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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视频会议系统在各行各业得到了快速的推广和应用．云南气象部门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建立

了从中国局直到县局的较完善的视频会议系统．该系统充分利用了当前先进的多媒体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网
络通信技术．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由多个子系统和种类数量繁多的设备组成，具有复杂的结构和强大的功能．
本文以此为例，对当前常见的视频会议系统的组成作出分析，重点描述了整体架构和其中几个关键部分如视频

会议终端、多点控制单元、大屏拼接子系统、中控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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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音视频技术和市场逐渐成熟，同
时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视频会议得到了很大的

推广和应用，在科技、能源、医疗、教育等领域随处

可见，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云南气象部

门为例，由于气象灾害频发导致的天气和应急抢险

远程会议非常频繁，为了打破时间、地域的限制对

预报准确率等的束缚，２００５ 年在中国气象局的统

筹安排下，中国局与各省局之间建立了视频会议系

统．随后各省局又逐步建立了延伸到市局、县局的

系统．目前，气象部门“中央省市县”的多级视频会

议系统已建成并投入运行了一段时期．这套系统在

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大方便了各级部

门的联系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交流合作．
作者全程参与了云南气象部门视频会议系统

的建设工作并承担了建成之后的运维工作，也曾参

观调研了若干单位在视频会议系统建设和应用中

的做法．总的来说，目前的视频会议系统在组成上

是大同小异，只是根据行业的需求有一些个性化的

要求，例如天气会商需要能同时实时显示多种资料

图像和较强的会议控制能力，远程教育需要能够比

较清晰地显示双流画面，远程医疗需要超清晰的画

质效果和高灵敏的自动跟踪摄像机，而一些高级别

的行政会议往往需要大气的会场环境．接下来，本

文将以云南气象部门为例，对当前常见的视频会议

系统的组成作介绍．

１　 视频会议系统简介

视频会议系统（Ｖｉｄｅ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包括

软件视频会议系统和硬件视频会议系统，是指 ２ 个

或 ２ 个以上不同地方的个人或群体，通过现有的各

种通信传输媒体，将人物的图像、语音、文字等多种

资料分送到各个用户，使得在地理上分散的用户可

以共聚一处，通过图形、声音等多种方式交流信息，
增加双方对内容的理解能力．视频会议作为目前先

进的通信技术，借助互联网实现了高效高清的远程

会议，在持续提升用户沟通效率、缩减差旅费用成

本、提高管理成效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已
取代部分商务出行，成为远程办公最新模式．当前

视频会议逐步向着多网协作、高清化、开放化的方

向发展．

２　 系统总体架构

具备一定规模的现代频会议系统往往是一个

庞大的系统，由多个子系统和数量种类繁多的设备

组成，具有复杂的结构．云南气象部门视频会议系

统的总体架构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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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云南气象部门视频会议系统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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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云南气象部门存在 ２ 套视频会议系统，即
与中国局的高清系统和省内的标清系统，但这 ２ 套

系统又不是完全独立的．从作者走访过的单位来

看，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因为早期的视频会议

系统都是以标清为主的，近几年高清系统才逐步普

及起来，而从标清到高清的转换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所以在一些大的部门内就会有高清和标清 ２ 套

系统同时运行，这时就需要配备相应的转换设备．
ＲＧＢ 矩阵和 ＡＶ 矩阵负责信号的切换．ＲＧＢ 矩

阵是一种高性能的专业 ＰＣ 信号切换设备，用于多

个 ＰＣ 信号输入输出交叉切换，提供独立的 ＲＧＢ⁃
ＨＶ 分量输入、输出端子，每路分量信号单独传输、
单独切换，使信号传输衰减降至最低，图像信号能

高保真输出．ＡＶ 矩阵是用于声音与其同步复合视

频信号的切换设备，即音视频切换器．它的输入输

出接口为标准的 ＢＮＣ 或 ＲＣＡ 接口，可以在信号输

出端任意地选择输入端的音频与复合视频信号切

换至音响系统与显示设备．ＲＧＢ 矩阵和 ＡＶ 矩阵的

操控通常是通过软件的方式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视频会议对网络传输的要求较

高．在楼宇内一般都是采用光纤作为传输介质，异
地之间通过部门专用以太网进行通信，对带宽的要

求较高．目前云南气象部门已摒弃了之前的 ＳＤＨ
线路，升级为 ＭＳＴＰ 线路，各级之间的带宽都有了

成倍的增长，例如从省局到每一个市局的带宽为

８ Ｍｂ ／ ｓ，这样的带宽才能够满足视频会议和其它传

输业务同时进行的需求．在实际应用当中，还需要

在各级路由器上执行 ＱｏＳ 配置命令为视频会议系

统占用的带宽作出保障．
限于篇幅，本文下面只对总体架构当中的一些

关键成分作出介绍．

３　 视频会议终端和多点控制单元

视频会议终端是用来将音视频数据编码、打
包，然后通过网络传送给远端，同时接收远端传送

来的数据，进行拆包、解码，将视频、声音信号还原

并输出到外设的设备．简而言之，视频会议终端是

会议过程中与远端通信的前端设备．由于集成电路

制造技术的飞速发展，目前的终端体积越来越小但

功能却越发强大．以云南气象部门采用的华为高清

终端、柯达标清终端为例，可以灵活地选择信号源、
设置编解码协议、调整音视频格式和分辨率、发起

点对点会议等．更为方便的是，可以通过网页的方

式远程登陆终端进行管理，即使不在会议现场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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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随时监控会议进展情况．图 ２ 是柯达终端与会时

终端控制台的一段截图，从中可以看出该终端当前

所采用的音视频协议和码率，并可以对终端的画面

进行监控，配合终端控制台的其它功能，可以全方

位地了解每个会场的输入和输出信号，方便快捷地

进行故障诊断．
多点控制单元通常称为 ＭＣＵ，即 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ｉｔ，也叫多点会议控制器，是视频会议系

统的关键设备．当有 ３ 个及以上的终端与会时，就
需要 ＭＣＵ 汇接处理，使多个终端能通过该设备在

一个会议中互相通信［１］ ．ＭＣＵ 在视频会议中相当

于一个“交换机”的作用，它将来自各会议场点的

信息流，经过同步分离后，抽取出音频、视频、数据

等信息和信令，再将各会议场点的信息和信令，送
入同一种处理模块，完成相应的音频混合或切换、
视频混合或切换、数据广播和路由选择、定时和会

议控制等过程，最后将各会议场点所需的各种信息

重新组合起来，送往相应的终端．
ＭＣＵ 主要由视频处理器、音频处理器、数据处

理器、控制处理器、网络接口模块组成．此外，ＭＣＵ
对各种信号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对视频信号采用

切换选择的方式，对语音信号采用多路混合的方

式，对数据信号采用广播的方式，最后将各路音视

频数据信号组成一个复合的输出信号．控制处理器

主要负责路由选择，混合或切换视频、音频、数据信

号，并对会议进行控制．图 ３ 是登陆柯达 ＭＣＵ 召开

省—市会议时的控制界面，在这里可以灵活地切换

发言单位、对会场进行监控和轮询、发送短消息提

示等．

４　 大屏拼接子系统

大屏拼接子系统可以说是视频会议的最大的

亮点，如果把其它设备（如会议终端、ＭＣＵ 和中控）
看作是后台的话，那么它则是整个系统的前台和门

面．它把当前最卓越的 ＤＬＰ 高清晰数字显示技术、
显示单元无缝拼接技术、多屏图像处理技术、信号

切换技术等科技手段综合为一体，形成一个拥有高

亮度、高清晰度、功能强大、使用方便的大屏幕投影

显示系统，从而提供了一个集中监控平台、资源共

享平台、分析决策平台和指挥调度平台［２］ ．通过大

屏拼接子系统，可以轻松实现直观、实时、全方位地

集中显示各个系统的信息．各系统信息在大屏幕上

可根据需要以任意大小、任意位置和任意组合进行

显示，以便于指挥中枢观看和掌握各方面信息并做

出正确的决策，大大提高了决策和指挥调度（尤其

在紧急情况处置时）的效率．
根据作者参与项目建设的经验和走访考查的

结果，在目前大多数具有一定规模的视频会议系统

的建设过程中，大屏拼接子系统往往是投资最大、
耗时最长的部分，需要由专业的产商根据现场使用

环境、显示信号特点和数量，以及对显示管理功能

的要求等，定制出一套安全可靠的方案．云南省气

象部门的省级主会场采用了全球著名的显示屏供

应商 ＶＴＲＯＮ 的产品，系统由 ８ 套 Ｖｉｓｉｏｎｐｒｏ 投影单

元、１ 套 Ｄｉｇｉｃｏｍ 多屏处理器系统、控制管理软件

ＶＷＡＳ、视频矩阵、ＲＧＢ 矩阵等组成．系统采用最新

一代的 ＤＬＰ 数字光处理技术，所有设备均采用模

块化的设计，内置信号处理器和外置的多屏处理

图 ２　 柯达终端控制台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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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柯达会议控制台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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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相结合的分布式信号处理技术，最大程度地提升

了显示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并具备良好的显示

信号数量的扩展能力．控制管理软件 ＶＷＡＳ 在同一

个图形操作界面上即可实现对各种信号源的切换、
调用和管理，使用户方便快捷地操控显示墙．其结

构如图 ４ 所示．

５　 中控子系统

视频会议系统所在的会场（这里主要指具有

一定规模的主会场） 聚集了多种多样、数量繁多的

现代化多媒体设备，因此需要一种能够集中高效地

管理这些设备的“中央控制系统” ．中控子系统可以

实现对多媒体会议室的投影显示系统、摄像系统、
音频扩声系统、音视频、计算机信号切换系统、环境

灯光系统等进行全面、自动化、智能化控制，实现子

系统同步或独立操作［３］ ．
以云南气象部门省级主会场选用的国际第一

品牌 ＡＭＸ 中控系统为例，它能够取代各种音视频

设备的遥控器、墙面开关，以彩色触摸屏为操作中

心，进行模式控制或分项控制就可以简单方便地掌

控各类复杂的子系统设备，例如进行安全的电源开

关操作；对环境的调节如灯光、温度的设定；设定智

能化的多种工作模式，实现音视频设备的单独控制

与联动控制，并且将实时的设备工作状态与操作结

果反馈到触摸屏上显示．ＡＭＸ 中控子系统由 ４ 部

分组成：用户界面、中央控制主机、各类控制接口、
受控设备．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模块：音视频切

换模块、ＶＧＡ 电脑信号切换模块、红外学习及发射

模块、设备电源管理模块、电动屏幕控制模块、音色

音量处理模块、控制接口处理模块．其结构如图 ５
所示，各部分由专业控制总线和标准的通讯线路相

连接．

６　 小　 结

本文以云南气象部门为例，介绍了当前常见的

视频会议系统的组成，重点描述了整体架构和几个

关键部分．视频会议系统是采用当前先进的多媒体

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并与各行业需

求相结合的产物．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视频会议

系统越来越普及，并且体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已
经成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分支．伴随

着功能的逐步强大，它的结构和组成也日益复杂，
甚至其中一个设备都凝聚了诸多 ＩＴ 专业知识．掌
握它的结构和组成对于相应的系统建设和运维人

员都是大有裨益的．

图 ４　 大屏拼接子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ｓｐｌｉｃｉｎｇ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０２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ｎｄｘｘｂ．ｙｎｕ．ｅｄｕ．ｃｎ　 　 　 　 　 　 　 　 　 第 ３６ 卷



图 ５　 中控子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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