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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视频会议系统的研究与应用越来越受到

关注。现有视频会议系统主要可划分为集中式和分布式两类，集中式视频会议系统需要高性

能的中心服务器进行控制与管理，其成本较高；分布式视频会议系统由于资源消耗小、易于

部署等特点值得研究。 

通过对视频会议关键技术的探讨，采用分布式端点混合会议架构设计一种轻量级嵌入式

视频会议控制系统；将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技术引入到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设计了分布式

会议控制框架，将会议功能和会议控制功能集于参与会议的终端，通过会议主持人角色终端

来控制分布式会议资源；针对分布式会议中控制权限的传递，设计了会议主持人切换的方法，

避免了集中控制中单点失效问题；针对嵌入式系统处理资源和内存的限制、可靠性、安全性

等方面应用需求，设计了多种会议控制功能，便于嵌入式视频会议系统的配置和使用。 

基于高性能视频编解码硬件平台和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实现了轻量级嵌入式视频会

议控制原型系统，并进行了功能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嵌入式系统的视频会议控制原型系统

的控制功能可以满足用户的应用需求。 

 

关键词:  嵌入式系统，视频会议，会议控制，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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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video conferencing systems receiv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Existing 

video conferencing systems can be divided into centralized and distributed modes. Centralized 

video conference requires a high performance central server for the conferenc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its cost is very high.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resources consumption and 

easily deployment, the distributed video conference system needs to be researched. 

By discussing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video conference, this thesis designs a lightweight 

embedded video conferencing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distributed endpoint mixing conference 

architectu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ntrol of conference, this thesis introduces the role-base access 

control technology into endpoint mixing conferenc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s a distributed 

conference control framework. The framework integrates both conference function and control 

function in terminals, using the host role to control conference resources. Considering the 

transferring of conference control permissions for distributed video conferencing, a host role 

switching method is proposed, avoiding the single point failure problem of centralized control. For 

meeting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such as the processing resources and memory limitations of 

embedded system, reliability, security, this thesis designs several appropriate methods, providing 

users with a variety of conference control functions, and simplifying the configuration and using of 

embedded video conferencing system. 

Based on a high performance video codec hardware platform and embedded Linux operating 

system, this thesis implements a prototype of the lightweight embedded video conferencing control 

system. Function testing is performed for this embedded video conferencing control system,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ference control functions of prototype system can meet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Key words: Emdedded System, Video Conference, Conference Control, Dis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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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本章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分析了当前视频会议系统以及会议控制技术的研究现

状，最后给出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章节安排。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在社会信息化日益发展的今天，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

人们对了解事物、交换信息的需求已经从纸、书本、语音等发展到通过声光电信号等各种更

准确、快捷、丰富的表达方式。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

三者相结合，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边缘技术——多媒体通信技术[1]。视频会议系统正是这

几种技术的一种综合应用。视频会议系统通过传输线路和多媒体设备将声音、影像及文件资

料互传，为分布异地的人们提供一个包括视音、文图等多种媒体的全方位感知空间环境，使

人们可以采用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交流。随着互联网的大范围普及，视频会议在社会生产生活

的各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已经应用于教育、医疗、军事等领域[2]。 

嵌入式系统[3]是一种以计算机相关技术为基础，以应用为中心，软硬件可裁剪，对成本、

功能、体积、功耗、可靠性等有严格要求的专用的计算机系统。将嵌入式系统与视频会议应

用结合，实现一个功耗低、控制方便、操作简单、便于携带的视频会议产品是未来视频会议

系统发展的方向之一。嵌入式视频会议系统具有远程会议、易安装、易维护、易使用、低成

本、体积小等优势，是一种典型的嵌入式实时应用系统，对整个系统软件、硬件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有着很高的要求。由于嵌入式系统处理器性能较差和内存资源存在限制、嵌入式视频

会议软件对实时性有较高要求，因而必须有一系列措施来缓解上述因素对嵌入式视频会议系

统性能的影响，保证视频会议的质量。 

会议控制是视频会议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协调和管理参与多媒体会议的多个用户的

一种机制。不管是传统的音视频会议，还是当前流行的多人网络游戏，都需要会议控制机制

进行协调和管理。通过对视频会议业务逻辑的控制，可以弥补嵌入式视频会议系统中在处理

器性能和内存资源两方面存在的不足。因此，本文着重研究了适用于配置简单、灵活易用且

成本低的轻量级嵌入式视频会议的会议控制系统，采用分布式端点混合会议架构[4]，针对轻

量级嵌入式系统视频会议场景设计了一种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并基于 DaVinci 技术平台[5]

的嵌入式视频会议应用加以实现，使得轻量级嵌入式视频会议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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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得到满足，具有良好的应用场景。 

1.2 研究现状及难点 

针对视频会议系统的研究，当前视频会议系统有多播会议[6]、集中式会议[7]和分布式会议

[8]三种会议系统。多播会议系统中参与者以分散的方式分布在网络中，通过加入多播组来发

送和接收媒体数据，由于其容易造成网络通信量的泛滥，目前很少被应用。集中式会议系统

中所有参与者与会议服务器建立会话连接，采用会议服务器集中处理各个参与者的信令。当

前集中式会议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很多集中式会议系统已被应用于商业中。然而这种会议

系统完全依赖于会议服务器，当会议人数过多时其集中控制的会议服务器容易成为系统的性

能瓶颈，因而其对会议服务器的性能要求非常高，同时也需要设置备份服务器以避免单点失

效问题。分布式会议系统有两类：一类没有会议服务器，由多个会议终端以网状结构相互连

接组成；另一类由多个会议服务器和多个会议终端组成，同时每个会议服务器与多个会议终

端连接。分布式会议系统不完全依赖于会议服务器，避免了集中式控制可能出现的单点失效

问题，是当前多方视频会议研究的热点。 

针对会议控制技术的研究，文献[9]提出了一种通用会议控制协议(GCCP)，该协议设计了

一套包括应用交互控制、成员控制、资源管理、网络管理、会话管理、命令管理、可靠性控

制的会议控制机制，用于解决将不同会议控制机制无缝隙的集成到单个会议控制机制的难题。

文献[10]提出了一种多流会话协议(MCP)，用于解决分布式多媒体、协作应用程序中并发控制

和数据流的实时传输与同步问题。Jonathan Lennox
[11]定义了一种会议控制协议对分布式中会

议成员加入、离开进行控制，并针对会议成员间信息一致性问题提出了控制方案，用于解决

分布式会议中成员控制的问题。M.Reha Civanlar
[12]等人针对分布式音视频数据的分发问题提

出利用高带宽的会议终端转发视频数据来缓解对带宽较低参会终端压力，为分布式视频会议

中同时传输多路音视频数据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Eduard C. Popovici 
[13]

 基于令牌环机

制设计了一种由会议成员轮流获得令牌，持有令牌的用户拥有发送会议命令和数据流的权限，

从而解决了无会议控制中心的分散型会议中成员信息一致性的控制问题，然而其令牌以时间

为周期依次在会议成员间有序的传递，系统控制不够灵活；Vishnu Monn Baskaran
[14]提出了一

种基于端点混合会议架构的高清视频会议系统方案，通过重新设计多点控制单元(MCU)，将

MCU 的实现从会议服务器转移到会议终端上，从而实现一种无服务器、配置方便的高清视频

会议系统。这种会议系统通过加强终端的硬件设备，将 MCU 功能集成到终端，使得每个会

议终端都可以实现对会议中音视频数据的分发与处理，从而实现了高清视频会议，其缺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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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会议终端的成本非常高。 

本文基于分布式端点混合会议架构，研究一种适用于轻量级嵌入式视频会议的会议控制

系统，其难点主要有： 

（1）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没有会议控制中心实现对会议系统的集中控制，会议中多个参

与者同时控制会议资源，容易导致会议信息不一致以及会议秩序混乱等问题。 

（2）嵌入式会议终端的处理器性能和内存资源都存在限制，对于视频会议系统中多路音

视频数据的分发与处理存在困难。 

（3）假定存在一种机制能实现在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有一个会议控制中心，与集中式会

议类似，其会议控制中心可能存在单点失效问题。 

1.3 论文的内容与安排 

本文研究如何在分布式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上实现对轻量级嵌入式视频会议系统的控制，

使会议系统能达到会议配置简单、灵活易用、成本较低的需求，同时使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具体工作如下： 

（1）研究当前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技术，将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技术引入到端点混合会

议架构中，设计了一种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使得分布式会议中不同角色的会议终端拥有不

同的权限，从而实现了基于会议主持人角色集中控制会议。 

（2）分析了嵌入式视频会议的功能需求和会议控制需求，设计了会议管理、成员控制、

发言控制、权限控制等会议控制模块，同时从稳定性角度出发，设计了异常情况监测模块，

并在嵌入式视频会议原型系统中加以实现。 

（3）针对采用会议主持人角色集中控制会议可能存在的单点失效问题，研究了如何实现

分布式会议控制权限的传递，设计了会议主持人切换的方法。 

    （4）分别对嵌入式视频会议原型系统中的成员控制、发言控制以及异常情况监测等功能

进行了测试，表明嵌入式视频会议原型系统的控制功能符合用户需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论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1章：阐述了嵌入式视频会议系统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分析了当前视频会议系统、会

议控制技术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难点，归纳了本论文的研究工作和主要内容。 

第2章：列举了视频会议系统的常见架构及会议控制框架，分析了视频会议的相关协议与

技术，为后文视频会议系统会议控制方案的选择和设计提供技术背景支持。 

第3章：结合项目功能需求，对视频会议控制系统需求进行了分析，给出了会议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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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设计与模块划分，对主要模块：会议管理、成员控制、发言控制、权限控制以及异常情

况监测等给出了详细的设计方案。 

第4章：给出了嵌入式终端视频会议软件实现的总体架构以及系统的实现环境；根据第三

章设计的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利用套接字通信技术、多线程技术以及心跳技术等，对视频

会议控制原型系统的会议管理、成员控制、发言控制、异常监测控制等功能进行了实现说

明。 

第5章：对会议主持人切换过程进行了仿真，验证了方案的可行性；根据测试目的，给

出了具体的测试方案，描述了测试环境和主要测试项目，在对视频会议控制原型系统中控制

功能进行测试的基础上给出了测试结果和相应的结果分析，表明系统的控制功能符合用户需

求，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第6章：对研究工作进行归纳总结，对未解决的问题进行展望。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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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分析 

本章讨论了常见的视频会议架构及会议控制框架，分析了视频会议控制的相关协议与技

术，包括基于角色访问控制技术、实时传送技术等。 

2.1 常见视频会议架构 

视频会议架构决定了会议控制、流媒体传输的设计与实现，是视频会议系统研究与设计

的核心。它直接影响系统性能，包括会议控制的可靠性、数据传输的实时性、系统的稳定性

和可扩展性等。目前视频会议架构主要可以划分为集中式和分布式两类，下面将分别介绍现

有的集中式和分布式会议架构。 

2.1.1 集中式会议架构 

图 2.1 所示为典型的集中式会议架构图，集中式视频会议系统由会议服务器和会议终端

组成。 

终端A 终端C

终端B

终端D

D音视频数据

C音视频数据A音视频数据

B音视频数据

A+B+C
合成后数据

B+C+D
合成后数据

A+B+D
合成后数据

A+C+D
合成后数据

会议服务器

 

图 2.1 集中式会议架构 

集中式会议架构中采用一个或多个中央服务器对整个系统进行集中控制，其他会议终端

通过网络与中央服务器相连。中央服务器主要负责视频会议系统中信令和流媒体数据的传输，

万方数据



南京邮电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二章 相关技术分析 

 6 

并负责各终端多媒体数据的混合和选择。会议终端则接收中央服务器的控制信令和相应的媒

体数据，在中央服务器的控制下参与会议活动。由于所有会议终端的音视频数据都需要由中

央服务器进行处理和转发，因而中央服务器需要具备很高的网络带宽和媒体处理能力，系统

的规模受中央服务器的带宽和处理能力的限制。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工作组针对集中式架构中会议控制问题研发了两种

标准框架：SIPPING 框架[15]和 XCON 框架[16]。SIPPING 框架使用扩展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作为呼叫会话信令执行装置，用于控制会议系统，其框架如图 2.2 所示。这种会议框

架中会议服务器由会议策略服务器、会议策略、会议控制中心(Focus)、混频器以及会议通知

服务器组成，其设计的亮点是在会议服务器中嵌入了会议策略，会议策略包含了指导 Focus

作决策的规则集，可以实现对会议参与者发送的各种会议请求进行控制。XCON 框架是一种

独立于任何协议的特定框架，其围绕会议对象提供的一种逻辑概念（即一个会议期间存在创

建、保留、活跃、完成等各个阶段）设计了一套与会议控制相辅相成的协议簇，利用各种协

议与会议客户端接口连接，通过逻辑功能元素访问会议对象。XCON 框架如图 2.3 所示，会

议控制协议(CCP)
[17]提供了会议控制客户端和会议控制服务器之间的接口；二进制资源控制

协议(BFCP)
[18]提供了资源控制客户端和资源控制服务器之间的接口；呼叫信令协议（如 SIP）

提供了呼叫信令客户端和 Focus 之间的接口。这两种框架的共同突出特点是可以通过会议服

务器中实现一种高效的会议控制功能；不同点在于会议控制的实现方式不同，SIPPING 框架

基于会议策略设定的规则集进行会议控制，而 XCON 框架针对不同会议资源采用不同协议进

行控制。 

会议参与者

会议策略
服务器

会议策略

Focus

会议通知
服务器

混频器

SIPPING 会议服务器

non-SIP

SIP Dialog

Subscription

RTP

 

图 2.2 SIPPING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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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控制
客户端

资源控制
客户端

呼叫信令 
客户端

通知

媒体流

会议控制    
服务器

资源控制
服务器

Focus

通知服务器

混频器

会议客户端 XCON会议服务器

会议控制协议

资源控制协议

呼叫信令协议

通知协议

RTP协议

 

图 2.3 XCON 框架 

2.1.2 分布式会议架构 

分布式视频会议架构不完全依赖于会议服务器，其系统中同级别节点的处理能力都是相

似的，没有会议控制中心。现有的分布式会议架构有两种：端点混合会议架构和多服务器分

布式会议架构[19]。 

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没有会议服务器，所有会议终端之间建立全双工的媒体连接，因而

形成一个网状的结构，其架构如图 2.4 所示。在端点混合会议中，会议终端之间独立且平等，

信令流和媒体流在会议终端之间以点对点方式传送。会议中所有会议终端都参与会议信息的

维护，会议控制信令的转发和处理，音视频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假定会议参与者数量为 N，

每个会议终端需复制 N-1 路媒体流发送给其他会议终端，同时也从其他会议终端接收 N-1 路

媒体流，并对接收的媒体流进行处理，整个过程中对会议终端的网络带宽和媒体处理能力有

一定的要求。 

终端A

终端C终端B

终端D

信令流
媒体流

 

图 2.4 端点混合会议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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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点混合会议架构将会议服务器的工作转移到会议终端，简化了系统的配置过程、降低

了系统的成本，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没有会议服务器且所有会议终端

平等，因而其对会议共享资源的控制难以实现。同时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会议规模的可扩展

性依赖于会议终端的处理能力和网络带宽，当会议规模增大时每个会议终端的工作量和端点

的带宽消耗都以 O（n）的速度增长，其可扩展性差。因此，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仅适用于小规

模会议系统。 

    多服务器分布式会议架构是由多个集中式会议架构组成而得的一种分布式会议架构，其

架构如图 2.5 所示。多服务器分布式会议架构由多个会议服务器和多个会议终端组成，各会

议服务器之间平等并且以全网状结构相互连接，会议终端根据区域与对应的会议服务器建立

连接。每个会议服务器既需要负责管理其区域内的会议终端，同时又需要与其他区域的会议

服务器交换媒体数据，同步会议信息，确保各区域会议终端之间会议信息一致。多服务器分

布式会议架构中通过多个会议服务器划分区域来管理会议系统，可以减缓单个会议服务器处

理会议事务的压力，同时该架构不完全依赖任何单个会议服务器，可以避免单点失效问题，

系统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多服务器分布式会议架构可扩展性好，适用于大规模会议系统。 

会议服务器2

会议服务器1

会议服务器3

会议服务器4

终端1

终端2 终端3

终端4

终端5
终端6

终端7

终端8
终端9

终端10

终端11

终端12

 

图 2.5 多服务器分布式会议架构 

当前分布式视频会议的研究还不够成熟，特别是对分布式会议控制方面的研究。由于分

布式会议架构自身的独特性，其会议控制难以实现，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提出与分布式会议控

制相关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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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会议架构的对比分析 

表 2.1 中展示了各会议架构的对比结果。集中式会议架构采用会议服务器集中控制会议

资源，其优点在于拥有较完善的会议控制功能，其缺点在于会议服务器的能力限制会议的规

模。这种会议架构适用于小型公司或企业的使用，小公司采用集中式会议架构可以相对节省

成本同时还能保证会议系统的安全性。端点混合会议架构是最简单的会议架构，其没有会议

服务器，会议终端之间以 P2P 方式直接通信。端点会议架构的优点在于配置简单、成本低，

同时摆脱了对会议服务器的依赖，其缺点在于会议规模小，会议控制功能不够完善。多服务

器分布式会议架构采用多个会议服务器划分区域来管理整个会议系统，适用于如跨国公司等

大规模会议需求的场景。这种会议架构的优点在于分解了单个会议服务器处理会议事务的压

力，具有很强的扩展性，缺点在于系统会议控制的实现非常复杂。本文研究一种轻量级嵌入

式视频会议系统，其会议规模小，要求成本低、配置简单，因而采用分布式的端点混合会议

架构最合适。 

表 2.1 会议架构的对比 

会议架构 拓扑结构 服务器数量 可扩展性 成本 

集中式会议 星形 一个或多个会议服务器 一般 中等 

端点混合会议 全网状 无会议服务器 差 低 

多服务器分布式会议 全网状 多个会议服务器 好 高 

2.2 会议控制的相关协议 

会议控制是视频会议领域特有的技术，包括会议的发起与结束、会议信息的管理、会议

参与者的权限控制、发言控制等。从视频会议技术的长期发展来看，会议控制经历了由基于

电路交换的 H.320 协议，到基于包交换的 H.323 协议，再到由互联网发展起来的 SIP 协议

的过程[20]。 

（1）H.320 协议 

H.320 协议[21]是由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T）制定的

一种视频会议标准，其支撑网络通常为 E1 或综合业务数字网（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ISDN），采用电路交换的方式传输数据。H.320 协议具有专网专用的特点，能够满足

视频会议业务服务质量的要求，但是由于其存在带宽利用率低、组网成本高、无法与其他网

络融合等缺点，在视频会议应用中逐渐被淘汰。  

（2）H.323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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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23 协议[22]也是由 ITU-T 制定的一种视频会议标准，其采用 IP 网络作为视频会议业

务的承载媒介，顺应了 IP 网络发展和普及的趋势，便于实现和其他类型网络的融合与互连。

基于 H.323 协议的视频会议系统不需要建设高成本的专用网络和专用设备，仅需将视频会议

终端接入 IP 网络，方便了视频会议应用的实现。H.323 协议是当前视频会议系统的主流协议

之一，有相当多的成熟产品都采用 H.323 协议实现视频会议应用。  

（3）SIP 协议 

SIP 协议[23]是由 IETF 制定的一种视频会议标准，其工作在 TCP/IP 协议栈的应用层上，

用于建立、修改和终止有多方参与的多媒体会话进程[24]。与基于 ASN.1（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描述 
[25]的二进制格式协议 H.323 不同，SIP 协议采用文本方式描述协议消息，

编解码简单，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由 ITU-T 制定的 H.323 协议虽然是基于 IP 网络的，但

更多只是将通信领域中的电话网络简单替换成了 IP 网络，具有明显的电信协议特点。而 IETF 

制定的 SIP 协议从一开始就完全面向 Internet 应用，在适应 IP 网络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了

已经广泛使用的 Internet 协议如 HTTP 等，具有简单、开放、灵活的特点[26]。 

2.3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技术 

访问控制技术[27]是指系统对用户身份及其所属的预先定义策略组，限制其使用数据资源

能力的手段。访问控制技术通常用于系统管理员控制用户对服务器、目录、文件等网络资源

的访问，其主要目的是限制访问主体对客体的访问，从而保障数据资源在合法范围内得以有

效使用和管理。访问控制包括三个要素：主体、客体和控制策略，其中主体是指提出访问资

源具体请求；客体是指被访问资源的实体；控制策略是主体对客体的相关访问规则集合，即

属性集合。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28]（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RBAC）是主要的访问控制类型之一，

其主要通过访问的角色来进行的控制。角色（Role）是一定数量的权限的集合，其作为一个

用户与权限的代理层表示为权限和用户的关系，所有的授权应该给予角色而不是直接给用户

或用户组，图 2.6 为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模型。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将使权限与角色相关联，

用户通过成为适当角色而得到其角色的权限，可极大地简化权限管理的过程。一个用户可以

被赋予多个角色，一个角色也可以被赋予多个用户，用户和角色之间是多对多的关系。同样，

一个角色也可以具有多项权限，一项权限也可以被赋予多个角色，权限和角色之间也是多对

多的关系。约束条件主要用于约束用户角色分配和角色权限分配策略，避免将存在冲突的权

限分配给用户。为了完成某项工作创建角色，用户可依其责任和资格分派相应的角色，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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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新需求和系统合并赋予新权限，而权限也可根据需要从某角色中收回。这种方式可以减

小授权管理的复杂性，降低管理开销，提高安全策略的灵活性。 

用户 角色

n - n
用户角色分配

会话

会话

...
约束条件

n - n
角色权限分配

操作

功能
权限

实体
权限

权限

 

图 2.6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模型 

2.4 实时传送技术 

实时传送技术主要用于保证客户端有合理的、可接受的延时，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

质量需求调整系统的实时性参数。通过研究网络传输中不同媒体的特性、网络带宽的合理分

配、中继系统的队列策略以及客户端的缓冲区管理等，可以提供有效控制网络端到系统的延

时、延时抖动以及媒体同步的策略和方法。 

2.4.1 实时传送协议 

实时传送协议(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RTP)
 [29]是由 IETF工作组于 1996年初公布的

标准，其是一种专门为交互式的声音、视频和仿真数据等实时媒体应用而设计的轻型传送协

议，为应用提供端到端的实时网络传输。RTP 只负责实时数据的传送，其本身并不提供对实

时媒体应用的服务质量标准，需要有下层的现有提供服务支持。RTP 通常与辅助控制协议

RTCP(RTP Control Protocol)一起工作，RTP 数据传送中的监测和控制由 RTCP 协议实现。 

2.4.2 流媒体技术 

流媒体[30]是指以流的方式在网络中传送音频、视频和多媒体文件的形式，其传送方式是

将视频和音频等多媒体文件经过特殊的压缩方式分成一个个压缩包，由服务器向用户计算机

连续、实时传送。流媒体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多媒体传送需要将整个文件下载完毕后才

能进行播放的局限性，实现了音视频数据边下载边播放，使多媒体数据的实时传送与回放成

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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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流媒体传送系统架构 

图 2.7 所示为使用 RTP 协议的流媒体传送架构。在流媒体发送端，音、视频数据通过编

码器被编码，然后封装成音频和视频的 RTP 包发送出去。接收端接收到 RTP 包后，提取出

里面的音、视频数据，进行解码并利用 RTP 包中的时间戳进行同步。在接收流媒体接收端 

RTP 包的过程中，会根据网络接收情况向发送端发送 RTCP 反馈消息，发送端根据这些反馈

消息控制 RTP 包的发送速率，从而达到流量控制的目的。 

2.5 本章小结 

本章讨论了当前常见的集中式和分布式会议架构，分析了视频会议的相关协议与技术，

为后文视频会议系统架构的选择和会议控制方案的设计提供技术背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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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嵌入式轻量级视频会议控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会议控制是视频会议的基础。本章以嵌入式系统视频会议为应用实例，结合嵌入式系统

视频会议的环境约束、功能需求、会议控制需求设计了一种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并基于该

框架进行了详细的设计。 

3.1 需求分析 

3.1.1 视频会议系统的环境约束 

本课题研究的嵌入式视频会议系统由多台嵌入式终端设备组成。嵌入式终端设备以视频

应用为中心，硬件平台采用 TI 公司推出的 Davinci 系列 TMS320DM355 数字媒体处理器，CPU

是基于 ARM926EJ-S 处理器且核心频率为 216MHz，屏幕为 3.5 英寸 LCD 电阻触摸屏，分

辨率为 320x240，系统内存和应用存储内存分别为 128MB 和 64MB。从上述配置参数可知，

嵌入式终端设备自身的资源有限，因而在设计过程中需考虑以下约束： 

（1）内存的占用。嵌入式终端设备的系统内存和应用存储内存都较小，所以系统设计过

程中需要考虑内存占用的问题，尽可能的减少对系统的内存占用。同时对于需要占用内存的

应用程序，在程序结束时需要对占用的内存空间进行释放，避免内存空间浪费。 

（2）CPU 占用。嵌入式终端设备 CPU 主频比 PC 机低很多，因而在设计中需要考虑 CPU

占用的问题，避免 CPU 占用率达到 100%而导致程序运行出错。 

（3）屏幕显示。终端设备需要便于携带，屏幕比较小，因而在设计过程中尽量提供默认

选项和自动控制方法，减少用户非必要的手动操作，在屏幕显示时也需要考虑用户体验效果。 

    （4）系统的兼容性。嵌入式终端设备移植 linux 内核作为其操作系统，因而在实现软件

时需要考虑该软件的源码在 linux 环境下是否可以编译运行。 

3.1.2 视频会议系统的功能需求 

本课题研究一种分布式的轻量级嵌入式视频会议系统，其开发目的是在无其他设备参与

下，多个嵌入式终端设备连接网络后能够开展视频会议活动，经分析与整理得出其功能需求

需满足以下几点： 

（1）提供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可以进行会议的发起、参与、发言、退出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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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户能够以灵活的方式加入，包括主动申请加入会议、会议参与者邀请加入会议等 

（3）用户能够以多种方式退出会议，包括主动退出会议、强制退出会议等 

（4）提供发言功能和文本聊天功能，用户能够通过发言和发送文本发表意见 

（5）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会议中某个参会终端网络异常时有应急机制保证会议的继续

进行 

（6）具有一定的安全性，确保指定的会议成员才能进入会议 

3.1.3 视频会议系统的会议控制需求 

会议控制是多媒体会议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协调和管理参与会议多个用户的一种机

制。会议控制既要能满足实际会议场景的控制需求，同时也需要避免过于复杂，确保在内存

资源、处理能力以及用户界面存在限制的设备上也能够被广泛接受。本课题研究无服务器环

境下分布式视频会议系统的会议控制技术，其会议控制的具体需求图如 3.1 所示。  

嵌入式视频会议控制系统

会
议
管
理

成
员
控
制

发
言
控
制

异
常
情
况
监
测

权
限
控
制

 

图 3.1 会议控制的具体需求 

会议管理和成员控制是视频会议系统基本的控制需求，会议管理负责控制会议创建、终

止以及会议信息的维护，成员控制负责控制成员灵活加入、退出会议。集中式会议控制中采

用会议服务器保存和维护会议信息，成员加入会议是通过向会议服务器发送请求来实现的。

而分布式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无会议服务器，因而本文需要研究无服务器情况下会议信息的

维护以及成员灵活加入会议的问题。 

发言控制是视频会议系统必备的控制需求，通过对会议系统中发言资源进行控制，可以

确保成员间有序地、公平地享有发言权。在无服务器的分布式会议系统中音视频数据的发送、

接收以及处理都由会议终端实现，通过控制同一时间发言的人数，可以减少终端需要处理音

频的数据量，同时也可以降低对终端网络带宽的要求。目前分布式会议系统中多采用发言令

牌机制来实现发言控制，其过程相对不够灵活，因而如何实现灵活的发言控制是本文需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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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问题。 

异常情况监测是保证会议系统稳定性的控制需求，当参会终端出现网络异常时系统应能

够给出相应的处理。 

权限控制是针对分布式会议系统提出的特殊控制需求，其用于给用户分配特定的权限，

使用户在权限范围内对会议活动进行相关操作。无服务器的分布式会议系统中所有用户共享

会议资源，多个用户同时对会议系统进行控制会导致会议秩序混乱、会议信息不一致等问题，

因而需要给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会议控制权限。针对权限控制本文需要研究的问题有两个：

如何给用户分配权限以及如何实现控制权限的传递。 

3.2 会议控制的技术难点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嵌入式系统视频会议控制技术，其主要针对小规模的视频会议应

用，要求成本低、系统易于使用和配置。综合视频会议应用的需求和目标，本文采用分布式

端点混合会议架构来实现嵌入式视频会议系统。结合 3.1 节的分析，在实现中需要解决以下

几个技术难点： 

（1）解决分布式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会议控制难以实现的问题，设计一种无服务器的分

布式会议控制框架。 

（2）在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的基础上，为确保系统稳定性需解决的技术难点：如何实现

控制权限的分配；如何实现分布式会议控制权限传递，避免系统存在单点失效问题。 

（3）在发言控制中需解决的技术难点：如何实现发言权的灵活分配；如何对成员的发言

请求进行排序和处理，避免死锁情况。 

3.3 视频会议控制系统设计 

本节中通过引入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技术，在分布式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设计了一种分

布式会议控制框架，解决了端点混合会议架构在会议控制方面存在的不足，并基于此框架设

计了视频会议控制系统中会议管理、成员控制、发言控制、异常情况监测以及权限控制等实

现方案。 

3.3.1 总体设计 

分布式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会议系统由多个相同的会议终端组成，所有会议终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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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且平等，从而使得其会议控制的能力局限在会议成员管理、媒体流分发等方面，对会议

共享资源的控制难以实现。本节中借鉴集中式会议系统中采用会议服务器进行集中控制的方

法，打破分布式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所有会议参与者绝对平等的原则，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技术设计了一种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其框架如图 3.2 所示。 

会议参与者

会议功能系统

会议控制系统

媒体处理系统 混频器

会议主持人终端

媒体流

存储
空间

会议参与者
会议参与者

终端
控制信令

聊天文本

 

图 3.2 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 

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中将会议终端按角色划分为会议主持人终端和会议参与者终端，同

时给不同角色的会议终端分配不同的控制权限。如图 3.2 所示，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中有一

个会议主持人终端和多个会议参与者终端，会议过程中通过会议主持人终端实现集中控制会

议。不同于会议参与者终端和集中式会议系统中会议服务器，会议主持人终端同时拥有会议

功能和会议控制功能。会议主持人终端拥有访问会议控制系统的权限，其通过会议控制信令

与会议参与者进行交互可以实现对会议资源的集中控制；通过配置会议参数可对媒体处理系

统的媒体分发与处理进行控制；通过读写存储空间可对会议信息维护进行控制。会议过程中

控制信令在会议主持人终端和会议参与者终端之间以可靠连接的方式相互传递，媒体流在所

有会议终端之间以尽最大努力交付的方式传递。会议信息由所有会议终端共同维护，会议主

持人终端在会议过程中不断修改会议的信息，同时需要将修改后的会议信息及时同步给会议

参与者，会议参与者终端则根据同步信息及时更新自身存储的会议信息。这种采用会议主持

人终端集中控制会议的方式结合了集中式会议控制的优点，可以弥补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会

议控制的缺陷。 

基于上述框架，本文将视频会议控制系统功能分为五个模块：会议管理模块、成员控制

模块、发言控制模块、异常情况监测模块与权限控制模块，如图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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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视频会议控制系统模块划分 

会议管理模块包括会议创建/注销和会议信息维护，用于维护会议信息以及初始化会议实

例。成员控制模块包括成员接入控制和成员身份验证，用于控制成员灵活的加入和退出会议，

确保会议系统的安全性。发言控制模块包含发言队列维护和发言权分配，用于控制分布式会

议中会议成员有序地发言。异常情况监测包括异常监测和异常处理两个模块，用于对会议系

统各终端网络情况进行监测，及时发现终端的网络异常并进行处理。权限控制包括权限分配

和权限传递两个模块，用于给参与会议的终端分配不同的控制权限，支持终端之间会议控制

权限的传递。下面小节中详细介绍各个模块的设计方案。 

3.3.2 会议管理设计 

会议管理包括会议创建/注销和会议信息维护。会议创建主要是生成一个会议实例，同时

对会议系统的相关模块进行初始化。在创建过程中需要配置相关的会议属性，这些属性信息

在会议创建完毕后会保存到会议信息中参与会议控制。由于嵌入式会议终端屏幕较小，为了

方便用户快速完成会议的配置，本节设计了 5 种会议属性，其中（1）、（2）、（3）为必填的会

议属性、其它为非必填属性，具体如下： 

（1）会议密钥，用于控制成员加入会议过程，拥有会议密钥的成员才能获得加入会议的

许可。会议密钥长度不能超过 6 位，且仅能由数字组成，不可以为空。 

（2）最大参会人数，用于控制参与会议的人数，防止会议人数过多时影响会议系统的服

务质量。最大参会人数的取值为 2~10 中的整数。当配置参数不符合要求时，系统会自动弹出

错误提示。 

（3）会议模式，用于控制会议参与者在会议中的发言模式。本文中设计了两种会议模式：

自由模式和主持人模式。自由模式下，会议中所有会议参与者都同时拥有发言权，所有会议

成员可以随时发言，这种会议模式下需要所有终端都支持对音频的合成。主持人模式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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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发言需要向会议主持人申请发言权，获得发言权时才能发言。当会议模式选择主持人

模式，则还可对（4）和（5）两个属性进行配置。 

（4）最大发言时长，用于主持人模式下设置会议参与者每次占用发言权的最大时长，当

参与者发言的时间达到最大发言时长，则自动剥夺其发言权。默认发言权占用时长为 10 分钟，

其取值范围为 1-30 的整数。 

（5）同时发言的人数，用于主持人模式下设置同时占用发言权的人数，其值默认为 1，

最大值小于最大参会人数。 

会议注销是会议创建的逆过程，其主要用于清除内存中所有与该会议实例有关的信息，

同时关闭相关会议模块，从而使得注销后的会议不再占用终端的内存空间和 CPU。 

会议信息维护包括会议信息的存储、更新与同步。在轻量级视频会议系统中需要存储的

数据量非常小，为了方便系统在会议过程中能快速读取数据，将会议数据存储于系统内存中。

本文设计了相应的数据结构用于存储会议的数据信息，如图 3.4 所示会议类用于存放会议的

基本信息，会议成员类用于存放会议成员的信息，发言状态类用于存放成员发言状态的信息。 

-会议状态 : int
-会议模式 : int
-参会人数 : int
-会议最大人数 : int
-会议主持人 : 会议成员类
-发言管理列表 : 发言状态类
-会议成员列表 : 会议成员类
-会议密钥 : long
-最大发言时长 : int
-同时发言人数 : int

会议类

-成员ID : int
-主机标识 : string
-IP地址 : string
-角色 : int
-状态 : int

会议成员类

-成员标识 : string
-发言状态标识 : int
-位置标识 : int
-时间戳 : long
-优先标识 : int

发言状态类

 

图 3.4 会议类、用户类以及发言状态类图 

分布式会议控制系统中会议信息由所有会议成员共同维护，因而每个成员都需要存储和

更新会议信息，并且会议成员间会议信息需要保持一致。会议过程中以会议主持人终端为标

准来实现会议信息的一致性控制，当会议信息发生变化时会议主持人终端更新自身会议信息，

同时将变化的信息同步给会议参与者终端，会议参与者终端根据会议主持人同步的信息更新

自身的会议信息，从而使得所有会议成员间会议信息能保持一致。 

3.3.3 成员控制设计 

成员控制包括成员的接入控制和成员身份验证，其中成员的接入控制用于给会议成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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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灵活的加入、退出会议的方式，成员身份验证用于对加入会议成员的身份进行确认，确保

会议系统的安全性。 

3.3.3.1 成员的接入控制 

（1）成员加入会议 

本课题研究的视频会议是一种封闭型会议，仅有会议中成员才可以接收到会议中的音视

频数据。为了方便会议成员快速、灵活的加入会议，设计了三种成员加入会议的方式：会议

主持人邀请加入会议、会议参与者邀请加入会议以及成员主动申请加入会议，三种加入会议

过程如图 3.5 所示，C 为会议主持人，A、B 为会议参与者，D 为需要加入会议的成员。图 a

为会议主持人邀请成员加入会议过程，其是一种三次握手的方式。会议主持人输入新成员的

IP 地址，向 D 发送加入会议请求，D 接受会议主持人的邀请，会议主持人则将会议信息发送

给 D，从而 D 成为会议中的会议参与者。过程中除了会议主持人与需要加入会议的成员之间

存在交互外，会议主持人与其他会议参与者也存在交互。当成员加入会议后，会议主持人需

及时通知其他会议参与者更新成员列表。图(b)为成员主动申请加入会议过程，新成员输入会

议主持人的 IP 地址和会议密钥，向会议主持人发送加入会议请求，此过程中需要对成员身份

进行验证，通过验证才能获得加入会议的许可。本文中设计采用会议密钥来实现对成员的验

证，验证过程见 3.3.3.2 节。图(c)为会议参与者邀请成员加入会议，会议参与者 B 输入新成员

IP 地址，向 D 发送加入会议请求，请求报文中包含了会议密钥信息。成员 D 接受请求后获取

会议密钥信息并自动向会议主持人请求加入会议，后续过程同图(b)。会议主持人、会议参与

者以及新成员之间的 IP 地址和会议密钥主要通过其他方式（如短信、电话等）相互通知。 

      

加入会议成功

A C

DB

接受邀请2

邀请加入会议1

4 新成员加入

4 新成员加入

3

          

A C

DB

3

新成员加入
3

新成员加入

请求加入1

加入会议成功2

 

(a)主持人邀请加入会议                  (b) 新成员主动申请加入会议 

新成员加入

A C

DB

加入会议成功

加入会议2

4

邀请加入会议1

3

新成员加入4

 

(c) 会议中成员邀请加入会议 

图 3.5 新成员加入会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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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员退出会议 

成员退出会议包括会议主持人退出会议和会议参与者退出会议。会议参与者退出会议的

方式有两种：一种为主动退出会议，会议参与者向会议主持人发送退出会议报文，会议主持

人收到报文后更新成员列表，同时通知其他会议参与者更新成员列表；另一种为会议主持人

强制会议参与者退出会议，会议主持人向会议参与者发送踢出报文，更新自身成员列表，同

时通知其他会议参与者更新成员列表。会议主持人退出会议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会议主

持人向所有会议参与者发送退出会议报文，断开与会议参与者的 TCP 连接。会议候选人接收

到报文则切换为会议主持人，同时开启相关控制模块功能。其他会议参与者接收到报文则分

别与会议候选人建立 TCP 连接，将会议数据发送给新会议主持人。本文设计的方案中会议候

选人无需提前设置，会议中根据会议参与者加入会议的先后顺序决定，默认最先加入会议的

参与者为会议候选人（当前会议主持人除外）。退出会议过程中，退出会议的终端需要删除与

会议相关的所有信息。 

3.3.3.2 成员身份验证 

为了确保会议的安全性，成员在加入会议之前需要进行身份验证，通过验证的成员才能

获得加入会议的许可。身份验证[31]是指对一个用户所声称的身份进行验证，它是为了便于提

供系统完整性和授权服务，验证允许一个被证实的用户访问特定的服务。当前身份验证的方

法有很多，基本上可分为三类：基于共享密钥的身份验证、基于生物学特征的身份验证和基

于公开密钥加密算法的身份验证。本节基于共享密钥方式设计一种会议主持人对加入会议成

员身份合法性的验证，设计原则有以下三条： 

    （1）尽可能使用计算简单的密码算法，并减少会议终端的运算次数。 

（2）减少验证数据的传送次数，减少网络通讯量。 

（3）会议主持人与加入的会议成员之间通过秘密密钥鉴别，密钥不在网络上直接传送。 

在创建会议中需要设置会议密钥，通过会议密钥来对成员身份进行确认，拥有正确会议

密钥的成员才能获得加入会议许可。在身份验证过程中直接传送会议密钥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攻击者通过网络数据窃听、重放攻击[32]、穷举攻击等方式可以很快的获取到会议密钥。

为了确保会议密钥在会议主持人与加入成员间能安全地传递，本节中设计采用单向加密算法

将会议密钥和成员 IP 地址信息进行加密，将加密生成的字符串发送给会议主持人。会议主持

人接收到加入请求后，首先采用相同的算法将会议密钥和该成员 IP 地址进行加密，然后将接

收到的字符串和生成的字符串进行对比。若二者相同，则通过验证，向成员发送加入会议成

功消息；否则，验证失败，向成员发送加入失败消息。图 3.6 为会议成员加入会议的验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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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这种方式中会议密钥不直接参与传输，且整个过程中有成员 IP 地址参与运算保证了验

证消息的不确定性，是一种较为安全的方法。 

会议成员 会议主持人

加入会议

单向加密
生成字符串

单向加密
生成字符串

 将收到的消息
与自身计算结果

对比

验证结果

 

图 3.6 成员加入会议的身份验证过程 

3.3.4 权限控制设计 

权限控制主要是给会议系统中特定的用户分配特定的控制权限，使得用户能在权限范围

内对会议活动进行操作。本节中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技术设计了视频会议控制系统中权限的

分配，并对权限的传递进行了详细设计。  

3.3.4.1 权限的分配 

在 3.3.1 节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中设计采用会议主持人实现集中控制会议，因而需要给会

议主持人和会议参与者分配不同的权限。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技术中用户、角色以及权限三

者间是存在一定关系的，三者的关系在于用户被赋予角色，而权限不直接赋予用户而是赋予

角色，用户通过担任某些角色而获得权限。本节针对视频会议的应用场景设计两种角色：会

议主持人和会议参与者，两种权限：会议控制权限和会议功能权限。 

U1

U2

…

Un

会议
主持人

会议
参与者

会议控制
权限

会议功能
权限

R PU

n    n n    n

约束条件 约束条件

 

图 3.7 用户-角色-权限的关系模型 

图 3.7 为视频会议应用场景下用户、角色及权限的关系模型。视频会议场景中存在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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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用户集用 U 表示，U={u1,u2,u3,…,un}，其中 ui 为第 i 个用户的唯一标识，n 为会议中用

户的总数且 n 大于等于 2；视频会议系统中包含两种角色，角色集用 R 表示，R={会议主持人, 

会议参与者}；根据会议系统的实际场景将权限分为两类，权限用 P 表示，P={会议控制权限,

会议功能权限}。用户、角色和权限三者之间都是多对多的关系，从而由 U、R、P 三个集合

的元素可以推断出用户-角色分配关系和角色-权限分配关系所有可能的关系集合。用户-角色

的分配关系集 UA={(ui,会议主持人)U(uj,会议参与者)}，其中 i 和 j 的取值为 1-n 中的任意整数；

角色-权限的分配关系集 PA={(会议主持人,会议控制权限) U (会议主持人,会议功能权限)U(会

议参与者,会议控制权限集) U(会议参与者,会议功能权限)}； 

上述 UA 和 PA 的集合是在无约束情况下 U、R、P 三者之间分配的对应关系，然而实际

应用中 U 和 R、R 和 P 之间的分配是存在一定的约束关系。根据分布式会议控制的需求，本

文针对用户与角色、角色与权限的分配设计了三条约束条件，约束条件如下：  

（1）同一时间内会议中有且仅有一个用户为会议主持人角色，其他用户均为会议参与者

角色，即同一时间内，∃ ui∈U 使得(ui,会议主持人)∈UA，则一定有(uj,会议参与者) ∈UA，

其中 uj∈{U-{ui}}; 同一时间内，对于∀ ui∈{U-{uj}}使得(ui,会议参与者) ∈UA,则一定有(uj,

会议主持人)∈UA； 

（2）所有用户都可以为会议主持人角色，也可以为会议参与者角色，但同一时间内仅能

为两种角色中的一种，即同一时间段内，如果(ui,会议主持人)∈UA，则一定有(ui,会议参与者)

∉UA 成立；同一时间段内，如果(ui,会议参与者) ∈UA，则一定有(ui,会议主持人) ∉UA 成立，

其中 i 为 1-n 中的任意整数； 

（3）会议主持人角色同时拥有会议控制权限和会议功能权限，会议参与者角色仅拥有会

议功能权限，即 PA={(会议主持人,会议控制权限)U(会议主持人,会议功能权限) U(会议参与者,

会议功能权限)}； 

通过上述约束条件，给会议中一个用户分配会议主持人角色，其他用户分配会议参与者

角色；同时给会议主持人角色分配了会议功能和会议控制功能，给会议参与者角色分配了会

议功能，从而可以实现在会议过程中由会议主持人集中控制会议。这种通过给用户赋予角色，

给角色赋予权限的方式，可以实现视频会议中给用户灵活地分配权限。 

3.3.4.2 权限的传递 

视频会议控制中采用会议主持人角色集中控制会议，其可以继承集中式会议控制的全部

优点。然而，集中式会议中可能存在单点失效问题，当没有备用会议服务器且会议服务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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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故障时，整个会议都无法继续。采用主持人角色集中控制会议则也会可能存在单点失效问

题，因此在视频会议控制系统中需要支持会议控制权限的传递。分布式会议控制权限传递也

就是会议主持人切换，会议主持人将会议的控制权限转让，指定一位会议参与者接管会议主

持人角色。会议主持人切换包含两个过程：一是会议主持人和被指定的会议参与者双方角色

的转变，此过程可归纳为切换角色；二是会议主持人、指定会议参与者以及其他会议参与者

之间的报文交互，此过程可归纳为切换过程。 

（1）切换角色 

会议中每个用户都存在两种角色可选择：会议主持人和会议参与者。用户的角色是可以

切换的，其切换过程通过动作来触发，图 3.8 所示为角色切换图。用户未进入会议前是无角

色的，在无角色状态下用户创建会议则初始化为会议主持人，用户加入会议则初始化为会议

参与者。用户退出会议，则退回到无角色状态。会议主持人转让控制权限则会切换为会议参

与者，会议参与者被指定为主持人则会切换为会议主持人。会议主持人与会议参与者之间的

切换是成对出现的，有一个用户从会议参与者切换为会议主持人，则必有另外一个用户从会

议主持人切换为会议参与者。 

创建会议

加入会议

转让控制权限

被指定为主持人退出/关闭会议

退出会议

无角色

未进入会议 已进入会议

会议
主持人

会议
参与者

 

图 3.8 角色切换图 

由于会议主持人同时拥有会议控制功能和会议功能，而会议参与者仅拥有会议功能，因

而切换角色过程中需要修改会议成员角色信息、开启/关闭会议控制功能。动态角色切换的概

念最初是由文献[33]提出的，其提出由计算机程序执行角色的切换但并没有进一步阐述如何进

行切换。本节针对视频会议应用场景设计了动态角色切换的实现方法，其过程主要通过监听

用户的动作来触发切换角色的一系列程序。动态角色切换过程分为三步：监听用户动作、判

断是否符合角色切换条件、改变角色的状态及开启/关闭控制功能模块。判断是否符合角色切

换条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监听到用户的动作；二是用户当前角色信息。图 3.8 中每个箭头

为用户的动作，每个圆为用户当前角色信息，当用户的动作与其箭头起点用户角色信息相对

应时，角色切换条件才算符合。动态角色切换算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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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用户动作; 

if（用户动作不为空） 

{ 

  if (condition( ) == FALSE) //对应角色状态是否符合条件 

      return 切换角色失败; 

  else 

 { 

     修改角色状态; 

 开启/关闭会议控制功能模块; 

     return 切换角色成功;   

} 

} 

（2）切换过程 

会议主持人切换过程中会议主持人终端切换角色为会议参与者，指定的会议参与者终端

切换角色为会议主持人，两者切换角色不是同时进行的。为了确保会议主持人能够正确无误

的切换成功，本节设计了图 3.9 所示的会议主持人切换过程。会议主持人首先向指定的会议

参与者发送更换主持人报文，然后监听指定会议参与者的回复。会议参与者接收到报文，则

开始进行角色切换，角色切换完毕后向会议主持人发送切换角色成功报文。会议主持人接收

到指定会议参与者切换角色成功报文，则向所有会议参与者发送更换会议主持人成功的报文，

然后切换自身角色为会议参与者。 

会议主持人 指定会议参与者

更换主持人

其他会议参与者

切换角色成功

主持人更换成功
主持人更换成功

切换角色为
会议主持人

切换角色为
会议参与者

 

图 3.9 会议主持人切换的过程 

在上述过程中，指定会议参与者切换角色后则开启了会议控制相关模块且自身认知的角

色为会议主持人角色状态，而所有其他会议成员的会议信息中该指定会议参与者仍为会议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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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角色的状态，因而在此阶段需要限制其会议控制的操作。为了确保会议中有且仅有一个

会议主持人实现会议的控制，设计了一种锁定模式的会议主持人状态。当指定会议参与者切

换角色为会议主持人后进入锁定模式，处于锁定模式的会议主持人角色虽然会议控制相关模

块已经开启，但其不能进行会议控制操作，仍由原会议主持人对会议进行控制。同时在原会

议主持人监听指定会议参与者回复的过程中设计一个定时器，当 5 秒内原会议主持人接收到

指定会议参与者切换角色成功报文，则向所有会议参与者发送会议主持人已切换成功报文，

同时切换自身角色为会议参与者。处于锁定模式的会议主持人收到原会议主持人的报文后，

则解除会议主持人的锁定模式，可以对会议进行控制操作。当指定会议参与者切换角色失败

或 5 秒内未收到回复，则原会议主持人向指定会议参与者发送停止切换报文，继续担任主持

人角色实现对会议的控制。若指定会议参与者会议控制相关模块已开启，则收到停止切换报

文需要关闭会议控制相关模块，退回到会议参与者的状态。 

3.3.5 发言控制设计 

视频会议中多个会议成员同时发言会产生大量的音频数据，对于无服务器的视频会议系

统，其终端需要花费较高的代价来实现音频数据的合成与分发。多个会议成员同时发言也容

易造成会议中声音嘈杂，无法辨别会议成员的观点，带来较差的用户体验。本节对视频会议

系统中发言权的分配进行控制，确保会议成员有序发言。 

3.3.5.1 发言状态 

针对会议成员设计了 4 种发言状态：空闲、等待发言、正在发言、禁止发言，其中空闲

状态表示目前对发言权无兴趣，既不申请也不拥有发言权；等待发言状态表示已经申请发言

但未获得发言权；正在发言状态表示正在享有发言权，可以发言；禁止发言状态表示不可以

申请发言也不可以获得发言权，只能旁听其他会议成员的发言。图 3.10 所示为发言状态的变

迁图。会议开始时会议参与者默认为空闲状态，会议主持人默认为正在发言状态。空闲状态

的成员申请发言，大多数情况下进入等待发言状态；当正在发言成员结束发言且无会议成员

等待发言时，空闲状态成员申请发言则可以直接进入正在发言状态。等待发言成员获得发言

权则进入正在发言状态，取消发言则进入空闲状态。正在发言成员结束发言则进入空闲状态。

会议主持人可以剥夺发言权，使得正在发言成员进入等待发言状态，会议主持人也可以强制

正在发言成员结束发言；会议主持人可以通过禁止发言命令使处于空闲、等待发言以及正在

发言状态的成员进入禁止发言状态，直到会议主持人解除禁止发言该成员才可以进入空闲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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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正在发言等待发言空闲

禁止发言

START

STOP

申请发言

取消申请

发言授权

剥夺发言

禁
止
发
言解

除
禁
止

结束发言

禁止发言
禁
止
发
言

申请发言

 

图 3.10 发言状态变迁图 

3.3.5.2 发言权的分配 

目前发言权的分配有基于手动授权和基于先来先服务算法（FCFS）两种方式，其中基于

手动授权的方式中发言权每变更一次都需要控制方手动操作，其过程繁琐不够自动化；基于

FCFS 算法的发言控制方式完全依赖于申请发言的时间来分配发言权，其发言权分配方式不够

灵活。本节结合高旭[34]和刘海鹏[35]两者的研究，设计了基于 FCFS 算法辅助、会议主持人主

控的发言权控制机制，该机制在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发言者发言，会议参与者的发言申请通

过发送短报文给会议主持人的形式实现。在发言权控制机制中采用发言队列来保存所有成员

的发言状态信息，会议主持人可以手动指定授予某个参与者发言权，也可以根据发言队列信

息来自动授予某个参与者发言权。发言队列由多个节点组，每个节点中保存了一个会议成员

的发言状态信息，其节点的格式定义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发言队列节点的格式 

成员 ID 发言状态 位置标识 时间戳 优先标识 

 成员 ID 是会议成员在会议中的唯一标识。 

 发言状态是会议成员当前的发言状态，默认为空闲状态。-1 表示成员处于禁止发言状

态；0 表示成员处于发言状态；1 表示成员处于等待发言状态；2 表示成员处于空闲

状态。 

 位置标识是会议成员在等待发言状态时排队的位置信息，其默认值为 0。0 表示正处

于发言状态或空闲状态，1 表示处于等待发言状态的第一位，2 表示处于等待发言

状态的第二位，以此类推。 

 时间戳是处理该请求时的绝对时间，用于会议主持人优先成员发言的操作中。 

 优先标识用于标记请求队列中用户是否被主持人角色设为优先发言，其默认为 0。其

中 0 表示没有被优先，1 表示被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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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过程中会议主持人根据会议参与者的发言请求以及手动操作来维护发言队列信息，

同时根据发言队列信息自动控制或手动控制来授予发言权。当正在发言的成员结束发言时，

发言权的分配存在如下的优先级关系：（1）会议主持人手动授予发言权，则将发言权分配给

会议主持人指定的成员；（2）会议主持人没有手动授予某个成员发言权，则会根据发言队列

信息自动来向某个会议成员发送短报文授予发言权。当发言队列中存在一个优先标识为 1 的

会议成员时，则当前发言人结束发言时分配发言权给该会议成员；当发言队列中存在多个优

先标识为 1 的会议成员时，则需要比较时间戳信息，依次给时间戳距离现在时刻最近的会议

成员分配发言权；当发言队列中不存在一个优先标识为 1 的会议成员时，则按照位置标识分

配发言权。 

为了能高效地处理会议成员的发言请求，灵活地给会议成员分配发言权，会议主持人需

要不断的维护发言列表。当会议主持人接收到请求发言时，判断该会议成员的是否满足申请

发言条件，满足则修改该会议成员的发言状态信息；反之，则可忽略请求。当会议主持人选

定某个会议成员优先发言时，则修改该会议成员优先标识为 1，同时修改其时间戳为主持人

角色的绝对时间标识。当会议主持人选择某位会议成员禁止发言，则修改该会议成员的发言

状态为-1，同时将其位置标识、时间戳、优先标识信息设为初始的默认值。会议主持人无需

申请发言和优先的过程，其可直接回收发言权。会议过程中会议主持人需要不断的更新发言

队列信息，同时也需要及时将发言队列信息同步给会议参与者。 

3.3.5.3 发言控制的逻辑验证 

为了确保发言控制中无死锁情况的发生，需要对发言控制的过程进行逻辑验证。本节引

入线性逻辑中的原子命题和时间运算法来表述发言控制的相关性质，通过对发言控制的逻辑

验证来证明发言控制中无死锁情况。 

线性逻辑描述的符号中包括□总是时序符、◇最终时序符，以及命题中经验的逻辑连接

符∧、∨、┐和→。采用线性时序逻辑描述动态性质有以下形式：□(p→q)或□(p→ ◇q), p、

q 都为原子命题，其中第一种形式表述在每次系统的一个状态验证 p，则它也应该要验证 q；

第二种形式表述在每次系统验证 p，在将来的执行中，它应该要验证 q。根据 3.3.5 节中发言

状态转换图，采用线性逻辑描述发言控制中的性质如下： 

性质 1：□（（会议开始∨无发言申请）→ 会议主持人发言状态）； 

性质 2：□（会议参与者申请发言 → ◇ （会议参与者等待状态∨会议参与者发言状

态））； 

性质 3：□（会议主持人授予发言权→ ◇（会议参与者发言状态∧会议主持人空闲状

万方数据



南京邮电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三章 嵌入式轻量级视频会议控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28 

态））； 

性质 4：□（会议主持人剥夺发言权→ ◇（会议主持人发言状态））； 

性质 5：□（会议参与者等待状态 → ◇ （会议参与者发言状态）； 

性质 6：□（会议参与者被禁止发言→ ◇（会议参与者禁言发言状态））； 

性质 7：□（（会议参与者禁止发言状态∧会议主持人解除禁止）→ ◇（会议参与者空

闲状态））； 

性质 8：□（会议参与者发言状态）→ ◇（会议参与者空闲状态））； 

本节采用 SPIN 工具和 Promela 语言来验证上述时序性质。SPIN
[36]工具是由美国贝尔实

验室开发的一款著名的分布式系统模型检测工具，其通过进程异步组合和系统空间穷举验证

等方式模拟系统运行，验证系统是否满足指定的时序逻辑和属性规约，并在不满足时输出错

误轨迹对错误进行定位。Promela 作为 SPIN 的采用的形式化建模语言，用来描述待测系统中

各组件的自动机模型。完整的 Promela 模型由进程、消息通道和变量组成，其中进程刻画系

统中并发实体的行为，消息通道和变量用来定义进程运行的环境。发言控制的验证主要是使

用 Promela 语言编写上述性质在系统消息通道内是否能实现，实现中会议参与者原型的部分

代码如下： 

 

#define QSZ  1  

mtype = { idle, waiting, speaking, forbid}; 

chan chanel_recv = [QSZ] of { byte}; 

chan chanel_send = [QSZ] of { byte}; 

proctype participate 

{ byte message; 

  state = idle; 

  chanel_send!req_speak; 

  do :: 

     if (state == idle) -> 

     :: chanel_recv?message; 

        if 

        :: (message == ok) -> 

        atomic {state = waiting;} 

   fi 

   :: (state == waiting) -> 

        :: chanel_recv?message; 

        if 

        :: (message == start_speak) -> 

        atomic{ state = speaking; } 

    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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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用 Promela 语言描述会议参与者与会议主持人的会议控制消息交互，控制会议参

与者以及会议主持人的发言状态的变化，最后在 SPIN 工具下进行测试，得出本节设计的发

言控制方案中发言权可以在所有会议成员间传递，不会出现死锁情况。 

3.3.6 异常情况监测设计 

本节中异常情况监测主要是通过某种方法不断地探测系统中会议终端的网络状态，以便

当系统某个会议终端网络出现异常时主动报告，使异常事件得到及时地处理。负责进行网络

异常监测的终端为监测者，而称接受监测的终端为被监测对象。判定被监测对象的网络是否

异常的依据通常是“通信”，即当监测者能够和被监测对象正常通信时，监测者将认为被监测

对象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否则认为其处于“异常”状态。 

（1）异常监测 

在分布式视频会议系统中会议终端之间相互可以进行通信，当某些参与会议终端的网络

出现异常时，需要一种机制及时发现终端网络异常的事件并通知会议系统中其他终端。异常

监测正是用于监测系统中会议终端的网络情况，其可以避免会议终端继续向异常的终端发送

数据或命令，从而避免带宽浪费或其他异常的发生，保证视频会议系统的可靠性。结合分布

式会议控制框架，本节根据会议中监测者与被监测对象设计了以下三种异常监测方式： 

（a）会议主持人终端为监测者，所有会议参与者终端为被监测对象，监测会议参与者终

端是否出现网络异常；  

（b）会议参与者终端为监测者，会议主持人终端为被监测对象，监测会议主持人终端是

否出现网络异常； 

（c）会议参与者终端为监测者，其他会议参与者终端为被监测对象，监测会议参与者终

端是否出现网络异常； 

通过上述三种异常监测方式的结合，不断地对会议终端的网络状态进行监测，可以及时

发现会议系统中终端的网络异常。 

（2）异常处理 

为了保证视频会议系统正常的运行，需要对终端的网络异常进行处理，确保会议系统的

稳定性。会议系统异常处理过程中存在优先级关系，当同时发现会议参与者和会议主持人网

络异常时，优先处理会议主持人网络异常事件，然后再处理会议参与者网络异常事件。当监

测者发现终端存在网络异常时，其处理过程如下：  

（a）会议主持人发现会议参与者网络异常。更新会议信息中该会议参与者的状态为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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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知其他会议参与者该会议参与者已离线，所有会议参与者都不再向离线的用户发送数

据。出现异常的会议参与者可在网络恢复后，重新向会议主持人发起加入会议请求回到会议

中； 

（b）会议参与者发现会议参与者网络异常。监测者首先通知会议主持人其发现某位会议

参与者网络异常，会议主持人则立即向网络异常的会议参与者发送监测包。当会议主持人在

指定时间内接收到应答包，则该会议参与者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会议主持人通知监测者该会

议参与者在线；当会议主持人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接收到应答包，则该会议参与者网络出现异

常，则重复（a）。 

（c）会议参与者发现会议主持人网络异常。监测者通知状态为在线的所有会议参与者其

发现会议主持人网络异常，会议候选人接收到通知后则立即向会议主持人发送监测包。当会

议候选人在指定时间内接收到应答包，则会议主持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会议候选人通知监

测者会议主持人在线；当会议候选人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接收到应答包，则会议主持人网络出

现异常，会议候选人切换身份为会议主持人，更新会议信息中原会议主持人角色为会议参与

者，状态为离线，同时通知其他所有会议参与者会议主持人已更换。所有会议参与者接收到

消息后，更新会议信息，并与新的会议主持人重新建立连接。 

3.4 应用层通信协议的设计 

在特定用途的网络系统中，可以制定自定义的通信协议。自定义应用层协议是系统设计

者根据系统自身特点和需求定义的、仅在内部有效的通信规则。这种协议具有两个优势：一，

针对性强，设计者可根据系统的特点制定协议；二，灵活性高，设计者可根据系统的变化，

动态地修改协议。本节主要设计一种用于视频会议系统的应用层通信协议。 

3.4.1 通信协议的定义 

在 OSI 模型中，对等实体之间数据单元在发送方逐层封装，在接收方的逐层解析。通信

协议精确地定义了双方通信控制信息和解释信息，是对等实体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约定的集合。

发送方能将特定信息（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按协议封装成指定格式的数据报，最终

以串行化比特流在网络上传输。接收方接收到数据报后，根据协议将比特流解析为本地化数

据，从而获取对方发送过来的原始信息。通信协议主要包括三个要素： 

（1）语法：规定了信息的结构和格式。 

（2）语义：表明信息要表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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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步：规则涉及双方的交互关系和事件顺序。 

为了确保数据正确发送与接收，本节中定义了通信协议的报文结构。表 3.2 所示为自定

义应用层协议的报文结构，数据报由报文首部和报文实体组成。 

表 3.2 自定义应用层协议的报文结构 

结构 字段名 长度/Byte 

 

 

报文首部 

报文长度 4 

命令字 4 

报文序号 4 

总包数 2 

当前包号 2 

报文实体 数据部分（数据包） 长度可变 

由于应用层数据很多时候（如路由重启、断线重连、超时等情况）都需要重发，如果应

用层传输 1G 的文件数据，则每次重发时需冒着最大可能重发接近 1G 数据的风险。若考虑

TCP 底层 IP 包最大长度及 TCP 窗口大小限制，本节设计的协议把数据部分定义为 32KB/包，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减少重发的浪费。 

自定义的报文结构中“报文长度”占用 4Bytes，其值为整个数据报的长度，包含报文首

部和报文实体。“命令字”是整个系统对指令的编码，接收端可以根据解析得到的命令字进行

对应的处理工作。“报文序号”的取值范围是 0~ 0XFFFFFFFF，初始值为 0，每次发送新报文

顺序加 1，超过 0XFFFFFFFF 则立即重新从 1 而非 0 开始编号；报文发送失败后重发时，其

报文序号不变；当接收端收到报文序号为 0 的报文时必须无条件接收该报文，若不为 0 则需

要与上次报文的报文序号相比较，如果相同则认为该报文重复，将之舍弃，如果不同则作为

新报文接收。“总包数”和“当前包号”用于将数据长度大于 32KB 的数据拆分、组装。如果

数据长度小于 32KB，则“总包数”、“当前包号”均为 1。“数据部分”的长度不定，由应用

层决定，这一部分存放着节点间所需传输的数据内容。 

3.4.2 会议控制报文 

视频会议系统中会议控制主要通过会议成员间的报文交互来实现。本节根据会议控制的

功能定义了以下报文： 

（1）成员控制的报文 

invite，用于会议主持人或会议参与者向新成员发送会议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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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用于成员向会议主持人发送加入会议请求； 

bye，用于会议主持人和会议参与者退出会议； 

kicked，用于会议主持人踢出某位会议参与者； 

ok，用于响应请求时发送的报文； 

reject，用于拒绝请求时发送的报文； 

ack，用于确认请求时发送的报文； 

（2）发言控制报文 

req_speak，用于会议参与者向会议主持人申请发言； 

start_speak，用于会议主持人通知会议参与者获得发言权； 

end_speak，用于会议参与者通知会议主持人其发言结束； 

no_speak，用于会议主持人通知会议参与者其被禁止发言； 

stop_speak，用于会议主持人通知会议参与者暂停发言； 

（3）会议主持人切换控制报文 

be_host，用于会议主持人告诉指定会议参与者更换为会议主持人； 

role_change_success，用于指定会议参与者告诉会议主持人其切换角色成功； 

role_change_fail，用于指定会议参与者告诉会议主持人其切换角色失败； 

role_change_stop，用于会议主持人告诉指定会议参与者停止更换为会议主持人； 

host_change，用于原会议主持人告诉所有会议参与者会议主持人已更换； 

（4）异常情况监测报文 

echo，用于向监测者向被监测对象发送询问报文； 

reply，用于被监测对象向监测者发送应答报文； 

（5）通用报文 

notify，用于会议中所有成员间有通知需求时发送的报文； 

会议过程中，上述会议控制报文以 3.4.1 节中定义的报文结构进行封装，每种报文都对应

唯一的命令字。会议终端接收到报文后解析报文，从报文实体中读取数据信息，并根据报文

的命令字进行对应的处理工作。 

3.5 本章小结 

本章对视频会议控制系统进行了总体设计和详细设计，以便后续开发。首先分析了嵌入

式视频会议系统的功能需求和会议控制需求，然后对视频会议控制系统进行了总体设计，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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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布式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缺乏会议控制功能、对终端的要求高等问题，将基于角色的访

问控制技术引入到视频会议控制系统中，设计了一种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基于此框架，给

出了在无服务器环境下会议管理、成员控制、发言控制、异常情况监测、权限控制的详细设

计方案。最后针对视频会议控制功能，定义了应用层的通信协议和会议控制报文。下一章将

在本章设计的基础上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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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嵌入式视频会议控制原型系统的实现 

本章首先给出了嵌入式系统视频会议终端软件的总体架构和系统的实现环境，然后运用

套接字通信技术[37]、多线程技术[38]以及心跳技术[39]给出了视频会议控制原型系统中会议控制

各模块的具体实现方案。 

4.1 系统软件实现的总体架构 

依据模块化的设计思想，嵌入式终端视频会议软件可以划分用户界面、会议核心模块、

媒体处理模块。视频会议终端软件实现的总体架构如图 4.1 所示，其中各模块的主要功能如

下： 

用户界面（UI）用户输入

TCP/IP协议栈

网络

控制消息 媒体数据

会议核心模块

用户命令

会议控制消息

媒体处理模块

音视频帧

RTP包

 

图 4.1 视频会议终端软件架构图 

（1）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是用户与嵌入式会议终端交互的主要媒介，嵌入式会议终端中支持用户直接对

用户界面进行操作，在本课题中采用 Qt-Embedded 开发用户界面。Qt
[40]

 是诺基亚公司开发

的一套 C++图形界面库，具有良好的跨平台特性、丰富的 API 库和完全的面向对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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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Embedded 是基于  Qt 的适用于嵌入式平台的版本，其采用嵌入式平台中常用的 

framebuffer 作为底层图形接口[41]。用户界面模块用于读取和解析用户的输入，辅助完成会议

控制、会议管理以及相关会议状态的显示，并控制视频播放的界面，将用户界面和视频按照

需要输出到 framebuffer。 

  （2）会议核心模块 

会议核心模块包含了会议控制模块和会议功能模块，其中会议控制模块负责会议过程中

控制整个会议的实现，包括会议的创建/注销、会议信息的维护以及会议资源的分配等；会议

功能模块负责给会议用户提供基本的功能如文本聊天、播放音视频等。 

会议中会议核心模块监听从用户图形界面传送的命令，完成用户所需要的操作。会议控

制信令是会议控制的核心，会议中会议主持人通过与会议参与者报文交互来实现会议的控制

操作。目前大多数视频会议系统中会议控制都采用 SIP 和 H.323 协议进行交互，它们是视频

会议控制的两大标准协议。由于本文研究的嵌入式视频会议终端内存空间有限，采用 SIP 或

H.323 之前需要对其裁剪，实现过程相对比较复杂。因而，本文采用自定义应用层通信协议

来实现会议成员间的交互。 

（3）媒体处理模块 

媒体处理模块包含 RTP 传输模块、音频混合模块以及数据缓存管理模块。RTP 传输模块

负责将音频、视频数据帧打包成符合 RFC3550 及其相关规范的 RTP 包。RTP 将音频和视频

采用不同端口分开传输，RTP 封包和传输所需要的相关参数由会议核心模块确定。RTP 使用

时间戳机制来保证音视频的同步，使用 RTCP 提供音视频数据传输的流控制和拥塞控制。数

据缓存管理模块主要用于接收会议系统中视频数据包进行短暂存储，并不断更新。当需要播

放音视频数据时，从缓存中读取数据进行解码播放。音频混合模块主要用于存在多位成员同

时发言的会议场景，负责对多路音频进行混合，视频会议系统中音频混合功能由会议主持人

终端完成。 

4.2 系统实现的环境 

视频会议终端的硬件平台采用 TI 公司推出的 Davinci 系列 TMS320DM355 数字媒体处理

器，其集成了硬件编解码核心和 CPU 核，编解码核心支持 MPEG-4 的视频硬件编码/解码和

G.711 的音频硬件编码/解码；CPU 是基于 ARM926EJ-S，核心频率达 216MHz。视频会议终

端软件平台采用 2.6.10 版本的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支持 TCP/IP 协议栈，可以方便地开发

各种应用程序，实现语言为 C/C++语言。嵌入式会议终端的具体技术指标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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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嵌入式会议终端技术指标 

类别 说明 技术指标 

数字媒体处理器 TMS320DM355 主频达 216MHz 

触摸显示屏 LCD 液晶显示和触摸屏 
3.5 英寸 LCD 电阻触摸屏，分辨率为

320x240 

以太网接口 固定以太网接口 100Mbps 以太网 

摄像头 手持装置内置摄像头 200 万象素 CMOS 

音频接口 音频采集和播放 支持 G.711 编解码 

视频接口 视频采集和播放 MPEG4 编解码 

无线局域网 提供无线局域网接口 
支 持 IEEE 802.11b/g ， 数 据 传 输 率 

54Mbps，支持 ad hoc 模式 

电池 内置电池组 单节锂电池供电/5V 直流供电 

内存 系统和应用存储器 128MB DDR2，64MB NAND 

扩展接口 外围扩展接口 
1 个 SD 卡槽，1 个 USB2.0 接口，3 个功

能按键 

操作系统 嵌入式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2.6 （支持双协议栈） 

4.3 视频会议控制原型系统的实现 

本节基于 3.3.1 节中的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运用套接字通信技术、多线程技术以及心跳

技术等对视频会议控制原型系统进行实现，视频会议控制原型系统如图 4.2 所示。为了使系

统能满足 3.1.3 节中的会议控制需求，本节中首先对自定义通信协议中数据报的封装和解析过

程进行了编码实现，然后对原型系统中会议管理、成员控制、发言控制、异常情况监测功能

模块的实现进行了详细说明。对于权限控制，在用户加入会议的过程中通过调用函数初始化

会议控制模块来实现给用户分配权限。对于权限控制中会议主持人切换功能，系统需要自动

开启或关闭相关控制功能模块， 然而实际会议系统实现中没有对各功能模块开启与关闭的过

程进行监控，难以判断相关功能模块开启与关闭是否成功，因此在系统中直接实现会议主持

人切换功能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考虑到上述因素，采用仿真来对权限控制中会议主持人切

换功能进行实现，仿真过程见 5.1.1 节。 

成员控制 发言控制 权限控制 异常情况检测

会议管理

会议控制系统

用户

存储
空间

媒体
设备

会议
功能
系统

 

图 4.2 视频会议控制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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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自定义通信协议的实现 

自定义通信协议的实现关键在于数据报的封装和解析。在 3.4.1 节中设计了数据报由报文

首部和报文实体组成，其中报文首部由报文长度、命令字、报文序号、总包数以及当前包号

等五个部分且每个部分长度固定；而报文实体由数据部分组成，长度不固定。因而在自定义

通信协议实现过程中首先需要对数据部分的封装进行合理构造和正确解析，即制定编解码规

则，然后再对数据报的封装和解析进行实现。 

本节中采用 TLV 编码规则来实现对数据部分的封装和解析，TLV 编码[42]就是指对 Type

（Tag）、Length 和 Value 进行编码，形成比特流；解码是编码的逆过程，是从比特流缓冲区

中解析还原出原始数据。采用 TLV 编码将数据封装成的数据单元格式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封装数据单元的格式 

Data_unit 

结构 头部 数据实体 

字段名 m_dwTag m_nLen m_pValue 

长度/Byte 4 4 长度可变 

m_dwTag 是值类型标签，它根据构造数据单元时数据实体的内容来确定。m_nLen 是数

据实体的长度，其在构造数据单元设置具体值时确定。m_pValue 是数据实体，其可以设置为

整型值或字符串值。数据实体部分长度可变，其最大长度限制为 8KB，同时为了统一数据单

元的边界，设置数据实体长度为 4 字节的倍数，当数据实体长度不满足 4 字节的倍数时采用

无效数值或字符对其进行填充。封装数据单元的代码如下： 

 

class Data_unit{ 

public: 

 //数据单元封装和解析方法 

 size_t toBuffer(LPBYTE streamBuffer, size_t bufferLen); 

 size_t fromBuffer(LPBYTE streamBuffer, size_t bufferLen);  

 // 填充数据单元 

 void setValue_Int(int v);//填充int型数据 

 void setValue_C_String(const char* buf, size_t len);//填充字符串数据 

T get_*();//获取成员变量的方法,T 为对应的数据类型 

void set_*(T t);// 设置成员变量的方法,T、t 为对应的数据类型和变量 

private: 

 int m_dwTag;  // 值类型标签 

 size_t m_nLen;  // m_pValue 指向的存储空间的长度 

 LPVOID m_pValue; // 指向存储空间的指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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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中采用 Message 类来存储数据报的信息，数据报封装的过程分为三步：（1）创建

message 对象，调用 Message::set*()方法填充报文首部；（2）创建 data_unit 对象并填充数据，

再调用 Message::addData_unit 方法填充报文实体；（3）调用 Message::toBuffer 方法将数据报

打包到缓冲区 streamBuffer。数据报解析的过程分为两步：（1）先创建一个 message 对象，调

用 Message::fromBuffer 方法从缓冲区 streamBuffer 先解析出报文的首部和报文序号，确定该

报文没有重复时，再从剩余缓冲区中解析出 Data_unit 并将其串行化到链表。Message 类的实

现代码如下： 

 

    在构造数据报过程中，通过设置报文首部的命令字来区分不同的报文。为了能通过命令

字快速区分报文的类别，在 tagHeader.h 文件中定义了不同报文命令字的整型数值，通过报文

命令字的数值来判断报文的类型以及用途，tagHeader.h 代码如下： 

 

alive = 1;  //alive 为 1 表示开启 keepalive 机制 

if ( setsocketopt(fd, SOL_SOCKET, SO_KEEPALIVE, (const char*) &alive, sizeof alive) != 0 ) 

{ 

 Log_warn(“Set keep alive error: %s. \n”, strerror(errorno));  

return -1; 

} 

MD5_CTX md5;    

MD5Init(&md5);    //初始化用于 MD5 加密的结构 

unsigned char encrypt[200];    //存放需要加密的信息 

unsigned char decrypt[17];     //存放加密后的结果 

MD5Update(&md5,encrypt,strlen((char*)encrypt));    // 进行需要加密的信息进行加密 

MD5Final(decrypt,&md5);     //获取加密后的结果 

 

 

MD5_CTX md5;    

MD5Init(&md5);    //初始化用于 MD5 加密的结构 

unsigned char encrypt[200];    //存放需要加密的信息 

unsigned char decrypt[17];     //存放加密后的结果 

MD5Update(&md5,encrypt,strlen((char*)encrypt));    // 进行需要加密的信息进行加密 

MD5Final(decrypt,&md5);     //获取加密后的结果 

 

 

#ifndef  TAGHEADER_H 

#define  TAGHEADER_H 

const int  JOIN   =  0x00000001; //请求加入会议报文 

const int  INVITE  =  0x00000002; //邀请加入会议报文 

const int  BYE   =  0x00000003; // 退出会议报文 

const int  KICKED  =  0x00000004; // 踢出会议报文 

const int  OK  =     0x00000005; // 响应请求报文 

······(省略) 

#endif 

 

class Message{ 

public:   

static UINT m_nSeqNo;  //报文序号，4字节，它的数值在0到0XFFFFFFF间必须保证严格单调

//的递增，当达到0XFFFFFFF时，从1开始下一循环，每次调用toBuffer() 

//时其值增1。 

size_t toBuffer(LPBYTE streamBuffer, size_t bufferLen);// 数据报封装的方法 

 size_t fromBuffer(LPBYTE streamBuffer, size_t bufferLen);//数据报解析的方法 

 void setHeader(int dwCmdID);  // 设置报文首部的命令字 

void setCmdLen(size_t m_nCmdLen); //设置报文的长度 

void setData (u_short m_nDataTotal, u_short m_nDataNo);//设置报文总包数和当前包号 

T get_*(); //通过get_*方法获取报文首部各字段的值,T为对应的数据类型 

 void addData_unit(Data_unit* data_unit); // 填充数据部分 

 Data_unit * get Data_unit (int tag); // 根据 Tag 查找数据单元 

private: 

 size_t m_nCmdLen;  // 4字节，报文的长度(size)  

 int m_dwCmdID;  // 4字节，命令字 

    u_short m_nDataTotal; //总包数 

    u_short m_nDataNo; //当前包号 

 list<Data_unit *> m_Data_unit_List; // 报文的数据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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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会议管理的实现 

会议管理的实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会议创建和会议数据信息的维护。会议创建的实现

流程如图 4.3 所示。用户会议创建时，系统调用图形界面给用户提供对会议参数进行配置的

接口。用户完成会议参数配置后，系统需要对用户配置参数进行检查，确保会议参数配置是

合法的。在视频会议依赖于网络，因而创建会议过程中系统需要提供接口对网络环境进行检

查，网络连接异常时弹出会议创建失败提示。当会议配置合法且网络环境符合要求时，会议

系统调用接口初始化相关功能模块，存储会议数据来完成会议创建。 

开始

会议参数配置

参数配置是否正确

系统网络是否正常

初始化会议

结束

Y

Y

N

N

 

图 4.3 会议创建的流程 

会议参数配置主要有会议模式、会议密钥、最大参会人数、同时发言人数、最大发言时

长等五个参数，会议参数配置的图形界面如图 4.4 所示。会议模式采用单选按钮的方式，因

而无需对其进行合法性检查；其余四个参数都采用输入文本方式，需要对用户输入参数的合

法性进行检查。 

 

图 4.4 会议参数配置图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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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3.2 节的设计中会议密钥由 6 位数字组成，最大参会人数为 2~10 之间的整数，同时

发言人数为整数且最大值小于最大参会人数，最大发言时长为 1-30 之间的整数。根据上述条

件，本节中采用 checkValid()函数来实现对会议参数合法性的检查，通过返回码来判断会议参

数是否合法，其实现代码如下： 

 

在 linux 系统下使用 ifconfig 命令能很方便的查看网络的连接状态，但是 ifconfig 命令的

使用权限是 root 用户，对于视频会议应用中的程序没有 root 访问权限。本节中通过检测网卡

是否活动来实现对系统网络连接状态的检测，且其实现代码如下： 

 

#define ETHTOOL_GLINK    0x0000000a /* Get link status (ethtool_value) */   

typedef enum { IFSTATUS_UP, IFSTATUS_DOWN, IFSTATUS_ERR } interface_status_t; 

struct ethtool_value   

{   _uint32_t    cmd;   

    _uint32_t    data;   

};  

interface_status_t interface_detect_beat_ethtool( )   

{    

int fd;   

struct ifreq ifr;   

    struct ethtool_value edata; 

    if((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1)   

    {   perror("socket ");   

        exit(0);   

    }   

memset(&ifr, 0, sizeof(ifr));   

    strncpy(ifr.ifr_name,”eth0”);   

//检查会议参数的合法性，会议密钥不合法返回 1，最大参会人数不盒饭返回 2，同时发言人数不合

法返回 3，最大发言时长不合法返回 4，全部合法返回 0 

int checkValid(int mode,char passwd[6],int maxnum,int speaknum,int maxtime ) 

{ 

  if( 0==checkPasswd(char passwd[6]) ) // checkPasswd()为检查会议密钥函数，返回 0 表示不合法    

       return 1; 

  if( 0==checkMaxnum(int maxnum) ) // checkMaxnum()为检查最大参会人数函数 

       return 2; 

  if ( 0==mode) //mode 为会议模式，0 代表主持人模式，1 代表自由模式 

{ 

  if( 0==checkSpeaknum(int speaknum,int maxnum) ) // checkSpeaknum ()为检查同时发言人数函数 

return 3; 

  if( 0==checkMaxtime(int maxtime) ) // checkMaxtime()为检查最大发言时长函数 

       return 4；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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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完成会议配置且系统网络连接正常，系统则可调用接口来完成初始化会议的工作。

初始化会议包含两个部分：会议数据信息的初始化和网络模块的初始化。其中会议数据信息

的初始化主要是生成一个会议实例对象并将保存会议的基本数据信息，属于会议数据信息维

护中的部分。网络模块的初始化主要是绑定一个端口用于监听网络中传送的信息，同时也启

动计时器让系统定时检测网络连接的状态，计时器启动后每 5 秒调用 interface_detect _beat_ 

ethtool()函数检测网卡的活动状态，当网络不处于连接状态时弹出提示框“网络连接异常”，

其计时器的代码如下： 

 

会议数据信息的维护主要在系统内存中不断的读取和存储会议信息。在 3.3.2 节中设计了

会议信息的存储结构，本节中对会议信息的存储进行编码实现，采用 User 类保存用户信息，

ConfManager 类保存会议信息。为了方便会议信息的维护，在实现中还提供 get_*()和 set_*()

方法用于读取和存储会议数据信息，其实现代码如下： 

 

class User {     

public: 

void  set_*(T t);   //set_*函数用于修改或写入成员信息,T、t表示对应数据类型和变量 

     T get_*();  // get_*函数用于读取成员信息，T表示对应数据类型 

private： 

int id;  //成员id 

 char ip[46];  //成员IP地址 

 int hostid;   //成员主机标识 

    int role;   //成员角色 

    int state;  //成员状态 

}; 

interface_status_t sigalrm_handler(int sig) // 计时器触发时的动作 

{    

 return interface_detect_beat_ethtool( );  

 } 

signal(SIGALRM, sigalrm_handler); 

set_timer(); //设置计时器的参数  

 

edata.cmd = ETHTOOL_GLINK;   

ifr.ifr_data = (caddr_t) &edata;  

 if (ioctl(fd, SIOCETHTOOL, &ifr) == -1)   

{   perror("ETHTOOL_GLINK failed ");  

         return IFSTATUS_ERR;   

     }   

     return edata.data ? IFSTATUS_UP : IFSTATUS_D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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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成员控制的实现 

成员控制的实现主要解决三个问题：通过多线程技术实现会议主持人与多个会议成员间

TCP 连接的建立；通过套接字技术实现会议主持人、会议参与者以及需要加入成员三者之间

的报文交互；通过 MD5 加密算法实现新成员加入会议过程中的身份验证。 

（1）并发 TCP 可靠连接的建立 

成员控制的报文交互大多数在会议主持人与会议参与者之间，3.3.1 节中设计会议主持人

与会议参与者之间采用可靠连接的方式传递报文，因而会议中所有会议参与者以及即将要加

入会议的成员，都需要保证与会议主持人建立了 TCP 连接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报文交互。结

合多线程技术，本节采用并发服务器模式来实现多个会议成员与会议主持人之间 TCP 连接的

建立。图 4.5 为 TCP/IP 并发服务器模式下建立连接的过程，会议主持人为服务端，会议参与

者为客户端。服务器端首先创建套接字，为套接字绑定一个接口来监听客户端的请求。当服

务器端 accept()函数接收到一个客户端连接请求后，其为该请求产生一个新的 socket 描述符

listenfd，通过 fork() 系统调用出一个子进程，用子进程来处理该 socket 描述符的连接服务。

而父进程可以立即返回到 accept()等待一个新的客户端连接请求。 

class ConfManager{ 

public: 

 void  set_*(T t);   //set_*函数用于修改或写入会议信息,T、t表示对应数据类型和变量 

     T get_*();  // get_*函数用于读取会议信息，T表示对应数据类型 

     bool addUser(User u); //添加会议成员 

bool deleteUser(int id);//删除会议成员 

User findUser(int id); //查找会议成员 

private： 

list<User> userList; //会议成员列表 

list<SpeakNode> speakList;//发言队列信息 

int speakingId;//正在发言成员 id 

User chair;//会议主持人 

char password[6];//会议密钥 

int state;//会议状态 

int maxnum;  //会议最大人数 

 int usernum;   //参与会议人数 

int mode;  //会议模式 

int speaknum; //同时发言人数 

int maxtime; //最大发言时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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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TCP/IP 并发服务器模式 

为了实现在会议主持人终端可以实现同时处理多个会议成员建立连接的请求，在会议主

持人创建会议后的初始化过程中创建套接字接口来监听会议成员请求，其实现代码如下： 

 

会议成员加入会议前需要与会议主持人建立 TCP 连接，然后发送加入会议请求，与主持

人进行交互。会议成员与会议主持人建立 TCP 连接请求的代码如下： 

server_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创建套接字 

bind(server_sockfd,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ess, server_len);//绑定套接字 

while(1)      //等待客户端的连接请求 

{   

pthread_t thread;  //创建不同的子线程以区别不同的客户端   

client_sockfd = (int *)malloc(sizeof(int));   

client_len = sizeof(client_address);   

*client_sockfd = accept(server_sockfd,(struct sockaddr *)&client_address, (socklen_t *)&client_len);   

 if(-1==*client_sockfd) 

{       

perror("accept");   

           continue;   

     }   

     if(pthread_create(&thread, NULL, rec_data, client_sockfd)!=0)//创建子线程,接收客户端数据   

     {     

 perror("pthread_create");   

           brea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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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员控制报文交互的实现 

根据 3.3.3.1 节中成员加入、退出会议过程都是通过会议主持人、会议参与者以及新加入

成员三者间的报文交互来实现。会议主持人与会议参与者之间报文交互实现的过程可划分为

三步：将需要传递的信息构造成数据报；发送/接收数据报；对接收的数据报进行解析。构造

和解析数据报之前都需要创建一个数据报对象，然后调用数据报对象中的成员方法对数据报

内容进行写入或读取，4.3.1 节中对数据报的封装和解析进行了实现。数据报的发送和接收调

用套接字中 send( SOCKET s, const char FAR *buf, int len, int flags)和 recv(SOCKET s, char FAR 

*buf, int len, int flags)函数来实现，其中 send 和 recv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为指定发送端/接收端

套接字描述符；第二个参数指明一个缓冲区，该缓冲区用来存放发送/接收的数据；第三个参

数指明缓冲区的长度；第四个参数一般置 0。在发送数据报之前，需要创建一个缓冲区 buf，

将报文对象内容存放到缓冲区，调用套接字中 send()来实现数据报的发送。在接收数据报之

前也需要创建缓冲区，将接收的数据放到缓冲区，然后从缓冲区读取数据。 

（3）成员身份验证实现 

成员身份验证主要包括报文交互和对共享密钥进行单向加密。报文交互主要通过 socket

通信来实现，共享密钥的加密采用单向 Hash 函数加密来实现。Hash 函数加密是把任意长度

的输入（预映射，pre-image）通过散列算法变换成固定长度的散列值，其转换是一种压缩映

射，即散列值的空间通常远小于输入的空间，不同的输入可能会散列成相同的输出，而不可

能从散列值来唯一的确定输入值。MD5
[43] 和 SHA1

[44]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Hash 加密算法，

其中 MD5 算法加密的数学表述为： h = H(M), H( )为单向散列函数即 MD5 算法；M 可以为

任意长度明文，在认证过程中 M 为挑战提问、会议密钥以及会议成员 IP 合并的字符串； h

为固定长度散列值，其固定长度为 16 位。 

client_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创建套接字  

if(client_sockfd ==-1)   

{   perror("socket");   

    exit(EXIT_FAILURE);   

}   

bzero(&address,sizeof(address));   

address.sin_family = AF_INET;   

address.sin_port = htons(atoi(argv[2]));   

inet_pton(AF_INET,argv[1],&address.sin_addr);   

len = sizeof(address);   

if((result = connect(sockfd, (struct sockaddr *)&address, len))==-1)  //发送连接请求 

{    perror("connect");   

     exit(EXIT_FAIL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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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加入会议的成员参与身份验证的动作主要包括：将自身 IP、会议密钥组成字符串并

加密生成字符串；将生成的字符串通过 JOIN 报文发送给会议主持人。实现中采用 MD5 加密

算法对共享密钥进行加密，其实现代码如下： 

 

4.3.4 发言控制实现 

由于本文研究课题中会议终端不提供硬件的音频混合器，同时也没有给会议终端设计相

关软件音频混合器，因而本文中仅实现一人发言的发言控制。在发言控制的实现中主要需解

决两个问题：发言权的分配、发言队列的维护。 

（1）发言权分配的实现 

发言控制中会议参与者向会议主持人申请发言权，当发言权被释放时会议主持人根据发

言队列中的发言状态信息，给对应会议参与者分配发言权。会议参与者获得发言权后可以进

行发言，发言完毕时则向会议主持人释放发言权。图 4.6 所示为发言权请求和分配的报文交

互实现过程。整个发言权的分配是通过会议参与者与会议主持人之间的报文交互实现，其包

含数据报构造、数据报发送/接收、数据报解析，实现过程参考 4.3.2 节成员控制报文交互。 

会议参与者 会议主持人

req_Speak

Speak

endSpeak

处理发言申请

开始发言

 

图 4.6 发言权请求、分配以及释放的报文交互过程 

（2）发言队列的维护 

MD5_CTX md5;    

MD5Init(&md5);    //初始化用于 MD5 加密的结构 

unsigned char encrypt[200];    //存放需要加密的信息 

unsigned char decrypt[17];     //存放加密后的结果 

MD5Update(&md5,encrypt,strlen((char*)encrypt));    // 进行需要加密的信息进行加密 

MD5Final(decrypt,&md5);     //获取加密后的结果 

 

MD5_CTX md5;    

MD5Init(&md5);    //初始化用于 MD5 加密的结构 

unsigned char encrypt[200];    //存放需要加密的信息 

unsigned char decrypt[17];     //存放加密后的结果 

MD5Update(&md5,encrypt,strlen((char*)encrypt));    // 进行需要加密的信息进行加密 

MD5Final(decrypt,&md5);     //获取加密后的结果 

 

 

MD5_CTX md5;    

MD5Init(&md5);    //初始化用于 MD5 加密的结构 

unsigned char encrypt[200];    //存放成员 IP+会议密钥 

unsigned char decrypt[17];     //存放加密后的结果 

MD5Update(&md5,encrypt,strlen((char*)encrypt));    // 进行需要加密的信息进行加密 

MD5Final(decrypt,&md5);     //获取加密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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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3.3.5 节中发言控制的设计，发言队列由所有会议成员发言状态节点组成，本节中采

用 SpeakNode 类来保存成员的发言状态信息，其代码如下： 

 

会议主持人端采用 SpeakManage 类实现对发言队列信息的维护，SpeakManage 类中包含

了一个 speaklist 成员变量，其用于保存所有会议成员的发言状态信息。SpeakManage 类同时

提供多个成员函数给会议主持人调用，以实现对发言权队列中成员发言状态信息的维护以及

发言权的分配。当有新成员加入会议时，会议主持人可以调用 addSpeakNode()方法将为该成

员的发言状态信息节点添加到发言队列中。当有会议参与者退出会议时，会议主持人可以调

用 delSpeaker()方法及时删除发言队列中该成员的发言状态节点信息。reqSpeak ()、cancel()、

startSpeak()、endSpeak()等方法用于会议主持人与会议参与者交互过程中，会议主持人根据会

议参与者的请求来修改对应参与者的发言状态信息，其包含申请发言、取消申请发言、开始

发言以及结束发言等动作。getPriority()方法用于会议主持人手动调整会议参与者获取发言权

的顺序，修改其发言状态信息来实现优先发言的功能。pauseSpeak()方法用于会议主持人强行

剥夺发言权时，修改被剥夺发言权参与者的发言状态信息。SpeakManage 类的实现代码如下： 

 

alive = 1;  //alive 为 1 表示开启 keepalive 机制 

if ( setsocketopt(fd, SOL_SOCKET, SO_KEEPALIVE, (const char*) &alive, sizeof alive) != 0 ) 

{ 

 Log_warn(“Set keep alive error: %s. \n”, strerror(errorno));  

return -1; 

} 

class SpeakManage{ 

public: 

    void addSpeakNode(SpeakNode speakNode);   //添加新成员发言状态节点到发言队列 

void delSpeakNode(int id);   //删除发言队列中的成员发言状态节点 

void reqSpeak(int id);  //申请发言 

void cancel(int id);  //取消申请 

void startSpeak(int id);   //开始发言 

void endSpeak(int id);   //结束发言 

void getPriority (int id);  //优先发言 

void pauseSpeak(int id);   //暂停发言 

    list<speakNode> getSpeaklist(); //读取发言队列信息 

private: 

list<speakNode> speaklist;   //发言队列信息 

}; 

class SpeakNode{ 

public: 

void set*(T t);//写入或修改成员的发言状态信息，T、t 为对应数据类型和变量 

T get*(); //读取成员的发言状态信息，T 为对应数据类型 

private: 

int id;   //成员 id 标识 

int speak_state;   //发言状态标识 

int  wait_location;   //等待发言的位置标识 

time_t  timestamp;  //时间戳 

int priority;  //优先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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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异常情况监测实现 

视频会议系统中异常情况监测主要用于探测系统中会议终端的网络是否正常运行，本节

主要采用计时器技术和心跳技术来实现异常情况监测。异常监测进程实现流程如图 4.7 所示。 

空闲状态

每5秒
发送询问报文

是否应答

更新检测列表
failure=0

是

更新检测列表
failure+1

否

每5秒
发送询问报文

是否应答是

failure>3

否

否

异常恢复操作

是

 

图 4.7异常监测进程实现流程 

空闲状态是指监测者与被监测对象之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数据传送。当参与监

测的双方进入空闲状态时，需要定时执行异常监测动作来探测被监测对象网络是否正常运行。

在监测的实现过程中，主要需解决三个问题：会议主持人与会议参与者之间的异常监测；会

议参与者与会议参与者之间的异常监测；异常情况的恢复。 

（1）会议主持人与会议参与者之间的监测 

在 3.3.1 节的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中设计会议主持人与会议参与者之间建立 TCP 连接来

传递会议控制报文，以保证会议控制报文的可靠交付。而 TCP/IP 协议层提供了内置的心跳机

制可以实现会议主持人与会议参与者之间的监测。一旦开启 KeepAlive 机制后，服务端和客

户端则会自动在规定时间内向对方发送心跳报文，以告诉对方我仍然在线。本节采用 TCP 自

带的心跳机制来实现会议主持人与会议参与者之间的监测。在 linux 下开启 TCP 协议的

KeepAlive 功能，设置会议主持人与会议参与者之间最大空闲时间为 10s，10s 内没有数据传

送则发起 keepalive 报文；设置 keepalive 的重发间隔时间为 5 秒，若发送的 keepalive 报文没

万方数据



南京邮电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四章 嵌入式视频会议控制原型系统的实现 

 48 

有回应，则 5 秒后重发 keepalive 报文；设置心跳报文的重发次数为 3 次，若三次心跳报文都

没有回应则认定连接失效。Linux 下 TCP 心跳机制参数设置代码如下： 

 

（2）会议参与者与会议参与者之间的监测 

视频会议系统中会议参与者之间采用 UDP 协议进行通信，而 UDP 协议中没有心跳机制。

本节采用计时器技术，以询问/应答的方式来实现会议参与者之间的监测。会议参与者相互的

监测过程中，每个会议参与者即是监测者也是被监测对象。当会议参与者为监测者时，其每

5 秒向被监测对象发送一次询问报文，若在规定时间内连续三次没有收到应答则认定该对象

网络出现异常。当会议参与者为被监测对象时，其收到询问报文后需要及时回复应答报文。

询问报文和应答报文的发送都采用 UDP 的套接字通信技术实现，其实现代码如下： 

alive = 1;  //alive 为 1 表示开启 keepalive 机制 

if ( setsocketopt(fd, SOL_SOCKET, SO_KEEPALIVE, (const char*) &alive, sizeof alive) != 0 ) 

{ 

 Log_warn(“Set keep alive error: %s. \n”, strerror(errorno));  

return -1; 

} 

int socket_set_keepalive (int fd) 

{   

int ret, error, flag, alive, idle, cnt, intv; 

alive = 1;  //开启 keepalive 功能 

if (setsockopt(fd, SOL_SOCKET, SO_KEEPALIVE, &alive, sizeof alive) != 0) 

{ 

log_warn ("Set keepalive error: %s.\n", strerror (errno)); 

return -1; 

} 

idle = 10;  //10s 没有数据，则发起 keepalive 报文 

if (setsockopt (fd, SOL_TCP, TCP_KEEPIDLE, &idle, sizeof idle) != 0) 

{ 

log_warn ("Set keepalive idle error: %s.\n", strerror (errno)); 

return -1; 

} 

intv = 5;   //发送的 keepalive 报文没有回应，则 5 秒后重发 keepalive 报文 

if (setsockopt (fd, SOL_TCP, TCP_KEEPINTVL, &intv, sizeof intv) != 0) 

{ 

log_warn ("Set keepalive intv error: %s.\n", strerror (errno)); 

return -1; 

} 

cnt = 3;  //3 次 keepalive 报文均没有回应，则认定连接失败 

if (setsockopt (fd, SOL_TCP, TCP_KEEPCNT, &cnt, sizeof cnt) != 0) 

{ 

log_warn ("Set keepalive cnt error: %s.\n", strerror (errno)); 

return -1;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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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异常情况的恢复 

异常情况恢复主要是将异常监测的结果告知系统中正常运行的会议成员，避免会议成员

仍旧向网络出现故障的会议终端发送数据。异常监测的结果有多种，针对不同的异常监测结

果提供不同的恢复策略。当会议主持人正常运行时，会议参与者异常处理都是由会议主持人

根据参与者 id 查找到该会议参与者的信息，调用 set_*()方法修改其状态为离线，同时给所有

alive = 1;  //alive 为 1 表示开启 keepalive 机制 

if ( setsocketopt(fd, SOL_SOCKET, SO_KEEPALIVE, (const char*) &alive, sizeof alive) != 0 ) 

{ 

 Log_warn(“Set keep alive error: %s. \n”, strerror(errorno));  

return -1; 

} 

(1)监测者端的代码 

void * mtime();    //用于计时，对每 5s 和每 15s 的时间进行标记 

void * msock(); //用于创建一个发送和一个接收的 UDP 套接字，每 5s 发送一个询问报文，当 15 秒

未收到应答报文，进行异常处理 

void *mrecv(void * sockfd); //用于对接收的应答报文进行标记 

void  test_Conection()  //通过多线程来运行上面三个函数来实现异常监测 

{ 

pthread_t thread_1,thread_2,thread_3;   

   pthread_create(&thread_1,NULL,mtime,NULL);    

   pthread_create(&thread_2,NULL,msock,NULL);   

   pthread_create(&thread_3,NULL,mrecv,(void *)&sockfd);   

   pthread_join(thread_1,NULL);   

   pthread_join(thread_2,NULL);   

   pthread_join(thread_3,NULL); 

} 

(2)被监测对象端的代码 

void reply() 

{   

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_in myaddr,cliaddr;   

   int socklen;   

   char buf[100],buffer[100];   

   if((sockfd=socket(AF_INET,SOCK_DGRAM,0))<0)   

   {   

perror("socket error");   

      return ;   

   }  

 if(bind(sockfd,(struct sockaddr*)&myaddr,sizeof(myaddr))<0)   

{   

perror("bind error");   

      return;   

    }   

while(1) { 

 socklen=sizeof(cliaddr);   

recvfrom (sockfd,buf,10,0,(struct sockaddr *)&cliaddr,&socklen);  

sendto (sockfd, buffer,10,0,(struct sockaddr *)&cliaddr,sockle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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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会议参与者构造 notify 报文，通知其他成员某会议参与者离线。当会议主持人异常时，

监测者构造 notify 报文，通知系统默认的会议候选人监测到会议主持人异常。由于会议主持

人切换功能没有实现，因而对会议主持人异常时系统的恢复策略也没有完全实现。 

4.4 本章小结 

本章给出了视频会议终端软件实现的总体架构以及系统的实现环境；利用 TLV 编码规则

实现对数据的合理构造和正确解析，简化了自定义通信协议中数据报的封装和解析的实现过

程；根据第三章设计的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对视频会议控制原型系统中各功能模块进行了

实现。对会议管理功能中创建会议、会议信息维护等进行了实现说明，利用套接字通信技术、

多线程技术实现会议系统成员加入/退出会议和发言控制，结合 Hash 加密算法实现成员的身

份验证；利用心跳技术和计时器技术实现视频会议终端网络异常情况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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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仿真验证与测试 

本章首先针对权限控制中会议主持人切换过程进行了仿真验证，然后针对会议控制功能

设计了测试用例，分别对视频会议控制原型系统的控制功能进行了测试，最后对测试结果和

性能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5.1 仿真验证 

5.1.1 仿真场景 

根据 3.3.4.2 节中权限控制设计，会议主持人切换过程中原会议主持人方需要关闭会议控

制功能模块，新会议主持人需要开启会议控制功能模块。在实现过程中由于没有相关模块能

监控会议控制功能模块的关闭/开启过程，难以判断会议控制功能模块开启与关闭是否成功，

直接在视频会议系统中实现会议主持人切换功能可能会给系统带来安全隐患问题。因而本节

中采用 OMNeT++仿真工具来模拟会议主持人的切换过程，验证会议主持人切换过程的方案

是否可行。 

OMNeT++ 
[45]是一种源代码公开的、免费的优秀网络仿真工具，利用该工具进行网络技

术研究具有很大的便利性。近年来，随着 OMNeT++技术的深入研究与发展，该技术已逐渐

成为一款在科学和工业领域里广泛使用的网络仿真软件平台。图 5.1 为实现会议主持人切换

仿真实验的拓扑图，其中 userClient0 初始为会议主持人角色，userClient1~3 为会议参与者角

色，cloud 为网络。所有终端 userClient 都有一个输入/输出门，网络 cloud 由 4 个输入/输出门，

分别对应 4 个终端的输入/输出门，所有消息的传输路径都是从终端到网络再到终端。 

 

图 5.1四个会议终端的网络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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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仿真过程及结果 

会议主持人切换的网络拓扑构建完成后，生成一个网络配置文件 omnetpp.ini，该文件中

包含了拓扑结构中各实体的参数配置。在对会议主持人切换的仿真实验中，终端消息传输的

时延设置值为：最大 3s，最小 1s。右击 omnetpp.iniRun asOMNeT++ Simulation 启动

OMNeT++仿真软件，开始验证会议主持人切换方案的可行性。 

（1） 仿真软件启动以后，网络拓扑中的各实体首先进行初始化过程。userClient0 的初

始角色为会议主持人，userClient1~3 的初始角色为会议参与者。 

（2） t=1s 时，userClient0 向 userClient1~3 发起基于 socket 的消息交互过程，开始分别

执行 3 次握手的消息交互，建立会议主持人与会议参与者之间的通信连接。 

（3） t=10s 时，userClient0 向 userClient1 发送切换为主持人的消息。 

（4） t=11s 时，userClient1 接收到消息，先执行 startService()方法切换角色为会议主持

人，然后执行 endService()方法向 userClient0 发送切换成功消息。 

（5） t=13s 时，userClient0 接收到切换成功消息，先执行 notify()方法给 userClient1~3

发送会议主持人已切换消息，再执行 startService()方法切换角色为会议参与者，然后

执行 endService()方法断开与 userClient1~3 之间的通信连接。 

（6） t=15s 时，userClient1 的角色为会议主持人，userClient0、userClient 2~3 的角色为

会议参与者。userClient1 向 userClient0、userClient 2~3 发起基于 socket 的消息交互

过程，开始分别执行 3 次握手的消息交互，建立会议主持人与会议参与者之间的通

信连接。 

为了验证会议主持人切换方案的正确性，同时对会议主持人切换失败的场景进行了仿真，

其包含了两种情况：一，指定会议参与者 userClient1 调用 startService()方法切换角色为会议

主持人出错，endService()方法向 userClient0 发送切换失败消息；二是 userClient0 在发送切换

主持人消息后 5 秒内未收到返回的消息，则会议主持人切换失败。通过 3 组仿真实验得出结

论：在会议主持人切换过程无错误情况下，原会议主持人切换后为会议参与者，指定会议参

与者切换后为会议主持人；在会议主持人切换过程中有出错的情况下，原会议主持人仍为会

议主持人，指定会议参与者仍为会议参与者。从仿真结果可知，本文设计的会议主持人切换

方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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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测试方案 

测试的目的是为了表明视频会议系统会议控制功能的正确性，进一步发现系统设计和实

现的不足之处。 

（1）成员控制功能测试 

 测试范围与目的 

测试视频会议系统中成员控制模块功能是否符合用户需求。 

 测试环境描述 

（a） 会议终端 

三台移动装置终端，装置配置：TI 公司的 TMS320DM355 数字媒体处理器， MPEG4/JPEG

协处理器，CPU 主频 270MHz，内存 128Mbytes，Montavista Linux 操作系统，镁光数字摄像

头。 

（b）  PC 机 

两台 PC 机，一台使用串口线与移动装置连接，对移动装置进行调试与监控调试；另一

台作为 Nagios 服务器，监控移动装置的性能参数。PC 机的配置：CPU 为 Intel(R) Core™2 6400，

2.13GHz，内存为 2GB，操作系统为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c） 网络环境配置 

一台腾达路由器，带宽 54Mbps，主频 2.4GHz，用来组建一个无线局域网，移动装置与

PC 机都接入该网络。 

 测试用例 

视频会议系统中成员控制功能设计的测试用例如表 5.1 所示。 

表 5.1 成员控制功能测试用例 

用例目的 测试成员加入会议、退出会议、成员身份认证功能正确 

前提条件 三台已联网的移动装置(标记为 A\B\C)均开启了视频会议系统，A 创建了一个会议， B

已在该会议中， C 尚未加入任何会议。 

输入/动作 期望输出/响应 

A 邀请 C 加入会议，C 接受邀请 A 界面提示邀请成功；B 界面提示新成员 C 加入

会议；会议成员列表为 A、B、C； 

A 邀请 C 加入会议，C 拒绝邀请 A 界面提示邀请失败； 

A 邀请 C 加入会议，未收到回复消息 A 界面提示邀请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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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邀请 C 加入会议，C 接受邀请 B 界面提示邀请成功；A 界面提示新成员 C 加入

会议；会议成员列表为 A、B、C； 

B 邀请 C 加入会议，C 拒绝邀请 B 界面提示邀请失败； 

B 邀请 C 加入会议，未收到回复消息 B 界面提示邀请超时； 

C 输入正确的会议地址和会议密钥，请求加入会议 A、B 界面提示新成员 C 加入会议；会议成员列

表为 A、B、C； 

C 输入正确会议地址和错误会议密钥，请求加入会议 C 界面提示会议密钥不正确； 

C 输入错误会议地址和正确会议密钥，请求加入会议 C 界面提示会议不存在； 

C 输入错误会议地址和错误会议密钥，请求加入会议 C 界面提示会议不存在； 

A 将 B 踢出会议 B 界面提示被踢出会议；会议成员列表为 A； 

B 退出会议 A 界面提示 B 退出会议；会议成员列表为 A；  

成员控制功能测试中成员退出会议过程中，不存在用户输入异常值的情况，只需要测试

其正常功能即可。在加入会议成过程，邀请成员加入会议需要输入被邀请成员的地址，成员

主动加入会议需要输入会议地址和会议密钥，因而在测试中对输入正常值和异常值都进行了

测试。 

（2）发言控制功能测试 

 测试范围与目的 

测试视频会议系统中发言控制模块功能是否符合用户需求。 

 测试环境描述 

测试环境同（1）。 

 测试用例 

视频会议系统中发言控制功能设计的测试用例如表 5.2 所示。 

表 5.2 发言控制功能测试用例 

用例目的 测试成员申请发言、获得发言权、结束发言以及主持人控制发言功能正确 

前提条件 三台已联网的移动装置(标记为 A\B\C)均开启了视频会议系统，A、B、C 在一个会议

中，A 为主持人，B、C 为参与者。A 发言状态为正在发言，B 为等待发言，C 为空闲。 

输入/动作 期望输出/响应 

A 结束发言 B 发言状态为正在发言，A、C 为空闲状态 

C 申请发言 A 发言状态为正在发言，B、C 为等待发言状态 

B 取消申请发言，A 结束发言 A 发言状态为正在发言，B、C 为空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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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申请发言，A 优先 C 发言，A 结束发言 C 发言状态为正在发言，B 为等待发言，A 为空闲 

C 申请发言，A 结束发言 B 发言状态为正在发言， C 为等待发言，A 为空闲 

A 结束发言，B 结束发言 A 发言状态为正在发言，B、C 为空闲 

发言控制中所有输入选项均为按钮的形式，所有输入值均为典型值，不存在边界值与异

常值的情况，因而只需测试每一功能符合用户需求即可。 

（3）异常情况监测功能测试 

 测试范围与目的 

测试视频会议系统对移动终端装置网络异常的监测与处理的能力。 

 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同（1）。 

 测试用例 

视频会议系统中异常情况监测功能设计的测试用例如表 5.2 所示。 

表 5.3 异常情况监测功能测试用例 

用例目的 测试会议系统对网络失效终端的监测与处理功能 

前提条件 三台已联网的移动装置(标记为 A\B\C)均开启了视频会议系统，A、B、C 在一个

会议中，A 为主持人，B、C 为参与者。A 发言状态为正在发言，B 为等待发言，

C 为空闲。 

网络异常操作 预期监测与处理能力 

断开 C 移动装置的网络 C 中弹出提示“网络连接已断开”，A、B 中成员 C 的状

态为离线 

断开 B 移动装置的网络 B 中弹出提示“网络连接已断开”，A、C 中成员 B 的状

态为离线，B 的发言状态为空闲 

断开 C 移动装置的网络，重新连接 C 移动装

置网络并重新加入到原会议中 

C 中弹出提示“网络连接已断开”，A、B 中成员 C 的状

态为离线；C 加入会议后，A、B 中成员 C 的状态为在

线； 

    前面两个测试用例是处于不同发言状态的会议终端网络失效时，会议系统中针对不同终

端失效的情况有不同的处理策略，其操作仅需断开对应终端的网络即可。后面的一个测试用

例主要用于测试网络出现异常的终端重新加入会议的功能，其操作主要在失效的终端，失效

的终端需要重新加入会议。由于参与测试的终端仅有三个，会议的进行必须保证两个以上的

终端能正常运行，多个终端同时失效则必然导致会议终止，因而没有对多个终端同时失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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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试。 

5.3 测试结果与分析 

5.3.1 测试结果分析 

对视频会议控制系统中成员控制与发言控制模块功能分别按照表 5.1 和表 5.2 所示的测

试用例进行测试，测试结果与预期结果相同，表明会议系统中成员控制与发言控制功能正确。

以成员控制为例，成员加入会议后用户列表中会显示用户 ID 及 IP 地址，其中用户列表中第

一位为会议主持人。三台终端的会议系统中成员列表如图 5.2 所示，表明系统功能正确，符

合用户需求。 

 

图 5.2 会议用户列表 

按照表 5.3 中测试用例对终端网络断开异常进行测试，当会议终端网络断开时，系统能

够按照预期结果给出相应提示，网络异常的终端提示如图 5.3 所示。 

 

图 5.3 终端网络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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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会议控制系统中存在终端网络连接断开时，会议中网络正常终端的用户列表如图 5.4

所示，用户信息栏显示灰色背景表示该用户离线。 

 

图 5.4 网络正常终端的用户列表 

当网络异常的终端重新建立网络连接并加入会议后，用户列表中该用户的信息栏不再显

示灰色背景。由以上测试结果知，当参与会议终端网络出现异常时，会议控制系统能够对终

端的网络失效给出相应的提示和处理，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5.3.2 性能分析 

通过对成员加入会议的信令交互过程的抓包结果进行分析，会议主持人邀请成员加入会

议过程信令条数为 3+(N-1)*2，其中 N 为当前会议中人数；成员主动加入会议过程信令条数

为 2+(N-1)*2；会议参与者邀请成员加入会议过程信令条数为 3+(N-1)*2。以会议主持人邀请

成员加入会议为例，对比分析本文设计方案与当前集中式会议方案中 N (N≥2)个成员会议的

组建过程总信令总条数，则两种方案信令总条数可以表示为公式（5.1）和公式（5.2）： 

MN1=3*(N-1)+(N-1)(N-2) , N≥2                                 （5.1） 

MN2=6*(N-1)+(N-2) (N-1)*2, N≥2                               （5.2） 

图 5.5 为分布式会议控制方案与当前有服务器的集中式会议控制方案初始建立会议的信

令条数对比图，图中横坐标为参与会议成员的个数，纵坐标为初始会议过程中信令交互的总

条数。从图 5.5 以及上述两公式的对比可知，在会议成员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基于主持人角

色的会议控制方案中信令开销是现有集中式会议控制方案信令开销的一半，这种差距的原因

是集中式会议控制方案中所有信令都需要通过会议服务器转发，从而增加了信令开销。所以

本文设计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会议控制过程中信令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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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5 两种会议方案初始建立会议的信令条数 

5.4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权限控制中会议主持人切换过程进行仿真验证，验证结果证明该方案是可行

的。然后给出了测试目的，根据测试目的对会议控制原型系统中成员控制、发言控制、异常

情况监测三个方面分别给出了测试用例。通过对测试结果的分析，表明系统的成员控制和发

言控制功能符合用户需求；通过系统能对终端网络异常给出相应的响应与处理，表明系统具

有一定稳定性；通过对视频会议控制原型系统的性能分析，表明本系统中会议控制的信令开

销相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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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6.1 工作总结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由多个嵌入式会议终端组成、会议配置简单、成本小较低的轻量级视

频会议的会议控制系统。通过分析视频会议控制技术的研究现状以及嵌入式系统内存资源有

限、处理器性能较差等问题，在分布式端点混合会议架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的会议

控制框架，研究并实现了会议管理、成员控制、发言控制等功能。会议中通过会议主持人角

色集中控制会议，解决了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会议控制难以实现的问题；通过会议管理模块

控制参会成员的数量和同一时间发言的人数，缓解对嵌入式会议终端处理媒体数据的压力，

降低了视频会议系统中对会议终端的要求。同时从视频会议系统可靠性、稳定性的角度出发，

设计了异常情况监测、权限控制等功能，避免了集中式视频会议控制中常见的单点失效问题。

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将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技术引入到分布式端点混合会议架构中，设计了一种分布式

会议控制框架，将会议控制功能和会议功能集于一体，实现了会议主持人角色集中控制会议，

降低了对嵌入式会议终端的要求。 

（2）基于上述框架研究了具体的会议控制技术，实现了会议管理、成员控制、发言控制

等功能，并利用心跳技术和计时器技术实现了对异常情况的监测，实现了视频会议系统必需

的控制功能。 

（3）针对集中控制中常见的单点失效问题，研究了分布式会议系统中会议控制权限传递

问题，在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的基础上基于角色访问控制技术对会议系统的角色及权限进行

设计，提出了会议主持人角色切换的方法。 

（4）根据测试目的设计测试用例，分别对会议控制原型系统的成员控制、发言控制、异

常情况监测进行了测试，表明系统功能符合用户需求，能够对异常情况进行相应处理，具有

一定的稳定性。通过对视频会议控制原型系统的性能分析表明本系统中会议控制的信令开销

相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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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进一步工作与展望 

本文采用端点混合会议架构实现了一种会议配置简单、成本较低的轻量级嵌入式视频会

议控制原型系统，为视频会议提供会议控制功能。由于时间限制，上述工作仍有不足之处，

以下给出可以完善的方面： 

（1）目前本课题中仅实现了一人发言的会议场景，针对多人同时发言需要对音频进行混合，

而嵌入式会议终端没有硬件设备支持音频的混合，因而后续中需要设计通过软件实现音频混

合的技术，实现多人同时发言或自由模式下的会议场景，同时解决会议中对硬件音频混合的

依赖，降低对会议设备的要求； 

（2）在会议控制实现过程中未采用相关国际标准，只能作为专用系统，与其它系统不可兼

容。之后的工作可以采用国际标准协议 H.323 或 SIP 来实现会议控制交互，从而使得嵌入式

会议终端能与其他会议系统兼容。 

  （3）由于本文研究一种轻量级的嵌入式视频会议控制系统，其仅针对小规模会议。后续研

究中可以将分布式会议控制框架运用于大规模的分布式会议架构，如多服务器分布式会议架

构，可以设计更多的角色与权限来管理会议系统中各功能模块，完善对大规模分布式会议系

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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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撰写的论文 

（1）张红波、沈苏彬，一种无服务器的分布式视频会议控制方案，第 28 届南京地区研究生

通信年会，2013.12； 

万方数据



南京邮电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附录 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64 

附录 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1）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项目编号（BE200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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