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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支持 ITU_T H.324 协议的桌面式可视电话系统 VP324 的系统原理 、总体构成及各个子系统

的实现方法 , 论述了 VP324 系统中一系列难点技术的实现策略和取得的主要性能指标。 该系统视频清晰流

畅 ,传输帧率最高可达 25 帧/ s , 单路时延不超过 350ms ,在有效带宽仅 12k 时仍然能够正常工作。

关键词:可视电话;H.324;多媒体通信

中图法分类号:TP393;TN91

　　可视电话是集通信技术 、计算机技术 、信号处

理技术 、视频处理技术 、微电子设计技术为一体的

高科技产品 ,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代表了

通信产业发展的最新方向。自 1996年 H.324协

议颁布以来 ,国外已有不少公司开始研制该产品。

其中有些公司主要从事可视电话核心芯片的生

产 ,通过收取高额的技术使用费向系统集成商提

供可视电话解决方案 ,如美国的 8×8公司 、台湾

的华邦电子公司 。而更多的公司则是向这些专用

芯片生产商购买芯片进行组装生产 。国内生产可

视电话的公司绝大部分均采用这种方式 。由于核

心技术掌握在国外公司手上 ,使得在产品选型 、技

术升级以及价格上均受制于国外公司 ,更不要说

在掌握核心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 。开展与

可视电话所需的最关键的核心技术研究 ,并在核

心技术研究的基础上研制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的可视电话产品 ,不仅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而

且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使我们有可能在可视电

话产业化的全球竞争中把握机遇 ,占据先机 ,为提

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作贡献 。

本系统旨在针对与可视电话有关的重点与难

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解决其中的主要技术问题 ,

在掌握核心技术的基础上 ,研制出具有完全知识

产权的用于普通电话网的可视电话产品原型 。

1　系统原理及总体构成

由于普通电话网络最初设计是用来进行语音

通信的 ,若用来进行可视通信 ,其传输带宽明显不

足。因此 ,在普通电话线上实现高性能的可视电

话 ,其关键在于对语音和活动图像进行高效压缩

编码 ,再通过有效的传输控制机制 ,通过普通电话

网进行传送。具体来讲 ,在可视通信过程中 ,经过

数字编码后的声音 、视频等媒体信息 ,通过 V.34

数据 Modem 在普通电话网上传送 , 不同媒体信

息流是用逻辑通道来区分的。不同逻辑通道的信

息数据通过预先设定的复用模式复用为同步数据

流 ,由 Modem 发送到远端 。不同逻辑通道的带宽

是可以动态调整的 ,这可通过设计 、选用不同的复

用模式来实现。为使接收端能理解收到的数据

流 ,发送端必须将使用的复用模式预先通过

H.245信令通道传送给对端[ 1] 。图 1 给出了

H.324可视电话系统的基本原理 。

在发送端 ,声音数据通过计算机中的声卡采

集 ,经过G.723.1编码器编码后送给H .223 模块

适配层 , 后者按照 AL2 的要求进行包装 , 送入

H.223复用层 。视频数据由计算机中的视频采集

卡采集 ,经过 H.263编码器编码后送给H .223适

配层 , 后者按照 AL3 的要求进行包装 , 送入

H.223复用层 。H.223复用层则根据当前待传送

　收稿日期:2001_11_23。

　收稿日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9771064);国家测绘局测绘科技发展基金资助项目(97009);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98J080)。

DOI :10.13203/j.whugis2002.01.002



的控制数据 、声音数据和视频数据的状况选择复

用模式 ,加入适当的复用层控制数据 ,发送到数据

Modem ,再由 Modem 发送到对端。

　　在接收端 , Modem 将收到的比特流上传给

H.223 复用层 ,后者按照复用层的语法从该比特

流中恢复出不同逻辑通道的适配层数据 ,并分别

传送给相应的适配层 ,后者按照适配层的语法将

控制数据去除 ,将信息数据向上传送给相应的解

码器。对声音数据 ,则经过 G.723.1解码器解码

后 ,将波形数据送给系统的播放缓冲区 ,由系统播

放;对视频数据 ,则经过 H.263解码器解码后 ,将

图像数据送给系统的显示缓冲区 ,由系统显示。

在通信进行过程中 ,双方随时可以终止某种

媒体的信息传送 ,或用不同的参数重新打开媒体

通道。也可以更换复用模式表 ,以适应不同的动

态调整带宽的需求。

2　各子系统的原理及实现

2.1　主控子系统

主控模块是系统中完成界面控制 、处理用户

输入 、进行消息转接及初始化其他辅助模块的中

央控制处理模块 。该模块完成的界面控制包括用

户界面窗口及视频窗口的创建等;用户的输入处

理包括鼠标消息处理 、键盘消息处理 、语音识别消

息的处理以及菜单消息和按钮消息的处理等;消

息的转接和处理包括从 H.324 模块接受消息的

处理 ,从 Modem 模块接受消息的处理和转送 ,从

答录机模块接受的消息的处理等;其他模块的初

始化处理包括 Modem 的初始化处理 、视频编解码

系统的初始化 、音频系统的初始化等等 。

为实现以上主控模块功能 ,主控子系统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窗口绘制 ,窗口移动 ,设置音量大

小 ,设置图像传输质量 ,选择图像和语音是否传

送 ,启动快照的拍摄 ,拨打电话 ,挂断电话 ,编辑电

话簿 ,启动选项设置 ,启动摄像控制 ,控制和进行

语音识别等。

2.2　Modem子系统

2.2.1　系统原理

H.324要求使用全双工 V.34 Modem(速率

可达 33 600bit/ s);受线路条件所限 ,Modem 也可

工作在低速率 。在呼叫启动时运用必需的 V.80

协议或可选的 V.8bis协议分辨出 Modem 类型和

操作模式 。由 ITU_T V.25ter 控制本地 Modem

功能(如拨号)。V.34调制和解调过程比较复杂 ,

一般端到端延迟将增加 30ms ～ 40ms。

H.324 将 V.34 M odem 看作是一个同步数

据泵 ,用来发送和接收由 H.223 复用器产生的比

特流[ 2] 。数据压缩和重传协议不用在 Modem

级。同大多数 Modem 支持的 V.42纠错协议相

同 ,H.324需要一个与 V.34 数据泵同步的接口。

由于大多数PC 只有异步 RS_232 M odem 接口 ,因

此基于 PC的 H.324终端需要同步接口硬件或一

些其他方法将同步比特流传送给运行在 PC异步

接口的 Modem 。IT U_T V.80提供了一种 PC 和

Modem 间标准的异步_同步“通道”协议 ,因此要

求所使用的 Modem 能支持 V.80协议[ 3 , 4] 。

2.2.2　系统实现

Modem 模块采用了 TAPI和 AT 命令两种实

现方式 。二者功能和接口相同 ,主要区别在于电

话呼叫 、连接的具体实现不同。TAPI 方式下电

话呼叫 、连接和拆接由Window s TAPI通用接口

来完成 ,并以回调函数和消息的方式 ,向应用程序

汇报连接状态 ,所以程序显得简单明了 ,且易于用

程序实现各种控制操作和数据传输;AT 命令方

式下 ,电话呼叫的各种功能需自行编写函数 ,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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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状态需程序自己监控 ,所以程序显得复杂 ,但

容易实现各种特定功能(如 V.80 , Voice Call

F irst)。特别地 ,由于借鉴了 TAPI 的工作方式 ,

做到与具体 Modem 无关 ,因而更能适合实际需

要。Modem 模块的工作原理如图 2所示 。

图 2　Modem 模块的工作原理

Fig.2　Principle of the Work of Modem Module

2.3　H.223复用/解复用子系统

2.3.1　系统原理

H.324使用一个 H.223作为复用器标准 ,多

个数据流(视频 、音频 、数据)和控制通道混合成单

个比特流 ,在 V.34 M odem 上进行传输。H.223

复用器结合了时分复用和分组复用的长处 ,并增

加了新的特征;它比时分复用和分组复用延迟短 ,

且开销低 ,易扩展到每个数据类型的多个信道。

H.223面向字节 ,易于运行 ,可填充标志字节来适

配不同的数据速率 ,且使用一个在有效数据中永

远不会出现的同步字符。在 H.223 中 , 每个

MUX_PDU 可按不同比例携带多个不同的数据

流 ,并允许不同通道的动态带宽分配 。H.223由

一个低级复用层(混合不同媒体流)和一组适配层

(执行逻辑成帧 ,序列编号 ,检错和重传纠错),适

用于每一种媒体类型[ 2] 。

2.3.2　系统实现

本模块的主要功能是以数据包(分组)方式对

视频 、音频 、数据及系统控制信息进行复用与解复

用 ,以实现多媒体信息在单一物理通道上的传输。

完成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视频 、音频 、数据及控制信

号的复用与解复用 ,并进行相关的误差控制 。由

于复用格式是可变的 ,在传送过程中需要与其他

控制单元相配合 。本模块及其接口在系统中的地

位如图 3所示。H.223模块内部结构可划分为以

下几个单元实体 。

1)H.223接口实体

作为线程接口 ,同时管理系统分配的外部消

息和线程内部消息。响应 H.223 模块复用实体

和解复用实体的初始化和销毁 ,各个通道打开和

关闭 ,复用表项的记录和改变 ,并为其他模块提供

API 函数 。

　　2)下行数据打包实体(复用层)

复用实体管理下行通道指针序列(也可以是

链表)和根据复用表项构成实际复用链表序列 ,是

整个复用过程的驱动者。复用过程中 ,复用实体

首先查询各下行通道的出口 ,如果通道出口没有

数据 ,则驱动通道中数据的流动;然后根据各通道

出口状况动态确定所采取的复用表项(自适应过

程),再由复用表项取得实际复用链表 ,依次进行

复用 ,生成 PDU数据块 ,最后依据协议对数据采

取插 0 ,将最终结果传送给 Modem 模块 。

3)上行数据解包实体(复用层)

解复用实体管理上行通道指针序列(也可以

是链表)和根据复用表项构成实际复用链表序列 ,

是整个解复用过程的驱动者。解复用过程中 ,解

复用实体首先查询 Modem 出口数据缓冲区 ,取出

一块数据 ,然后逐字节取消复用端按协议插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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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根据协议从数据中取得接收复用表项 ,选取实

际复用链表 ,依序进行解复用 ,并通过上行通道将

各种数据分别送到 H.223的用户实体 。

4)上行 、下行通道实体(适配层 ,复用上层)

具体管理各种通道属性 ,并根据初始化属性

选取和管理相应类型的 AL 实体和 MUXSDU 实

体。下行通道还要多管理一个循环的数据缓冲

区;上行通道则负责把数据 SDU发送给用户 。

5)AL2实体(适配层)

负责对来自语音信息源的下行数据加入误差

和序号控制信息 ,或根据上行数据所携带的误差

和序号控制信息进行判断 ,并作出相应处理。

6)AL3实体(适配层)

负责对来自图像信息源的下行数据加入误差

和序号控制信息 ,或根据上行数据所携带的误差

和序号控制信息进行判断 ,并作出相应处理(包括

数据重发)。

7)MUXnSDU实体(复用上层)

不可间断逻辑通道的出口 ,负责为复用提供

出口数据的状态信息 ,解复用时为通道的数据入

口 ,数据在传送过程中不可以被间断。

8)MUX_SDU 实体(复用上层)

可间断逻辑通道的出口 ,负责为复用提供出

口数据的状态信息 ,解复用时为通道的数据入口 ,

数据在传送过程中可以被间断 。

9)缓冲区实体

循环指针缓冲区 ,初始化时确定节点数目 ,每

个节点上可放入一个数据块的大小和指针。

2.4　通信控制子系统

2.4.1　系统原理

H.324使用新的 H.245 多媒体系统控制协

议
[ 5]
。H.245控制模型基于逻辑通道 ,该逻辑通

道是容易固定的独立的单向比特流 ,由发送者随

意选择的惟一编号所识别 。

H.245控制通道携带端到端控制信令 ,这些

信令控制 H.324 系统的操作 ,包括能力交换 ,逻

辑通道的打开和关闭 ,模式优先请求 ,复用表项传

输 ,流量控制消息 ,通用命令和指示 。H.245结构

允许将来扩充额外能力 ,同时也允许厂商进行自

定义非标准扩展 。H.245信令用 ASN.1定义 ,并

根据 I TU_T X.691 的 PER进行编码(它提供规

范的灵活性和定义的简明性)。在 H.324 中 ,

H.245控制通道运行在一个同所有媒体类型都分

开的通道上 ,即 LC0。当 H.324呼叫启动时 , LC0

早已经打开。H.245将基于 V.42的简单重传协

议SRP 看作是一个可靠的链路层。H.245本身

假设该链路层能保证信令正确有序地传递。

H.245能力交换规定了独立的接收能力和传

输能力。由于有些功能实现受处理周期和内存量

的限制 ,用该系统 ,终端可以描述自身在模式的各

种组合方式下能否同时运行的能力 。这个复杂的

能力交换避免了 H.324 系统有限交换功能而导

致的种种问题 。

2.4.2　系统实现

本模块实现 H.245 和 H.324 协议 。H.245

作为H.324系列协议中的通信控制协议 ,主要提

供端到端的信令功能 ,以便通信的双方能正确地

协同工作。为了使其他协议也能利用 H.245协

议提供的信令功能 ,H .245协议定义了 H.245协

议实体的用户与 H.245 协议各个实体之间的原

语交换序列。H.324 协议作为 H.324系列协议

中的终端系统协议 ,描述了如何利用 H.245提供

的信令功能完成 H.324可视电话通信任务。从

这一意义上说 ,H .324协议是 H.245协议的用户

协议 。

H.324模块所完成的任务有两类:①利用

H.245模块提供的信令功能完成与对端系统的信

令交换;②接收主控模块的请求 ,动态地改变通信

模式(如打开或关闭逻辑通道 ,发送各种命令与提

示消息给对端)。换言之 ,对主控模块而言 ,在主

控模块的控制下 , H.324模块完成所有与 H.245

协议 、H.223协议以及 H.324协议中有关与对端

交互的工作;对 H.245模块和 H.223模块而言 ,

H.324模块是它们与外部系统交互的控制与管理

模块。因此 ,H.324模块可以被称作通信控制模

块与数据复用模块的管理模块 。

由于 H.245模块基本完整地实现了 H.245

协议的功能 ,H.324 模块也基本完整地实现了对

各种信令功能的管理功能 ,可以与任何需要利用

H.245协议的系统协议结合 ,为其提供 H.245信

令交互功能。在对 H.223 模块的控制方面 ,

H.324模块基本上按照 H.324 协议的要求 ,为

H.223模块提供了必需的外部环境。在完成

H.324协议功能方面 ,H.324模块基本上按协议

文本要求完成各种处理过程。

2.4.3　通信控制模块与主控模块的交互过程

主控模块在完成了与对方的数字连接后 ,可

以通过调用H .324模块的初始化函数启动H.324

模块的工作线程 ,创建适当的窗口;此外还通过调

用H.245模块与 H .223模块的初始化函数启动

H.245 模块和 H.223模块 。若以上过程均正常

完成 ,H.223模块一俟首次发现 HDLC 标志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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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立即通过消息通知H.324模块;H.324模块将

启动必需的信令规程 ,包括主从确定(MSD)、终

端能力交换 ,并在确认收到对端的终端能力集后 ,

向对方发送本方复用表项 ,在确认所有表项被收

到后 ,立即用单向 LC 信令规程打开音频发送通

道 ,用双向 LC信令规程打开视频发送通道 。

Main/ UIM_模块

← ←

↑ ↑

CESC_Handler CUIM _Handler

H.324　模块

CH223_Handler H.245信令实体用户

← ←

↑

H.245信令实体

H.245　模块

SRP

←

↑ ↑

H.223　模块

图 4　通信控制子系统的实现框图

Fig.4 F rame of Realizing Communication

Control Subsystem

　　在通话进行过程中 ,用户可以主动关闭本方

的某一发送通道 ,也可以响应对端请求关闭本方

某一发送通道;可以主动发送某一复用表项 ,也可

响应对端请求发送某一复用表项或全部复用表

项;可以不断测定信令来回的环路时延 。考虑到

使用的简洁方便 ,虽然H .245模块和 H.324模块

基本完整地实现了协议规定的各种信令功能 ,目

前的系统并未用到以上提到的所有信令功能 。

若通话的一方希望结束本次可视会话 ,并且

也同时结束本次线路连接 , 则可通过消息通知

H.324模块;H .324模块将先行关闭其所有发送

通道 ,并且在向对端发出 EndSessionCommand命

令消息后 ,通过消息通知主控可以退出运行 。被

动方在收到 EndSessionCommand命令消息后 ,将

会强行关闭其所有发送通道 ,然后也通过消息通

知其主控退出运行。

2.5　音频子系统

2.5.1　系统原理

H.324最基本的音频模式是 G.723.1 声音

编码解码器 ,带宽为 5.3 或 6.4kbit/ s。G.723.1

提供市内电话质量的声音 ,帧长度为 30ms ,在通

用的 DSP(数字信号处理器)上运行 G.723.1 ,估

计需要 18 ～ 20 定长 M IPS
[ 6]
。发送者可使用任

何一种速率 ,由于将编码器速率作为每帧语法的

一部分发送 ,所以每一传输帧都可改变速率 。利

用 silence suppression方法可进一步降低平均音频

比特率 。silence suppression是指不传输无声帧或

用更小的帧只传输背景噪音信息 。在典型谈话

中 ,双方很少同时讲话 ,从而可以节省一部分带宽

给视频和数据通道使用。

接收端可以利用 H.245信令发出信号 ,优先

使用低速率或高速率音频 。音频通道使用 H.223

AL2 ,它包括一个 8bit的 CRC 。G.723.1 CODEC

大约有 97.5ms 的端到端音频延迟 , 如果加上

Modem 、抖动缓存 、传输时间 、复用器以及其他延

迟 ,最终将导致 150ms的端到端音频延迟 ,其中

不包括传播延迟。为了在信道条件较差时能为视

频数据提供更多的带宽 ,笔者还实现了特殊的低

比特率编解码器 ,当通信双方均采用本产品时 ,可

以选用此种音频编码模式 。

2.5.2　系统实现

音频子系统主要提供音频信号的采样 、编码 ,

编码信号的解码 、回放 ,编码器和解码器模块的选

择和控制 ,音频信号的缓冲和延迟控制以及播放

提示音等功能 。音频子系统启动后 ,完全通过消

息机制与可视电话系统的其他模块进行交互 。目

前音频子系统中已经集成了特殊的低比特率编解

码器和G.723.1编解码器 ,使用 8kHz 、16位方式

采样和回放。

编码部分在正常工作前首先获得各个编解码

器的工作能力(如每次可以编解码的帧数 、是否支

持静音检测等),这些参数需要和通话的对方交

换。每次切换编码器时需要比较设置的工作参数

和对方的最大能力 ,保证对方有能力解本方编出

的码流 。最终的编码通过消息发送至上层的模

块。

解码部分根据每次获得的编码数据结构判断

编码的类型并且选择适当的解码器 。由于编码的

传输速度一般是不稳定的 ,为了保证声卡在播放

解码音频数据时不出现停顿现象 ,解码部分对解

出的音频数据进行了缓冲处理 。

2.6　视频采集处理

在可视电话技术中 ,视频信号的处理是最重

要和最复杂的部分之一 ,视频信号的数字化 ,则是

处理的第一步 ,它是由视频捕捉卡来完成的 。视

频捕捉卡应能满足以下要求:

①基于 PCI 总线 ,遵循 PC I 2.1 ,即插即用;

②图像分辨率支持 640像素×480像素;

③能接收 NTSC/PA L/SECAM 和 S_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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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输入信号;

④具有不低于 30 帧/ s的视频信号捕捉能

力。

视频捕捉卡的核心是视频采集芯片。VP324

选择了 Brooktree 公司的芯片 Bt848A 。Bt848A

是一个基于 PCI总线的视频捕捉单片解决方案。

此视频捕捉卡的电路设计和制作相对来说并不复

杂。为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 ,我们在卡上设置了

三个复合视频信号(CVBS)输入端子和一个

图 5　视频捕捉卡原理框图

Fig.5　P rinciple of V ideo Catching Card

S_video 输入端子。

　　而视频驱动程序 , 是建立应用程序操作

BT848卡 ,实现图像数据采集的接口 。视频驱动

程序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 16位的 DLL ,另一个是

32位的 VxD 。VxD主要是用来实现 PNP 功能 ,

完成系统启动时的资源分配 ,以及对硬件的操作。

16位 DLL 响应Window s控制面板的消息和应用

程序的消息(通过Window s API 的调用发出的),

并把某些消息再传送到 VxD ,通过 VxD 中的一

个 PM_API接口和 VxD通信。

2.7　视频子系统

2.7.1　系统原理

在Modem 可用带宽的任意子带宽上 ,H.324

都可发送彩色运动视频。H .324 支持 H.261和

H.263视频编码 ,优先选用H .263 ,H .261用于同

ISDN H.320视频会议系统互操作 ,而不需转换

视频格式 ,否则会增加难以忍受的延迟。H.263

同H .261一样基于相同的视频压缩技术 ,但增强

了功能 , 包括改进的运动补偿 ,使 H.324 只需

50%～ 100%的比特率就可达到与 H.261 相同的

视频质量 。当 H.324用于低比特率情况下 ,这种

改进效果尤为明显 ,但H .263用于高比特率时与

H.261差别很小 。H.263还包括范围更广的图像

格式
[ 7 , 8]

。

受比特率 、图像格式 、H.263可选项及场景复

杂性和活动量大小的影响 ,H.324视频可达 5 ～

25 帧/ s。 H.245 控 制 信令 ———VideoTempo-

ralSpatialTradeOff允许接收端在帧速和图像分辨

率之间进行一定的折中 。视频通道使用 H.223

AL3 ,它包括一个 16bitCRC 和序列编号 ,以及用

于对接收端错误视频数据重传的相关信息。

2.7.2　系统实现

视频子系统实现遵循 H.263协议的视频编

解码功能 ,并满足可视电话系统在一定的视频通

信带宽限制下对视频时延 、连贯性和图像画质的

要求。视频子系统与视频采样显示子系统 、数据

通信传输子系统和系统主控模块通过消息传递和

接口函数发生交互。

视频子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系统控

制部分实现子系统的启动 、退出 、编解码算法切换

以及与其他模块的数据交互和命令交互;核心算

法和公共工具函数部分实现码率控制 、编码模式

自适应选择 、快速 DCT/ IDCT 、运动估值 、去块斑

滤波 、环路滤波 、色彩格式转换 、图像内插和亚采

样 、累加绝对差和变差计算 、帧间预测和运动补

偿 、缓冲链表管理 、位流缓冲区管理 、FEC纠错成

帧等功能模块;H.263 编解码器部分实现遵循

ITU H .263 协议的信源编解码和视频复用编解

码。视频子系统由信源编解码器 、视频复用编解

码器 、发送接收缓冲区 、信道编解码器以及编码控

制单元等几部分构成 。

3　改进性能的实现策略分析

衡量可视电话系统性能的指标主要包括视频

传输帧率 、系统时延和唇形同步情况 。笔者研制

的可视电话系统在图像分辨率为 128 像素 ×

96像素的情形下最高传输帧率高达 25 帧/ s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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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系统单路时延不超过 350ms ,活动图像及其伴

音之间的唇形同步良好。该系统还具有不良通信

条件下的声像自动均衡功能和基于语音识别的声

控操作功能等特点。

3.1　视频码率控制

视频码率控制机制的目的是通过对编码参数

的动态调节 ,使可变速率视频编码器的输出码率

尽可能地接近额定的恒定码率 ,从而充分地利用

线路带宽 ,呈现清晰流畅的视频表现 。码率控制

解决方案是一个综合了图像序列亚抽样 、宏块级

量化系数调整 、编码模式自适应选择 、运动检测阈

值动态调整等技术的综合解决方案 ,为此笔者建

立了精细的码率控制数学模型 ,并支持帧率优先/

画质优先两种工作模式
[ 9]
。

3.2　视频信号的预处理/后处理

视频信号预处理机制的目的是尽量消除廉价

CCD摄像头_视频采集卡组合提供的视频信号中

的噪声成份 ,减轻由噪声引发的伪运动现象对视

频编码器的压力 ,改进视频表现。视频信号预处

理解决方案包括空间域和时间域上的滤波处理 ,

在空间域上采用幅度受控的中值滤波 ,在时间域

上采用简单的阈值截断控制。

视频信号后处理机制的目的是尽量消除由于

分块量化和运动补偿引发的图像块斑现象 ,改进

视频表现 。视频信号后处理解决方案是一个特殊

的去块斑滤波器 ,其滤波强度动态地自适应于块

斑强度 ,且在块斑边缘处比在图像块内部更强 。

3.3　计算密集型模块的快速算法实现

桌面可视电话系统的表现不仅受通信带宽制

约 ,而且受到系统计算能力的限制 ,计算密集型模

块的快速算法实现的必要性是明显的。本文设计

了结合量化单元的二维 DCT/ IDCT 蝶型基快速

算法和基于亚采样累加绝对差计算的多备选点三

步搜索运动估值快速算法 ,并在视频/音频处理模

块中广泛采用 MMX 并行处理技术 ,包括视频处

理模块中的图像色彩格式转换 、去块斑滤波器 、累

加绝对差和变差计算 、DCT/ IDCT 变换 、图像亚

采样/图像内插 、环路滤波器 、基于运动补偿的图

像块预测及重建等单元和音频处理模块中的码本

搜索 、线性预测系数计算等单元。

3.4　唇形同步

活动图像及其伴音之间的唇形同步是衡量可

视电话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本系统察觉不到唇

形同步不匹配现象 ,这主要得益于全面的唇形同

步控制机制 。在采集 、编码 、发送 、接收 、解码 、播

放/显示的全过程中 ,媒体数据以时间戳标记 ,视

频/音频信道之间的时间差在控制信道中传送到

接收端 ,系统通过在音频播放前增加额外的缓冲

来制造适当的时延 ,以维持活动图像及其伴音之

间的唇形同步 。

3.5　不良通信条件下的声像均衡功能

电话线路质量对可视电话系统的视频表现具

有明显的影响 ,在我国电话线路质量参差不齐的

现状下 ,寻找不良通信条件下改善系统视频表现

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系统的解决方案主要

是基于所谓声像均衡机制 ,通过采用特殊的低比

特率语音压缩算法 ,比通常的 G.723.1语音压缩

算法减少了语音信道码率 ,使视频信道能够占用

更多的带宽 ,从而改善了系统视频表现 。

3.6　基于语音识别的声控操作功能

基于语音识别的声控操作代表着当今智能化

电子消费品的潮流。基于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语音识别专有技术 ,在可视

电话系统中实现了声控操作功能。该系统语音识

别专有技术是一个基于非线性预测 、人工神经网

络 、动态时间弯折算法和隐马尔柯夫模型的综合

方案 ,基于这种专有技术可以为语音识别领域的

广泛应用提供世界最好(高识别率 、低误识率 、实

时高效 、最小系统资源占用)的解决方案之一 ,尤

其适用于特定说话人的语音识别应用场合。

4　结　语

本系统经信息产业部组织的专家鉴定 ,一致

认为其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优于国外同类产

品 ,并在视频编码 、音频编码和声像自动均衡技术

三个方面取得了创新和突破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由于桌面式可视电话只能满足一部分拥有计算机

的用户的需要 ,产品的市场规模还受到了一定的

限制 。因此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简单 、

方便的独立式可视电话单机是我们下一步的主要

任务 。本项目的成功为独立式可视电话的研制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 ,奠定了人才和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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