

“通过与 IBM Cloud 和 Watson 团队合作，我们

支持公共服务广播

能够探索视频分析的新前沿，寻找解决方案来帮
助我们的客户真正颠覆行业格局。”

公共服务消息涉及到竞选活动地点、总统演讲、卫生和教育

- Israel Gómez，Comtelsat 总经理

宣传活动，以及自然灾害预警等，而作为这类消息的传播媒
介，电视是政府向市民宣传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转型故事

但是，政府部门与广播公司之间的合作却不一定顺畅。比

云并非商品

如，在竞选期间，由于需要等待漫长的时间才能将新视频内
容传送给广播公司，导致政党可能很难确保其广播内容体现

Comtelsat 已经在利用 IBM Aspera 技术，快速、安全地传输

出最新的竞选进展。

客户每年收发的数 PB 的视频数据。

Comtelsat 是一家系统集成商，致力于为墨西哥和拉丁美洲

“一旦出现参与这类政府项目的机会，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使用

地区的媒体和娱乐公司提供支持。该公司的总经理 Israel

商用公有云基础架构。”Gómez 表示，“但我们意识到了一

Gómez 解释道：

点，对于我们来说，云并非商品，而是我们构建的解决方案
的一个核心元素。”

“过去，政党通常需要两周的时间才能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广
播的消息。这两周就是快递公司将磁带寄到电视网络所花的

Comtelsat 选择了 IBM Cloud 裸机服务器，它提供高度可配

时间。直播卫星连接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这一流程，

置的基础架构，让企业能够根据每位客户的具体需求进行定

但是政党还是必须与广播公司直接合作，才能录制内容，因

制。凭借单租户架构，每个服务器都能全部用于执行
Comtelsat 分配给它的工作负载，也就不需要与其他用户争夺

此他们依然需要几天的时间来协调。”

资源。甚至，每位客户的敏感数据都将被完全隔离开来，创

现在，普通市民就可以利用网络摄像头和智能手机录制优质

造一个高度安全的环境。

视频，然后立即上传到 YouTube 或 Twitter 分享给数百万

为了提供有效的存储库来存储海量视频数据，Comtelsat 采用

人。这种情况下，传统广播模式缓慢的节奏成为了一个不利

了 IBM Cloud Object Storage。凭借高度可扩展且弹性的集

因素。

群架构，该解决方案能够保护数据，抵御风险，即使一个或

“如今，人们已经习惯于 24 小时播出的新闻频道和新闻网

多个存储节点出现故障也一样。与此同时，通过采用高级算

站。因此，竞选期间如果出现重大事件，人们会期望政治家

法，IBM Cloud Object Storage 能够减少每个文件的冗余副

立即作出反应。”Gómez 认为，“我们的客户希望我们能帮

本的存储，从而减少成本。此外，IBM Cloud Object Storage

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而这正是我们选择 IBM Cloud 技术的

还能与 IBM Aspera® on Cloud 直接集成，从而在集群内外

原因。”

快速、可靠地传输视频数据。
Gómez 补充道：“这也有一些人本因素。我们和云提供商之
间的关系及其所提供的支持，与技术本身具有同等的重要
性。IBM 在墨西哥建立了基础设施，他们深谙当地语言，并
且拥有非常优秀的技术人员。当然，市场上也有其他提供
商，但是他们不像本地团队，而 IBM 在全球都建立了本地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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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市场上也有其他提供商，但是他们不像

展望未来，Comtelsat 认为 IBM Cloud 是一个理想的平台，

本 地 团 队 ， 而 IBM 在 全 球 都 建 立 了 本 地 团

因为它能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充实这些应用。

队。”

“我们也非常期待使用 IBM Watson，”Gómez 表示。“如果我

- Israel Gómez，Comtelsat 总经理

方方言，那么它就能帮助我们的客户从数百万个小时的归档

们能训练 IBM Watson，教会它理解所有墨西哥西班牙语的地

故事进展

视频中挖掘更多价值。比如，它能帮助客户自动识别每次议

在同一天无缝地完成广播

员就能找到并分析每位政治家的贡献。”

Comtelsat 利用高性能的 IBM Cloud 基础架构托管多款应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机器学习技术对于任何拥有大量归档

用，帮助政府部门和政党与广播公司开展协作。

视频的机构都尤为有用，尤其是广播公司。比如，墨西哥对

会辩论中的发言人，为视频添加标注，这样，记者或研究人

电视节目的字幕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为归档视频添加字幕是

比如，在预选期间，政党可以简单地录制自己的视频，上传

一个代价高昂又繁琐的过程。Watson 的自然语言理解功能可

至由政府部门管理的网络门户，而政府部门负责监管竞选广

完成这项任务。它能自动为视频添加字幕，帮助广播公司节

播内容。该机构能够检查内容，确保其符合相关法规和广播

省大量时间、精力和成本。

标准，审批后再发布。然后，电视网络能够访问和下载这些

Gómez 总结道：“我听过一个估算数字：在企业存储的数据

内容，在政党指定的时间段安排播出。

中，企业只能分析约 20% 的数据。在媒体行业，这一比例甚

Gómez 评价道：“我们简化了过去需要数天甚至数周的流

至更低，这是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寻找有效分析视频数据的

程，而现在，政党可以早晨录制新视频，当天晚上就在电视

途径。“通过与 IBM Cloud 和 Watson 团队合作，我们能够探

直播中看到视频的播出。这是墨西哥竞选的一次飞跃，因为

索视频分析的新前沿，寻找解决方案来帮助我们的客户真正

这意味着，政党能够根据新的话题和问题，实时调整其竞选

颠覆行业格局。”

内容。”
IBM Cloud 中的另一款类似的 Comtelsat 应用则能帮助客
户管理政府官方广播内容的制作和发布，比如总统演讲、紧
急警报信息，或者卫生部和教育部的宣传活动信息。它还能
处理每次国会会议的直播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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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omtelsat

采取下一步行动

Comtelsat 进入媒体和娱乐行业已超过 25 年。在此期

如欲了解有关 IBM Cloud 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

间，Comtelsat 作为专业的系统集成商，提供端到端的服

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

务和解决方案，帮助一些全球领先的广播公司在墨西哥和

http://www.ibm.com/cn-zh/cloud/。

拉丁美洲地区开展业务运营。

解决方案组件
•

Aspera

•

Cloud Object Storage

•

IBM Cloud 裸机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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