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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ＳＩＰ的视频会议系统的设计及应用
胡勋，赵建涛
（华北电力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１０２２０６）
摘要：介绍了ＳＩＰ协议的特点及ＳＩＰ协议中的逻辑实体，分析了会议系统的几种模型，对会议系统体系结
构中的各个构件进行了详细的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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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ＳＩＰ代理服务器接受ＳＩＰ ＵＡ的会话请求
０

引言

并查询ＳＩＰ注册服务器，获取被叫方ＵＡ的地址
信息，然后将会话信息转发给主叫方ＵＡ或代理服

随着我国宽带建设的进一步普及，以及电子政

务器。

务和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视频会议产品已经越

（３）重定向服务器。ＳＩＰ重定向服务器允许

来越广泛地应用到了各个领域。现在市场上的视频

ＳＩＰ代理服务器将ＳＩＰ会话邀请信息定向到外部

会议产品大多是基于Ｈ．３２３协议的。由于Ｈ．３２３

域，并将映射的新地址返回给呼叫方。ＳＩＰ重定向

协议标准过于严格，实施起来比较困难，系统的自由

服务器可以与ＳＩＰ注册服务器和ＳＩＰ代理服务器

度较小、扩展性差，而且硬件设施比较昂贵。电力等

同在一个硬件上。

行业的信息化和业务需求，需求发展灵活性高、扩展

（４）注册服务器。接收客户端的注册请求，完

性更好、更容易实施的视频会议系统。因此，寻找一

成用户地址注册。ＳＩＰ用户代理之间建立连接的流

种成本低、灵活性高，在现有网络环境下可以进行视

程如图１所示。

频通信的技术很有必要。利用ＳＩＰ灵活、简单，易实
用户代理
（ａ＠ｇｓ．∞）

现，独立于硬件的特点，可以在现有的网路环境中很
好地实现会议功能。

７

８

用户代理
（ｂ＠ａｂ．ｃｎ）

１

ＳＩＰ
２

注册
服务器

ＳＩＰ是ＩＥＴ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工程任务组）提出的、不
图１连接建立流程

同于Ｈ．３２３协议的一种支持多媒体会话的信令控
制协议。ＳＩＰ是应用层的协议，独立于传输层，用于
创建、修改和终止一个或多个参与者的会话。ＳＩＰ

２

ＳＩＰ视频会议系统设计

定义了４种逻辑实体：
（１）ＳＩＰ用户代理（ＵＡ）是终端用户设备，
可分为用户代理客户端和用户代理服务器两部分：

用户代理客户端是客户端应用程序，初始ＳＩＰ请

２．１会议模型
根据会议中ＳＩＰ信令与媒体流的关系，可以将
会议分为两大类：紧耦合会议与松耦合会议。紧耦

求；用户代理服务器是服务器应用程序，当接收到

合会议是指会议系统中有一个中心节点，由它来实

ＳＩＰ请求时联系用户，并且代表用户返回一个响应。

现信令的集中控制：松耦合会议是指会议系统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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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ＳＩＰ信令控制，终端之间直接进行交互。其

２００９正

结构，分级的结构有更好的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

中紧耦合会议又可分为：端系统混合模式、集中混

会议策略服务器：是会议系统的逻辑功能模

合模式和信令集中媒体流分布模式；松耦合会议又

块，为用户和支配会议操作的会议策略之间提供接

可分为组播会议模式和网状分布式单播会议。本系

口。用户使用非ＳＩＰ的机制跟会议策略服务器进行

统将采用集中混合模式，其结构模型如图２所示。

交互，完成会议策略的制定、修改等操作。

在这种会议模型中，终端各成员间的通信，通过会
议服务器来实现。参与会议的所有成员发送自己的

会议策略：会议策略是指导会议控制中心进行
会议操作的规则，一个会议对应一个会议策略。会
议策略分为会议成员策略和会议媒体策略。会议成
员策略主要用于会议成员的管理，包括用户接入控
制、用户权限管理等。会议媒体策略用于会议媒体
混合及分发的控制，包括媒体混合策略、同步策
略、媒体分发策略等。用户可以通过Ｗｅｂ方式或

图２会议模型

其他非ＳＩＰ的机制对会议策略进行维护。
媒体流到会议服务器，由服务器端负责进行混音和
媒体流的转发。该模式适用于ａｄ—ｈｏｃ自组织型或
预先约定好的拨入拨出型会议。
２．２

会议通告服务：会议控制中心可以提供会议通
告功能，工作机制由ＲＦＣ ３２６５定义，主要完成向
与会人员通知相应的会议事件和会议状态。与会者

ＳＩＰ视频会议系统体系结构

在加入会议后可向会议控制中心发送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

如图３所示该会议系统由会议控制中心（Ｆｏ－
ｃｕｓ）、与会者、会议策略服务器、会议策略、会议
通告服务、媒体混合服务器构成。其中，会议控制

请求，订阅会议事件和状态通知服务。会议通知服
务器将通过ＮＯＴＩＦＹ消息定时向与会者通告预定
的会议事件和会议状态。

中心、会议策略服务器、会议策略、会议通告服务
构成会议服务器，完成多媒体会议的核心功能。此
会议体系结构中各构成模块功能如下。

媒体混合服务器：媒体混合服务器负责完成会
议媒体的混合和分发，接收者可以是会议的与会者
或其他的媒体混合服务器。媒体流的混合处理由会
议控制中心根据媒体策略进行直接或间接控制，处

订阅通告
会议通告服务

会议控制中心Ｉ一
！！竺型

媒体流

Ｉ

ｌ会议策略ｌ

会议策略
服务器

理过程因媒体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３

视频会议系统工作流程
（１）会议创建
系统通过ｗｅｂ管理系统来创建会议。Ｗｅｂ管

图３视频会议体系结构

理系统将创建会议的过程通过网页的形式更直观地

会议控制中心（Ｆｏｃｕｓ）：会议控制中心是整个

向用户展示。在创建会议的过程同时还需要定义会

会议系统的核心，根据会议策略管理整个会议，如

议策略，主要定义该会议的与会者。根据会议创建

与会者的接入控制、与会人员管理等，对媒体混合

向导收集的会议信息创建会议。创建会议时，会议

服务器进行控制，确保每个与会者能够接收到会议

的ＵＲＩ必须是唯一的，根据一定的生成规则确保

的媒体流。每个与会者通过ＳＩＰ会话跟Ｆｏｃｕｓ相

会议ＵＲＩ的唯一性。将所有会议相关的信息保存

连，Ｆｏｃｕｓ负责维护每个与之连接的ＳＩＰ会话。会

到数据库中。

议控制中心跟会议ＵＲＩ一一对应，此ＵＲＩ在全局
范围内是惟一的。
与会者：是指会议中与Ｆｏｃｕｓ保持ＳＩＰ会话的
ＳＩＰ用户代理。与会者可以是ＰＣ应用程序、ＳＩＰ电

（２）加入会议
Ｃａｌｌ－Ｉｎ方式：用户可通过Ｅ—ｍａｉｌ、Ｗｅｂ公告、
即时消息等方式事先获得会议ＵＲＩ，然后向会议的
ＵＲＩ发送ＩＮＶＩＴＥ消息，请求加入会议。

话、ＰＳＴＮ网关，也可以是其他会议的Ｆｏｃｕｓ。当与

Ｃａｌｌ－Ｏｕｔ方式：会议开始后，会议控制中心向

会者是其他会议的Ｆｏｃｕｓ时，会议具有分级的拓扑

用户发送ＩＮＶＩＴＥ消息，邀请其加入会议。Ｃ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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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ｌ

Ｏｕｔ方式要求在创建会议时就知道与会者的ＵＲＩ。
４

（３）会议状态信息通告机制

结束语

与会者在会议进行期间可以获得会议的事件及
状态信息，这通过会议通告服务（ＣＮＳ）来实现。

ＳＩＰ协议凭借其简单、易于扩展、便于实现等

与会者在加入会议后可向会议控制中心发送ＳＵＢ—

诸多优点越来越得到业界的广泛青睐，已成为下一

ＳＣＲＩＢＥ请求，订阅感兴趣的会议事件和状态通知

代网络体系中的核心协议。随着ＳＩＰ协议的完善与

的服务。当某类事件发生或会议的状态发生变化

发展和电力行业的信息化需要，基于ＳＩＰ视频会议

时，会议通告服务器将生成状态报告的事件包，通

系统在电力行业的应用将会越来越普遍。

过ＮＯＴＩＦＹ请求发送给订阅者，通告发生的事件
参考文献：

或状态的变化情况。
（４）会场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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