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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社交网络平台系统 V3.0

系统简介

基于开放互联网设计并实现了一个集媒体·社交·版权三位一体的多媒体社交网络平台

系统。平台主要功能包括数字内容资源在线发布、授权管理、使用控制和许可转让，以及用

户推荐与交友、音视频推荐与评价等。通过多媒体内容的授权使用控制方法，防止具有版权

保护性质的媒体资源被滥用和随意分享，达到了音视频资源的数字版权保护目的。平台关键

技术的先进性和成熟性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该平台适用于社交新媒体的发布、管理、访问

和分享，不仅兼顾了用户线上和线下的数字内容体验，也同时满足了内容创作者和提供商的

数字版权保护实际需求。

本系统采用 ASP.NET技术，以 Dreamweaver和 C#为前台开发工具，Visual Studio 2008

为开发平台，以 SQL Server 2005作为后台数据库，实现了多媒体发布和管理，平台用户交

友，在线音视频限次、限期、限时播放的多媒体内容使用控制等功能，以及用户间灵活、安

全可控的数字权利转让。系统运行稳定，人机界面友好和易用。

用户对多媒体内容的需求和喜好可能随着外界因素（社交环境）和用户自身因素（社交

身份）的变化而变化，如何实时地发现用户需求和喜好的变化，在智慧化多媒体社交网络平

台研发和部署中尤为重要。与 V2.1版本系统功能相比，V3.0在原有基础上做了较大改进。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视频服务，提高用户在多媒体社交网络平台的体验质量，V3.0

版本在平台原有协同过滤推荐算法基础上，实现了基于用户社交情境分析（SocialSitu）的

多媒体内容推荐技术。目前，该技术为平台 VIP 用户群体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视频推荐服

务。为了更好地分析用户在多媒体社交网络中的行为和意图，V3.0版本通过在后台收集用

户在多媒体社交网络中的行为序列，采用大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推测用户当前意图。

SocialSitu 多媒体内容推荐技术实现了用户需求和喜好的实时行为分析和预测，显著提高了

平台的智慧化水平。

一、 系统使用环境

1）服务器端环境

1. 服务器操作系统：Windows2000 Server系列/ Windows2003 Server系列/Windows XP 简体

中文版操作系统。

2. 数据库服务器：SQL Server 2005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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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基本配置：CPU：P4 2.4G，RAM：512MDDR，DISK：80G，NETCARD：100M。

2） 客户端环境

1. 客户端操作系统：Windows 2000系列/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简体中文版

操作系统。

2. 客户端浏览器工具：Internet Explorer 6.0以上/谷歌浏览器/Firefox 5.0/360浏览器等。

3. 硬件基本配置：CPU：P3 500，RAM：128M，DISK：20G，NETCARD：10M。

二、 浏览器端功能介绍
浏览器端集合了用户登录、注册、后台管理、个人信息修改、用户好友的推荐、音视频

的推荐、音视频资源显示与搜索、用户对感兴趣的资源获取、订阅以及权限许可转让等功能。

2.1、首页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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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首页显示置顶媒体、最新上传媒体以及每个三级栏目下的多媒体资源。每个音视

频下面显示相应的音视频播放属性以及其相关信息，首页的搜索框方便用户查找并浏览感兴

趣的资源，每个栏目的右侧有订阅按钮，用户可以订阅喜欢的栏目。

登录用户点击栏目右侧的“订阅”按钮 ，订阅成功的消息如下图所示：

注意：只有登录用户可以订阅栏目。

用户订阅成功的栏目，会在首页显示我订阅的栏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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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即可取消订阅，同样的在用户的个人中心“我的订阅”可以查看用户订

阅的栏目，也可以取消订阅。

用户点击栏目右侧的“更多”按钮 ，即会显示当前栏目下的所有媒体。如下图所

示，点击更多之后，显示出了爱情喜剧三级栏目下的所有媒体内容，用户也可以进行分类查

找，查找此栏目下的感兴趣的媒体。

2.2、用户登录/注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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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实现网站已注册用户的登录，可信登录/VIP登录，及未注册用户的免费注册。

注意：登录时需填写正确的验证码才可对用户进行用户名和密码的验证登录。若为非注

册用户，则可以点击“登录/注册”按钮，填写常用邮箱、注册密码后进行新用户注册。

2.2.1、符合可信登录策略界面：

功能：判断当前登录用户是否符合管理员设置的可信策略，符合就提示上图，不符合则

提示下图。

注意：登录时需填写正确的验证码才可对用户进行用户名和密码的验证登录。若为非注

册用户，则可以点击“登录/注册”按钮，填写相应的信息后进行新用户注册。

2.3、音视频资源搜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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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在搜索框内输入感兴趣资源的关键字，即可实现在系统数据库内对包含了关键字

的资源音视频的搜索与显示，方便用户查找。例如上图显示，输入关键字“我”并点击搜索

后的页面显示，点击音视频名称就可以播放该内容。

2.4、音视频播放控制页面

用户找到感兴趣的音视频资源后，单击该资源即可进入音视频播放控制界面。如点击下

面媒体“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年代秀现场版”，则会显示下图页面。

功能：可实现多媒体音视频播放使用控制，如“播放控制”、“进度控制”及“音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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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数字内容用户还可实现“获取数字权利（许可）”、“分享数字权利（许可）”、“下载完整

加密版”、“获取数字许可证”。

未登录用户不能对音视频进行评价，如下图所示：

登录用户可对播放的音视频进行评价：

注意：每首音视频下面都会显示音视频的“著作权人”、“媒体时长”、“控制属性”、“媒

体提供”、“播放次数”、“媒体评价”，其中控制属性包含：1.媒体的访问范围：国内访问(C)

或全球访问(W)；2.媒体播放属性：ND:非版权保护（其中有一部分媒体属于 G:游客可以访

问）、D:版权保护（获取播放次数才可以访问）。播放器会根据以上属性对音视频的播放进行

控制。

当游客访问 ND 中的非 G 或 D 属性媒体时会提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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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登录用户访问 D 属性媒体时，播放完购买的时长后如下图所示：

登录用户未购买 D 属性的媒体时，只能试看：

当国外用户访问仅限国内用户的媒体时会出现如下提示信息，对于国内和全球两种属性

的媒体，国内用户均可访问：

2.5、用户音视频的推荐：

点击主页上的一首媒体，在播放页面的下方就会出现对应不同登录推荐的音视频内容，

对于游客在此位置也会有相应的推荐内容，新增加了同类视频排行榜，更方便用户观看内容。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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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给用户推荐音视频。

2.6、用户注册页面：

点击“登录/注册”，填写常用邮箱、注册密码，系统会发送邮件至常用邮箱。并提醒您

需要激活，待用户在邮箱中激活后方能登录。用户可在个人中心补填详细信息，系统则能提

供个性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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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实现新用户在本网站注册。

根据注册成功后网页提示，登录注册邮箱，邮件信息如下界面中所示：

功能：提示用户填写用户名，可以修改注册的密码，完成注册。

2.7、获取数字权利（许可）：

功能：登录用户购买感兴趣的资源权限。登录用户可以利用自己账户中的余额购买感兴

趣的资源权限，既可以按次数购买，也可以按时间购买。购买时填写的用户名和密码必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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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网站时填写的用户名、密码一致，否则购买不成功。

2.8、用户间权限许可转让页面,如果用户购买的音视频进行许可转让界面如下：

功能：实现用户间对所拥有的资源自由转让许可权限。可以转让时长或次数，也可按照

最小信任度转让。

如果是用户上传的音视频，许可转让的界面如下：

权限转让时必须注意一下几点：

① 必须在拥有音视频资源许可的前提下进行。如果没有购买的话，就会提示用户，你

没有权利进行许可转让，请先购买该资源。在该页面中分享的资源是用户当前拥有的资源，

系统把用户所拥有的音视频资源用下拉列表都进行了显示

② 接受许可转让的用户必须是注册的用户，否则不能进行用户间许可转让，即两个用

户必须同时是注册用户才能享受许可转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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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用户要转让许可的次数必须要小于或等于拥有的许可，否则会提示用户次数不正确，

操作不能继续；

④ 最后是用户必须输入正确的密码，否则会提示密码错误。

⑤ 用户可以设置是否可以多步分享

多媒体页面，有用户上传的音视频、播放历史、用户的购买记录、收藏的音视频：

社交页面，有用户的好友列表、添加好友、消息、和分享记录这些功能：

注意：只有登录用户才能浏览这两个页面。这两个页面的具体功能在下面的“个人中心”

功能说明中详细介绍。

2.9、个人中心显示：

用户成功登录后，可以点击“进入个人中心”按钮，在页面左侧的显示信息内，查询个

人的购买与分享记录，也可以修改用户自己的个人信息。右侧显示左侧列表每个功能的具体

功能介绍。

2.9.1、用户信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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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查看用户自己的详细信息以及信息的修改。

点击修改，用户修改信息成功后的界面：

2.9.2、用户添加/删除教育或工作经历：

点击页面左侧的按钮“教育/工作经历”，进入如下图显示页面：

功能：详细显示用户所有的教育/工作经历，方便用户添加或删除。

点击“添加经历”按钮，添加经历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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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方便用户添加新的教育/工作经历。

点击“删除”按钮，删除教育/工作经历如下所示：

2.9.3、修改注册信息界面：

功能：功能：实现登录用户对个人注册信息的修改。修改完成且确定无误后点击“修改”

即可完成个人注册信息修改。

点击“修改”按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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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用户密码修改。点击左侧按钮“修改密码”，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功能：实现用户对现有密码的修改。

注意：原始密码部分填写用户正在使用的密码，新密码部分填写用户想要使用的密码，

确认密码部分填写内容要与新密码的内容一样。确定无误后点击“修改”即可完成密码的修

改。

2.9.5、如果用户对于播放的音视频比较喜欢可以点击“收藏”按钮：

点击左侧按钮“我的收藏”查看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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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用户分享记录查询：

点击左侧按钮“我的分享记录”，进入下图显示页面：

功能：显示登录用户的全部分享记录。用户可以对分享的音视频进行撤销分享，级联撤

销：撤销当前用户权限以及由当前用户分享的权限;非级联撤销：仅撤销当前用户权限;委托

依赖撤销：权限仅能被直接分享者撤销;非委托依赖撤销：权限可被非直接分享者撤销;
点击级联撤销，如图所示：

2.9.7、用户获取许可记录查询：

点击左侧按钮“我的获取许可记录”，进入下图显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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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显示登录用户的全部购买记录。

2.9.8、点击左侧按钮“我的好友”，查看用户的好友：

功能：显示用户的所有好友。点击好友主页，如下图所示：

2.9.9、点击左侧的“添加好友”按钮，查看不同情况下的用户的推荐，添加好友的信息

将会以邮件的形式发到对方的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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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页面加载时，系统给用户推荐的潜在好友如图所示：

2、用户也可以按照条件搜索感兴趣的用户，如搜索性别为“女”的用户，如图所示：

3、用户有详细的注册信息，并且好友列表不为空时，点击“推荐”按钮，系统为用户推荐

的用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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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点击左侧的“我上传的音视频”按钮，查看用户上传的所有的音视频：

功能：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看用户是否上传过某个音视频，也可以对上传的音视频进

行修改上传的音视频信息或权限/删除。

点击音视频名称，可以播放用户已上传的音视频，同时也可以分享给其他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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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上传音视频界面如下：

功能：用户可以上传普通文件，也可以将文件加密上传，设置上传的音视频信息及权限，以

及国内外可访问的地址。

上传音视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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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访问已经设置权限的音视频的界面如下：

2.9.11、点击左侧的“播放历史”按钮，查看用户的播放历史：

点击“播放”即可查看该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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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2、点击左侧的“我的消息”按钮，如图所示：

功能：显示其他用户给我分享的音视频。点击“查看”就可以在播放页面观看该媒体。

2.9.13、点击左侧的“我的订阅”按钮，如果还没有任何订阅，则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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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有订阅信息，如下图所示：

三、 网站后台管理
3.1、管理员登录。登录步骤如下面一组页面所示：

（1）、进入网站主页后，点击页面右上“版权保护”按钮

（2）、点击“版权保护”按钮后，即可进入后台管理员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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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实现管理员的登录。在相应的输入框内输入正确的信息，点击“确定”按钮，即

可玩成管理员的登录。

注意：点击确定后如果显示下面页面：

则为管理员账户或密码错误，点击“确定”按钮即可重新回到管理员登陆界面。请核对

信息后重新登录即可。

如果在管理员登陆页面点击“确定”按钮登录时显示下面页面：

则表示验证码输入错误，管理员账户和密码是正确的，以账户 admin1,密码 123456 为

例。点击上图的确定后，会回到下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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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正确的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管理员登录。管理员

登录成功后，即可进入下面所示的页面：

点击“确定”按钮后，进入下面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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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面为网站后台管理主页面，页面左侧各按钮显示了管理员所拥有的权限；右侧文档

为后台管理的使用指南，帮助管理员对网站后台数据库在权限内进行相应的操作。

3.2、音视频信息管理中心，各功能如所示：

3.2.1、音视频信息管理。点击“音视频信息管理”按钮，进入下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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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实现网站内音视频资源信息的修改、删除、审核和置顶操作。

音视频资源管理中心还具备根据关键字在后台数据库对音视频资源进行精确搜索，以缩

减管理员搜索时间，减小管理员工作负担。如搜索歌手周杰伦的最热歌曲，搜索步骤为：

a、选中检索条件为“歌手”

b、检索内容写入歌手名字

c、 栏目选为“最热歌曲”

d、 点击“查询”按钮，即可完成相应的搜索。结果如下：

找到相应的歌曲后，管理员即可在许可权限内对音视频资源信息进行相应的操作。

a、若要删除搜索到得资源，则在相应的资源后面点击“删除”按钮，弹出提示框

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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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若要修改音视频资源信息，如修改音乐的相关信息，则可以点击搜索结果后面的“修改”

按钮，弹出下面所示页面：

在相应的位置对音视频资源进行修改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操作。

注意：如果点击“重置”按钮，则会对音视频信息就行初始化操作。

c、对于前台用户上传的音视频进行审核，点击“审核”按钮：

点击“确定”之后，音视频的状态由未审核变为已审核.

3.2.2、音视频资源添加。

若要添加新的音视频资源，需点击页面左侧“音视频添加”按钮，之后会弹出下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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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预览版本”中添加数字内容预览版，即所有用户可观看数字内容的预览版；“加

密版本”中添加完整加密的数字内容，仅有已购买权限的用户才可下载，注意两个版本文件

总大小要小于 8M。在“访问范围”处可以设置该媒体是仅限国内访问还是全球访问，“播放

控制”处可以设置媒体的播放属性。信息填写完整且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完成音视频资源添加功能。

3.3、用户管理中心。

3.3.1、普通用户管理。

点击页面左侧的“普通用户管理”按钮，进入下面所示页面：

功能：对普通用户信息执行删除操作。注意：管理员无修改普通用户信息的权限。且用

户密码是加密过的信息，故管理员所能看到的是乱码，并非用户登录密码。

在“请输入查询内容”输入框内，可以输入关键字对用户进行精确查找，如查找用户账

号为：wangzhen的用户信息。则可以在输入框内输入“sunranran”，后面选框选择“用户名”

点击“查询”按钮即可实现查询。若有该用户，则显示以下页面：

若无该用户，则显示为：

3.3.2、管理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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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页面左侧“管理员管理”按钮，进入下面所示页面：

对管理员账户的精确搜索请参照普通用户的精确搜索。找到确定的账户后，则可以对账

户信息进行权限内的操作。

a、 管理员信息修改。点击要修改账户信息的管理员账户后面的“修改”按钮，进入下面页

面进行操作：

在要修改的地方填写修改内容，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完成管理员信息的修改

操作。

b、 管理员信息删除。点击要删除的管理员信息后面的“删除”按钮，显示下面提示后：

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删除选定的管理员账户信息。

3.3.3、管理员添加

点击页面左侧“管理员添加”按钮，进入下面所示页面：

输入要授权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等信息，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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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好友管理

点击页面左侧“好友管理”按钮，进入下面所示页面：

可以看到所有用户的好友，在输入框中输入用户名，可以查找该用户的所有好友。

3.4、栏目管理中心。

3.4.1、一级栏目管理

点击左侧栏目中心的“一级栏目管理”按钮，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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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侧的编辑按钮，如图所示：

可以修改一级栏目的名称。

3.4.2、二级栏目管理

点击左侧栏目中心的“二级栏目管理”按钮，界面如图所示：

点击右侧的编辑按钮，如图所示：

可以修改二级栏目的名称和所归属的一级栏目的 ID。
3.4.3、三级栏目管理

点击左侧栏目中心的“三级栏目管理”按钮，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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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侧的编辑按钮，如图所示：

可以修改三级栏目的名称和所归属的二级栏目的 ID。
3.4.4、点击页面左侧的“栏目添加”按钮，进入下面所示的页面：

3.5、可信策略

3.5.1、点击页面左侧的“设置可信条件”按钮，进入下面所示的可信策略设置页面：

功能：管理员设置前台用户可登录该网站的可信条件。

注意：以上操作系统的版本号和副版本只可按照备注填写。

3.5.2、点击页面左侧的“用户积分策略”按钮，进入下面所示的用户积分策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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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修改值并保存修改，如下图所示：

3.6、投诉/反馈中心

3.6.1、点击页面左侧的“投诉/反馈中心”按钮，进入下面所示的投诉/反馈中心页面：

点击“处理”对投诉进行处理，可选择发邮件的方式通知投诉用户。

点击“查看”，查看投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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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删除”，可以删除投诉信息。

3.7、广告中心

3.7.1、点击页面左侧的“广告中心”按钮，进入下面所示的图片轮播管理页面：

点击“修改”，可以修改首页轮播图。首页轮播图如第二幅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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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点击页面左侧的“登录图片管理”按钮，进入下面所示的登录图片管理页面：

点击“修改”，即可修改登录轮播图片，登录轮播图如第二幅图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