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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N可视电话模型设计与实现策略*

喻占武　胡瑞敏　陆　涛　李德仁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多媒体网络通信工程研究所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　在分析 H. 320系列协议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 ISDN可视电话的设计模型 ,介绍了该模型的系统结

构、系统控制、数据流管理、 ISDN通信仿真、图像控制与唇形同步等方面的设计与实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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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与多媒体网络通信技术的紧密结合 ,是

现代 GIS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随着多媒体通讯

技术、语音图像编码技术及信息高速公路的飞速

发展 ,网络 GIS信息系统与多媒体可视通信系统

的集成也将成为必然趋势。 通过通信线路同时传

输文字、音频和视频信号 ,实现可视通信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ISDN可视电话正随着 ISDN网络

的不断发展而成为新的开发和消费热点。

然而实际研究开发工作中 , ISDN可视电话

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 ,不论对于软件还是硬

件设计来说往往是多人共同协作完成的 ,由于每

个人工作量大小和任务的难易程度不同 ,各个协

议的开发进程并不是同步的 ,而且研究者对协议

的理解也不一定完全正确 ,为了更有效地完成研

究开发工作 ,就必须对已实现的协议模块进行及

时测试和改进。另外 ,为开发实际硬件系统—— 可

视终端产品的需要 ,在硬件设计时 ,首先要考虑软

件对系统运行的要求 ,像处理器的能力和对存储

空间的要求等 ,以便进行系统开发时能对相应协

议模块的性能和参数进行合理的预测和分析。 为

此 ,本文先分析 H. 320系统协议框架 ,然后介绍

一种高效的 H. 320可视电话系统模型及其实现

策略。

1　 H. 320通信协议研究

国际电信联盟 (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

cation union, ITU) H. 320系列协议是针对综合

业务数字网 ( integ ra ted services digi tal netw o rk,

ISDN ) 上可视通信业务而制定的一套国际标准

协议。 H. 320族协议包含语音、图像标准、用户数

据传输的帧格式 ,以及一些通信过程中用户终端

间信息的交互控制协议。

遵循 H. 320协议的一般可视电话系统的框

架结构如图 1所示 ,它包括视频和音频编码、解

码器、端到端信令、通讯控制协议、端到网络信令、

64～ 1 920 kbi t / s信道帧结构、数据协议等相关单

元。其中 ,视频 I /O设备 (v ideo I /O equipment )

包括摄像机、监视器、视频处理单元 (提供如裂分

屏幕方案等功能 ) ;音频 I /O设备 ( audio I /O e-

quipment ) 包括麦克风、扬声器、音频处理单元

(提供如传音回波抵消等功能 ) ;远程信息设备

( ( telematic equipment )是用于增强可视电话通信

的辅助工具 (如电子黑板、静止图片收发器等 )。

系统控制单元负责执行网络访问 (通过端到网络

信号 )和端到端控制 (通过端到端信号建立公共

操作模式和终端的合适操作信令 )等功能 ; Video

Codec负责视频信号编码和解码 ; Audio Codec进

行音频信号的编解码 ;音频路径中 Delay通过补

偿 Video Codec延迟来保持唇形同步 ;另外还包

括网络接口和多媒体数据复用 /分解的 Mux /

dmux单元。语音和图像编码后的数据经 H. 221

进行复合 ,协同控制信号一起通过网络接口发送

出去 ,同样从网络接口来的数据经过 H. 221的拆

解分别进行语音和图像解码 ,分解得到的控制和

提示信息用来管理通讯的正常进行。由此可见 ,视

频和音频数据处理、数据复用与通信等相关协议

是 H. 320的重点部分 ,其研究工作量最大。

1. 1　 ISDN可视电话中的语音压缩

H. 320中的语音编码有 3种标准 ,即 G. 711、

G. 722、 G. 728。 H. 320之所以包含这么多语音规

范 ,主要是为了照顾不同类型终端相互通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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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 320　可视电话协议框架结构

Fig. 1　 Proto coal Framew ork of H. 320 Videophone

G. 711是对 3. 4 kHz的语音信号进行编码 ,是

A-law或 u-law 的 PCM 编码 ,其码率输出为

64 kbi t / s。 G. 722是对 7 kHz的语音信号进行编

码 ,采用 ADPCM的编码方式。 计算最复杂的是

G. 728的语音编码方式 ,它采用的码激励线性预

测编码 ( code exci ted linear prediction, CELP)

技术 ,是将线性预测编码和矢量量化相结合 ,是一

种语音压缩的编码方式 ,产生的语音数据为

16 kbi t / s。对于传输带宽有限的可视电话来说 ,

G. 728是优先选择的编码方式。

在 G. 728的语音编码过程中 ,首先将 8 kHz

采样进来的语音信号转化成均匀量化的 PCM信

号 ,每 5个连续的语音采样点作为一个语音矢

量 ,所以语音编码的算法延迟只有 5个样本的时

间 ,也就是 0. 625 ms,所以这种算法又称低延迟

码激励线性预测编码 ( low-delay LD-CELP,

LD-CELP)。 LD-CELP是基于语音分析和合成的

技术 ,它基于以下的假设和步骤: ( 1)输入信号是

可观测的 ; ( 2) 存在一个由一定参数控制的语音

产生的模型 ,调节这些参数可以产生变化的语音 ;

( 3)将不同模型参数控制下产生的语音同观测的

语音相比较 ,根据一定的误差规则 ,计算出最佳模

型参数 ; ( 4) 将这些参数作为实际语音信号的发

生器。

对于一段语音信号来说 ,如果能通过激励某

种滤波器来完全再现的话 ,那么通过滤波器的系

数则能够完全描述这段语音。实际上 ,这种完全理

想的滤波器参数是不可能得到的 ,只能找到某种

条件下的最佳滤波器 ,它总是存在着误差。然而如

果得到最佳滤波器系数和误差信号 ,通过误差信

号激励就可以产生真实的语音信号。 G. 728中采

用后向自适应预测技术对短时谱和增益进行预

测 ,并且它只需要发送激励矢量的标号。激励码本

中共有 1 024个五维矢量。对于每个输入语音矢

量 ,编码器利用合成分析的方法从码本中搜索出

最佳码矢量 ,然后将 10 bi t的码本标号送出去。线

性预测系数是用先前量化过的语音信号来提取和

更新的。 每 4个相邻的输入矢量 (共 20个样点 )

构成一个线性预测系数 ;激励的增益也是利用先

前量化的增益信息逐个矢量地进行提取和更新。

G. 728解码操作也是逐个矢量地进行。根据

接收到的 10 bi t码本标号 ,从激励码本中找到相

应的激励矢量。经过增益调整后 ,得到激励信号 ,

将激励信号输入合成滤波器产生语音信号 ,再将

合成语音信号进行自适应后滤波处理 ,以增强语

音的主观感觉质量。

1. 2　 ISDN可视电话中的图像压缩

为了实现终端间运行图像的通信 , H. 320中

采用了通用的图像格式 CIF ( common intermedi-

ate forma t) 和 Q-CIF ( quarter-CIF) , CIF每帧

像素为 352× 288。为适应可视电话低比特率图像

的传输 ,可将 CIF的水平和垂直行数分别减半 ,

称为 Q-CIF。 IT U-T H. 261协议是国际电联关于

ISDN声像业务中视频编码和解码算法的国际性

协议。 协议对视频输入输出格式、编码算法、码字

位流的语法语义、纠错机制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

的限制。图像编码也是采用帧间预测编码方式。为

了进一步减少图像码率 ,引入运动补偿和变长编

码。在这种方式下 ,图像的压缩率可以到 1 /100以

下。由于图像是变长编码及图像解码和编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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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反馈连接 ,所以图像对于误码比较敏感。除了

对图像编码好的数据进行纠错编码以外 ,一旦发

生无法解码的情况 ,应当及时借助于带内信息交

互机制 ,向对方发送快速更新和冻结图像的命令 ,

这样可以重新查找图像的开始标志 ,恢复正常图

像的解码。图像质量的好坏往往是影响系统质量

的重要因素 ,只有不断提高图像的帧率和质量 ,才

能提高可视通信系统的整体性能。

2　系统模型的设计与实现

根据以上 H. 320的体系结构分析 , ISDN可

视电话系统中最为复杂、最为核心的技术研究涉

及图像压缩模块 ( H. 261等 )、语音压缩模块

( G. 711、 G. 722、 G. 728等 )、数据复用 /分解模块

( H. 242 /H. 221协议 )。由于多媒体数字信号处理

和通信技术更新快 ,协议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 ,无

形中增加了可视电话的开发难度 ,也一定程度上

导致了开发周期的延长。为了加速独立 ISDN可

视电话终端产品的快速原型生成 ,作者提出了一

种基于 PC的 ISDN可视电话系统设计模型 ,其

系统结构如图 2所示。

系统模型针对 H. 320框架中音频、视频处理

的特点 ,为音频 Codec和视频 Codec分别提供不

同机制数据采集、缓冲管理、虚拟控制机制和数据

流管理 ,为 H. 221通信协议的设计提供通信模拟

图 2　 ISDN可视电话系统结构

Fig. 2　 Sy stem Structur e of ISDN Videophone

与调试平台。

2. 1　系统控制机制和协议仿真模型

结合 H. 320系列协议 ,系统模型为 Video、

Audio和白板数据处理系统提供了如图 3所示的

虚拟控制机制和数据流管理。

系统模型既提供一系列辅助模块 ,形成 IS-

DN可视电话系统框架 ,为 Videophone系列协议

模块提供快速测试和运行的虚拟环境 ,同时又使

各协议实现模块尽量独立、接口标准化 ,便于协议

的设计、调试、完善 ,以及协议的升级与替换。 因

而 ,对于各协议实现模块 ,系统为其建立了如图 4

所示的协议运行和测试环境。

每个任务模块有一个处理数据流输入和消息

输入 ,输出为处理的数据流结果和要发送的消息

命令。 设计这种统一协议仿真模型的好处并不仅

仅在于模块接口的简单化 ,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不

同时期和不同人设计的协议模块之间的互测和替

换 ,为系统评测一个模块运行参数的好坏和整体

的运行效果提供了灵活的机制。

为支持 H. 320系统中协议仿真模型 ,由图 3

可以看出 ,缓冲管理在本设计中大量存在 ,而且充

当了数据交换和缓冲的重要角色 ,它使得各任务

模块独立性更加增强 ,减少了相互干扰。图像数据

采样同图像的编码是分开的 ,这使得图像编码模

块无须考虑编码数据源 ,即使将来改变了图像采

集的方式和手段 ,对图像编码的设计和测试也没

有影响。如果设计成采样后就去编码图像数据 ,完

成后再去采样图像 ,这样就会影响图像编码的速

度 ,也影响了采样的速度 ,因为图像编码是帧间编

码和帧内编码相结合 ,每帧编码的复杂度不同 ,而

且相差很大 (每帧的码率为 1 kbi t～ 150 kbi t之

间 )。其他的分析也会得类似的结果。为了对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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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虚拟控制机制和数据流管理

Fig. 3　 Virtual Contr ol Mechanism and Data Stream Management

图 4　协议仿真模型

Fig. 4　 Pro toco l Simula tion Model

速度进行控制和任务管理 ,需要不断查询缓冲区

的当前状态 ,所以缓冲区管理还提供方便的忙闲

状态和数据量查询等功能。

2. 2　 ISDN通信仿真

由于 ISDN线路调度复杂且不方便 ,为仿真

实时传送环境 ,更快、更好地测试各部分协议实际

工作性能 ,系统模型提供了两种通信仿真机制 ,如

图 5所示。它一方面代替 H. 221协议的具体实现

模块 ,为其他语音、图像压缩解码等重要协议提供

实时传送环境 ,在排除 H. 221协议干扰的情况

下 ,快速准确地测试其他各部分协议实际工作性

能 ;另一方面也为测试 H. 221协议提供很好的对

比环境。

利用 Internet设计一种仿真数据包通信管理

机制 ,将语音、图像、白板数据、 H. 221协议数据流

以及各种通信控制命令以包发送的方式实现模拟

通信 ,并在接收端按包类型进行分解 ,发向不同的

协议模块 ,从而模拟各类数据流的虚拟控制线路

(如图 3) ,增加相关协议模块透明性 ,减小各模块

之间的干扰。利用各类数据流的虚拟控制线路 ,也

可以有效地比较 H. 221模块对协议的理解和实

现的正确性。

图 5　 I SDN通信仿真

Fig. 5　 ISDN Communica ting Simula tion

基于 Internet的通信管理中 ,因为 Internet

网络通信速度是不定因素 ,所以 ,为得到较好的实

际语音效果 ,采取 Audio数据传输优先等策略。

为了进一步排除网络通信仿真的干扰 ,系统

模型建立了 loopback虚拟回路的管理 ,在这种工

作模式下 ,所有的通信信令数据比特流均通过

lo opback虚拟回路直接发送到通信模块的接收

端 ,而不通过实际网络传输。因此 ,可以在没有网

络通信延迟和干扰的情况下 ,对系统性能进行测

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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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像控制与唇形同步技术

3. 1　图像码率的控制

尽管图像的采样中 ,每帧图像的大小是一样

的 ,而且输入比特流也是固定的 ,然而由于高压缩

比的需要 ,图像每帧编码的输出不定长 ,输出码率

的大小不仅同编码图像的大小有关 ,还同图像间

的相对变化有关。虽然在 Videophone的应用环

境中图像的变化一般不大 ,以头肩运行为主 ,但它

对编码码率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

图像编码的数据最终连接到一个固定码率的

ISDN通道上 ,连接的接口一般是通过数据缓冲

来完成的。当编码模块不断向里面写入数据 ,线路

匀速地从里面读出数据时 ,缓冲区大小的设计必

须考虑到编码器的效率和图像延迟之间的权衡 ,

同时还要防止图像数据的溢出 ,所以图像编码码

率的控制是很重要的。

码率控制采用图像的编码和图像编码输出之

间建立一个反馈的连接 ,用反馈的结果来控制图

像编码的参数 ,如图 6所示。控制器不仅包含编

码内部的编码信息 ,而且包含缓冲区状态和编码

的帧码率的统计特性 (比如帧的平均码率 ) ,这样

码率控制的结果经常是调整对当前宏块量化的步

长 ,甚至放弃对宏块的编码。

图 6　图像码率控制

Fig. 6　 Video Bit Rate Cont rol

3. 2　唇形同步 ( Lip Synchronization)控制

在 ISDN中 ,语音是一个固定比特率的实时

系统 ,而图像是可变比特率的 ,并且图像数据中可

以填充无效数据 ,也就是当图像编码速率满足不

了带宽需要时 ,由于图像编码算法的复杂性 ,图像

编码的延迟大于语音的延迟 ,如果不做任何控制 ,

就会出现声音和唇形不同步。所以 ,系统中的唇形

同步控制非常重要。本系统主要采用两种控制策

略:① 图像编码模块与 H. 221通信复用模块有

机配合 ,控制图像编码码流 ,避免扩大实际图像帧

与语音之间的时间距离 ,将编码端的图像码流量

物理延迟控制在 100 ms以内。② 解码端通过在

语音播放中加入延迟来完成对图像滞后的适当补

偿 ,设计中增加语音播放缓冲区的个数来达到这

一效果。例如 ,每个语音缓冲区可以存取 200 ms

的语音 ,那么 ,这样的 5个语音缓冲区可以将语音

的播放延迟 1 s。

3. 3　在线监测与性能分析

由于 Videophone是一个复杂的多线程系

统 ,在开发过程中 ,借助于硬件分析中示波器的思

想 ,使用了软件观察仪 (在线监测系统 ) ,定义各

种软件“探头”来观察系统中各种参数 ,如状态、参

量、信道 ,实现在线监测功能 ,在系统的运行过程

中自动提取所需信息 ,对所设计系统的特性进行

分析 ,尽快发现整个系统的“瓶颈” ,从而达到优化

系统的目的。通过定义一组软件“开关” ,可以动态

地打开、关闭这些软件探头 ,使得软件探头独立于

实际的 Videophone系统。从实际结果看 ,在线监

测系统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笔者在开发 H. 261图像模块时 ,通过在线监

测系统易分析出图像比特率统计结果和图像质量

与帧率的统计关系 ,分别见表 1、 2。表中是 Video-

phone系统运行在主频为 233 M的 PC上的统计

结果。

如果在 ISDN 2B+ D的基本速率接口下以

128 k固定带宽进行可视通信 ,由表 1可以看出 ,

若采用 G. 728的语音编码方式 ,占用 16 kbit /s

带宽 ,除去带内控制信息所占带宽 3. 2 kbit /s后 ,

图像可用的最大带宽为 128 kbi t /s- 16 kbi t /s-

3. 2 kbi t /s= 108. 8 kbi t /s。而人对图像的基本要
表 1　图像比特率统计

Tab. 1　 Video Bit Ra te Statistics

每秒帧数 图像格式 CI F 图像格式 QCIF

6 85. 50 kbit / s 20. 5 k bi t /s

8 102. 40 kbit / s 27. 9 k bi t /s

12 145. 20 kbit / s 35. 6 k bi t /s

16 178. 20 kbit / s 44. 5 k bi t /s

24 268. 80 kbit / s以上 68. 70 kbi t /s以上

表 2　图像质量和图像帧率之间的关系

Tab. 2　 Rela tionship Betw een V ideo Quality

and Frame Rate

图像质量等级 图像帧率 /帧· s- 1

优 2

良好 8

中 10～ 12

较模糊 15以上

求是 24帧 /s,所以基于 ISDN基本速率接口的

Videophone应当选 QCIF格式。 而对运行于 PC

的 Videophone来说 ,由于受到处理器能力的限

制 ,其每秒的帧数一般为 10～ 15帧 ,尚可以接受。

从表 2可以看出 ,图像帧率越低 ,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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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 ;而图像帧率越高 ,则图像质量越差 ,这是由

ISDN线路的固定带宽造成的。 由于图像码流的

有效流量与图像质量密切相关 ,若提高图像质量

则降低了图像压缩比 ,必然增大码流流量 ;若提高

图像连贯性 ,即提高图像帧率 ,同样增加了数据传

输量 ,因此 ,在保持码流流量不变的情况下 ,图像

质量与连贯性要求是相互矛盾的 ,必须对编码进

行特殊控制 ,通过牺牲其中一种性能去提高另一

种性能。因为 ISDN通信线路是固定带宽 n×

64 kbi t / s,要提高图像质量 ,需降低压缩比 ,必然

会占用较多带宽 ,因而 ,只有降低传输的图像帧

率 ,才能保证相对固定的码流流量 ,避免数据丢

失 ,从而保证 ISDN通信的正常进行。

4　结　语

由于本系统模型中协议模块的封装特性 ,运

用了面向对象设计思想 ,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和

伸缩性 ,使得该模型能较好地支持 ISDN Video-

phone的研究。目前 ,采用这种模型思想 ,已经完

成了 H. 320系统协议的研究开发工作 ,并成功地

完成了基于 PC的 ISDN可视电话样机产品的研

制 ,实现了与国外 Siemens Tele Starter可视电话

产品的互通。不过 ,系统各部分性能的优化与完善

仍将继续进行 ,借助系统在线监测机制 ,可以有效

统计各个部分的运行信息 ,以确定最优的系统工

作方式 ,有利于系统的整体优化 ,提高开发的效

率。现在作者正致力于对语音、图像处理算法的优

化和运行参数的选择 ,比较算法的好坏和复杂度 ,

提高最终 ISDN可视电话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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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sign Model of ISDN Videophon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olitics

Yu Zhanwu　 Hu Ruim in　Lu Tao　Li Deren
( Ins ti tu te of Mul timedia& Netw ork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W TUSM , 12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Based on analyzing H. 320 series pro tocols, a design model of H. 320 Videophone

is proposed. 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 e design and implementa tion po li tics of the system

structure and system control. Acco rding to the fea tures of H. 320 audio and v ideo , the model

provides di fferent mechanisms o f data acquisi tion, buffering management, data st ream man-

agement. It establishes the pla tform o f communication simulation and debug fo r H. 221 mod-

ule in two way s: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on Internet , local vi rtual loopback route. With

adopting the encapsulation technique o f object-oriented design, the model provides the gener-

al pro tocol simulation model to speed up the procedure of designing, debugging , testing, up-

da ting, and replacing the protocol module. Finally , by using the on-line monitor sy stem of

this model, describes and analy zes the video encoding control , bit rate control and lip syn-

ch roniza tion o f ISDN videophone.

Key words　multimedia; H. 320; ISDN; video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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