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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FOX 體育台
藉由 IBM Aspera 簡化及加速全球供應商的節目共用，
確保精彩內容不間斷，粉絲能滿腔熱情地投入。
FOX SPORTS Australia Pty Limited（FOX 體育台）是澳洲一家頂尖

概述

的體育電視台，同時也是澳洲最受歡迎的付費體育頻道，旗下還擁有澳洲

需求

排名第一的綜合性體育網站。FOX 體育台隸屬於澳洲新聞集團，總部

FOX 體育台希望嚴格控制其內容供應商

位於雪梨 (Sydney) 北岸阿爾塔蒙 (Artarmon) 一座特地新建的電視大樓

進出電視台的所有內容和格式，將實體（如

內，其在墨爾本 (Melbourne)、伯斯 (Perth)、阿德萊德 (Adelaide) 和

磁帶、硬碟）交付內容的形式轉換成檔案交

布利斯本 (Brisbane) 也設有分支機構。FOX 體育台下集合了 FOX 體

付內容。打造可自訂的內容擷取平台，確保
觀眾能迅速看到最新的內容。

育 1～5 台、FOX Footy 和 FOX 體育新聞付費電視頻道。所有頻道都
可以透過 FOXtel 此一付費電視平台觀看。

解決方案
IBM® Aspera™ 不受檔案大小的限制、
傳輸距離或網路條件的影響，協助 FOX
體育台及其內容供應商能非常迅速地在全
球傳輸資料。

優勢

體育賽事播放界翹楚遇到內容傳輸難題
當澳新地區的人們想看澳洲美式足球賽 (AFL)、英式橄欖球賽、板球賽、
賽車，甚至飛鏢比賽時，都會不約而同地轉台至澳洲 FOX 體育台。從獨
家轉播 UFC 等賽事到 MotoGP 和 F1 錦標賽，FOX 電視網路全天候

FOX 體育台以數位化方式與多個合作夥
伴傳輸檔案，大幅簡化及加速了整個內容傳
輸流程，確保不間斷地為全球體育迷們迅
速提供精彩賽事。

不間斷地播放全球各項體育賽事。粉絲可以在 FOX 的網站上找到比分、
評論和影片，同時還可以觀看賽事中運動員相關的歷史資料和目前最熱門
的新聞資訊。對於很多粉絲來說，FOX 體育台是他們始終鎖定的一個
電視台。
FOX 體育台是如何讓粉絲熱情投入賽事呢？它不間斷地播放有趣且相關
的體育內容，整個電視網路下的七個頻道每年累積播放的直播體育節目時
間長達到了 13,000 小時，此外還會播放購買自全球各地的其他優質節目。
但這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直到最近，很多廣播公司都還沒能將實體（如
磁帶、硬碟）交付內容轉變成以檔案交付內容。FOX 體育台會收到各種格式
的內容（包括磁帶和硬碟），工作人員只能毫無計劃地從中獲取資訊，然
後祈禱一切順利。FOX 體育台位於澳洲這個地理位置非常獨特的地方，再
加上距離的限制更提高了物流和資料傳輸的難度，這些因素都深深影響了
FOX 體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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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傳輸比傳統工具快數百倍，能立即呈現精彩賽事

「IBM Aspera 的 實 施
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隨著 FOX 電視網路日益壯大，越來越多的提供者也加入此領域的戰局。
為了確保觀眾能看到最新的內容，他們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和時間來購
買電視節目；而在高級體育賽事領域，為客戶提供賽事內容的速度決定

我們接收及處理內容的

了一切。

方式得到了大幅改進。

FOX 體育台選擇利用 Aspera 的高速檔案傳輸解決方案，以更簡單的

我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取得全球供應商提供的內容。Aspera（IBM 子公司）能幫助供應商
快速可靠地上傳節目、節省時間，並確保內容得到接收及處理，而且可

速度接收節目，不用再

及時播放。

費力地搜尋體育內容。

FOX 體育台利用 Aspera Shares 和 Aspera Point-to-Point 簡化並加
速整個流程：供應商透過 Aspera Point-to-Point 進行安全的高速傳輸。

Aspera 備受媒體業界信

當傳輸完畢、內容準備好之後，FOX 的管理員會立即收到通知。然後，

賴，客戶也非常多。因

這些檔案會經過多個步驟的處理，包括利用 Telestream Vantage 進行轉
碼和品質控制 (QC) 檢查。編輯和處理完成後，最終的內容將上傳至

此，我們能以數位化方
式與多個合作夥伴傳輸
檔案。」
- Judd Walliker 澳洲 FOX 體育台廣播服
務經理

Aspera Shares 進行配送，有相應存取權限的使用者就能迅速瀏覽和
下載這些內容了。
「Aspera 的實施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我們接收及處理內容的方式得
到了大幅改進」，澳洲 FOX 體育台的廣播服務經理 Judd Walliker 如
此說道。「我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收節目，不用再費力地搜尋體育
內容。Aspera 備受媒體業界信賴，客戶也非常多。因此，我們能以數
位化方式與多個合作夥伴傳輸檔案。」
「FOX 體育台需要實施一個可自訂的內容擷取平台，並利用多個應用
程式來支援和服務協力廠商內容供應商，這些供應商需要以可預測、可
靠且安全的方式為 FOX 體育台推送內容。Aspera 解決方案不僅能滿
足他們當前的需求，還能簡化及加速整個流程，為未來的擴展做好準備」，
Aspera 的業務開發副總裁 John Wastcoat 如此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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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節目的安排具靈活性，能順暢觀看頂級賽事！
解決方案元件
●

●

FOX 電視網路選擇 Aspera 全因 Aspera 是全球檔案傳輸領域極具效

IBM® Aspera® Point-to-

率的領先企業；而 FOX 體育台希望嚴格控制協力廠商供應商、內部供

Point

應商和聯合供應商進出電視台的所有內容。此外，Aspera 在澳洲本地

IBM® Aspera® Shares

的強大實力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透過該平台，FOX 體育台還具備了臨時安排節目的靈活性。例如，當他們
想快速播放某項即將舉辦的體育賽事，而某家小型體育內容聚合商恰好有這
一內容時，FOX 體育台就能快速安排一個專題節目進行播放，而不需要
改變基礎架構，亦不會對工作流程造成負面影響。澳洲位於地球的另一端，
並且其網路頻寬和基礎設施相對落後。這種情況下，Aspera 能夠擺脫
檔案大小、傳輸距離或網路條件的影響，以最快的速度移動資料，這
在目前以及未來仍是 Aspera 的一大亮點。
在澳洲，體育節目是一種熱門的商品，粉絲希望儘快看到最優質的頂級內
容。不論是邀請所有朋友一起觀看一場焦點賽事，還是孩子們希望觀看足
球比賽。總之，人們按下遙控器，就希望能夠愉悅地觀看體育節目，他們
的家人和朋友也不例外。記住，節目收訊不能卡卡的！否則，瘋狂的體育
粉絲很可能將啤酒罐砸向電視機，或者乾脆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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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相關資訊
如需 IBM Aspera 產品如何為您提供協助的相關資訊，請聯繫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業務合作夥伴，或造訪以下網站：
https://www.ibm.com/marketplace/search/tw/zh-tw?terms=aspera

為何選擇 IBM Cloud？
採用雲端運算，為競爭優勢加上致勝手段。IBM Cloud 可確保無縫地整合
到公有和私有雲端環境。基礎架構安全、可擴展而且靈活，可提供自訂的
企業解決方案，這些都使 IBM Cloud 成為混合雲端市場的領導者。
立刻撥打 0800-016-888 按 1，預約 IBM Cloud 運算專家！如需更多
相關資訊，請造訪：https://www.ibm.com/cloud-computing/tw-zh/

造訪 IBM Cloud 官方網站

瞭解 IBM Bluemix 平台

免費試用 IBM Blue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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