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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基于 ITU_T 协议标准的数字化监视系统的特点 、组成及功能 , 详细论述了系统实现的关键技

术 ,描述了系统在电力设备远程监控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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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视频监控系统作为视频技术研究的最

新成果 ,解决了传统视频监控中的许多问题 ,使管

理部门能在办公地点随时实现远程监视 ,获取更

多信息 。远程监控实际是多媒体通信技术的应

用。多媒体通信要求通信各方遵循统一的国际标

准 ,以保证通信终端设备的互通和用户对符合标

准的终端产品的自由选择。为此 , I TU_T 制定了

一系列标准 ,用于规范多媒体通信的主要环节。

这一系列标准基本覆盖了当前通用的通信网络 ,

对多媒体通信终端的设计和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目前 ,国内监控行业推出的产品类别繁多 ,但

遵循 I TU_T 协议标准的产品不多 ,很多产品实际

是本地监控产品的变种应用。而在需大规模布点

的远程监控应用中 ,如电力设备的远程监控 、军用

仓库的远程监控 、银行营业点的远程监控和保安

远程监控中 ,由于监控产品没有按照国际标准生

产 ,其互通性 、标准性和兼容性存在的困难使上述

应用受到极大的限制 。

本文提出并实现的远程监控系统 ,以基于

ITU_T 协议标准的多媒体应用开发包为平台 ,通

过提供统一的应用界面和功能 , 使系统能在

PSTN网络 、ISDN 网络 、LAN/ IP 网络及宽带无

线网络环境中应用。

1　系统的特点 、组成及功能

1.1　系统的主要特点

1)支持国际电联 ITU_T H.324/323/320标准 ,满

足数字图形 、数字语音和数据的国际传输标准;

2)支持 16×4路的远程监控和远程遥控云台;

3)支持门禁 、磁卡管理;

4)支持模拟量和开关量的采集和远程传送 ,

便于进行远程环境监控;

5)支持本地和远程数字化录像;

6)远程高清晰度数码快照;

7)带安全防护的远程连接及多级密码管理 ,

便于军事及保密单位使用;

8)带电子地图的远程连接 ,方便连接操作;

9)图像清晰流畅 ,在电话线网络环境中图形

最高帧率可达 25帧/ s;

10)采用独特声像均衡技术 ,在通信线路状

态不好(PS TN 有效带宽仅为 12k)时 ,仍可保持

均衡的图像和语音。

1.2　系统组成

系统由监控前端系统 、远程监控终端组成。

监控前端系统主要由监控摄像机 、云台 、解码控制

器 、音视频矩阵 、监控主机 、视频图像采集卡 、非接

触式磁卡控制器 、IO 及传感器 、对讲及监听设备

和网络接口设备组成 。其中图像采集卡完成高达

30帧/ s的四路图像采集 ,图像精度达35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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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用于控制摄像头的上下左右旋转 、镜头变焦

等。解码器为摄像头控制的计算机接口设备 。视

频矩阵提供 16×4的图像 、声音切换。监控主机

为运行监控管理软件的计算机系统 。磁卡和门禁

控制用于仓库 、大门的进入管理 、巡更管理。 IO

及传感器用于监控点的温度 、烟感 、破玻报警传感

器接口等。对讲和监听设备由麦克风和音箱组

成 ,完成对监控现场的监听和对讲。网络接口设

备包含 Modem 、网卡 、ISDN 卡 、宽带无线接入设

备等 。

远程监控终端由一台 PC 机组成 ,完成远程

连接和远程监控功能 。

1.3　系统功能

1.3.1　监控前端设备的功能

1)声像同传:图形 、语音和数据远程传送。

2)报警连接:报警时主动同监控中心连接 ,

图像自动切换至报警点图像。

3)云台控制:可以控制摄像机的旋转 、聚焦 、

放大 、灯光控制等。

4)环境监测:自动完成温度 、湿度 、烟感信号

的采集和传送。

5)现场监管:可直接同现场工作人员通话或

监听现场声音。

6)门禁管理:记录进入监控点人员的信息。

7)巡更管理:记录巡更信息 ,同时自动拍摄

快照 ,保存身份的完整记录。

8)本地录像:数字化录像。

9)本地快照:本地高清晰度数码快照 。

1.3.2　监控中心功能

1)自动巡查:以预先设置巡逻路线定点 、定

时 、巡查各监控点。

2)报警连接:自动切换至报警图像 ,在电子

地图上显示报警点信息 ,进行报警录像 。

3)远程遥控:监控人员可以远程控制云台和

远程切换摄像头 。

4)远程监管:对现场值班人员进行远程监

管。

5)地图导航:以电子地图方式检索监控点 ,

点击监控点即可同该点连接。

6)密码管理:远程连接时自动进行密码校

验。操作时具备 LOG 管理。

7)远程检索:远程检索前端设备中保存的快

照 、录像 、巡更记录。

8)数字录像:完成远程录像 、录像信息的回

放 、检索。

9)异地快照:异地高清晰度数码快照。

2　监控系统在电力设备远程监控中
的应用

2.1　系统结构

本文所述的远程监控系统 ,完整地实现了电

力设备的远程监控 ,使供电部门电力调度 、远程监

管达到遥测 、遥信 、遥调 、遥控等“五遥” 。由于电

力部门开闭所 、变电站的网络环境不统一 ,有的通

过ATM 网络同监控中心连接 ,有的利用 PSTN

同监控中心连接 ,因而监控系统必须能满足多种

网络环境的应用需求 。武汉供电局下辖数百个变

电站和开闭所 ,这些设备的巡查和检修常常耗费

大量的人力 、物力。本系统为配电设备工作运行

状态的实时监控 、加强故障快速维修处理能力提

供了有力的工具。

系统采用星型组网方式 ,在武汉供电局汉口

分局的调度指挥中心设立远程监控系统 ,在开闭

所 、变电站建立远程监控前端设备。图 1 显示了

运行在开闭所的监控系统图。

2.2　系统扩展功能

“遥视”系统除完成本文实现的远程监控功能

外 ,还为电力设备远程监控提供一系列应用 。

1)电柜状态监控。电柜设备的工作状态如

闸刀的开闭状态是电力设备管理的重要环节 。系

统对电柜设备的工作状态进行实时采集 ,通过数

据通道将电柜设备的工作状态送入监控中心 。系

统可以将预置的电柜闸刀开闭状态下载到现场 ,

一旦电柜设备闸刀开闭状态与预置不符 ,可以向

远端监控中心调度室报警。由于电柜开关 、电柜

上的仪表布局等原因 ,以普通模式安装摄像机无

法达到监视电柜设备的目的。系统设计了一个行

车 ,通过控制安装在行车上的摄像头的移动 ,系统

能在更大范围内清晰地监控现场设备的运行情

况 ,并可以摄取电柜开关上的电表度数 、调闸报警

标志 、仪表显示等重要数据。当电柜开关状态发

生变化时 ,系统记录变化状态 、时间并报警。现场

监控设备主动同监控中心远程连接 ,向监控中心

报告现场设备的状态变化 。

2)巡更管理。为便于设备检修和巡更管理 ,

磁卡和门禁用于大门的进入管理 ,只有注册的合

法卡号才能打开门禁 。系统记录现场操作者巡查

时间 、操作者快照等操作者信息 ,保存身份的完整

记录。为了在凌晨高事故时间段加强监控 ,系统

提供了自动巡查功能 ,远程监控终端预先设置巡

查点和时间 ,系统在预定的时间自动拨号连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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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开闭所电力设备远程监控系统图

Fig.1　Sy stem Diag ram of Structure of Surveillance Sy stem

控前端设备并录像。

　　3)报警接入。非法闯入 ,电柜开关状态发生

变化 ,用于监控的温度 、烟感 、破玻报警传感器等

均能触发报警 。报警发生时 ,监控前端设备产生

一系列动作:记录报警时间 、地点 、类型等参量 ,启

动报警声音 ,主动同监控中心连接 ,图像自动切换

至报警点图像 ,显示闪烁报警标志等 。对非法闯

入者 ,系统能自动报警并自动录像 。

4)远程会商。当配电设备出现问题而现场

人员无法解决时 ,检修人员可以拿系统提供的手

持式摄像头 ,将现场的视频信息传递到监控中心 ,

便于专家诊断 ,指导解决问题 。系统提供“对讲”

功能 ,监控中心可同现场人员进行语音交互。

5)地图导航。当远程监控点达到一定数量

后 ,电子地图为系统提供方便的检索和连接工具。

电子地图支持地图分层和多级检索 ,在相应的电

子地图中点击监控点图标即可同该点连接。电子

地图包含编辑功能 ,用户可以配置地图 、子地图和

监控点的参数信息。系统还提供了树状监控点导

航连接功能 ,通过在数据库中存储多层树状排列

的监控点 ,用户能方便地检索到远程点并完成远

程连接功能。

6)远程配置信息的获取。在远程连接时 ,由

于各监控前端设备配置的监控摄像机数目 、配置

云台控制的监控摄像机各不相同 ,远程监控系统

在完成图像切换 、云台控制时必须获得监控前端

设备的配置以便完成相关操作 。系统完成远程连

接后 ,前端设备自动向远程端发送这些配置信息。

7)系统支持 16点的视频接入 ,提供 8路模

拟量的输入 、输出 ,16路开关量的输入 、输出 ,1路

门禁控制和 1路变频器控制。考虑到工业现场的

环境 ,系统采用工控机封装系统 ,系统平均无故障

时间可达 10万 h 。

3　关键技术

3.1　多媒体应用开发包

系统实现的核心技术在于开发了基于 ITU_

T 协议标准的多媒体应用开发包 SDK ,开发 SDK

的目的除封装 ITU_T 协议标准的复杂性 , ITU_T

标准的多媒体通信和图像 、语音 、数据处理能力 ,

使监控软件透明地使用多媒体通信功能外 ,还提

高了监控系统的易用性和可重用性 。在开发监控

系统中 ,可以设计统一的界面和应用功能 ,而每开

发一项新的监控系统的功能 ,意味着对 H .324 、

H.320 、H .323监控系统的同步升级。

在自主研制的 H.324可视电话 、H.320可视

电话 、H.323 视频会议的基础上实现的 SDK ,将

各种分散的服务模块集成为简单的 、满足应用层

需要的服务 ,或将一些基本服务直接提供给应用

层使用 。SDK管理和传递应用层的命令 、数据等

信息 ,调用相应的服务 ,并将底层服务的消息传递

给应用层。SDK 提供以下 8 类功能:①初始化 ,

完成装载 SDK 和卸载 SDK 的功能;②图像采样

和显示 ,完成本地采样窗口显示 、异地采样窗口显

示 ,设置窗口属性 ,设置视频采样图像大小;③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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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连接 ,完成呼叫 、摘机 、挂机 、接收呼叫请求等功

能;④媒体控制 ,完成语音音量控制和图像质量控

制函数 ,传送/停止传送语音功能 ,传送/停止传送

视频图像功能 ,调节视频图像质量功能;⑤快照接

口 ,完成拍摄本端或远端快照及相关接口函数功

能 ,快照检索功能;⑥录像 ,完成本地录像 、异地录

像 、录像检播功能;⑦数据发送/接收 ,完成数据帧

的发送和接收;⑧通信控制 ,设置带宽 、获取带宽 、

获取带宽帧率等 。

SDK 的接口可以分为接口函数 、消息 、回调

函数 3类。接口函数提供给应用层直接调用 ,实

现服务的启动及停止等功能;消息向应用层传递

各种信息 ,进行信息翻译和发送工作;回调函数通

过执行客户端代码 ,实现特定的服务功能。在

SDK 的实现过程中 ,尽量减少应用层和 SDK 层

的交互 ,使 SDK 层除了完成消息数据转发外 ,还

有一定的控制协调功能 ,达到底层的完全透明化 ,

但又保证有足够多的接口来满足应用层的要求。

应用层和底层的交互原则上应通过 SDK 层中转 ,

必须由应用层和底层交互的 ,则通过回调函数来

实现 ,以便隔离应用层和底层 。图 2 为 324SDK

结构框图 。

3.2　多媒体通信应用开发包的实现

首先在 VC环境下生成一个名为 VPSDK 扩

展的 DLL 模块 ,然后创建一个消息处理类处理底

层模块发送上来的消息 ,再从消息处理类派生出

主控类处理语音视频 。凡是引出供应用层使用的

消息 、函数 、回调函数都在接口文件中声明 ,多媒

体通信一般包括通信 、音频 、视频 、数据 4 部分 ,

SDK 的封装也针对这 4部分。

1)消息处理类向应用层发送消息和应用层

调用 SDK层的通信控制函数来完成通信处理过

程。但消息处理类不只是简单的消息转发机 ,而

是先对消息进行必要的处理 ,由 SDK 层处理的消

息不向应用层发送。如消息处理类收到底层物理

线路连通的消息后并不向上转发 ,而是启动通信

控制模块 ,并在收到底层模块完成连通的消息后

才向上层发送连通消息 ,可达到减少应用层和

SDK 层的交互 ,降低第二次开发难度的目的 。

2)在音频 、视频处理中 ,由应用层调用 SDK

层音频 、视频的参数设置函数来调节语音视频。

为了加快视频的高清晰度数码相片拍摄处理速

度 ,由底层模块直接将图像数据传送到应用层 ,通

过回调函数实现数码相片的处理 ,从而加快了处

理速度 ,又便于应用层灵活处理数码相片。

3)在数据处理中 ,必须保证传送数据的准确

性及错误恢复能力 , 以满足不同场合的要求。

SDK采用了循环校验编码进行数据校验和数据

的三次重传机制。考虑到语音视频传输中对数据

传输延时的影响 ,SDK 提供了控制通道和普通通

道两种数据传输模式来保证数据传输的实时性。

其中 ,控制通道传送数据的权限高于语音图像的

传输 ,但传送数据量小 ,每次只能传送 80 字节的

数据;普通通道传送数据的权限低于语音图像的

传输 ,但传送数据量大 ,可以传送 4M 的数据 。底

层通过回调函数向应用层每次传递数据以减少中

转层次。

4)图像 、语音的同步传输 。活动图像及其伴

音之间的唇形同步是衡量多媒体视频通信性能的

重要指标 。SDK 开发包具有较好的唇形同步匹

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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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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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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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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SDK提供应用演示软件 ,展示多媒体应用

开发包的功能和使用示范 ,并提供相关文档 。用

户可以将应用演示软件扩展为满足应用需求的系

统 ,也可将 SDK 同已开发的其他应用软件集成 ,

将现有系统扩展为多媒体应用系统 。应用演示软

件界面如图 3所示。

图 3　SDK 应用演示软件界面

Fig.3　Human Interface of SDK

3.3　监控系统中图像 、语音 、数据的同传

纯视频的监控已无法满足远程监控的需求。

例如 ,当报警发生时 ,系统需要提供对讲和监听功

能 ,使监控中心同报警点进行语音交流 ,进一步判

断现场情况 ,制定处理方案。对摄像头的远程控

制和远程获取的环境参数(报警参数 、温度 、湿度

等)需要将数据流同视频 、语音流混合传输。

系统采用 H.223复用器标准 ,将多个数据流

(视频 、音频 、数据)和控制通道混合成单个比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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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23面向字节 ,

易于运行 ,可填充标志字节来适应不同的数据速

率 ,且使用透明化/去透明化来实现同步传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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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媒体类型(音频 、视频 、数据)需要

不同等级的错误保护。例如 ,数据应用对延迟相

对不敏感 ,但却需要完全纠错;实时音频对延迟相

当敏感 ,但却可以接受性能下降引起的偶然错误;

视频则在两个极端之间。对于每种媒体类型配备

了一种适合于应用需要的错误处理过程 。

数据传输采用 H.245多媒体系统控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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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多可达 65 535个逻辑通

道。H.245控制通道携带端到端控制信令 ,这些

信令控制 H.324/H.320/H.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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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控制消息 、通用命令和指示 。

3.4　监控系统的兼容性

远程监控系统监控的点数可能高达上百个 ,

在组建大规模的远程监控时 ,用户有权利选择多

种产品以减少系统对单一产品的依赖性。符合

ITU_T 标准的远程监控系统的互通是依靠产品

之间的能力交换实现的 ,能力交换使终端知道双

方都支持的公用能力子集 。H.245能力交换规定

了独立的接收能力和传输能力 ,监控终端可以描

述自身的运行能力 ,如接收能力表征终端接收和

处理进来的信息流;传输能力表征终端传输信息

流的能力 ,它允许接收者选择可用的操作模式 ,所

以接收者可以通过 H.245 RequestM ode信令请求

它所希望的模式 。这是一个重要特性 ,因为本地

终端只能直接控制由他们传输的信息 ,但用户只

关心控制接收到的内容。无传输能力表明终端不

给接收者提供选择优先发送模式的机会 ,但它却

可以传输接收者能力范围之内的任何内容。

4　结　语

远程监控系统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除大量

的民用需求外 ,国防 、军事部门从安全的角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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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也需要大量国内研发的符合国际标准的远程

视频监控产品 。本系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

它的扩展性 、安全性 、客户定制功能得到保障 。

由于各监控目标点现有的网络环境不同 ,如

PSTN 、ISDN 、光纤网等 ,因而系统的网络适应性

是极为重要的 ,在各监控单位现有的网络环境中

实现远程监控 ,可以节省费用。在监控点网络升

级后(如实现 ISDN 接入),系统又能很方便地同

步升级 ,使监控系统随时达到最佳的监控效果 ,更

易实现大面积布点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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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rket of surveillance system is expanding rapidly.The very surveillance product ,

which is according w 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 ions standards and easy to be customized , is

most w elcome to customers and applied w idely in all t rades.On the o ther hand , those nonstan-

dard products , only be used in local area , are g radually w ashed out.This digi tal remote surveil-

lance sy stem based on I TU_T recommendation can be used in PSTN/ ISDN/LAN for remote

surveillance except in the local area.The core technology of the system lies in the multimedia ap-

plication SDK(sof tw are development kit)based on I TU_T H.324 , ITU_T H.323 , ITU_T

H.320.It encapsulates the abilit ies of video/audio/data processing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

tocol.It comprises eight kinds of API service functions and messag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surveil-

lance system.The multimedia SDK adapts the surveillance sy stem to different netw ork environ-

ments in a simple and ef fective w ay.At last this paper describes it s application in the elect ric e-

quipment remote surveillance sy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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