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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 IP网络的现状 、实现方式以及发展趋势 , 并分析了基于 IP 网络的多媒体通信若干技术和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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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 网络的发展特点及相关技术

1.1　IP 网络的现状

从技术上讲 , IP 网络具有以下几大特点:①

分布式结构;②端对端原则 ,采用端对端的协议为

应用程序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③IP over every-

thing 技术 , IP 电话 、IP 路由器 、IP over ATM 、IP

over SDH/SONET 、IP over Optical/DWDM 等高

新技术的发展已远远超过常规 ATM 。但是 ,随着

IP网络的规模与业务量的快速增长 ,当前它面临

着许多问题。如对通信宽带需求的不断增长与变

化;对网络服务质量(QoS)的新要求;网络安全性

的矛盾日益突出;IP 地址容量的短缺以及对 IP

网络性能的监控与管理等。针对这些问题 , IETF

与 ITU_T 都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1.2　IP 网络的实现方式

1.2.1　IP over ATM

IP网传统上是由路由器和专线组成的 ,用专

线将地域上分离的路由器链接起来 ,构成 IP 网。

用ATM 来支持 IP 业务必须解决两个问题:①

ATM 的通信方式是面向链接的 ,而 IP 是不面向

链接的 ,要在一个面向链接的网上承载一个不面

向链接的业务 ,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②ATM 是

以ATM 地址寻址的 , IP 通信是以 IP 地址来寻址

的 ,在 IP 网上端到端是以 IP 寻址的 ,而传送 IP

包的承载网(ATM 网)是以 ATM 地址来寻址的 ,

IP 地址和 ATM 地址之间的映射是一个很大的难

题。

1.2.2　IP over SDH

IP over SDH 是把 IP 数据包先封装在 PPP

协议帧中 ,然后再把 PPP 帧放入 SDH 的净荷中。

IP over SDH 的实质是以 SDH 网络作为 IP 数据

包的物理传输网络。SDH 是基于时分复用的 ,在

网管的配置下完成半永久性链接的网 。在 IP

over SDH 中 , SDH 只可能有一种工作方式 ,即

SDH 只可能以链路方式来支持 IP 网。SDH 作为

链路来支持 IP 网 ,由于它不能参与 IP 网的寻址 ,

它的作用只是将路由器以点到点的方式链接起

来 ,提高点到点之间的传送速率 ,它不可能从总体

上提高 IP 网的性能 。这种 IP网其本质上仍是一

个路由器网。

1.2.3　IP over WDM

WDM 使用不同的波长在同一光纤上承载几

十个乃至数百个通路的信号 ,其本质仍是 IP over

SDH 。但是 ,SDH 的帧结构是基于电路交换时分

复用的 ,而 IP 是包交换 ,它的帧结构对 IP 包将不

是最佳的 ,需要对 SDH 的帧结构进行简化和改

进 ,以适应 IP 包的特定要求。

1.3　IP 网络发展趋势

从 IP网络未来发展领域及目前的发展情况

来看 , IP 网络及业务的发展趋势为:

1)IP网络走向宽带化。 IP 网络的宽带网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随着WDM / DWDM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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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采用 ,在 IP 网长途传输上实现宽带化;②IP

网向本地延伸 ,形成城域 IP 网 。

2)IP网络服务质量走向电信级 。电信级服

务质量的关键是网络要有 QoS 保证 ,而 IP 网要

实现 QoS 保证有以下途径:①通过技术手段实

现;②IP 网络经营者在自身网内用充足的带宽提

供可保证质量的服务;③可用不同的网络承载不

同业务 。如对 IP 电话业务 ,用专门的 IP 网保证

其服务质量。

3)IP VPN 技术逐渐走向成熟 ,业务高速增

长。 IP VPN 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QoS和安全性问

题 ,其中 ,VPDN(拨号 VPN 业务)已基本成熟 ,而

专线 VPN 技术实现途径有两条:①基于网络设

备在全网实现 ,如 MPLS 技术 ,既要保证 QoS 又

要实现安全性;②用网络带宽实现 QoS ,在网络设

备(VPN 网关)上实现安全性 。

4)IP网络和业务市场进一步细分。

2　基于 IP 网络的多媒体通信技术

应用

2.1　视频点播

2.1.1　视频点播(VOD)系统构成

视频点播是一种受用户控制的视频分配业

务 ,它使得每一个用户可以交互地访问远端服务

器所存储的丰富节目 。

图 1为多播逻辑模型 ,系统采用分组交换网 ,

基于数据包传输 ,其中控制信息传输服务器与用

户之间的交互信息包括用户要求接入与退出请

求 、节目单 、用户的选择 、用户转移到另一个流上

的请求 、某个数据包未收到时的 NAK信息等 。

视频

服务器

UDP

Multicast t ree
※

※

※

缓　存

缓　存

用户端

※
解码/播放

※
解码/播放

图 1　多播逻辑模型

Fig.1　Model of Multicast Logic

2.1.2　工作方式(交互性)

基于 IP 的 VOD 交互性实现需要用户端的

缓存管理 、流的选择。用户端的缓存是先入先出

的 ,前端读要播放的数据 ,后端接收流入数据 。在

没有用户交互的情况下 ,两者速度相当 。

当用户选择暂停时 ,播放停止 ,接收数据继续 ,

这时缓存中的数据越来越多 。只要暂停的时间不

长 ,单用这个缓存就能够实现暂停功能。而当滞留

在缓存中的数据超过流交换门限时 ,用户端向服务

端发送信息 ,告之缓存不够 ,需要移到下一个时间

段的流上。用户端得到服务器的响应后就退出当

前流 ,转到这个新的流上 ,并从缓存中卸出一个时

间片的内容 。如果用户继续暂停 ,此过程继续。仅

带有缓存的机顶盒只能提供有限的快进与快退功

能 ,当用户选择快退时 ,倒着播放在当前播放点之

前缓存中的内容 ,当用完这些数据时 ,就无能为力

了 ,因为系统只提供与正常播放速度相当的正向的

流。当用户选择快进时 ,播放在当前播放点之后缓

存中的内容 ,当用完这些数据时 ,可以转到下一个

信道 ,但这时只能以正常速度播放。可见快进与快

退功能是有限的 ,与缓存的大小有关。缓存越大 ,

可快进与快退的时间越长。一种解决方法是服务

器向用户提供几个时间段的开始画面 ,比如每

5min(时间片的倍数)的画面 ,用户根据画面来选择

重播点;或者根据用户所需的时间点再选择流 ,收

进缓存 ,等到了这一点再播放。这一方法的缺点是

用户无法同时看清画面的变化 ,但可以接受。

2.1.3　VOD应用实现

用户要求建立链接时 ,首先服务器传送节目

表 ,并根据用户要求的节目和开始时间查询此节

目播放时间表 ,选择已存在的并与之最近的播放

时间点 ,问用户是否愿意接受 。若不是 ,则计算出

此时间上的带宽是否满足 ,满足时开辟新流 ,在节

目播放时间表上登记此用户信息 ,不满足则告用

户呼叫拒绝。在播放过程中 ,如上所述 ,用户可能

要求加入上一个或下一个流 ,而服务器中可能已

没有额外的流供分配 ,此时服务器建议用户留在

原来的流上或放弃。

1)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提供大容量的视频存储和关于节目

信息的数据库 ,支持每个节目的点播流的开始时

间 、用户地址的记录表 ,并根据需要动态地刷新此

表 ,处理用户的请求 ,判断资源是否足够 。

2)接收端

缓存采用图 2所示结构 ,缓存长度取 2个时

间片的数据长 , 因为以固定比特流传输 , 而

MPEG以可变比特率解码 ,可能出现存储器下

溢 ,所以当缓存到一定长度(取 0.2时间片)时 ,才

开始播放 。接收端存储器采用如图 3所示机制。

　　一端接收从多点传输通道来的数据流 ,一端

平稳送到解码器播放 ,即匀速丢弃数据包 。当存

储器希望收第 n 个时 ,收到第 n +1个 ,则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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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n),服务器为它单独发第 n 个包 。此包到

达接收端有 3种情况:①这个数据包早该播放 ,播

放时跳过它 ,此种情况易造成数据丢失;②存储器

中已有这个数据包;③存储器中尚未有这个包 ,但

未播放到 ,插入队列 。

图 2　缓存结构

Fig .2　S tructure of Buf fer

图 3　缓存模型

Fig .3　Model of Buf fer

2.1.4　视频点播(VOD)的展望

VOD是标准化的最好的一种信息点播业务 ,

它是一种宽带业务 ,需要为之建设专门的宽带骨

干网和接入网 ,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 ,只有在投入

产出比达到平衡时才能进入良性发展的阶段 ,基

于ATM 视频点播难以做到这一点。 IP 网上的情

况就有很大的不同 , IP 网的发展主要是依靠Web

业务 、E_mail等业务发展起来的。Web会促使 IP

网的主干网和接入网从低速走向高速 ,它为进一

步在 IP 网上开放宽带业务奠定了基础。

2.2　IP Phone

IP Phone的系统组成如图 4所示。

网络管理者

Phone Phone

PSTN/ ISDN PSTN/ ISDN

Internet

网关 网关

终端设备 终端设备

图 4　IP Phone的系统结构

Fig.4　S tructure of IP Phone

　　IP Phone 系统有终端设备 、网关 、多点接入

控制单元和网络管理者 4个基本组件。

1)终端设备是一个 IP Phone 客户终端 ,可以

是软件(如 M icrosof t的 Netmeeting)或是硬件(如

专用的 Internet Phone),可以直接链接在 IP 网上

进行实时语音或多媒体通信。

2)网关是通过 IP 网络提供 Phone_to_Phone、

Phone_to_Pc话音通信的关键设备 ,是 IP 网络和

PSTN/PBX/ ISDN 网络之间的接口设备 。它应

具有下列功能:

·具有 IP 网络接口和 PSTN/ ISDN/PBX 交

换机互连的接口;

·完成实时语音压缩 ,将 64kbit/ s的语音信号

压缩成低码率语音信号;

·完成寻址和呼叫控制。

3)网络管理者负责用户注册和管理 ,完成以

下功能:

·地址映射:将电话网的 E.164 地址映射成

相应网关的 IP 地址;

·叫认证和管理:对接入用户的身份进行认

证 ,防止非法用户的接入;

·呼叫记录:使运营商收费时有详细的数据;

·区域管理:多个网关可以由一个网络管理者

来进行管理。

4)多点接入控制单元的功能在于利用 IP 网

络实现多点通信 ,使得 IP Phone能够支持诸如网

络会议这样一些多点应用 。

2.3　IP 网上的会议电视系统

2.3.1　IP 会议电视系统的关键技术

1)编解码技术 。 IP会议电视系统采用 ITU_

T 建议的 H.261和 H.263图像压缩编解码技术 ,

在语音编解码方面主要采用 G.711_语音频段上

的脉冲编码调制(PCM)技术;G.722_7kHz 带宽

面向高质量话音通信领域的音频编码技术;

G.723_5.3和6.3kbps双速率话音编码技术;G.

728_16kbps速率上采用低时延激励线性预测的话

音编码技术;G.729_8kbps速率的带数码激励线

性预测话音编码技术 。

2)实时传输技术。 IP 会议电视系统采用实

时传输协议(RTP)来弥补 IP 网络实时传送能力

的不足 。RTP 是位于 TCP/UDP 层以上新的协

议层 ,它提供的功能包括有效负载类型标识 、序列

号验证 、内部时戳转移以及传送数据监测。

3)多点传输技术。多点播送技术能够在传

输过程中更有效地利用带宽 ,它通过专门的多点

路由协议 ,在 IP 层上通过多点播送路由器将 IP

数据连续发送给一组指定的用户 ,其接收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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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个到几千个 ,大大提高网络的利用率。

2.3.2　IP 会议电视系统的组成

IP会议电视系统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IP会议电视终端。终端设备是会议电视

系统与用户的交互接口;其中 , T .120数据应用是

指电子白板 、静态图像传送 、文件传输 、数据库接

入等远程网络应用。H.255层的功能是将待传输

的视频 、话音 、数据和控制流分别打成各自特定的

数据包 ,送至网络接口层 ,由网络接口层将这些数

据打包成网络能识别的 IP 数据包进行传送。

2)网关。网关是链接 IP 会议终端与其他非

IP网络(如 ISDN)会议终端的桥 。如果所有与会

终端都在 IP 网络中 ,则网关是一个可选设备 。

3)网关管理器。它是网络中的消息控制中

心 ,可以进行地址解析 、授权 、身份验证和保留呼

叫详细记录等操作。网关管理器还可以像实时网

关一样监控网络 、平衡负载 、管理带宽以及提供与

现有系统的接口 。

4)多点控制单元(MCU)。对于 3 个以上端

点的视频会议 ,则需要有多点控制单元的加入。

MCU可分解为两个功能模块:多点控制器(MC)

和多点处理器(MP)。 IP 会议系统的组成(结合

实例)如图 5所示。

视频会议 H.323终端 视频会议 H.323终端

MCU 网闸 LAN1

视频会议 H.323终端 视频会议 H.323终端

DDN 网关 DDN

网关

MCU 网闸 LAN2

视频会议 H.323终端 视频会议 H.323终端

图 5　基于 IP 网的会议系统

Fig.5　Conference System for IP Network

3　结　语

1)由于 VOD在 IP 网中只是其中的一个业

务 ,至多只是小片断点播服务 ,因此应该对 IP 网

上的信息点播进行标准化 。

2)IP Phone 的应用要求因特网与多种传统

的电信网进行有机融合 ,从而降低运营成本 。

3)未来对会议电视技术的基本要求就是通

过将 PC功能集成到视频工作台 ,从而使用户界

面既适合于计算机用户 ,也适合于不习惯于 PC

的使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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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Technique for IP Network

and Prospect of Multimedia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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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sent situat ion about IP netw ork , methods for realizing it

and prospect of IP netw ork.Then w e analy se the mult imedia communicat ion technique and appli-

cations for IP netw ork such as video on demand , IP Phone and IP conference.Last , this paper ex-

plains the prospect and trend about the multimedia application of IP netw ork.

The technology of IP netw ork is for group/packet exchange which is one non_facing connect-

ing netw ork.The ratio of using source of IP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w itched Circuit Netwo rk

(SCN)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and the expense of IP netwo rk is lower than that of SCN.

Therefore people attach mo re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IP netw ork.At the same time , the op-

erations of IP netw ork technology come forth.We also find that the recent grow th of IP network-

ing technology has led to the need for tools that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interconnected IP

netwo rks.Successive researches about the IP network are of important values and IP network has

good prospect acco rding to its advantages.

Key words:IP network;multimedia communication;IP conference;IP phone;video o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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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全国数字媒体与数字城市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2003 年全国数字媒体与数字城市学术会议定于 2003 年 5 月 24 ～ 26 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本次会议

由中国地理信息系统协会 、中国图像图形学会虚拟现实专委会及中国测绘学会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委会

主办 ,武汉大学城建学院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承办。会议将以

“图像图形 、3S 及各种工程数字化设计的理论 、应用及发展”为主题开展广泛的交流和讨论 ,会议将特邀

国内外著名学者和专家就此领域的最新动态和热点问题作专题讲演和报告。欢迎从事科研 、教学 、工

程 、开发及推广应用的广大地理信息 、图像图形工作者积极投稿。

一 、征文范围　摄影测量 、遥感 、计算机理论及其应用 、图像图形理论及应用 、多媒体数据库及多媒

体信息 、GIS 理论及应用 、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新技术 、数字水利 、数字电力 、人工智能及专家系统 、互

联网及网络技术 、数据管理技术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论文。

二 、征文要求及有关事项　1)稿件应反映图像图形 、3S 及各工程数字化设计的理论 、技术或应用成

果 ,并未在其他会议及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 2)经专家评审通过的论文将在“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 No3)和(工科版 No3)及“测绘信息与工程 No3、No4”等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 部分文章将进入 EI 检

索。 3)征文截止日期:2003 年 2 月 20 日;录用通知日期:2003 年 3 月 10 日

来稿请寄:1)tshang@public.wh.hb.cn

2)武汉市东湖南路 8 号 ,武汉大学城建学院　　尚涛 , 孙宇宁 ,詹平

(打印文稿 、附软盘 , 一式三份 ,来稿注明“ 2003 年全国数字媒体与数字城市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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