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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实时监测软观察仪辅助可视通信系统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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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基于 ISDN 的 H.320 Videophone通信系统的开发过程中 , 介绍了利用软观察仪在确立系统软硬件

分工 、调整系统采用的算法 、图像码率控制 、码率统计及图像格式选取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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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硬件设计过程中 ,开发人员往往需要得到

一些描述系统特性的特征值。使用示波器对系统

进行动态地实时监测 ,即可得到需要的数值 。通

过对这些特征值进行分析 ,观察特征值在某个时

段内的迁移变化 ,可掌握系统运行状况 ,达到对系

统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的目的。这种设计思想

同样适用于 Videophone 系统的开发过程。在系

统设计过程中 ,根据对 ITU_U H.320系列通信协

议的分析 ,可提取一组用来描述系统特性的重要

参数 ,如状态 、参量 、信道等。在系统运行过程中 ,

通过使用实时监测软观察仪(real_time monitor

observer),定义了各种软件“探头”(probe),这些

“探头”独立于实际的通信系统 ,可被动态地打开

或关闭 。利用“探头”来实时监测系统运行 ,在运

行过程中动态获取所需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

分析 ,了解所设计系统的特性 ,尽快发现整个系统

的“瓶颈” ,从而达到优化系统的目的 。实际结果

表明 ,实时监测软观察仪在 Videophone 系统的开

发过程中起到了较好的辅助作用。

1　ISDN Videophone系统结构设计

H.320系列协议规定 , I/O 进来的原始图像

和语音数据 ,经过视频编码器和音频编码器处理

后 ,同 H.242 、H.230 提供的信令信息和遵循

H.221规定的帧结构规范组合在一起 ,再发送给

用户_网络接口 。同样 ,从网络接口接收到的数

据 ,经过 H.221分接以后 ,将不同类型的数据分

别送到视频解码器模块 、音频解码器模块和带内

端到端信令处理模块进行处理[ 1] 。

根据 H.320的系统结构 ,笔者设计的 Video-

phone系统结构如图 1所示 。

H.320被划分成 H.242/H.230 发送处理模

块 、H.242/H.230 接收处理模块 、H.221 协议模

块 、图像的编码 、图像的解码 、语音的编码 、语音的

解码 7个部分。为了让 ISDN 可视电话仿真运行

系统支持电子白板等其他数据传输功能 ,增加了

数据处理模块 。通信处理模块进一步划分成网络

数据接收和网络数据发送两部分 。另外 ,还有语

音驱动和图像驱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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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观察仪在 Videophone 系统开

发中的应用

2.1　确定系统的软 、硬件分工

整个Videophone是一个较复杂的多线程系统 ,

必须使各个模块协调工作 ,以满足 ISDN基本速率

接口中 2B通道规定的 128kbit/ s数据传输速率的

要求。同时 ,为了降低产品的成本 ,尽可能使用软

件实现功能模块和较低主频的 CPU 。而哪些模块

可以利用软件完成 ,取决于算法的效率和 CPU的

处理能力。在开发过程中 ,笔者设置了一些软件探

头统计各个模块实际占用 CPU的时间 ,同时定义

各个线程的不同优先级别。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分

析和多次实验 ,确定了 Videophone系统软 、硬件构

成 ,图1所示的灰度块表示由硬件实现。在 CPU

采用奔腾 166的情况下 ,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2.2　算法参数的选择及算法性能的折中

Videophone系统中图像编解码的算法设计 ,

不仅算法本身有许多参数需要通过实际运行进行

调整 ,而且参数的调整应权衡图像的质量和算法

编解码的速度。如图 2所示 ,监测窗口中“sy stem

config picture mode”表示图像编码类型 ,可根据实

际需要选择当前编码类型采用 Int ra 帧还是 Inter

帧 ,并可动态得到编码的比特率及采用 H.261编

解码实际占用 CPU 的时间;“Adaptive Quantiser”

反映自适应量化系数 。量化是控制码率的一个基

本手段 ,且量化系数的大小及分布状况对主观图

像质量有很大影响 ,它是以宏块为单位进行的。

协议规定 ,H .261只支持 QCIF 或 CIF 图像格式。

QCIF 由 3 个块组构成 , 分别标识为 GOB1 、

GOB2 、GOB3;CIF 由 12 个块组构成 , 标识为

GOB1 ～ GOB12。GOB窗口能实时反映每个宏块

量化系数的变化情况 。在线监测窗口还能动态提

供比特率控制情况 ,可从中得到当前帧的输出比

特率 ,与平均比特率相比 ,即能了解当前算法比特

率控制情况。“Encode Mode Control”表示每个宏

块编码类型 ,对于 Inter 帧 ,共有 11 种编码模式 ,

分别对应于 Encode M ode Control 中 11 个小窗

口 ,若窗口的值不为 0 ,即表明当前宏块采用该编

码模式。表 1是实际运行时图像质量与帧率的关

系。

表 1　图像质量和图像帧率之间的关系

Tab.1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Video

Quanlity and F rame Rate

质量等级 帧率/(帧·s-1)

优 2

良好 8

中 10～ 12

差 15

图 2　H.261 部分在线监测窗口

Fig.2　Part of H.261 On_line Monitoring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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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图像码率的控制

尽管每帧图像采样的大小一样 ,图像编码输

入的比特流固定 ,但图像每帧编码的输出是不定

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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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使用可

视电话的场合 ,通常人的图像变化较小 ,但这种图

像变化的幅度对编码率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

在实际的 ISDN 可视电话中 ,图像编码输出的数

据 ,最终要链接到一个固定码率的 ISDN 通道上 ,

链接的接口一般是通过数据缓冲来完成的。编码

模块不断向缓冲区中写入数据 ,而线路匀速地从

里面读出数据 。缓冲区大小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发

挥编码器的效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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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很重要。在 ISDN 可视电话运行系统中 ,线路

码率控制可以采用在图像的编码和图像编码输出

之间建立一个反馈的链接 ,用反馈的结果来控制

图像编码的参数 ,如图 3所示 。

2.4　图像码率的统计与图像格式的选取

因为 N_ISDN 基本速率接口中的 2B通道只

有 128kbit/ s ,采用 G.728语音编码方式时其传送

图像的最大带宽为 108.8kbit/ s ,因此 ,估算图像

的码率不仅可以检验图像的平均压缩比是否符合

要求 ,而且便于图像编码算法参数的调整 。由于

H.320支持 CIF 和 QCIF 两种图像格式 ,通过图

像码率的比较 ,可以更好地选择通信中的图像格

式。表 2是系统运行时得到的统计结果 。

表 2　图像比特率统计

Tab.2　The Statistics of Video Bit Rate

每秒帧数
图像格式 CIF

/(kbit·s-1)

图像格式 QCIF

/(kbit·s-1)

8 85.5 20.5

10 102.4 27.9

15 145.2 35.6

20 178.2 44.5

30 268.8 68.7

　　由表 2可以看出 ,在 2B+D的基本速率接口

下 ,若采用 G.728的语音编码方式 ,除去控制信

息所占带宽 3.2kbit/s ,图像的可用最大带宽为:

128kbit/ s-16kbit/ s-3.2kbit/ s =108.8kbit/ s。

而人对图像的基本要求是 24帧/ s ,所以 ,基于 IS-

DN 基本速率接口的可视电话应当选 QCIF 格式 。

但是目前运行于 PC 的可视电话 ,由于受到处理

器能力的限制 ,每秒的帧数一般为 10 ～ 15帧 ,如

Intel的商用可视电话就是这种情况 ,给人的感觉

一般也可以接受 。本系统中图像的帧率和图像的

质量是密切相关的 ,帧率最高可达 15帧以上 。

2.5　H.221与 H.242模块的动态检验

由图 1可知 ,H.221模块是系统的核心之一。

H.221模块负责语音编码 、图像编码 、数据的打包

和解包 、帧对齐 、帧对齐字丢失的恢复 、复帧对齐 、

复帧对齐字丢失的恢复等[ 2] 。H.221的处理过

程比较复杂 ,下面介绍通信过程中错误条件下的

恢复过程 。

1)帧对齐信号丢失的恢复。首先设置一个

时钟(比如 1s),重新进行帧对齐字的查找 ,在这

期间接收的数据可能因为失去帧对齐 ,内容无法

确认而被丢失 。如果在设置的时间内找到帧对齐

字 ,恢复帧对齐 ,则正常的通信过程继续进行;如

果时钟超时则要重新进行初始化过程。

2)复帧对齐信号丢失的恢复。复帧对齐字

的丢失将导致初始化通道与附加通道之间失去同

步。一旦同步丢失 ,应该先设置一个时钟 ,重新查

找复帧对齐字 ,对复帧对齐进行确认 ,同时通过复

帧编号进行同步。

3)通道链接丢失的恢复。通道连接的丢失 ,

意味着端到端的通信已经不能正常进行 ,此时接

收的数据均毫无意义 ,这种错误的出现一般会从

网络信令中得到提示 ,表明链接已被中断 ,要根据

不同的情况以及丢失通道的类型(是初始化通道

还是附加通道)来进行处理 ,可能要进行通道的重

新编号和重新链接申请 ,再进行通道内的初始化

过程 。

H.221模块的实现不仅涉及到协议本身的复

杂性 ,同时协议的实现应忠实于协议的规定 ,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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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不同厂家生产的可视电话能够相互通信。为了

有效地发现可能出现的错误 ,笔者在 H.221模块

的设计过程中增加了 B 通道的在线观察窗口 ,可

动态地获取通信过程中包括 B通道的内容 、FAS

命令 、当前的状态等各项相关信息 。

H.242模块对端到端之间建立通信的带内信

令规程进行控制 。H.242定义的控制规程包括链

接建立 、能力交换 、模式切换等 ,在通信过程中控

制信令一般携带在数据帧的 BAS 命令中[ 3] 。通

过在H .242 模块的设计过程中增加对控制信令

的观察窗口 ,可获取通信过程中的 BAS 命令 ,对

造成通信过程异常的 BAS信令进行分析 ,保证通

信过程的正常进行。采用此种方法对实现与其他

厂家产品的兼容也有一定意义 ,可借助这个窗口

获得其他厂家产品的能力值信息与模式命令信

息。

2.6　系统模块间的协调

系统数据流程如图 4所示 。由于各个线程之

间的处理速度不同 ,因此 ,线程之间使用缓冲 ,缓

冲大小的设置和使用什么样的数据读写机制都需

要对这些缓冲区进行观察 ,发现瓶颈所在 。笔者

对这些缓冲区设置了软件探头 ,在系统运行过程

中进行实时观察 。观察缓冲区的满溢程度 ,可以

很快发现缓冲区的大小是否合适 ,模块读写缓冲

区内数据的策略及每次读写数据块的大小。比

如 ,在H.221如何读取语音编码 、图像编码缓冲区

的问题上 ,可采取两种策略:H.221采用查询方式

读写缓冲区;缓冲区根据内部的数据量通知 H.

221读写 。通过对缓冲区内容的动态观察 ,可以

很快选择较好的策略 。

　　由于图像编解码速度一般比语音编解码速度

慢 ,所以为了保持语音/图像的一致(lip synchro-

nisation控制),需要对语音进行延迟。又由于图

像的编码和解码速度取决于不同终端各自的实现

算法 ,所以对语音的延迟应在接收方和发送方分

别进行 。例如在接收方 ,这种控制可以通过在语

音播放中加入延迟来完成 ,设计中通过增加语音

播放缓冲区的个数来达到这一效果 。同样 ,通过

缓冲区的在线监测 ,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延迟语音

缓冲区的大小 ,较好地达到了唇形同步 。

3　结　语

在 ISDN Videophone 的开发过程中 ,利用软

观察仪对系统实际运行过程进行观察和测试 ,可

获得详细的统计数据与调试信息。对于调整系统

算法策略 、改进各模块的性能 、系统模块之间的动

态调整及系统性能优化都有着实际的意义 ,这也

是传统调试工具所无法提供的 。实验结果表明 ,

软观察仪在 H .324 ,H.323等多种多媒体通信系

统的开发过程中都可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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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principle of oscillog raph on the analysis of hardw are , we int roduce the assis-

tant application of real_time monito r observ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audiovisual communication

sy stem.In this paper , we emphasize on int roducing it' s u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videophone

based on ISDN H.320 series protocols.

Using the observer ,we define kinds of “probes” independent of real communication sy stem .

Using these probes to moni tor running system , dynamical parameters are snatched.Base on these

parameters , th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re realized.Thus w e can find the sy stem' s “bot tle_neck”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adjust system design and optimize sy st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video module , we def ine parts of on_line monitoring windows , from

which we can get statistic data;with w hich we adjust arithmet ic in video coding module and de-

coding module.The same application in video module can help to control coding efficiency in video

coding module , and help us to choose accurate video format in communicat ion.

Sof tw are prob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uffer in thread help us to know whether the buffer

size is suitable , and make policy that we read and w rite data to those buffers.For example , accord-

ing to on_line observing ,we f inally choose quantity and size of the audio buf fer to achieve the best

lip_synchronization result.

Key words:observer;videophone;real_time monito r;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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