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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 PS TN 可视电话和 V.80 协议的基本原理 ,针对甚低带宽的 PSTN 线路特点 ,实现了一种有效

的同步传输控制模型 ,改进了 H.324 可视电话的性能 , 实现了与其他符合 H.324 国际标准的可视电话的良好

互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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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现代网络通信技术发展很快 ,但普通电

话线路仍然是目前的主流通信线路 ,而且拥有庞

大的 Internet 接入的潜在用户群体。短期内 ,

PSTN公用交换电话网络是无法被其他通信网络

所取代的 ,因此 ,研究基于普通电话线路的实用多

媒体可视通信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 ,基于低比特率的公用

电话网络的远程多媒体数据传输成为可能。为了

加速多媒体通信的发展 ,国际电信联盟通信标准

小组(ITU_T)推出了基于 PSTN 普通电话线路的

H.324标准 ,使不同厂家的 PSTN 可视电话终端

可以实现互通。自 1996年 H.324协议标准颁布

以来 ,国外已有不少公司开始产品研制 ,其中影响

可视电话互通的最关键技术是基于 V.80 同步传

输协议的通信控制。

笔者设计了一种基于 H.324协议框架的可

视电话系统(以下简称 VP324)。本文分析了

VP324系统通信传输控制的总体架构 ,通过研究

V.80同步传输协议 ,针对甚低带宽的 PSTN 线

路特点 ,设计实现了基于 V.80 协议的多媒体数

据流的同步传输控制机制 ,使 VP324系统在甚低

带宽环境下能表现出良好的性能。

1　VP324可视电话的通信原理

1.1　通信传输控制的分层逻辑

H.324 协议是基于 PSTN 线路的实时点对

点传输图像 、语音 、数据的通信协议 。在其基础上

实现的普通服务提供了语音与运动彩色图像的通

信及其基本控制 ,增强的服务可以提供高分辨率

静像传输 、远程数据获取 、应用程序共享 、实时文

件传输 、远程设备实时遥控等 。

H.324 协议定义了一系列以 PSTN 电话线

路为通信承载介质 ,能提供视频通信服务的商品

化可视电话的标准 , 其中包括信令控制协议

(H.245)、复用协议(H.223)、视频编码协议

(H.261/H.263)、音频编码协议(G.723.1)、调制

解调协议(V.34 ,V.42 , V.80)等[ 1] 。与数据传输

紧密相连的为复用协议和调制解调协议 。图 1表

示了通信传输控制的分层逻辑 ,其中 V.80协议

控制模块在可视电话通信进行过程中起重要作

用。

应用系统层 H.324

控制协议层 H.245

数据复用层 H.223

同步协议层 V.80

Modem 数据传输层 V.34/V.8/V.25ter

物理层 PSTN 普通电话网

图 1　通信传输控制的分层逻辑

Fig.1　Layered Logic of Communication

T ransmission Control

1.2　基于 V.80协议的同步数据传输控制

基于H .324国际标准 ,为了在PS TN线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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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可视通信 , VP324 系统要求使用全双工

V.34 Modem(速率可达 33 600bi t/ s),通信则由

ITU_T V.25ter 控制本地 Modem 功能。 ITU_T

V.80规范了一种针对异步 DTE 的带内 DCE 控

制和同步数据模式协议[ 3 ,4] 。V.80 协议是保证

多媒体数据传输的实时性 、同步性和不同厂家产

品互通性的基础 。

V.80协议是建立同步数据与异步数据传输

之间的一个通道 。它定义了基于异步数据终端设

备(DTE)的数据电路端接设备(DCE)控制与同步

数据的频带内传输(in_band)模式 ,提供了一个

H.324应用程序与 Modem 之间的一个标准接口。

V.80协议通过一些特殊字符标记将 DTE命令与

DCE 命令嵌入数据流中 ,实现异步 DTE 与 DCE

之间的信息交换[ 4] 。

1.2.1　带内命令

V.80协议中定义了两种带内传输命令集:

7bit带内传输命令和 8bit 带内传输命令 , VP324

设计中主要采用后者 。8bit 命令用于实现异步

V.25ter命令控制的 DCE 同步数据模式 。它包

含了一个可选的同步访问模式 ,提供对只有异步

串口 DTE设备的多媒体服务的支持。

在 V.80协议中 ,带内命令定义为以下结构:

　　　　<EM> <cmd>

其中 , “EM”是助记符 ,表示“ESC”字符 , 对应的

16进制值为 0x19;“cmd”对应不同的 16进制码 ,

与EM 组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包含不同命令的命

令集 。例如 , <EM > <err>表示传送终止。

1.2.2　同步存取模式选择

V.80协议设计的关键在于采取何种同步存

取模式 。V.80 的同步存取模式有 transparent

sub_mode 和 framed sub_mode 两种子模式。

1)transparent sub_mode

M odem 不做任何位操作 ,也不会进入 Hunt

for synchronization sequence 状态 ,所以接收数据

可能不是字节对齐 ,误码率也可能较高 。

2)framed sub_mode

M odem 底层会自动做插零/去插零位操作 ,

underrun 状态时 Modem 会进入 Hunt for syn-

chronization sequence 状态 ,直到收到 flag 才将数

据送往 DTE ,所以接收数据是字节对齐 ,误码率

低。

由于 t ransparent sub_mode不会进入Hunt for

synchronizat ion sequence 状态 ,所以接收数据可能

不是字节对齐 ,误码率较高。在实际调试中也发

现了数据不对齐的情况 ,图像和语音传送也不连

贯 ,经常有数据误码 、丢失的情况。根据调试的结

果 ,最后选择了 f ramed sub_mode 子模式 。

2　V .80控制模块在 VP324 中的协

作模型

　　为了保证多媒体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和同步

性 ,同时实现与其他厂家产品的互通 , VP324 系

统必须实现 V.80带内命令的正确解释 、V.80模

式切换控制和稳定的数据传输。为此 ,VP324系

统在复用层和 Modem 通信层之间设计了一个

V.80控制模块。

2.1　V.80控制模块实现

V.80控制模块实现了 V.80协议的透明化 、

去透明和命令解释等功能 ,通过调试选择了合适

的 V.80子模式 ,与H .223子系统密切配合 ,调用

Modem 通信层的通信函数 ,实现了基于 V.80同

步模式的稳定数据传输 ,进而实现了互通。V.80

的实现过程分为 Modem 检测 、V.80协议的初始

化与连接 、呼叫与数据传输三阶段 。

2.1.1　V.80协议的检测

检测已安装的 Modem 是否支持V.80协议。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向串口发送“AT +ES ?”命令 ,

然后读取从串口返回的字符串 。如果该字符串中

包含“OK” , 则表明连接此串口的 Modem 支持

V.80协议 ,否则表示不支持。对串口的读写 ,可

利用Win32函数 ReadFile()和WriteF ile(),这里

的File并不指硬盘上的一个文件而是一个通信端

口。

2.1.2　V.80协议的初始化与连接

Modem 通过 Modem 选择 、串口配置 、呼叫方

式选择(语音或视频)以及 Modem 的纠错方式选

择等步骤进行初始化 。

AT 命令方式下 ,为了从系统登记库中读取

Modem 命令信息(串口 、Modem 名等),必须首先

获取串口和Modem 的安装信息 ,这样才能正确使

用某一 Modem 的命令集 ,关键技术就是调用 Re-

gEnumKeyEx(),从系统登记库“HKEY_LOCAL_

MACHINE Enum”的关键字下枚举所有的内置

Modem 的安装信息 , 从系统登记库的关键字

“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  Current-

ControlSet Services Class Modem  ”枚举所

有的外置 Modem 的安装信息 ,获取相关信息后 ,

就可以初始化串口 ,并读取相应 Modem 控制命

令 ,正确完成各种电话功能 ,且做到 AT 命令与具

体 Modem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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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到可用的 Modem 后 ,对 Modem 进行常

规设置 ,最后发送 V.80启动和配置命令。

①起动 V.80:发送“AT +ES=6 , , 8” ,启动

V.80的同步存取模式。

②配置 V.80:发送“AT +ESA=0 ,0 , 0 , ,0 ,

0 ,126”配置同步存取模式 。

2.1.3　呼叫与数据传输

向Modem 发送各种呼叫命令 ,如拨号 、摘机 、

挂断等 。Modem 不断地响应 EV_CHAR 串口消

息 ,从串口中读取数据 ,并根据 Modem 的连接状

态 ,将数据及时处理 ,即如果此时已是视频连接 ,

则将数据传送给 H.223 ,否则数据被认为是 Mo-

dem 的返回信息码 。

2.2　协作模型分析

VP324系统中H.223复用层与 V.80传输控

制紧密相连 。由图 2可以看出 ,H.223 数据通过

Modem 经由 PSTN 线路传送对方。在发送方 ,

H.223数据到达 Modem 之前 , V.80传输控制根

据Modem 连接状态 ,对数据及时处理;在接收方 ,

数据从 Modem 到达 H.223 之前 , 数据经过

<EM>透明化和命令解释后 ,送往 H.223复用

层。在 f ramed sub_mode 子模式下 , H.223 、V.80

与 Modem 之间协作模型如图 2所示。

2.2.1　发送方数据发送通信控制机制

1)本地H.223协议层发往Modem 的数据为

“ <EM><f lag>+数据块+<EM ><f lag>” ,

即以<EM><f lag>作为 PDU 的边界 ,H.223协

议层不做插零操作 ,但做 CRC编码。

2)Modem 作 EM 透明化 ,传送到线路的数

据为纯H .223同步数据流 。

　　3)发送方出现 underrun 时 ,如果是在 Non_

Flag 状态下 ,Modem 底层发送一个 abo rt ,即 7个

以上的“1” ,然后发送 flag;f lag 状态下则直接发送

“ flag”流。

2.2.2　接收方数据接收通信控制机制

1)首先进入 “Hunt for synchronization se-

quence”状态 ,即不断搜索 f lag ,直至收到 f lag ,并

发送<EM ><err>,标志第一个 PDU 的开始 ,

以后再收到 flag 并且该标志后为 H.223数据时 ,

则发送 <EM ><flag >, 标志新的 PDU 开始。

应注意的是 ,收到<EM ><err>或 flag 后 ,紧接

着收到的 f lag 不发向 DTE 。最终形成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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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流:

<EM><err>…<EM ><flag>…

　　　　　　PDU　　　　　　PDU

<EM><flag>…

　　　　　　PDU

2)DCE向 DTE 传送的数据形式为“ <EM>

<flag >+数据块(含假 f lag)+<EM ><flag

>” ,数据经过 <EM >去透明化和命令解释后 ,

即为 H.223数据 ,H.223不再做去零操作 ,但做

CRC 校验 。

3)Modem 收到连续的 7个以上的“1”时 ,表

示发送方为 underrun且为 Non_flag状态 ,向 DTE

发送<EM><mark>,然后进入“Hunt for syn-

chronization sequence”状态。如果收到<EM ><

err>或 f lag ,则紧接着收到的 f lag 不发向 DTE 。

3　带宽动态检测与高级控制策略

PSTN 线路环境的带宽很低 ,一般只能达到

28.8k(现在提升到双向 33.6k)甚至更低 ,带宽资

源非常宝贵 ,同时由于各地线路条件不一 ,优劣交

错 ,线路带宽也极不稳定 ,因此 , VP324 在这样的

线路上进行多媒体通信 ,既要做到充分利用现有

资源 ,又要适应线路带宽的下降和抖动 。

基于 V.80协议原理 ,当两个 Modem 之间建

立连接后 , Modem 通过串口向应用程序传送

<EM><rate><tx><rx>命令 。Modem 监

控实体实时提取此命令 ,告诉上层应用程序 ,根据

<tx><rx>值便能得到当前通信的传送与接收

的峰值速率。而当带宽变换时 ,Modem 之间进行

协商与重训练 ,获取新的带宽 ,并通知上层。

基于 V.80协议的带宽动态检测 ,能够及时

获得当前线路的实际通信有效带宽 ,动态调整

H.223多通道码流复用策略和音频 、视频编码算

法控制策略。

3.1　通信时延与唇形同步控制

在VP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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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 synchronization)控制非常重要 , 本系统

主要通过以下 3种控制策略。

1)由于 PSTN 线路条件差 ,带宽很窄 , V.80

模块通过动态检测线路状态 ,调整图像编码码流

流量 ,适应当前客观的 PSTN 线路条件 ,最大程

度上减小媒体数据的传输时延 ,此机制也同时缓

解了因为时延过大造成各通道媒体数据无法同步

的现象。

2)图像编码模块与 V.80同步传输控制模

块 、H.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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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ms以内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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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中通过增加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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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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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时延

补偿的具体长度 ,H.223会根据音频SDU和视频

SDU的时间标签 ,并结合其他参考因素(如 CPU

处理能力 ,H .245协议的 Skew Indicator信令参数

等)进行动态调整。

3.2　声像自动均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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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324系统的解决方

案主要是基于声像自动均衡机制 ,采用码率仅为

2.4k 的 LPC10e 高效语音压缩算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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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用双音频编码策略 ,通过转换音频压缩算

法 ,缩减语音占用带宽 ,为图像腾出更多空间 。当

线路带宽进一步下降时 , 系统自动将标准的

G.723.1编码转换为 LPC10e甚低带宽编码策略 ,

这时音频数据占用带宽由 6.3k/5.3k 下降为

2.4k 。此控制策略带来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好处:

①2.4k以下的音频编码数据流量引起的数据复

用和传输控制延迟急剧下降 ,使得在 PS TN 实际

线路不好的情况下 ,可视电话两端用户听到的语

音延迟没有明显加大 ,感觉自然。 ②缩减语音占

用带宽后 ,为图像腾出更多空间 ,在同等条件下 ,

可以适当增加视频传输质量和提高帧率 。实际环

境运行的统计结果对比如表 1所示 。

在 PSTN 低带宽环境下进行可视通信 ,若采

用G.723.1的音频编码方式 ,占用 6.3k/5.3k带

宽 , 除去带内控制信息所占带宽(约 2.5kbit/s左

右)后 , 图像可用的最大带宽为 x -5.3kbit/ s-

2.5kbit/ s ,带宽资源极为紧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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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同等条件下的最高帧率统计结果对比

Tab.1　Highest F rame Rate Comparison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

带宽

/(kbit·s-1)

正常

/(帧·s-1)

启动自动均衡

/(帧·s-1)

其他同类产品

/(帧·s-1)

33.6 >24　 >27　 >15

28.8 20 24 15左右

24 15 18 10～ 13

21.6 12 15 8～ 12

19.2 8 10 不稳定

14.4 4 7 不稳定

12 2 5 不能工作

9.6 0.5 2 不能工作

　　而人对图像最有效的基本要求是 24帧/ s ,如

果为 10 ～ 15帧/ s ,给人的感觉一般也可以接受。

分析表 1可得 ,一般在 19.2k 以下就应该启动自

动均衡技术 ,平均提高帧率可达 3 ～ 4帧左右 。采

用此技术 , VP324 系统在同等条件下 ,其性能表

现要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4　结　语

本文分析了基于 V.80协议的同步传输控制

机制 ,该机制的实现大大提高了 VP324系统在

PSTN线路上的性能表现和适应性 ,同时与符合

H.324国际标准的国外主流厂家的可视电话产品

实现了良好的互通。其性能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

1)动态调控视频编码策略 ,适应当前实际通

信带宽要求 ,既保证带宽的充分利用 ,又能有效防

止复用层上溢造成视频编码数据丢失 ,降低媒体

信号延迟 。

2)声像自动均衡技术 ,通过转换音频压缩算

法 ,缩减语音占用带宽 ,为视频腾出更多空间 ,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视频质量和连贯性 。

3)使带宽波动对唇形同步的影响降低到最

小。

VP324系统在音视频编码 、声像自动均衡技

术等多个方面取得了创新和突破 ,在 PS TN 线路

上可以传输清晰流畅的连续活动视频 ,其活动视

频图像分辨率可达 352 像素 ×288像素(PSTN

上的同类产品图像分辨率为 174 像素×144 像

素);最高帧率可达 25帧/秒(其他同类产品一般

为15 ～ 20 帧/秒);系统单路时延不超过 350ms

(其他同类产品一般为 400ms以上);图像及其伴

音的唇形同步良好;有效带宽在 12k 时还能正常

工作(其他同类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正常

工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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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PSTN video_phone and V.80 pro tocol.By

analy zing the Recommendation V.80 which is in_band DCE control and synchronous data modes

for asynchronous DTE , the author implemented an effect ive control model of synchronous t ran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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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bi t_rate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on PSTN.It improved

on the performance of H.324 videophone(VP324)greatly , Based the control mechanics , the

video phone system can interact wi th other products based H .324 ef fectively.

The increasing performances of the VP324 system com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①Adjusting the video codec st rategies dynamically to adapt to current real communicating

bandwi th.It can no t only use the bandw ith suff iciently , but also prevent data overflow of multi-

plexing layer , and reduce the delay time of media signal;

②Put ting forw ard an Autobalancing Technology for audio_video processing w hich makes the

picture mo re smooth and clear.I t vacate more bandw ith spaces for video st ream by transferring

the audiocodec policies which reduce the occupancy of audio streaming bandw ith between 5.3k/6.

3k and 2.4k;

③Reducing the ef fect on lip_synchronization to the lowest level due to bandwi th waving dy-

namically , Through the V.80 control module cooperating w ith H.223 module and media codec

modules.

VP324 system already passed the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Industrial

Bureau , its all performance indexes achieve the nat ional accredited requirements , and some of

them exceed the other products based H .324 , such as the highest f rame rate is up to 25 fps under

PSTN 28.8k bandw ith.

Key words:videophone;data mutiplexing;synchronous t ransmission;V.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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