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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独立 IP可视电话实现的关键技术 ,介绍了 H.323 协议的相关内容 , 并在 H.323 协议框架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种可行的独立 IP 可视电话的设计和实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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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以 IP 网络为传输媒介

的可视电话将成为未来电话的发展趋势 。与传统

的可视电话相比 ,它更有效地利用了网络资源 ,成

本大大降低 ,且具有很好的兼容性 。

独立 IP 可视电话是以局域网为传输媒介的 ,

其传输图像的质量和速度比以前的可视电话高得

多 ,它不仅用于电话业务 ,而且还可用于远程监

控 、远程医疗 、远程探视 、聋哑人通话等领域。

1　独立 IP 可视电话的关键技术

独立 IP 可视电话是计算机技术 、网络技术 、

通信技术的综合运用 ,它主要涉及到视频编解码 、

音频编解码 、实时系统调度控制及人机会话等技

术。

视频编解码是独立 IP 可视电话的核心部分。

视频编码主要有 H.261(活动图像编码)和 H.263

(低速率活动图像编码)等 ,它们的压缩原理是充

分利用视频数据的空间和时间冗余 ,采用预测与

变换的混合编码方法 ,对残余的数据进行编码 ,保

证了极大的压缩比。低码率图像压缩标准 H.263

在H.261协议的基础上作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改

进 ,它提供了很多可选的编码技术(比如非限制的

运动矢量(UMV)模式 、高级预测模式 、基于句法

的算法编码(SAC)模式 、PB 帧模式),使得编码后

的图像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

音频编解码是独立 IP 可视电话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它有波形编码 、参数编码和混合编码

3大类 。波形编码虽然保持了原始语音波形特

征 ,但解码时要求系统具有比较高的编码速度。

参数编码是利用语音生成模型 ,通过对模型中的

参数(主要是声道参数)进行编码 ,来减少波形编

码中被编码对象的动态范围或数目 ,提高压缩率 ,

但声音质量不好。混合编码是波形编码和参数编

码两种系统优点的结合 ,G.723.1协议就是一种

混合压缩编码 。

在独立 IP可视电话系统中 ,模块多 ,各个模

块计算量大 ,实时性强 ,模块间耦合紧密。所以 ,

实时操作系统的选择 、任务的划分 、优先级的分

配 、调度策略等关系到可视电话的整机性能 。因

此 ,研究实时系统调度控制技术就是要研究实时

操作系统的特性 ,研究系统的合理管理 、调度及系

统资源的合理分配等 。

人机会话技术主要是指键盘输入及界面的输

出技术 。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 ,应采用中文界面

和中文消息提示框 。人机接口的输入 、输出最好

也采用汉字系统 ,因此 ,要研究汉字系统在嵌入系

统中的应用 ,既要保证界面美观易懂 ,又要尽量少

占系统资源。

独立 IP 可视电话必须遵守 H.323 协议。

H.323协议可以在点对点 、多点或者广播结构中

使用[ 1] ,其协议包含视频编解码 、音频编解码 、系

统控制 、H.225层。

　　视频编解码基于 H.261 QC IF 方式下进行编

码解码 ,而 H.261CIF 和 H.263所有图像格式是

可选的[ 2] ,能在非对称码率 、帧率条件下工作。

音频编解码基于G.711协议下进行编码解码 ,也

可选择G.722 、G.728 、G.729 、G.723.1和MPE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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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进行编码解码[ 2] 。

H.245通信控制协议负责音/视频编码 、数据

处理和复用过程的统一控制和协调 ,以保证系统

的正常工作。从通信最初的呼叫建立 ,主从关系

判决 ,通信能力交换 ,命令和指示消息的发送 ,到

通信的结束等操作 ,都需要此控制单元参与。

H.225呼叫控制和媒体流复用协议描述了在

基于包的网络中视频 、音频 、数据和控制信息能够

在H.323设备中提供会话服务[ 2] ,满足了定义在

H.200/AV.120系列协议中的窄带可视电话业务

的技术要求。

2　独立 IP 可视电话的设计和实现

2.1　与同类设计的比较

在独立 IP 可视电话的设计中 ,目前比较成熟

的解决方案主要有 8×8 公司的 VCP 芯片方案 、

TI公司的 DSP 方案 、Philips公司的 TriMedia 芯

片方案 。VCP 芯片是可视电话专用集成电路 ,内

嵌有实现可视电话所必需的图像预处理 、后处理 、

压缩编解码 、数据复用 、通信控制等微代码 ,可方

便地 完成可 视电 话设 计。 DSP 方 案 包括

TMS320C8X DSP 芯片和 TMS320C62XX DSP 芯

片。TM S320C8X DSP 芯片由 4 个 DSP 和一个

RISC 处理器构成 ,并包含一个视频控制器 ,用于

连接视频采集设备和视频显示设备 ,具有2 000M

指令/ s的运算能力 。TM S320C62XXDSP 芯片采

用超长指令字(VLIW)结构 ,具有 1 600M 指令/ s

的处理能力 。TriMedia 芯片方案包括 TM 1000

和 TM1100 两款 ,也采用超长指令字(V LIW)结

构 ,具有 500M 指令/ s 的处理能力 。W90221 芯

片方案采用 32 位的 PA_RISC 处理器 ,集成有视

频输入 、输出接口 ,音频输入 、输出接口 ,以及通信

线路接口等外围设备 ,非常适合于可视电话应用 ,

且视频和音频编解码由硬件实现。它还提供了语

音库 、图像库 、第三方的 TCP/ IP 协议栈及 H .323

协议栈。

2.2　硬件设计

根据 H.323 协议 ,笔者设计了一独立 IP 可

视电话的硬件平台 ,其原理框图如图 1所示 。设

计的硬件平台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2.2.1　主控制器

主控制器部分由 PA_RISC 处理器 、开机

ROM 、程序 ROM 和SDRAM 组成 ,它的主要任务

是芯片控制 、内存管理 、状态之间的转换 。

PA_RISC 处理器采用了 W90221。W90221

是一个 32位高性能的处理器 ,广泛地应用在可视

电话等嵌入式系统中[ 3] 。W90221内部集成有一

个 4K 字节的指令缓冲存储器和一个 4K字节的

数据缓冲存储器 ,并设计有一个灵活的电源管理

系统和许多低功耗电路[ 3] ,在满负荷时其电流只

有 375MA ,最大运行速度为 150MHz ,能支持许

多外部设备接口。W90221 提供外围接口总线

(PCI总线)与网络控制器 、视频编解码器连接 ,它

通过并行端接口(PPI)连接打印机或与计算机相

连传输程序 ,通过同步串行接口(SSI)连接外部音

频编解码设备 ,传送语音数据。W90221 处理器

还包含有一组 ISA_like bus(与 PCI 共管脚),用来

连接低速外部设备 ,如数据存储器 。

2.2.2　视频处理

视频处理部分主要由视频编解码器 、A/D转

换器和 SDRAM 组成 。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本地

视频信号的采集 、压缩编码及对接收到的远端视

频码流解压缩 。为了保证可视电话的互通性 ,视

频编码必须完全遵从 H.323框架协议的要求。

视频编解码器采用 W9961 , 它基于 ITU_T

H.263和H .261标准进行视频信号的压缩和解

压 ,能与 32位的 RISC 处理器兼容。它集成了高

质量的 N TSCF 和 PAL TV 编码器 ,可直接作为

TV或 LCD接口 ,并可提供 sub_QCIF 、QCIF 、CIF

三种图像格式 ,其最大编码或解码的帧率可达

30帧/s[ 4] 。

W9961在获得本地图像数据后 ,分成两路 ,

一路用于编码后通过网络传送出去 ,另一路不经

编码直接送入当地 LCD进行显示 。

2.2.3　音频处理

音频处理部分主要由音频处理器 、A/D转换

器组成 ,它主要负责本地音频信号的采集 、压缩编

码及对接收的远端音频码流解压缩 。

音频处理器采用W9975音频编解码器 ,它可

用于基于 H.323 、H .324系统的可视电话或基于

标准 PSTN 及 IP 网络的 IP 电话 。它基于 ITU_

G.723.1标准算法对语音数据进行编解码 ,支持

6.3kbi t/ s和 5.3kbi t/ s两种压缩率 ,具有回波抑

制和半双工回波抵消功能 ,提供双音频(DTMF)、

音调产生器和接收器 ,采用 8位并行 ECP 接口与

主控制器连接 ,采用命令/响应的形式与主机接

口 ,而且支持省电方式[ 5] 。

2.2.4　网络传输接口

网络传输接口由以太网控制器和以太网物理

层收发器组成 ,W90221 处理器作为主控制器通

过 PCI总线与其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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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独立 IP可视电话原理图

F ig.1　The Principle of the Standalone IP Videophone

2.2.5　人机控制接口

它由键盘及键盘控制器组成 ,通过可编程器

件与W90221 RISC 处理器相连 ,接收由键盘产生

的消息。

2.3　软件实现

由于设计的硬件平台包含了众多资源 ,为了

有效地管理好这些资源 ,本研究采用了嵌入式操

作系统 SuperTask ,它是一个实时操作系统 ,用以

控制和管理系统资源。其主要功能是对处理机 、

存储器 、I/O设备 、文件系统和中断的管理[ 6] 。与

Window s操作系统相比 ,嵌入式操作系统具有内

核小 、实时性好 、可靠性及灵活性高等优点 ,其结

构模块化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它提

供了标准的基于开放系统的多任务环境 ,可以通

过串口或 TCP/ IP 协议进行通信 ,特别适合于开

发独立机型的多媒体通信终端 。

整个系统软件由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构成。

驱动程序主要负责对硬件资源的操作 ,它们以库

的形式提供给应用程序使用;驱动程序主要包括

语音库 、视频库 、人机接口库 、TCP/ IP 协议栈和

H.323协议栈 。

应用程序由下述主要任务构成 。

2.3.1　H.323 主任务

程序所有的初始化工作在 H.323 主任务中

完成 。初始化完所有的模块后 ,主任务进行循环。

在此循环中 ,主任务重复调用函数 seliSelect()并

检查对话消息队列(包括复位网络 、进行呼叫 、结

束呼叫 、创建通道等消息),根据这些消息进行相

应的操作 。

2.3.2　网络任务

当初始化网络接口时 , TCP/ IP 协议栈会给

自己创建一个网络任务 ,此网络任务负责接收所

有的输入网络包 。网络任务的优先级最高 ,任何

其他任务的优先级都不能超过它 ,否则会影响网

络性能。此任务在 H.323协议栈中调用。

2.3.3　用户输入任务

此任务负责检测用户键盘输入及电话手柄状

态。如果检测到一个输入 ,此任务会把检测到的

键值传送到消息分发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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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监控任务

此任务创建后周期性地运行 ,收集和打印统

计信息 ,如网络阻塞 ,监视硬件状态 。

2.3.5　消息分发任务

此任务根据系统目前的状态分发用户输入消

息和系统消息。用户输入消息存放在用户输入消

息队列中 ,包括键值 、DTMF 、摘机和挂机状态等

消息。系统消息存放在系统消息队列中 ,包括振

铃 ,呼叫空闲或占线状态 ,呼叫连接 ,音频输出 、输

入通道连接 ,视频输出 、输入通道连接 ,静音音频

或视频输入等消息。这些消息会发送给相应的状

态控制函数。

2.3.6　G.723 发送任务

此任务负责发送音频流。G.723发送任务在

系统初始化阶段创建并在音频编码完成后唤醒 ,

如果音频编码器被停止 ,此任务不会被唤醒 。完

成音频数据包的发送后 , G.723 发送任务调用操

作系统的函数 w teset()进入挂起状态 ,直到下一

次音频编码完成事件到来 。

2.3.7　H.263 发送任务

H.263发送任务负责发送视频流。它在系统

初始化阶段创建并在视频编码完成后唤醒 ,如果

视频编码器被停止 ,此任务不会被唤醒 。完成视

频数据包的发送后 , H.263 发送任务调用操作系

统的函数 w teset()进入挂起状态 ,直到下一次视

频编码完成事件到来 。

为了提高效率 ,这7个任务在程序运行时始终

保持激活状态 ,它们通过消息队列 、事件和信号灯

进行彼此间的通信 、同步和互斥操作 ,协调一致完

成系统功能 。各任务之间的关系可用图2表示。

　　用户输入函数将接收到的用户键盘输入 、

DTMF 语音和手柄状态消息通过消息发送函数

发送给用户消息队列。回调函数将 H.323 协议

栈产生的消息通过消息发送函数发送给系统消息

队列。在消息分配函数中 ,循环对这两个消息队

列进行检测 ,如发现某一个消息队列中有消息产

生 ,则将其赋给相应的 H .323状态句柄 ,由状态

句柄激活相应的状态函数 。

在状态函数中 ,当满足一定的条件时 ,将复位

网络 、进行呼叫 、结束呼叫 、创建通道(包括音频通

道和视频通道)等消息发送给对话消息队列 ,由

H.323 主任务进行处理。在 H.323主任务里 ,循

环检查对话消息队列 ,当有消息产生时 , 调用

H.323协议栈的函数完成相应的任务 。

3　结　论

笔者根据本方案设计的独立 IP 可视电话 ,完

全符合H .323协议 ,可与任何符合 H.323协议的

终端互通 , 其唇形保持同步 , 语音时延小于

300ms , QCIF 格式的图像帧率可达 25 帧/ s。随

着宽带网络和宽带接入的不断发展 ,基于 H.323

的 IP 可视电话必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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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lone IP

Videophone Based on the H.323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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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tandalone IP videophone and its ex-

cellence in comparison w ith t radition videophone , expat ia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andalone IP

videophone and int roduces the st ructure of H.323 system and some protocols w hich include video

code , audio code , system control(H.245 control ,H.225 call cont rol and RAS control)and H .225

layer.

This paper puts forw ard a project of standalone IP videophone w ith the f rame of H .323 pro-

tocol w hich includes tw o parts ,hardw are and softw are.

The hardw are part mostly consists of CUP processor , video processor , audio processor.CPU

processor is made up of RA_RISC , ROM and SDRAM and employ sW90221 chip ,W9961 chip and

W9975 chip.W90221 is connected wi th netwo rk processor and video processor by PCI bus and

w ith audio processor by synchronization series interface(SS I).W9961 chip compresses and decom-

presses video signals , which is based on standard I TU_T H.261 and H.263 pro tocols and can

w ork w ith 32_bit RISC Processo r.W9975 chip can apply the videophone w ith H.323 or H.324

sy stem and IP videophone w ith IP netw ork.

The software part mostly includes drivers and applications.The drivers are used to manage

the hardware resources and serve the applications as library.the drivers are made up of audio_base ,

Video_base , interface_base , TCP/ IP pro tocol_stack and H .323 pro tocol_stack.The applications in-

clude seven tasks:H.323 main task , net task , user input task , monitor task , message dispatcher

task ,G723 transmit task and H.263 transmi t task.They achieve the operations of communica-

tion , synchronization , mutex through message queens , event , signal lamp , and finish the sy stem

functions unanimously.The project imports embedded operation sy stem Super_Task to manage and

control the system resources.

Key words:videophone;H.323 protocol;audio encode and decode;video encode and decode;em-

bedded operat ion system;multi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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