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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H.323 视频会议系统中的多点处理单元(MCU)能在多点会议中提供音频 、视频或数据流的集中处

理。针对音频信息的处理需求 ,提出了一种实用的混音处理策略 , 它具有计算复杂度低 、会议重点突出的特

点 ,并且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溢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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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会议系统是通过通信网络召开会议的通

信方式 ,它不仅能够传递与会代表的声音和图像 ,

而且还可以传递文件 、图表等信息。通过视频会

议系统 ,人们能实时地召开会议并讨论问题。

ITU 制定的基于包交换网络的多媒体通信标准

H.323是所有类型包交换网络的通用会议标准。

MCU是视频会议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可

以对各种媒体信息提供交换 、连接与混合功能 ,能

减少每个用户终端对信道带宽的需求 ,并且可以减

轻每个用户终端处理多媒体信息的负担 ,极大地降

低了网络负荷 。MCU为各个用户提供了灵活的控

制能力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混合音频源 ,合

成视频流 ,满足自己个性化的要求。

1　MCU 对音频的处理需求

MCU主要处理音频信息的混合 。视频会议

中 ,在集体讨论和自由发言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多

个与会者同时发言。为了使每个与会者能同时听

到其他所有发言者的声音 ,采用了音频混合技术。

音频混合单元从各个终端取得音频信号 ,经过混

合编码后再发送到各终端 。该技术的引入使得各

终端在接收多个发言人的音频信号时 ,在带宽占

用和信号处理方面 ,与接收单一发言人的音频信

号相比 ,不会增加任何额外的负担 。

为了实现音频信号混合功能 ,系统必须具备

语音信号编解码和音频码流转换功能。

H.323要求所有终端必须支持 G.711 语音

标准 ,而对 G.722 、G.728 、G.723.1和 G.729标

准则是可选择的。对于能够提供高速带宽环境的

局域网 ,为了保证语音的高质量 ,可以采用速率较

高的编码方式 ,如 G.711 、G.722;对于远程接入

系统 ,由于带宽昂贵 ,则可以采用码率较低的编码

方式 ,如 G.723.1。相应地 , MCU 必须支持以上

各种语音编码标准。

音频混合单元要求输入的各路语音信息属于

同一种编码 ,但实际应用中由于各个终端选用的

编码器可能不同 ,因而发往 MCU 的音频码流也

可能不同。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必须在混音之前

先进行码流转换 ,将不同的码流转换成同一种编

码 ,再送入音频混合处理单元 。

2　MCU 中音频处理单元的设计与
实现

2.1　音频编码标准的实现

MCU所使用的音频编码单元与会议终端音

频编码单元完全一样 ,但使用的目的不同 。MCU

不会直接对采样信号进行编码 ,也不会对码流解

码后直接播放。MCU 中的音频编码单元主要是

为音频混合单元和码流转换单元服务的 。

根据 I TU_T 语音编码标准 G.711 、G.722和

G.723.1 ,笔者开发了 3种语音编解码器 ,在通过

ITU_T 测试集的前提下进行了代码的优化 ,使得

编码效率达到了系统要求。在此基础上 ,对上述

编解码器进行了封装:首先建立一个编解码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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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派生出G.711a/u 、G.722和G.723.1三种编

解码器。通过相应的算法 ID ,上层应用程序能够

动态地选择使用哪种编解码器 。

2.2　音频码流转换单元的设计

混音器要求输入的音频码流是一致的 ,如

G.711a混音器要求输入的均为 G.711a 码流 ,若

MCU接收到的是其他类型的码流 , 则在送往混

音器之前 ,必须将其转换为 G.711a 码流。为此 ,

笔者设计了 G.711a/u和 G.723.1码流的互换单

元。其原理为:将接收到的原始码流用其对应的

解码器解码为语音信号 ,再由与目标码流对应的

编码器进行编码即可 。

　　G.722码流与 G.711a/u及 G.723.1 码流的

相互转换则稍微复杂一些。由于 G.722规定的

采样率(16kHz)与另二者规定的采样率(8kHz)不

同 ,因此在对原始码流解码后 ,必须用一个滤波器

改变所得语音信号的采样率 ,然后再进行编码。

2.3　音频信号混合单元的设计与改进

音频信号混合单元的基本工作原理如图 1所

示。首先要对 n 路输入的音频码流分别进行解

码 ,得到音频信号 a1 ～ an ,然后对所有音频信号

a1～ an 求和得到混合信号 S 。再用 S 分别减去

各路的音频解码信号 a1 ～ an ,得到需要的混合语

音信号 m 1 ～ mn ,最后分别对 m 1 ～ mn 进行编

码 ,得到 n 路输出信号 。每路输出信号都包含了

其余 n ～ 1 路输入信号 。另外 ,还有一路输出是

在必要的情况下直接对 S 编码(图中未示出),编

码信息由 MCU 发往广播终端(只能收听 ,不能发

言)。

　　实际线路中 ,音频混合单元的各路输入信号

可能不匀速 ,如果不对输入信号进行缓冲处理 ,就

会导致混合后的信号出现声音不连续的现象 ,因

此为每一路输入数据设置了一个缓冲区 。混音单

元首先将收到的音频编码数据放到对应的缓冲

区 ,混音时 ,再依次从各缓冲区读取数据 。缓冲区

能保证进入加法器的每一路音频信号都是连续的

数据流 ,从而避免了声音不连续现象。

上述方法是设计混音器最基本的策略 ,直接

将各路音频流算术相加得到音频混合信号 ,其优

点是简单且易于实现。按照其原理 ,笔者开发出

的G.711 、G.722 和 G.723.1 三种混音器 ,经测

试 ,在输入语音流少于 4路时 ,能清晰地分辨各路

语音信号 。但是 ,系统存在如下问题。

1)一般情况下 ,由于语音交流的特点 ,交谈都

是一人说 、众人听的模式 ,另外 ,音频系统的输入 、

输出都有自身的冗余 ,因此这种直接把语音相加

的方式溢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 ,一旦有多人同

时发言 ,且各路输入语音信号幅度较大 ,则很有可

能导致溢出 ,从而严重影响通话效果。

2)考虑到 G.722和 G.723.1编解码的特点

(帧与帧之间存在关联性),笔者在每个语音通道

上绑定一对编解码器 ,负责该路语音的编码和解

码 ,加上音频混合信号 S 对应的编码器 ,系统中

共有 n 个解码器和 n+1个编码器。当加入会议

的终端较多(即 n 较大)时 ,系统的运算负荷增

大 ,可能根本无法承载如此多的编解码器同时工

作。

3)实际应用中完全没有必要对所有各路语音

都一视同仁地进行混音 ,因为当多人同时讲话时 ,

人耳很难从中分辨出有用的信息。

在前述方法的基础上稍作改进可得到另一类

混音设计方法 ,即将各路音频码流解码后 ,先对解

码语音信号作一定程度的衰减 ,再进行算术相加。

一般是在各路语音上乘以一个衰减因子 1/ n ,其

中 n 为进入混音器的语音流数目。这种方法能

绝对保证相加后的语音信号不会溢出 ,而且对原

算法的修改极少 ,极易实现。但是它存在的关键

问题是 ,当进入混音器的语音流数较多时 ,各路语

音信号的衰减程度都比较大 ,混音的结果是所有

信号都比较弱 ,无法突出重点 ,严重时可能所有声

音都听不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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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计算复杂度 、通话质量和实际需求的

全方位权衡和试验 ,笔者引入了这样的改进策略:

设定一种竞争机制 ,以限制加入混音器的语音流

路数 。具体方法是 ,在一个混音器中 ,当输入的语

音流超过 m 路时 ,只选取其中声音最大的 m 路

进行混音(即这 m 个终端具有发言权),其余各路

信号经过一定衰减后作为背景噪声;同时系统计

算各路语音在时间间隔 T 上的短时能量 ,作为参

数 ,用以判断是否将某路语音加入混音器或者是

否将某路语音从混音器中撤出。如图 2所示 ,系

统每隔一定的时间 T ,就根据这一时间间隔内各

路语音的能量值进行通道选择 ,确定各个语音通

道的状态(是否被选中),在接下来的时间间隔 T

内 ,各语音通道的状态保持不变。

实现这一改进策略时 ,仍然是在每个语音通

道上绑定一个解码器 ,负责该路语音的解码 ,但无

需再绑定编码器 。系统中最多同时存在 m +1个

编码器 ,其中 m 个分配给 m 路被选中的语音通

道 ,另一个分配给音频混合信号 S ,对 S 编码后

的码流发送到所有未被选中的终端和广播终端。

由于解码器的运算复杂度远小于编码器 ,因此系

统的计算负荷大大降低。改进后的混音器只选取

音量最大的 m 路进行混音 ,其余信号被衰减 ,合

理选择 m 的值 ,不仅使会议发言重点得以突出 ,

与会者能获得最重要的发言信息 ,而且一般情况

下都不会发生溢出情况。这一改进措施同时解决

了前述两种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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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选择性混音单元原理框图

Fig.2　The P rinciple of Selective Audio M ixing Unit

　　上述策略中值得注意的是:①对于未被选中

的语音通道 ,其解码出来的语音信号必须经过一

定的衰减后再送入加法器;②送往未被选中的终

端的混合信号与送往广播终端的混音信号相同 ,

都是对音频混合信号 S 的编码;③每隔固定的时

间间隔对语音通道的状态进行一次维护 ,按照各

路语音在这段时间内的累积能量选出声音最大的

m 路 ,并分配相应的编码器。某个编码器在由一

个语音通道转而分配给另一个语音通道时 ,必须

先进行初始化(G.711a/u除外)。必须注意 ,要尽

量减少编码器和语音通道之间对应关系的改变。

3　实验结果

本研究开发的 3 种语音编码器 G.711 、

G.722 、G.723.1均通过了 ITU 规定的测试序列 ,

保证了语音编解码的质量 。为了掌握各编码器的

运算复杂度 ,了解其编码效率 ,笔者进行了测试。

测试环境为 P Ⅲ 500 CPU , 128M 内存的 PC 机 ,

另需话筒一只 ,音箱一对 。测试分为以下两步。

1)建立本地采样※编码※解码※播放回环 ,

由声卡通过话筒采集本地语音信号 ,经过编码 、解

码后 , 再通过音箱播放出来 , 同时 , 利用 Win-

dow s98提供的系统监测器检测当前的系统占用

率。3种编码器的系统占用率如表 1所示 。

2)将原始语音以文件的方式存放(便于控制

语音长度),对其进行编解码并计算编解码时间 ,

再对比原始语音长度和编解码时间 ,可以计算各

种编码器的编码效率 ,结果如表 2所示 。

表 1　各种编码器对 CPU 的占用情况

Tab.1　The CPU Load of Each Codec

编码算法 G.711a/ u G.722

G.723.1

5.3k
5.3k
静音

6.3k
6.3k
静音

系统
占用率/(%)

8 7 13 1 18 10

表 2　各种编码器的编码效率

Tab.2　The Coding Efficiency of Each Codec

语音长度/ms 9 990 10 540 11 130 9 994

G.711
编码时间/ms 9 8 10 9

解码时间/ms 2 5 5 4

最大编解码路数 908 811 742 768

G.722
编码时间/ms 95 115 119 94

解码时间/ms 121 134 150 125

最大编解码路数 46 42 41 45

G.723
(6.3k)

编码时间/ms 940 965 1 005 891

解码时间/ms 85 91 100 89

最大编解码路数 9 9 10 10

　　MCU设定的最大接入终端数为 32台 ,实验

室条件下 ,笔者作了如下测试 。以一台 P Ⅲ 800

PC 作为 MCU ,接入 4台终端 ,选择其中3路语音

进行混音 ,另一路经衰减后作为背景噪声 。混音

效果能让每个终端的与会者真实地感受到整个

“会场”的热烈气氛 ,而且能清晰地分辨混入的各

路语音信息。当选定的语音编码算法为复杂度最

大的 G.723.1时 ,在有视频信息的情况下 ,MCU

的系统占用率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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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验结果可得 ,当接入 MCU 的终端超

过 4台时 ,选择其中 4路语音混音 ,其余视为背景

噪声 ,能保证会议的实际需要 ,同时 MCU 也有足

够的处理能力。改变各路输入语音的大小 ,MCU

能正确地切换各个终端的发言权。通过多次实验

比较 ,最后将维护语音通道状态的时间间隔定为

2s ,在这一时间间隔下 ,MCU 切换发言权时 ,与会

者的感觉比较自然 ,基本没有滞后感。

4　结　论

MCU中的混音处理单元完成对音频信号的

混合处理 ,在多点会议中允许数人同时发言讨论 ,

听众旁听 ,能够烘托会场气氛 ,在听觉上有临场

感。一般的混音处理策略虽然易于实现 ,但存在

计算复杂度高 、易于溢出以及人耳难以分辨出有

用信息的缺陷。将各路语音进行同等程度的衰减

后再相加的方法虽然能避免溢出的发生 ,但是会

议重点不突出 。当与会人数较多时 ,混音的结果

可能是无法辨别任何人的声音 。文中提出的竞争

策略不仅在与会人员较多的情况下大大降低了运

算量 ,突出了会议重点 ,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

生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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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 MP in Video Conference

TU Weiping
1　HU Ruim in

1　AI Haojun
1　XIE X iong

1

(1　T he Key Laboratory of Mult imedia and Netw ork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Hubei Province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 China , 430079)

Abstract:IT U_T H.323 describes the components fo r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sy stems in those

situations w here the underlying t ransport is a packet_based network.The multipoint cont rol unit

(MCU)can provide centralized processing of audio , video , and/o r data st ream in a mult ipoint con-

ference.MCU is composed of the multipoint processor(MP)and the multipoint cont roller(MC).

MP takes responsibili ties of collecting audio , video , and/or data streams from all the terminals of

the multipoint conference ,processing all the information in the st reams , and sending the processed

data to the appointed terminals under the control of MC.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s bring forw ard some solutions for the request of processing audio

stream , and then particularly present a pract ical policy aiming at the audio signals mixing opera-

tion.In the centralized multipoint conference mode , it is necessary to do the audio mixing opera-

tio n on the speech from all the audio channels.

The basic audio mixing technology includes three steps.First ,MCU decodes the audio code

streams from every audio channel respectively , and gets the sum of all the decoded speech.Second ,

the target speech corresponding to every terminal is gained after subtracting the source signal from

the sum.Last ly , the target speech of every terminal is coded respectively , and transmit ted to the

specific terminal.So each of the terminals receives the audio signal containing all the signal of oth-

er terminals.

　　There are many sho rtcomings in the method above.First , the more the terminals accessing

the videoconference are , the mo re number of speech Codec used by MCU consequently is.Thus the

calculating burden of MCU becomes heavy.Second , i t is not necessary to mix all the speech

(下转第 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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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 Control Transmission Protocol for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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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a new IP transport protocol , the st ream control transmission pro to-

col(SCTP),which is at an equivalent lay er as UDP (User Datag ram Protocol)and TCP (Trans-

mission Control Pro tocol)and especially fit for signaling messages transmission such as multimedia

data over IP netw orks.The inf rast ructure of the SCTP which enables a reliable t ransport service

through an connection_o riented mechanism is int roduced , and the core features of the SCTP , mul-

ti_st reaming and multi_homing are discussed.In addition , the SCTP message format , state machine

and the three main phases in states t ransferring , and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to obtain appropriate

congestion avoidance and resistance to flooding and masquerade attacks during these phases are an-

aly zed.Finally , the detail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TP are presented.

Key words:st ream control t ransmission protocol;st ream ;signaling transport;TCP ;congestion con-

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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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very audio channel equally .It is diff icult for the perceptual ability to distinguish the useful

information w hen the speech signals taken into the audio_mixer are more than 4 channels.

Therefore ,we design an improved audio_mixer that employ s a kind of compet itive mecha-

nism.When the number of terminals accessing MCU is mo re than 4 ,we select 4 channels with the

higher speech energy w ithin fixed time interval and take them into the audio_mixer.The speech

signals of other channels are reg arded as the background noise af ter a certain of at tenuation.The

audio_mixer calculates the energy of speech in a fixed time interval and decides the state of every

channel according to their speech energy .The state of every channel is preserved until to the end

of the follow ing time interval.

Key words:multipoint processor;videoconference;speech coding;audio signal m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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