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设计与实现                                                     中文摘要 

I 

一种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设计与实现 

中文摘要 

现代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对通信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视电话

应运而生。早期的可视电话基于公共电话交换网，但由于传输速率不能满足高性

能视频通信的要求，已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随着音视频编解码标准、网络实时传输协议和信令协议的出现与完善以及 IP

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 IP 的可视电话有了统一的技术标准，逐渐发展为可视电话

市场的主流。 

本文首先概述了可视 IP 电话技术的发展历史并通过对当前市场上同类产品发

展现状的分析，指出了这些产品具有硬件设计复杂、图像分辨率低、占用带宽过大

和价格过高等特点，阐明了设计和实现一款高性能和低成本的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

终端的意义，提出了以 Freescale 多媒体处理器 i.mx27 作为主控芯片的单芯片设计

方案并研究了该方案的软硬件实现方法，最后初步完成了可视 IP 电话在局域网内

部视频通信。 

单芯片设计方案无需外接音视频编解码 DSP 处理器，提高了该系统的集成度

和稳定性、降低了功耗且减少了硬件成本；在软件设计方面，充分使用了“自顶

向下，逐步细化”的分层设计方法，将软件分解为应用层、中间件和底层，这使

其具有了很强的可移植性和扩展性，可以被复用到同类产品的开发和基于本产品

的二次开发中；在软件实现上，通过将 Linux 内核移植到底层软件中并借助它的信

号量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可视 IP 电话终端中多通道视频编解码的技术难点，满足了

它同时编码和解码的需求，而且 Linux 的多线程机制也为电话终端中音视频相关的

多个任务的并发执行搭建了平台。 

关键词：可视 IP 电话，i.mx27，中间件，多通道编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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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ind of Design and Implement of Embedded Video 

IP Phone Terminal 

Abstract 

Moder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nables people have a higher requirement for 

the the communication services,so Video Phone come into being.Video phone based on 

the early public telephone switching network has gradually withdrawn from the 

history,because the transfer rate can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performance 

video communication. 

With the the emergence and improvement of the audio and video codec 

standards,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and signaling protocols as well a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P technology,IP-based Video Phone has gained a unified technical 

standards,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direction in the Video Phone marke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Video IP Phone’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points out that these products possess the hardware design complexity,lower resolut ion 

images,more network bandwidth and higher price,etc,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design and implement of a higher performance and cheaper Video IP  Phone 

Teminal,puts forward the design scheme based on Freescale’s i.mx27,researches its 

implement of the hardware and softeware,at last, initially realizes it in LAN. 

Single-chip design without external audio and video codec DSP processors 

improves the system integration and stability,reduces power consumption and hardware 

costs;In software design, using of the hierarchical design method of ―top-down, and 

gradually refining‖to dividing the software into application- layer, middleware, and the 

bottom level,so the software will have a strong transplantation and scalability,can be 

used in the same product’s development and Video IP Phone’s secondary 

development;In software implement,with porting the Linux kernel to the bottom 

level,using the Semaphore mechanism to effectively solve multi-channel video 

codec.meets the telephone terminal’s requirement of video encoding and decoding at 

the same time.by drawing Linux's Mult i- threaded mechanism to the software implement 

to build a platform for the operation of multitask related to voice and vedio in the Video 

IP Phone 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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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Yan Jian 

Supervised by：Wang Yihuai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1.1 课题背景 .....................................................................................1 

1.1.1 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简介 .................................................................. 1 

1.1.2 可视 IP 电话的发展历史 .......................................................................... 2 

1.2 应用现状及课题意义 ....................................................................3 

1.2.1 应用现状..................................................................................................... 3 

1.2.2 课题意义..................................................................................................... 4 

1.3 本文工作和结构................................ ...........................................4 

1.3.1 本文工作..................................................................................................... 4 

1.3.2 本文结构..................................................................................................... 6 

第二章 总体设计方案及相关技术概要 ........................................................................... 7 

2.1 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体系结构................................ ..............7 

2.2 关键技术 .....................................................................................7 

2.2.1 编解码技术 ................................................................................................ 7 

2.2.2 实时传输协议 RTP .................................................................................... 9 

2.2.3 信令协议...................................................................................................10 

2.3 构建嵌入式 Linux 系统 ............................................................... 10 

2.3.1 嵌入式 Linux 的软件结构 ...................................................................... 11 

2.3.2 嵌入式 Linux 的软件开发模式 .............................................................. 11 

2.3.3 构建嵌入式 Linux 系统的步骤 ..............................................................12 

2.4 总体设计方案 ................................................................ ............ 16 

2.4.1 硬件设计方案 ..........................................................................................16 

2.4.2 软件设计方案 ..........................................................................................17 

2.5 本章小结 ................................................................................... 17 

第三章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硬件设计 ............................................................................ 19 

3.1 芯片选型 ................................................................................... 19 

3.1.1 主控芯片的选型 ......................................................................................19 

3.1.2 外围芯片与外部设备的选型..................................................................20 

3.2 硬件总体设计 ................................................................ ............ 20 



 

 

3.2.1 i.mx27 简介 ...............................................................................................20 

3.2.2 硬件系统总体结构图 ..............................................................................21 

3.3 硬件详细设计 ................................................................ ............ 22 

3.3.1 i.mx27 最小系统电路...............................................................................22 

3.3.2 视频采集电路 ..........................................................................................30 

3.3.3 LCD 接口电路 ..........................................................................................31 

3.3.4 语音采集和播放电路 ..............................................................................32 

3.3.5 以太网接口电路 ......................................................................................34 

3.3.6 UART 接口电路........................................................................................35 

3.4 硬件测试及设计体会 .................................................................. 36 

3.4.1 硬件模块测试 ..........................................................................................36 

3.4.2 硬件设计体会 ..........................................................................................39 

3.5 本章小结 ................................................................................... 40 

第四章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软件设计 ............................................................................ 42 

4.1 软件总体设计 ................................................................ ............ 42 

4.2 视频采集和显示模块 .................................................................. 42 

4.2.1 V4L2 架构 .................................................................................................42 

4.2.2 V4L2 的编程接口 .....................................................................................43 

4.2.3 视频采集和显示模块的实现..................................................................44 

4.3 视频编解码模块................................ ......................................... 47 

4.3.1 基于 VPU 的多通道编解码....................................................................47 

4.3.2 软件架构...................................................................................................48 

4.4 语音采集和播放模块 .................................................................. 50 

4.4.1 PMIC 硬件驱动.........................................................................................50 

4.4.2 ALSA 编程接口 ........................................................................................50 

4.4.3 语音采集和播放模块的实现..................................................................51 

4.5 网络实时传输模块 ................................ ..................................... 52 

4.5.1 UDP 套接字接口 ......................................................................................52 

4.5.2 RTP 的实现 ...............................................................................................53 

4.6 基于多线程的主程序设计 ........................................................... 54 

4.6.1 Linux 多线程编程.....................................................................................55 



 

 

4.6.2 子线程的实现 ..........................................................................................55 

4.6.3 主函数设计 ..............................................................................................56 

4.7 软件设计体会 ................................................................ ............ 57 

4.8 本章小结 ................................................................................... 58 

第五章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初步实现 ............................................................................ 59 

5.1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硬件组成 ...................................................... 59 

5.2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软件组成及其执行 ........................................ 60 

5.3 实验环境的搭建................................ ......................................... 61 

5.4 软件测试 ................................................................................... 61 

5.4.1 音频通信测试 ..........................................................................................61 

5.4.2 视频通信测试 ..........................................................................................62 

5.4.3 总体测试...................................................................................................62 

5.5 本章小结 ................................................................................... 63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64 

6.1 全文总结 ................................................................................... 64 

6.2 课题展望 ................................................................................... 65 

参考文献 ............................................................................................................................. 66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的鉴定项目............................................... 69 

附录 A i.mx27 引脚图 ....................................................................................................... 70 

A.1 i.mx27 引脚图 1 ................................ ......................................... 70 

A.2 i.mx27 引脚图 2 ................................ ......................................... 71 

A.3 i.mx27 引脚图 3 ................................ ......................................... 72 

A.4 i.mx27 引脚图 4 ................................ ......................................... 73 

A.5 i.mx27 引脚图 5 ................................ ......................................... 74 

A.6 i.mx27 引脚图 6 ................................ ......................................... 75 

致 谢 ................................................................................................................................... 76 



 

 

图目录 

图 1-1 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结构图 ................................ ................2 

图 2-1 可视 IP 电话终端体系结构图 ...................................................8 

图 2-2 嵌入式 Linux 的软件结构....................................................... 11 

图 2-3 Linux 内核配置界面 ............................................................... 14 

图 2-4 可视 IP 电话终端软件结构图 ................................................. 17 

图 3-1 i.mx27 模块框图 ................................ ..................................... 21 

图 3-2 可视 IP 电话终端硬件框图 ................................ ..................... 22 

图 3-3 5V 转 1.8V 电路 ................................ ..................................... 23 

图 3-4 5V 转 3.3V 电路 ................................ ..................................... 24 

图 3-5 32.768K 和 26M 的外部晶体电路 ................................ ............ 24 

图 3-6 复位电路 ................................................................ .............. 25 

图 3-7 JTAG 调试电路 ................................ ...................................... 26 

图 3-8 DDR SDRAM 控制器和 HYB18M512160AF 的连接电路 ........... 28 

图 3-9 NFC 和 K9F2G08R0A 的连接电路 ................................ ........... 29 

图 3-10 CSI 接口电路 ................................ ....................................... 31 

图 3-11 LCD 接口电路 ................................ ...................................... 31 

图 3-12 SSI 和 wm9712 的连接图....................................................... 32 

图 3-13 wm9712 接口电路 ................................ ................................. 33 

图 3-14 AC101L 接口电路 ................................ ................................. 34 

图 3-15 MAX3232 电平转换电路 ....................................................... 36 

图 3-16 ADS ToolKit 下载 Bootloader 界面 ......................................... 38 

图 3-17 超级终端中显示的 Linux 运行界面 ....................................... 39 

图 4-1 V4L2 整体架构图 ................................................................... 43 

图 4-2 视频采集流程图 .................................................................... 44 

图 4-3 VPU 内部结构图 .................................................................... 47 

图 4-4 VPU 编解码操作流程图 .......................................................... 47 

图 4-5 语音采集流程图 .................................................................... 51 

图 4-6 RTP 协议栈 ................................................................ ............ 52 

图 4-7 Video_Encode()函数的流程图.................................................. 55 

图 4-8 Audio_Cap_Send()函数流程图 ................................................. 56 



 

 

图 4-9 主程序流程图................................ ........................................ 57 

图 5-1 可视 IP 电话终端初步实现的实物图 ....................................... 59 

图 5-2 可视 IP 电话终端软件的工程结构图 ....................................... 60 

图 5-3 测试环境示意图 .................................................................... 61 



 

 

表目录 

表 2-1 三种语音编解码标准对比表 .....................................................8 

表 2-2 RTP 分组首部结构....................................................................9 

表 2-3 RTP 常见的几种载荷类型 .........................................................9 

表 3-1 外围芯片和外部设备选型表 ................................................... 20 

表 3-2 DDR SDRAM 控制器输出引脚列表 ......................................... 27 

表 3-3 NFC 控制器输出引脚列表....................................................... 30 

表 3-4 CSI 和 CMOS 摄像头之间的信号线列表 .................................. 30 

表 3-5 MII 接口定义表................................ ...................................... 35 

表 4-1 V4L2 主要使用的驱动程序源文件列表 .................................... 43 

表 4-2 V4L2 编程接口中主要使用的数据结构和 ioctl 命令  ................. 44 

表 4-3 VPULib 定义的主要数据结构.................................................. 49 

表 4-4 VPULib 定义的主要函数接口.................................................. 49 

表 4-5 语音模块配置接口主要使用的 ioctl 命令列表 ......................... 50 

表 4-6 UDP 套接字接口的 4 个函数列表 ................................ ............ 53 

表 5-1 三种情况下的语音测试结果 ................................................... 62 

表 5-2 三种情况下的视频测试结果 ................................................... 62 

表 5-3 三种情况下的总体测试结果 ................................................... 62 

 

 



一种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设计与实现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 论 

可视 IP 电话是可视 VoIP(Video Voice on Internet Protocol)[1]电话的简称，是一种基

于 IP(Internet Protocol，互联网协议)网络的语音视频传输技术，涉及计算机、电子、

通信、网络、多媒体信息处理等多门学科。世界上最早对可视电话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但仅限于研究阶段，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标准化组织陆续推

出一系列适用于可视电话的音视频编解码标准和信令标准，可视电话从此有了统一的

技术标准；与此同时，HTTP(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的快速发

展导致 IP 网络得以覆盖全世界大部分地方，基于 IP 的可视电话技术在这一大背景下

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快速发展[2]。 

近几年，可视 IP 电话的传输速率、清晰度和音视频同步等技术指标得到了大幅

提高，专家预言，21 世纪将是可视 IP 电话腾飞的新时代。作为一种发展趋势，它已

经成为了一个学术研究的热点[3]。 

本文在分析了目前市场上可视 IP 电话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可视 IP 电

话所涉及的相关技术，提出了一种基于单芯片的高性能、低成本的可视 IP 电话

解决方案，并深入研究了其的软硬件设计方法，最后初步实现了其在局域网内部

的视频通信。作为全文的导引，本章首先概述了可视 IP 电话技术的发展历程与

应用现状，阐明了设计一款硬件设计简单、图像分辨率高、占用带宽小、价格低

廉的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将具有一定的技术先进性和广泛的市场意义，然后

简述本文的主要工作及论文结构。 

1.1 课题背景 

1.1.1 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简介 

可视 IP 电话技术是指在发送方将音视频数据编码和打包处理，通过 IP 网络进行

传输，然后在接收方还原出音视频的一种技术[4]，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则同时担

当了其中发送方和接收方的角色，需要完成音视频采集、编码、通过 IP 网络发送、

显示视频和播放语音等的功能。 

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结构如图 1-1 所示，包括下面三个部分[5]： 

(1) 处理单元：包括应用处理器、视频加速处理器和音频编解码器三个部分。其

中，视频加速处理器又称硬件编解码器，用于高速的视频编解码、音频编解码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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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音频编解码、而应用处理器则控制着整个系统的运行并执行呼叫信令协议和网络

传输协议完成音视频通信； 

(2) 以太网接口：用于音视频和其他数据在 IP 网络中的传输； 

(3) 其他外设：摄像头、显示器、麦克风、话筒，键盘。麦克风和喇叭用于音频

数据的捕获和播放、显示器和摄像头用于视频数据的捕获和显示、而键盘则主要用于

用户输入各种呼叫和控制命令。 

终端之间的通信过程如下：首先是发送方通过键盘输入适当的呼叫命令，处理单

元通过运行呼叫信令协议和响应者建立连接；连接建立后，发起方和接收方把各自的

麦克风和摄像头捕获的音视频数据压缩处理后通过网络发送到对方，同时也将对方发

送过来的音视频数据解码后播放与显示。 

1.1.2 可视 IP 电话的发展历史 

世界上最早的可视电话由美国 Bell 实验室于 1964 年开发成功，该实验室在当年

的纽约国际博览会上展示了世界上第一台只能传送黑白静止图像可视电话系统[6]。

CCITT(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nsultative Committee，国际电报电话咨

询委员会)从 1988 年开始视频编解码的标准化工作，并于 1990 年正式提出用于会议

电视、可视电话的 H.261 视频编解码标准，从此可视电话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标准化组织陆续推出一系列适用于可视电话的音视频编解码标准

和信令标准，视频标准主要有 MPGE1、MPEG4、H.263 和 H.264[7]等，音频标准有

G.711、G.723、G.729[8],[9]等，信令标准包括 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国际电信同盟)的 H.323 和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的 SIP[10]-[12](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会话初始化协议)，这些编解码和信令标准的

出现使可视电话有了统一的格式和接口，为可视电话的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 

 

 

 

 

 

 

 

 

 

 

 

图 1-1 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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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可视电话基于 PSTN(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公共开关电话

网)，但由于其低于 64kbps 的传输速率不能满足高性能视频通信的要求，已经渐渐退

出了历史舞台。随着 IP 网络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人们逐渐意识到将分离的语音、数

据、视频网络融合为一体化是未来网络发展的大趋势，可视 IP 电话也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诞生。专家预计，在未来 5 到 10 年内，将会有 10-15%的普通电话会被可视电话

替代[7]，而可视 IP 电话又是整个可视电话市场的发展方向，故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可视 IP 电话广泛应用于基于 IP 网络的个人视频通信和公司内部的视频会议中，

例如校园局域网内部的视频通信系统。如果将可视 IP 电话所在的 IP 网络通过转换网

关连接到 PSTN 网络，就能实现它和普通电话的通信；而连接到 3G 网络就能实现和

3G 手机的视频通信，随着国内电信业对 3G 网络的大规模推广，这方面的应用将会

占领越来越多的市场[6]。 

1.2 应用现状及课题意义 

1.2.1 应用现状 

可视 IP 终端包括基于 PC 机的终端和基于嵌入式平台的终端。 

前者是指利用 PC 机己有的软硬件资源，并为 PC 机配置一个摄像头和一套视频

电话软件(QQ、Skype 等)实现的视频通信。该方式是在通用处理器上实现音视频处理，

和专门的多媒体处理器，处理性能相比要逊色很多，而且操作不方便，成本过高。 

后者是指通过嵌入式平台开发的电话终端设备，是目前可视 IP 电话的主流方式，

这种方式具有使用方便灵活、性能优越、易于扩展、成本不高、特别适合于个人和公

司使用等特点。本文中提到的可视 IP 电话终端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均是基于嵌入式平

台。目前己有多家国内外公司开发出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或会议电视系统，国外的有

Microsoft 的 NetMeeting、3Com公司的 BigPicture、PolyCom公司的 VSX6000 系列电

话会议系统，国内的有华为公司的 ViewPoint8220/8210 可视电话系统、上海中意通信

的 CIPS-IP2006 可视电话、闻亭可视电话系统等[13]，具有下面的特点： 

(1) 多采用 2 片 DSP 外加 1 片 MCU 的解决方案，两片 DSP 分别用于视频和语音

的编解码，一片 MCU 控制整个系统的运行并完成音视频数据的网络传输，过多的芯

片一方面导致硬件设计比较复杂、系统的稳定性降低、功耗增加；另一方面使得硬件

成本加大，售价过高，很难大规模推广。 

(2) 视频编解码协议多采用 H.261 或 H.263 编码，而少有采用 H.264 编码，故压

缩率不够，传输音视频数据时占用较大的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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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76×144 分辨率的 QCIF(Quarter Common Intermediate Format，四分之一通用

中间格式)或 352×288 分辨率的 CIF(Common Intermediate Format，通用中间格式)图

像远远不能满足现今客户的需求，急需具有更高图像质量的产品。 

1.2.2 课题意义 

通过上一节的分析可知，硬件设计复杂、图像分辨率低、使用压缩率较低的压缩

标准、价格过高等因素是同类产品的共同特点。针对这些特点，设计与实现了一款基

于 Freescale 的 i.mx27 处理器的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设计方案，将具有一定的技术

先进性和广阔的市场前景[14]： 

(1) 通过一片 i.mx27 芯片取代了过去 2 片 DSP 外加 1 片 MCU 的设计方案，具有

硬件设计简单、可靠性高、体积小和功耗低的特点，同时，更少的芯片也带来了硬件

成本的大幅降低，为产品大规模市场化提供了前提。 

(2) i.mx27 支持每秒 30 帧 640×480 分辨率的 VGA(Video Graphics Array，视频图

形阵列)图像的采集和编解码，为流畅和高清的视频传输提供了保障。 

(3) 使用 H.264 编解码标准能在保持图像分辨率不变的前提下产生更小的码流，

使低带宽传输高质量视频变成可能。 

(4) 软件模块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自顶向下，逐步细化”的设计方法，将软件分

解为底层、中间件和应用层三个层次，使软件模块具有了很强的移植性和扩展性，可

以快速地复用到同类应用的开发和基于本产品的二次开发。 

(5) 通过将 Linux 移植到系统中，利用它对多任务的支持有效地满足了在电话终

端中同时运行音频采集与播放、视频采集与显示以及网络实时收发等多个任务的需

求，同时，利用 Linux 的信号量机制，让多个视频处理任务互斥地访问硬件视频编解

码器，可以方便地实现多通道视频编解码功能。这种基于实时操作系统解决嵌入式设

备中多任务运行和多通道视频编解码的方法对网络摄像机、视频监控、数字录象机、

导航设备和多媒体播放器等产品的设计与实现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6) 搭建了一个基于 IP 网络传输多媒体数据的软硬件平台，为研究多媒体传输协

议和多媒体数据压缩算法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试验环境。 

1.3 本文工作和结构 

1.3.1 本文工作 

本文工作安排如下： 

(1) 学习和培训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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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前的完成的开发多是基于 8 位或 16 位处理器的测控系统，没有做过基于

Linux 的多媒体处理器的研究，所以需要学习的内容非常多。笔者认真查找并总结

i.mx27 相关的开发资料，主要学习和研究的资料包括 i.mx27 芯片手册、外围存储器

芯片手册、语音编解码芯片手册、以太网物理层芯片手册、Liunx BSP(board support 

packet，板上支持开发包)、基于 i.mx27 的参考设计以及嵌入式 Linux 编程方法等内

容，这些资料不但内容很多且多为英文，仅仅 i.mx27 芯片参考手册已达到 1600 多页，

故笔者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学习和研究相关模块的原理和编程方法。而且参加了

Freescale 公司 08 年 10 月份在上海举办的 i.mx 系列芯片的开发培训。 

(2) 确定设计方案 

根据系统设计的要求，学习了多篇国内外关于可视 IP 电话方面的论文和杂志，

全面了解了别人的设计思路；并特地去电子市场参观了市场上能购买的几款可视电话

产品，通过和销售人员的对话，对这几款产品从性能到价格进行了多方面的对比研究，

最终选择了基于 i.mx27 多媒体处理器的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设计方案。 

(3) 硬件原理图的设计 

基于相关资料的研究和总结，首先完成了硬件系统的总体设计和芯片选型，然后

设计了 i.mx27 最小系统、语音采集与播放、视频采集、LCD 显示和以太网接口等模

块的电路原理图。 

由于 i.mx27 主频高达 400Mhz，高频电路的布板非常讲究，对走线的技巧有很高

的要求；板上硬件模块很多，且 i.mx27 及其使用的 3 片存储器芯片全部都是 BGA(Ball 

Grid Array Package，球栅阵列结构封装)封装，BGA 封装引脚密集，一般选择多层布

板方案，Freescale 对 i.mx27 提供的参考方案是布 6 层电路板；另外，实验室无法焊

接 BGA 封装的芯片。以上几点对于一个计算机学院应用方向的学生来说，如果要自

己手动完成高频多层电路板的布置，整个毕业设计的时间将只能完成这一项工作，无

法完成后面的软件设计与实现。故将设计好的硬件原理图委托专门的布板公司完成布

板。 

(4) 软件设计 

根据可视 IP 电话终端具有实时性和多任务的特点，提出了基于 Linux 实时操作

系统的软件设计方案，该方案将整个软件自顶向下地分成三层结构：应用层、中间件

和底层。应用层软件通过调用中间件提供的函数接口，使用 Linux 多线程机制，具体

实现了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语音采集与发送、语音接收与播放、视频采集编码后发送

以及视频接收解码后显示的四个任务并发执行；中间件则是基于底层的 Linux 内核所



第一章 绪论                                                  一种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设计与实现 

6 

开发的一系列函数库和软件子模块，目的是方便应用层软件的开发和提高软件的可移

植性；底层软件包括 Bootloader 与 Linux 内核等内容，通过移植的方式实现，为整个

系统的运行提供了软件平台。 

另外，基于 Linux 的嵌入式软件开发不同于基于裸机的开发，需要专门构筑一个

交叉开发环境，这个过程的工作具体包括交叉编译器的搭建、Bootloader 和 Linux 内

核的移植、根文件系统的制作以及 NFS(Network File System，网络文件系统)的配置

等内容。 

(5) 在局域网内部初步实现了两台可视 IP 电话终端之间的视频通信，并在不同的

网络状况下对通信效果进行测试，进一步验证本方案的可行性。 

(6) 论文撰写 

1.3.2 本文结构 

全文共六章，各章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简述了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发展历史和应用现状，分析了目前市场上同类

产品的特点，给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第二章研究了与系统设计和实现相关的技术并给出了软硬件总体设计方案。 

第三章首先给出了硬件平台的总体设计和芯片的选型，接下来详细阐述了 i.mx27

最小系统和各个功能模块的硬件原理图，最后结合硬件测试过程给出了 Bootloader

和 Linux 内核的移植方法。 

第四章在完成了软件的总体设计，重点实现了音视频处理和网络传输等软件中间

件以及基于多线程的主程序开发。 

第五章给出了可视 IP 电话终端初步实现的实物图和软件的工程结构，并在局域

网内部给出了两台终端之间的通信测试结果。 

第六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分析了设计中存在的不足和后续工作的展望。 

 



一种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设计与实现                            第二章 总体设计方案及相关技术概要 

7 

第二章 总体设计方案及相关技术概要 

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是完成设计的基础,本章首先探讨了在可视 IP 电话终端设计

与实现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理论知识，包括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体系结构、音视频编解

码协议、网络实时传输协议和信令协议等；接着阐述了基于 Linux 的嵌入式软件开发

方法；最后，结合第一章中的课题意义，提出了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硬件和软件总体

设计方案。 

2.1 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体系结构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体系结构[15]如图 2-1 所示，分为应用程序层和核心层，应用

程序层完成应用层数据的发送和接收，主要包括：音视频编解码标准 G.7xx 和 H.261

等；实时传输协议 RTP[16](Real-time Trnasport Portocol，实时传输协议)；实时流协议

RTSP[17](Real-Time Streaming Portocol，实时流协议)；用于保证呼叫顺利进行的信令

协议 H.323 和 SIP；用于服务质量 QoS(Quality of Service，服务质量 )控制的

RSVP[18](Resource Reservation Protocol，资源预留协议)和 RTCP(Real-time Transport 

Control Protocol，实时传输控制协议)；传输控制协议 TCP 和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而核心层则实现了网络底层协议，主要包括：网络层的 IPv4 和 IPv6；数据链路层的

PPP(Point to Point Protocol，点到点协议)和 ATM 接入适配层 AAL(ATM Adaptation 

Layer，ATM 接入适配层)协议；物理层的 SONET(Synchronous Optical Network，同步

光网络)技术、ATM(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异步传输模式)和以太网。 

2.2 关键技术 

关键技术是指可视 IP 电话体系结构中应用程序层的音视频编解码标准、实时传

输协议和信令技术，这些技术使可视 IP 电话在带宽有限且具有延时和抖动特性的 IP

网络中传输音视频数据变成了可能，下面分成三个小节分别加以阐述。 

2.2.1 编解码技术 

编解码技术是指音视频数据的压缩与解压缩，由于网络带宽和存储介质容量的限

制，有必要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在发送方选择合适的编解码标准对采集到的音

视频数据压缩，并在接收方将接收到的数据解压缩为原始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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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可视 IP 电话终端体系结构图 

每种编解码标准都有自身的特点，在具体应用中需要根据应用本身的特点选择合

适的标准，例如视频编解码标准 H.264 比 H.263 具有更高的压缩率，但需要更强的处

理能力来实现更高的压缩率，故 H.264 更适于处理能力比较强、压缩率要求高的应用，

H.263 则适用于处理能力相对差的处理器。 

1. 音频编解码标准 

可视 IP 电话技术主要使用 ITU 定义的三个音频编解码标准：G.723.1、G.728、

G.729[8],[9],[19]，表 2-1 为各个语音标准的性能比较。 

2. 视频编解码标准 

可视 IP 电话最常用的视频编解码标准是 ITU 推出的 H.261、H.263 和 H.264： 

(1) H.261是 ITU推出的第一个低码率视频压缩标准，码率为p×64kb/s，其中p=1～

30，图像格式为 CIF 和 QCIF。 

(2) H.263 与 H.261 相比，在相同的图像质量下，H.263 编码后的码率大约比 H.261

低 30%。目前，H.263 是可视电话中应用的最广泛的视频压缩标准之一。 

(3) H.264 标准是 2003 年 ITU 通过了一个新的视频编解码标准，与 H.263 相比， 

H.264 编码后的码率比 H.263 低 50%。但是，H.264[6],[7]在提高编码效率的同时，计算

表 2-1 三种语音编解码标准对比表 

语音编解码方法 G.723.1 G.728 G.729 

比特率 5.3kb/s和6.3kb/s 16 kb/s 8 kb/s 

处理延时 37.5ms 0.625 ms 15ms 

采用的编码技术 ACELP LD-CELP CS-ACELP 

时间复杂度 25 50 30 

G.7xx,H.261 

H.323 

TCP 

IPv4,IPv6 

PPP 

UDP 

SONET ATM Ethernet 

SIP RTSP RSVP RTCP RTP 

AAL3/4 AAL5 

应用程序 

核心 

http://www.xue163.com/Network/gl/yy/
http://www.xue163.com/Network/gl/yy/
http://pic.580590.com/
http://pic.580590.com/
http://www.xue163.com/Network/gl/yy/
http://www.xue163.com/Network/gl/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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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度也大大增加，编码的计算复杂度大约相当于 H.263 的三倍，解码复杂度大约相

当于 H.263 的两倍。 

2.2.2 实时传输协议 RTP 

实时传输协议 RTP 是针对 IP 网络上多媒体数据流的一个传输协议，目的是有效

地解决时延和抖动，实现数据流的实时传输和同步。 

RTP 属于应用层协议，依赖于底层传输层网络协议，对于实时传输应用，数据实

时性比数据准确性更重要，因此，RTP 一般基于 UDP 实现，RTP 分组的首部结构如

表 2-2 所示。 

主要字段说明如下： 

V：版本字段，指明 RTP 的版本号，2 位长度。 

Payload Type ：载荷类型，指明 RTP 携带的有效载荷类型，7 位长度，通常情况

下，单个 RTP 分组所包含的载荷，只能采用一种载荷类型。几种常见的语音和视频

编码及其对应的载荷类型见表 2-3。 

Sequence number：RTP 分组的发送序号，16 位长度，每发送一个分组，该字段

值就增 1。因此在会话存在期间，顺序发送的一串 RTP 分组的序号应该是递增的，接

收端可以用序号来检测是否有分组丢失或错序。 

Timestamp：时间戳，32 位长度，用来指明载荷中第一个采样数据的采样时间，

该时间通过一个单调且线性递增的时钟获得。时间戳使接收端能够以同步方式处理

RTP 分组，并根据时间戮来计算时延与抖动。 

SSRC：Synchronization Source Identifier，同步源标识符，32 位长度的随机数，

在会话中必须全局唯一，用于标识同步源，同步源是一个负责发送 RTP 分组并在 RTP

分组中设置序号和时间戳的实体。 

表 2-2 RTP 分组首部结构 

V P X CSRC Count M Payload Type 

Sequence number Timestamp 

SSRC 其他 

表 2-3 RTP 常见的几种载荷类型 

载荷类型 编码器名称 媒体类型 

0 PCM 语音 

3 GSM 语音 

4 G.723 语音 

15 G.728 语音 

26 JPEG 图像 

31 H.261 视频 

34 H.263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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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信令协议 

信令协议用于管理电话呼叫的过程，它用来控制会话的建立，修改和终止，同时

可以传递和协调双方的媒体信息。主要包括 ITU 的 H.323[20]和 IETF 的 SIP[10]-[12]协议。 

H.323 协议是为了在传统电信网络上实现多媒体业务而制定的，它试图把 IP 电话

当作传统电话，只是传输方式由电路交换变成分组交换，因此沿用了集中管理与控制

的工作模式，并且采用公用号码、静态组网的方式，与 PSTN 的组网方式接近。H323

协议虽然比较成熟，但由于其比较复杂，在应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问题。 

SIP 协议基于 IP 网络，是一个用于创建、修改以及终结一个或多个多媒体会话的

应用层控制协议，专门针对 IP 电话提出的一种信令协议。SIP 协议一方面借鉴许多己

有互联网标准和协议的设计思想，在风格上遵循简练、开放、兼容和可扩展等原则；

另一方面，它也考虑对传统 PSTN 的各种业务的支持。SIP 的电话号码编码方式与

PSTN 不同，可以被直接转化为互联网域名，因而更接近于互联网的使用习惯。随着

IP 网络核心地位的确立，SIP 协议在未来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 

2.3 构建嵌入式 Linux 系统 

操作系统是一组计算机程序的集合，用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

资源，它合理的对资源进行调度，为用户提供方便的应用接口，为应用软件提供运行

环境。简单的嵌入式系统并不一定需要操作系统，但是对于复杂的系统，为满足多任

务并发执行、实时处理等需求，有必要针对特定的硬件平台和实际应用移植操作系统。 

构建嵌入式 Linux 系统是指将 Linux 及其相关软件移植在嵌入式系统并能正确运

行的过程，Linux 是一种在嵌入式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的操作系统，选择 Linux 是因

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21],[22]： 

(1) Linux 的内核允许把设备驱动程序在编译时静态地连接在内核中，一如传统

的驱动程序那样；也允许在运行时动态地安装，称为“加载驱动模块”。被动态加载

的模块仍然在内核中运行，而不是像在微内核中那样作为单独的进程运行，其运行效

率也能得到保证。这一特点，正好能适用于存储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中。 

(2) Linux 的内核源代码本身具有非常高的可移植性。同样的一份源代码，只需

要在编译之前修改一些配置，就可以被编译成针对不同 CPU 的目标代码。 

(3) 支持 NFS 网络文件系统，方便程序的加载和调试。 

(4) 基于 Linux 平台的大量免费开源软件，可以被移植到嵌入式系统中，大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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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新项目的开发进度。 

2.3.1 嵌入式 Linux 的软件结构 

嵌入式 Linux平台的软件结构不同于普通的裸机

平台，如图 2-2 所示。一般有 5 层结构，每一层实现

特定的功能，并对上层功能实现提供支持。最底层的

是 Bootloader[23]为启动加载代码，负责芯片初始化和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的加载；硬件驱动程序用于驱

动底层硬件模块；Linux 内核[24],[25]实现了操作系统的

功能，提供应用程序的运行平台；中间件是指一些软

件模块和函数库，例如视频编解码函数库，为上层软

件提供了访问底层硬件的接口且屏蔽了调用底层硬

件驱动的复杂性；最上层的则是完成具体功能的应用

程序。 

2.3.2 嵌入式 Linux 的软件开发模式 

在没有操作系统的嵌入式开发中，一般的开发模式是在一台称为宿主机的 PC 上

通过交叉编译器编译出目标板平台的可执行程序，然后通过写入器写入到目标板执

行。 

而基于嵌入式 Linux 的开发也是先在宿主机方交叉编译出目标板的可执行程序，

根据可执行文件的类型不同选择不同的写入方式，如果可执行程序是 Bootloader，则

一般通过写入器直接写入到目标板；如果是 Linux 内核，则通过已经写入的 Bootloader

下载；而对于上层应用程序，由于此时目标板上已经下载并运行了 Linux，所以利用

Linux 内核支持 NFS 文件系统的特点，将宿主机的硬盘作为目标板 Linux 系统的一个

分区挂载到目标板上，这样在开发过程中就不需要频繁的对目标板写入，加快开发进

度，直至最后产品开发完成时，才通过其他方式将上层应用程序件真正写入到目标板

的存储器。 

笔者选择的开发模式是 Windows 操作系统+Linux 虚拟机+目标板 Linux

系统的组合方式，将三个系统设置在同一个局域网段。使用该开发模式的开发

步骤如下：首先，在 Windows 上安装 Linux 虚拟机上，并在虚拟机上安装交叉

编译器并建立 NFS 文件系统服务器；然后在 Linux 目标板上将虚拟机的 NFS

文件系统挂载，实现对 Linux 虚拟机上文件的访问；接下来在 Linux 虚拟机上

 

 

 

 

 

 

 

 

 

 

 

 

图 2-2 嵌入式 Linux 的软件结构 

Bootloader 

硬件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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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交叉编译器生成可执行代码，并将可执行代码存到 NFS 文件系统服务器上；

最后在 Linux 目标板中直接运行编译过的可执行文件。 

2.3.3 构建嵌入式 Linux 系统的步骤 

构建嵌入式 Linux 系统的目的是给上层应用程序的开发搭建了一个平台，具体步

骤包括交叉编译工具链的配置、Bootloader 的移植、Linux 内核移植和根文件系统的

制作，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1. 交叉编译工具链的搭建 

由于嵌入式平台的性能和存储空间有限，通常选择一台性能优越的 PC 作为宿主

机，在该宿主机上搭建一个用于编译目标板源程序的交叉编译工具链。交叉编译工具

链主要由 binutils、gcc 和 glibc 组成。其中，binutils 是 GNU 工具之一，包括连接器、

汇编器和其他用于目标文件的工具，它是二进制代码的处理维护工具；gcc 是 GNU

的交叉编译器，用于完成交叉编译；glibc 是 GNU 的 C 库，包含一系列的库文件，为

交叉编译提供链接库。手工建立交叉编译工具链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不过现在很

多平台都有现成的工具链可以直接使用。手工构建交叉编译链的步骤如下[26]： 

(1) 编译安装 Binutils：首先从网上下载解压 binutils 安装包并解压；然后执行配

置命令生成 makefile 文件；最后执行 make 命令由宿主机上的编译器生成相应的

Binutils 可执行文件。 

(2) 编译安装 arm-linux-gcc：这个过程类似与编译安装 Binutils，不再赘述，但是

此时生成的 arm-linux-gcc 没有 glibc 的支持，主要生成用来编译 glibc、内核和

Bootloader 等不需要 glibc 支持的程序。 

(3) 建立 glibc 库：使用上一步生成的 arm-linux-gcc 作为交叉编译器，编译生成

可以在目标板运行的 glibc 库。 

(4) 编译安装完整的 gcc：由于在第 2 步生成的 arm-linux-gcc 是没有 glibc 的支持

下完成的，所以缺少了很多功能，故当第 3 步建立完 glibc 之后，可以编译生成完整

的 arm-linux-gcc。需要说明的是 gcc 默认的头文件和库文件的包含路径是一个相对路

径，所以生成的 arm-linux-gcc 所包含链接的文件都是在相对于它所在文件夹。 

2. Bootloader移植 

Bootloader 移植是指将 Bootloader 源代码编译成特定硬件平台的可执行文件，并

通过写入器写入到目标板非易失性存储器的过程。 

1) Bootloader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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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loader 位于 Linux 系统的软件体系结构的最底层，也是开发嵌入式 Linux 系

统中最早需要开发的软件模块，但其依赖于具体的硬件实现，不同的嵌入式系统上要

使用不同的 Bootloader，但它一般可以分为 Stage1 和 Stage2 两个阶段[23]，Stage1 为

依赖于 CPU 体系结构的代码，通常用汇编实现，达到短小精悍的目的。而 Stage2 通

常用 C 语言来实现，可以实现复杂的功能且具有很好的可读性和移植性。 

大多数 Bootloader 包含两种不同的操作模式：启动加载模式和下载模式。 

(1) 启动加载模式：这种模式下，Bootloader 从目标板的某个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将操作系统加载到 RAM 中运行，整个过程没有用户的介入，是 Bootloader 的正常工

作模式，用于已经发布的嵌入式产品中。 

(2) 下载模式：该模式用于开发人员对目标板软件系统的更新，此时，目标板上

的 Bootloader 会通过串口或网络连接等通信手段从主机上下载文件，例如内核映像和

根文件系统等。从主机下载的文件会被 Bootloader 写入到目标机的非易失性存储器

中，该模式通常会给用户提供一个简单的命令行接口，用于产品开发阶段。 

2) 非易失性存储器简介 

嵌入式处理器一般地需要外扩非易失性存储器，Bootloader 往往位于非易失性存

储器中，常见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存储器有 NOR Flash、NAND Flash，一般的处理器都

支持 NAND Flash 和 NOR Flash 两种启动，通过对启动引脚使当地设置实现两种方式

的切换。 

NOR Flash 可以像 RAM 一样直接映射到内存空间执行其中的程序，但 NAND 

Flash不支持直接执行，需要将其内容读入到RAM中执行，如果 Bootloader位于NAND 

Flash 中，则首先将 Bootloader 搬到 CPU 的内部 RAM 中，并将该 RAM 首地址映射

到 0x00000000 后运行。 

3) Bootloader 的编译 

由于 Bootloader 需要在目标板上运行，所以要使用前面生成的交叉编译工具链将

它重新编译链接后写到目标板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中。常见的 Bootloader 有 U-Boot、

RedBoot 和 ARMBoot 等，这些 Bootloader 具有较强的可移植性，支持很多硬件平台。 

编译过程一般有三个步骤，首先针对特定的 CPU 修改 Stage1 阶段的代码，然后

重新配置 Stage2 阶段的编译选项，最后执行 make 命令交叉编译 Bootloader 源代码。 

3. Linux 内核移植 

Linux 内核是位于 Bootloader 之上的一个软件模块，提供了一个应用程序可以运

行的执行环境。由于免费获得的只是一个 Linux 内核源代码，必须要编译为支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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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硬件平台的可执行文件后才能在目标板上运行起来，这个过程称为内核的移植[27]。

Linux 内核具有很强的平台独立性，可以被很容易地移植到不同的硬件平台上，支持

绝大多数硬件平台[28]。 

整个内核的移植过程包括内核配置、内核编译[29]、内核下载。 

1) 内核配置 

内核配置是把和硬件平台相关的内核配置文件做出适当修改，使其支持目标板的

硬件平台。首先要修改的是 makefile 文件，设置处理器类型和交叉编译器的路径；然

后建立存储器分区表，笔者的目标板存储器是 NAND Flash，故要在相关设备文件中

添加 NAND Flash 分区表及支持代码；最后使用 make menuconfig 命令适当配置内核，

包括处理器、文件系统和设备驱动模块等的设置，如图 2-3 所示。 

 

 

 

 

 

 

 

 

 

 

 

 

 

 

 

 

 

 

 

 

 

图 2-3 Linux 内核配置界面 

2) 内核编译 

笔者使用的内核版本是 2.6.19.2，makefile 功能已经足够智能，只需要简单执行

make 命令就可以生成内核的 zImage 文件和可加载驱动模块。 

3) 内核下载 

内核下载即是将内核映像文件烧写到目标板的 NAND Flash 上，内核下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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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已经在目标板上写入了 Bootloader 程序，通过运行 Bootloader 的下载模式，将内核

映像文件下载到 NAND Flash 中的特定的位置。下载完成后即可通过 Bootloader 的启

动加载模式运行刚下载的内核。 

4. 根文件系统的制作 

根文件系统[30]是嵌入式 Linux 系统不可或缺的组件，用于存放可执行文件、系统

配置文件、必要的链接库等文件。 

1) 根文件系统的位置 

当目标板上开始运行 Linux 之后，可以在串口超级终端中输 cat/proc/mtd 命令查

看当前 Linux 内核所在的存储器的文件系统，命令执行结果如下： 

mx27# cat /proc/mtd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mtd0: 00020000 00020000 "IPL-SPL" 

mtd1: 00400000 00020000 "nand.kernel" 

mtd2: 03b00000 00020000 "nand.rootfs" 

mtd3: 0c0e0000 00020000 "nand.userfs" 

通过命令的执行结果可以看出该目标板的存储器上一共有四个分区，分别为： 

(1) IPL-SPL：IPL-SPL 是 Freescale 开发的一种 Bootloader； 

(2) nand.kernel：Linux 内核； 

(3) nand.rootfs：根文件系统； 

(4) nand.userfs：用户空间，可以存放其他数据。 

显然，根文件系统位于第 3个分区 mtd2，根文件系统制作完成后，通过 BootLoader

的下载模式将其写入到 mtd2，即可被 Linux 内核挂载。 

2) 根文件系统的制作过程 

具体过程包括三个步骤： 

(1) 选择适当的根文件系统类型，常见的 Linux 文件系统类型有 Cramfs、JFFS2、

RAMDISK、EXT2 和 EXT3 等，需要根据具体的需求特点选择合适的文件系统，其

中，JFFS2(The Journalling Flash File System version 2,日志型 Flash 文件系统)[31]是一个

应用非常广泛的日志结构的文件系统，提供垃圾回收机制，意外掉电后仍然可以保存

数据的完整性，在嵌入式系统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设置根文件系统的内容，首先，建立根文件系统对应的目录 rootfs，并在其

下建立适当的子目录，由于嵌入式 Linux 系统一般是单用户系统，所以很多只对多用

户系统才有意义的 Linux 系统子目录可以不放到根文件系统目录中，但有些子目录是

必须的，包括/bin、/dev、/etc、/lib、/proc、/sbin、/usr 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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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适当的内容复制到各个子目录中，/lib 目录下要复制 glic 库文件；/dev

目录下要建立系统中所有的设备文件；/etc 目录下建立相关的系统启动配置文件。需

要说明的是，由于在/bin 和/sbin 目录下存放的完整的 Linux 标准应用程序占用存储空

间过大且很多命令在嵌入式 Linux 下很难用到，所以没有复制所有的命令文件到目录

下，而是使用了 BusyBox[27]软件，该软件的原理是使用一个极小型应用程序来提供整

个命令集的功能，而所有在 /bin 和 /sbin 目录下系统标准命令都将是一个链接到

BusyBox 的符号链接。通过适当的配置并交叉编译 BusyBox 可以得到 BusyBox 的可

执行文件以及一系列应用程序的符号链接。 

(3) 使用特定制作工具制作特定类型的文件系统，例如要制作 JFFS2 文件系统，

可以使用 mkfs.jffs2[34]工具，将文件夹 rootfs 格式化为适合目标板存储器的 JFFS2 文

件系统 rootfs.jffs2。命令格式如下： 

mkfs.jffs2 –配置参数 ./rootfs -o rootfs.jffs2  

3) 修改内核启动参数 

通过内核配置菜单 Boot options 选项修改内核启动参数为从 NAND Flash 第 3 个

分区挂载根文件系统,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CONFIG_COMLINE=‖noinitrd 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mtdblock3 rw 

rootfstype=jffs2 mem-128M‖ 

2.4 总体设计方案 

本课题总体设计的目标是要实现一款硬件设计简单、成本低廉、支持高分辨率的

图像传输和 H.264 压缩标准的可视 IP 电话终端。下面两小节分别从硬件和软件的角

度讨论如何实现这一设计目标。 

2.4.1 硬件设计方案 

为了符合总体设计目标，笔者选择了基于一片多媒体处理芯片的设计方案来取代

传统的 2片 DSP 外加 1片 MCU的硬件设计方案，该多媒体处理芯片应具有以下特点： 

(1) 片内集成高速的硬件视频编解码模块，且支持最新的解码编标准 H.264。 

(2) 视频采集接口能达到每秒 30 帧 VGA 分辨率的图像的采集速度。 

(3) LCD 接口支持高分辨率图像的显示。 

(4) 高速语音数据传输接口支持高性能音频编解码芯片的连接。 

(5) 片内集成以太网接口用于音视频数据包的收发。 

此时，系统中的处理器将变成只有一片多媒体处理器芯片，整个硬件结构图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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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将图 1-1 虚线框中的应用处理器和视频加速处理器合并成了一个处理器后的结构

图。和多芯片方案相比，单个多媒体处理芯片方案具有体积小、高稳定性、低功耗和

低成本的特点。详细的硬件设计见第三章。 

2.4.2 软件设计方案 

可视 IP 电话终端具有实时处理和多任务并发执行的特点，实时处理包括实时地

采集音视频、显示视频、播放音频、音视频编解码和通过网络收发音视频数据，多任

务并发执行是指电话终端中需要并发执行音频处理和视频处理相关的多个任务。此时

如果仍然采用无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方法，将无法设计出逻辑合理、层次分明的软件，

更谈不上软件的移植性。所以笔者提出了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软件设计方案。该方案自顶向下

地将软件结构分为应用层、中间件和底层三个部

分。如图 2-4 所示。 

应用层软件则是通过调用中间件提供的函数

接口，通过 Linux 多线程机制，实现了可视 IP 电话

终端一边接收对方音视频并播放和显示，一边将己

方音视频数据采集后发送的功能。 

中间件软件是指基于 Linux 内核开发的一系列库函数和软件模块，主要包括音视

频处理模块和 RTP 协议的实现，为应用层提供简单易用的接口，降低应用层的实现

难度。 

底层软件通过移植 Bootloader 和 Linux 内核、制作文件系统的方式实现，构成整

个系统的软件平台。为了将主要精力放到中间件和应用层开发上，加快移植进度，将

直接移植处理器厂商提供的 Bootloader；为使内核支持最新的硬件设备，选择最新版

本的内核 Linux2.6.19.2；文件系统使用了能够读写且掉电数据不丢失的 JFFS2 文件系

统，用于在可视 IP 电话终端中保留通话记录和电话簿等内容。软件的详细设计见第

四章。 

2.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 简述了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体系结构以及涉及到的关键技术：音视频编

解码技术、实时网络传输协议 RTP 和信令协议 SIP。 

 

 

 

 

 

 

 

 

 

图 2-4 可视 IP 电话终端软件结构图 

底层： 

Bootloader、Linux内核、文件系统 

中间件： 
音视频处理模块和RTP协议 

应用层： 
实现了可视IP电话终端的多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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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了基于嵌入式 Linux 的软件结构和开发流程，总结了构建嵌入式 Linux

系统的过程，详细描述了每个步骤，包括建立宿主机端的交叉编译环境、开发目标板

引导程序 Bootloader、移植 Linux 内核和制作 JFFS2 文件系统 

(3) 结合课题的设计目标和相关技术，从硬件和软件设计两个方面提出了系统的

总体设计方案，为后面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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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硬件设计 

硬件是整个系统的物理基础，为软件的运行提供了平台。硬件设计的第一步是芯

片选型；然后则是基于该芯片的总体设计和详细设计，包括最小系统电路和外围接口

电路的原理图设计；接下来完成电路板的布置和元件的焊接，实现了电路板的制作；

最后通过检测电源、晶振和芯片引脚的电气特性以及运行测试软件的方法完成了硬件

的测试。 

3.1 芯片选型 

在嵌入式产品研发过程中，硬件选型直接影响到产品设计进度、产品性能以及产

品成型后的生产[32]。在硬件选型时要综合考虑处理性能、功耗、封装形式、成本和开

发难易程度问题等问题。由于开发过程中，所有的设计都是围绕主控芯片展开的，所

以对它的选型问题就尤为重要。本节首先分析主控芯片的选型，然后讨论了外围芯片

和外部设备的选型。 

3.1.1 主控芯片的选型 

根据第二章中硬件总体设计方案，需要选择一款专门的多媒体处理芯片来取代传

统的多处理器方案，要求该芯片内部集成硬件编解码模块、高性能音视频处理接口和

以太网接口，而且价格便宜和易于开发。 

Freescale 公司最新的多媒体处理器 i.mx27 符合上述要求，具有如下特点： 

(1) 片内集成视频编解码器 VPU[33](Video Process Unit，视频处理单元)，支持编

解码标准为 H.264、MPEG4 和 H.263；可处理的图像分辨率为 720×576@25fps、720

×480@30fps 和 640×480@30fps。 

(2) 片内集成多媒体加速器 eMMA[33](enhanced Multimedia Accelerator，强化型多

媒体加速器)，包括 PrP(Previous Process，预前处理)和 PP(Post Process，后处理)两部

分，用于图像的缩放、旋转、镜像以及 YUV 格式与 RGB 格式的转换。 

(3) 片内集成了丰富的外设接口模块，具有用于视频采集的 CSI(CMOS Interface，

CMOS 摄像头接口)、用于视频显示的 LCDC(LCD Controller，LCD 控制器)、用于语

音采集和播放的 SSI(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同步串行接口)和用于网络数据包收

发的以太网接口，故只需要外扩一块音频编解码芯片即可实现可视 IP 电话终端中的

音视频数据处理和以太网收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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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eescale 针对 i.mx27 提供了功能强大的 BSP[34],[35]开发包，BSP 提供了适合

该芯片的 Bootloader、Linux 内核和开发工具链，以及相关硬件模块的驱动程序，应

用程序开发者可以在 BSP 的基础上快速进行应用程序的开发，而不需要在底层平台

的搭建上浪费宝贵的时间。 

(5) 采用先进的 90nm 工艺，极大程度地降低了它的成本，决定了它批量生产后

的价格将在 10 美金以内，大大降低了基于该芯片开发的产品的生产成本。 

(6) 404 脚的 0.65mm的 BGA 封装，使得 I/O 引脚数虽然增加了，但引脚间距并

没有减小反而增加了，使得组装成品率提高，信号传输延迟小，使用频率大大提高。 

通过以上六点的分析可知，i.mx27 多媒体处理器特别适合于音视频处理，在性能、

成本、封装和开发难度上均符合硬件设计的总体要求，故在可视 IP 电话终端中选择

i.mx27 作为主控芯片。 

3.1.2 外围芯片与外部设备的选型 

外围芯片主要包括系统中的存储器芯片、声音编解码芯片和网络物理层接口芯片

等，外围设备主要包括 CMOS 摄像头、LCD 显示器等设备，选型的依据是在符合功

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选择价格便宜且熟悉的芯片和设备，选型结果如表 3-1。 

3.2 硬件总体设计 

3.2.1 i.mx27 简介 

i.mx27 是 Freescale 公司在 2007 年推出的高性能多媒体处理芯片，基于

ARM926EJ-S 内核，主频高达 400MHz，支持 NAND Flash 启动，带有 DDR SDRAM、

表 3-1 主要的外围芯片和外部设备选型表 

类型 名称 数量 描述 

DDR SDRAM HYB18M512160AF 2 英飞凌公司容量为64M*16Bit的DDR SDR

AM 存储器芯片，用于运行的程序和数据 

NAND FLASH K9F2G08R0A 1 三星公司容量为 256M*8Bit 的 NAND Flas

h 存储器，作为系统的外部存储器，存放 B

ootloader，Linux 内核和文件系统 

以太网物理层芯片 AC101L 1 Broabcom 公司的物理层网络芯片，实现以
太网物理层协议，完成以太帧的收发 

语音编解码芯片 WM9712 1 Wolfson 公司的音频编解码芯片，语音采集
编码和解码播放 

LCD 显示屏 LQ043T3DX02  1 Sharp 公司的 4.3 英寸 16 位色深的 TFT LC

D，显示分辨率 480×272 

CMOS 摄像头 OV9650 1 OV 公司的 CMOS 摄像头，采样速率为每秒
30 帧 VGA 图像，输出格式为 16 位的 YUV

422 或 8 位的 RGB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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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 USB OTG、高速 USB HOST、快速以太网控制器、SD 卡、ATA 硬盘控制器、

UART、I2C、CSPI 等接口。图 3-1 给出了 i.mx27 的内部结构图，引脚图见附录 A，

由于模块很多，限于篇幅，只阐述了可视 IP 电话终端中用到的模块，这些模块可以

分成如下几类： 

(1) CPU 模块：集成 16K 字节的指令 Cache 和数据 Cache 和片上 MMU(Memory 

Management Unit，存储器管理单元)和 16 通道 DMA 控制器等模块。 

(2) 多媒体处理模块：支持 MPEG4、H.263 和 H.264 标准的硬件视频编解码器、

视频的预前和后置处理器、高速 CMOS 摄像头接口 CSI、智能 LCD 接口模块等。 

(3) 外部存储器接口模块：支持133 MHz的16/32位的SDRAM,、266 MHz的16/32

位 DDR SDRAM、8/16 位 NAND Flash、NOR Flash 等的连接。 

(4) 外设接口模块：1 个 10/100M 快速以太网接口 FEC、2 个 USB 主机接口和 1

个 USB OTG 接口、1 个 ATA 硬盘接口、3 个 SD 卡读写接口、三个可配置 SPI 接口、

2 个 SSI 接口、2 个 I2C 接口、6 个 UART 等接口。 

 

 

 

 

 

 

 

 

 

 

 

 

 

 

 

 

 

图 3-1 i.mx27 模块框图 

3.2.2 硬件系统总体结构图 

基于 i.mx27 芯片的外围接口，设计了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硬件系统总体结构图，

如图 3-2 所示，包括如下几个部分[36]： 

(1) CSI 读取 CMOS 摄像头图像帧，I2C 控制摄像头工作，实现视频采集功能。 

外部存储器接口 

CPU 内核 

标准片上资源 

通讯接口 

扩展接口 

系统控制模块 

系统安全性模块 

多媒体加速处理模块 

多媒体接口 

人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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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SI 读写语音编解码芯片的语音数据，实现语音的采集和播放。 

(3) SDRAM 控制器外接用于存放运行的程序和数据的 SDRAM 存储器芯片。 

(4) NAND FLASH 控制器外接 NAND Flash 芯片，一般用作系统的外部存储器，

存放 Bootloader、内核映像和文件系统。 

(5) LCD 接口连接 LCD 显示器，用于视频的显示。 

(6) 以太网接口 FEC 外接以太网物理层芯片，完成音视频数据的网络传输。 

(7) UART 接口通过 RS232 收发器连接 PC 宿主机，PC 宿主机通过超级终端控制

着目标板上程序的运行。 

(8) 时钟和电源接口连接外部晶振和电源，构成了芯片工作的支撑电路。 

 

 

 

 

 

 

 

 

 

 

 

 

 

 

 

 

 

 

 

图 3-2 可视 IP 电话终端硬件框图 

3.3 硬件详细设计 

硬件平台详细设计包括 i.mx27 最小系统电路和相关的外围模块电路的设计，外

围电路主要包括摄像头采集电路、LCD 接口电路、语音采集和播放电路、以太网接

口电路和 UART 接口电路。下面将分成几个小节分别加以阐述。 

3.3.1 i.mx27 最小系统电路 

MCU 最小系统是指可使内部程序运行所必须的外围电路，MCU 必须与相应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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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电路一起构成一个最小系统才能正常工作。i.mx27 的最小系统包括电源电路、晶振

电路、复位电路、调试接口电路和存储器扩展电路。 

1. 电源电路 

i.mx27 及其外围模块需要 1.8V、3.3V、5V 三种电源供电，其中 5V 电源直接由

外部供电系统提供，而其它电源则由相应转换芯片来实现，转换电路如下。 

1) 1.8V 电源 

系统 1.8V 电源供给采用 MIC5219BM5[37]电源转换芯片。该芯片是高效线性稳压

器，它具有高峰值电流输出能力和非常低的输入输出压差特性，并具有电压保护、限

流、过热关机和低噪音等性能，最大输出电流为 500mA。 

转换电路的原理图如 3-3 所示，MIC5219BM5 的 1 脚外接 5V 输入电压，并通过

1uF 的滤波电容接地，2 脚接地，3 脚接芯片工作的使能信号 IO_PWREN，4 脚通过

470pF 接地，5 脚为输出的 1.8V 电压。 

 

 

 

 

 

 

 

 

图 3-3 5V 转 1.8V 电路 

2) 3.3V 电源 

系统 3.3V 电源供给采用 EL7531IY[38]电源转换芯片。EL7531IY 是一种带有内部

补偿电压模式控制器的高效线性稳压器，具有高达 94％转换效率，关机电流小于 1

μ A，静态电流 120μ A，最大输出电流为 1A。 

电路原理图如图 3-4 所示，L7531IY 的 4 脚为输入电压 5V，3 脚为输出电压 3.3V，

7 脚为芯片工作的使能信号 GPIO_7，其余引脚通过外接电源和地信号构成了芯片工

作的支撑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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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5V 转 3.3V 电路 

2. 晶振电路 

i.mx27 内部集成模块较多，不同的模块需要不同的时钟频率，故需要外接两个大

小分别为 32.768K 和 26M 的外部晶体作为系统的时钟源，分别用于外设接口模块和

CPU 核。电路图如 3-5 所示，图中 Y1 和 Y2 分别为对应的 2 个外部晶振，XTAL32K

和 EXTAL26M 分别为两个时钟源的输出引脚。 

 

 

 

 

 

图 3-5 32.768K 和 26M 的外部晶体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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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位电路 

i.mx27 需要稳定和精确的复位信号，故通过外接 MAX708TCSA[39]复位芯片提供

准确的 3.08V 电压、100uA 静态电流、200ms 时间延迟的复位信号。复位电路如图 3-6

所示，MAX708TCSA 的 5 脚 IO_PWREN 为芯片的使能信号，输出为 8 脚 RST 信号，

其余引脚构成了芯片工作的支撑电路。RST 连接到 AO3402 增强型场效应管上，当开

关 S2 按下后，RST 输出高电平，AO3402 导通，导致 RST_IN 被拉低，芯片复位，

否则 RST_IN 一直处于高电平。 

 

 

 

 

 

 

 

图 3-6 复位电路 

4. JTAG 调试接口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是一种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

的国际标准测试协议，兼容 IEEE1149.1[40]，现在大多数的微处理器都支持 JTAG 协议。

JTAG 基本原理是在器件内部定义一个 TAP(Test Access Port，测试访问端口)，通过专

用的 JTAG 测试工具对进行内部进行测试。现在， JTAG 接口还常用于实现

ISP(In-System Programmer，在线编程)，对 FLASH 等器件进行编程。标准的 JTAG 接

口引脚定义如下： 

(1) TCK——测试时钟输入； 

(2) TDI——测试数据输入，数据通过 TDI 输入 JTAG； 

(3) TDO——测试数据输出，数据通过 TDO 从 JTAG 输出； 

(4) TMS——测试模式选择，TMS 用来设置 JTAG 处于某种特定的测试模式； 

(5) 可选引脚 TRST——测试复位，输入引脚，低电平有效。 

i.mx27 的 JTAG 控制器模块用于内部 ARM926E 内核的调试，兼容 IEEE1149.1

标准的。基于 i.mx27 的 JTAG 调试电路如图 3-7 所示。图中的 TRST-B、TDI、TMS、

TCK 和 TDO 引脚对应了 JTAG 标准的 5 个引脚，RTCK 和 RESET-IN-B 分别用于时



  第三章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硬件设计                            一种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设计与实现 

26 

钟反馈和外部复位，暂时不使用，用于将来的系统扩展。 

 

 

 

 

 

 

 

 

 

 

 

 

 

 

 

 

 

 

图 3-7 JTAG 调试电路 

5. 存储器扩展 

i.mx27 内部没有集成 RAM 和 FLASH 存储器，需要外扩存储器才能正常运行，

i.mx27 片内集成 M3IF(Master Memory Interface，主机存储器接口)支持四种外部存储

器的连接，即 DDR SDRAM、NOR FLASH、NAND FLASH 和 PCMCIA(Personal 

Computer Memory Car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个人计算机存储器卡国际联合会)。

本系统中外扩了 2 片 DDR SDRAM 和 1 片 NAND FLASH 作为系统的存储器。由于

CPU 可以直接访问 DDR SDRAM，故 DDR SDRAM 用于运行程序和存储数据；而

NAND FLASH 容量大，掉丢数据不丢失，但 CPU 不能直接访问，需要通过访问 NAND 

FLASH 控制器内部的寄存器间接读写 NAND FLASH，故 NAND FLASH 适用于存放

Bootloader、Linux 内核和文件系统。 

1) DDR SDRAM 扩展 

i.mx27 片上集成 DDR SDRAM 控制器，通过该控制器可以方便地进行 DDR 

SDARM 存储器的扩展，扩展的地址空间为 0xA0000000-0xBFFFFFFF；由于 DDR 

SDRAM 的存储单元地址为行地址、列地址和 Bank 组成，所以 DDR SDRAM 控制器

首先要按照特定的映射关系将 CPU 发出的 32 位地址总线转化为 DDR SDRAM 的行

地址、列地址和 Bank 地址，然后将 DDR SDRAM 读出的数据放到数据总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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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x27 的 DDR SDRAM 控制器支持 64M、128M、256M、512M 和 1G 比特的

DDR SDRAM 的连接，DDR SDRAM 控制器在连接 DDR SDRAM 过程中需要使用到

的引脚如表 3-2 所示，针对不同大小的存储器，只要改变的输出引脚中的地址线连接

方法即可。 

 

 

 

 

 

 

 

 

 

 

 

 

本系统使用的 DDR SDRAM 是英飞凌公司的 HYB18M512160AF[41]系列，该存储

器的行地址线为 13 位，列地址线为 10 位，Bank 地址为 2 位，寻址空间为 64M 字节，

地址线的连接方式为 MA[0-9]对应 10 根列地址线，MA[0-12]对应 13 根行地址线，

BK[0-1]对应 2 根 Bank 地址线。由于 HYB18M512160AF 的数据宽度只有 16 位，所

以要使用 2片 HYB18M512160AF 将数据位扩展为 32 位。2片连接的电路图篇幅过大，

故只给出了 1 片的连接图，如图 3-8，图中 SDA[0-9]为 10 根列地址线；SDA[0-12]

为 13 根行地址线；SDBA[0-1]为 2 根 Bank 地址线；SD[0-15]则输出到 32 位数据总线

的低 16 位；其余则为读写控制信号、时钟信号、使能信号线以及芯片工作的需要电

源和地线。 

2 片连接图的不同之处有两点：32 位数据线的低 16 位 SD[0-15]连接到第 1 片上，

该片相应的数据有效位为 DQM0 与 DQM1；32 位数据线的高 16 位 SD[16-31]连接到

第 2 片上，该片相应的数据有效位为 DQM2 与 DQM3。而地址线和其他控制线的连

接方式完全相同。 

表 3-2 DDR SDRAM 控制器输出引脚列表 

引脚名称 描述 

SD_CLK 输出到 SDRAM 的时钟 (最大 133MHz) 

CKE0 SDRAM0 时钟使能信号 

CKE1 SDRAM1 时钟使能信号 

CSD[0] SDRAM 片选信号 0 

CSD[1] SDRAM 片选信号 1 

RDATA[31:0]  读出的 32 位数据 

WDATA[31:0]  写入的 32 位数据 

MA[13:0]  14 位复用地址 

BA[1:0]  2 位 Bank 地址 

DQM3 数据字节 3(D[31:24])有效 

DQM2 数据字节 2(D[23:16])有效 

DQM1 数据字节 1(D[15:8])有效 

DQM0 数据字节 0(D[7:0])有效 

WE 写使能 

RAS 行地址有效 

CAS 列地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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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DDR SDRAM 控制器和 HYB18M512160AF 的连接电路 

2) NAND FLASH 扩展 

i.mx27 片内集成的 NFC(NAND FLASH Controller，NAND FLASH 控制器)提供

了 一 个 访 问 标 准 NAND FLASH 的 标 准 接 口 ， 可 访 问 的 地 址 空 间 为

0xC0000000-0xDFFFFFFF，该接口隐藏了对 NAND FLASH 访问的复杂性，支持数据

接口宽度为 8 位或 16 位、页面大小为 512 或 2K 字节类型的 NAND FLASH。 

NFC 片内集成的大小为 4K 的内部 RAM，用于 NAND FLASH 启动，启动代码

Bootloader 一般位于 NAND Flash 的第 0 页，当系统被设置为从 NAND FLASH 启动

后，NFC 将自动从 NAND FLASH 的第 0 页读入 Bootloader 到内部 RAM 中执行，

Bootloader 首先检测并初始化 DDR SDRAM，再将位于 NAND FLASH 中的 Linux 内

核加载到 DDR SDRAM 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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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D FLASH 按页读写，如果是读，NFC 先接收 CPU 发送到地址总线上的 32

位地址，并从 NAND FLASH 读出该 32 位地址所在的页面到 NFC 内部 RAM，再从

RAM 中读出需要的 16 或 32 位数发送到数据总线上；如果是写，先将需要写入的数

据先写到内部 RAM，然后根据写入地址找到相应的 NAND FLASH 页面执行写操作。

NFC 的接口信号如表 3-3 所示。 

系统中使用的 NAND FLASH 是三星公司的 K9F2G08R0A[42]，K9F2G08R0A 容

量为 256M 字节，页面大小为 2K 字节。NFC 和 K9F2G08R0A 的连接电路如图 3-9

所示。 

 

 

 

 

 

 

 

 

 

 

 

 

 

 

 

 

 

 

 

图 3-9 NFC 和 K9F2G08R0A 的连接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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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视频采集电路 

在可视 IP 电话终端中，视频采集电路完成了视频数据的采集，实现了视频处理

的第一步工作。视频采集所用到的摄像头是一种数字视频的输入设备，一般根据所用

感光器件的不同有 CCD 和 CMOS 两种类型，利用光电技术采集图像，通过内部的电

路把这些代表像素的“点电流”转换成数字信号的 0 和 1，送入计算机处理。i.mx27

通过 CSI(CMOS Sensor Interface，CMOS 传感器接口)接口将 CMOS 摄像头采集的视

频数据转移到芯片的内部存储器中，完成了视频帧的采集。CSI 接口内部集成图像接

收电路和 1K 字节的图像接收缓冲区，使得 i.mx27 能直连到外部 CMOS 摄像头，CSI

接口支持大多数类型摄像头的连接，可以接收的图像格式为 YUV444、YUV422、

RGB565、RGB888 和 Bayer。 

使用 CSI 采集图像之前，CPU 需要初始化 CSI 的相关配置，接下来 CSI 就能在

不需要 CPU 干预的情况下完成图像的采集，并通过帧开始中断和帧结束中断通知

CPU 将图像帧转移到内存。CSI 模块提供了一系列输入输出信号线用于和 CMOS 摄

像头之间的通信，如表 3-4 所示，CSI 接口通过数据线和同步信号线将 CMOS 摄像头

采集的视频转移到内部存储器；而对于摄像头的配置，例如设置采集图像的格式，则 

是通过 i.mx27 的 I2C 接口完成；对于基本的摄像头的控制，例如复位等，则是使用

i.mx27 的 GPIO 接口直接打出高低电平控制。 

本系统中使用的是 OV 公司的 CMOS 摄像头 OV9650[43]，CSI 连接 OV9650 的电

路图如图 3-10 所示，接插件 J9 用于接插 OV9650 摄像头模块，网标 CSI-D[0-7]为 8

根数据总线，I2C-DATA、I2C-SCL 为 I2C 总线的数据总线和时钟总线，CSI-VSYNC 、 

表 3-3 NFC 控制器输出引脚列表 

引脚名称 描述 

NFALE Flash 地址锁存使能 

NFCE Flash 芯片使能 

NFCLE Flash 命令锁存使能 

NFRB Flash 准备/忙 

NFRE Flash 读使能 

NFWE Flash 写使能 

NFWP Flash 写保护 

IO[15:0] 16 根数据输入/输出线，地址和数据复用 

表 3-4 CSI 和 CMOS 摄像头之间的信号线列表 

CSI 信号线 方向 描述 

CSI_VSYNC 输入 垂直方向帧同步信号 

CSI_HSYNC 输入 水平方向帧同步信号 

CSI_D[7:0] 输入 8 根数据总线，传输一个字节的帧数据，支持多种图像格式 

CSI_MCLK 输出 CMOS 摄像头工作时钟 

CSI_PIXCLK 输入 像素点同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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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HSYNC、CSI-PIXCLK 分别为 CSI 接口的帧同步信号，CSI-MCLK 为 i.mx27

提供给 OV9650 摄像头的时钟信号，其余引脚为电源和地。 

3.3.3 LCD 接口电路 

LCD显示电路用于将内存中图像数据显示到LCD面板上，i.mx27内部集成 LCDC

控制器，该控制器可以直连多种类型

的 LCD 面板，故能方便地实现了视

频的 LCD 显示。 

LCDC 具有如下特点：支持多种

分辨率的 LCD 面板，最大分辨率 800

×600；一共支持 1、2、4、8、12、

16 和 18 位比特的色深；支持黑白色、

灰度色、被动矩阵彩色和 TFT 类型的

LCD 面板。 

使用 LCDC 显示图像之前，首先

需要设置LCDC控制器内部的寄存器

SSA(Screen Start Address，屏幕起始地址)，SSA 表示需要显示的图像在内存中的起始

地址，之后 LCDC 结合特定 LCD 的显示分辨率和色深，计算出图像中每个像素点的

内存地址，从而将内存中每个像素点写入 LCD 显示。当需要显示下一幅图片时，只

需要修改 SSA 即可。 

在可视 IP 电话终端中，选择了

Sharp 公司的 LQ043T3DX02[44]系列

的 4.3 英寸 TFT 面板用于视频显示，

该 LCD 的分辨率为 480×272、色深为

16 位，像素点格式为 RGB565。 

LCDC 和 LQ043T3DX02 接口电

路如图 3-11 所示，其中，R0-R4，G0

-G5,B0-B4 为 RGB565 显示模式下对

应的 16 根数据线，VCC_5V、VCC_

3.3V 和 DGND 为 LQ043T3DX02 的

电源和地，LCD_VSYNC 为帧开始信

号，LCD_HSYNC 为行开始信号，L

 

 

 

 

 

 

 

 

图 3-10 CSI 接口电路 

 

 

 

 

 

 

 

 

 

 

 

 

 

 

 

图 3-11 LCD 接口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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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_BL_PWM 为显示对比度调节信号，LCD_DCLK 为通信同步时钟信号，LCD_EN

ABLE 为 LCDC 的输出使能信号，DIS_ON/OFF 为 LQ043T3DX02 的显示屏开关信号。 

3.3.4 语音采集和播放电路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语音采集和播放电路通过 i.mx27 的 SSI(同步串行接口，

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接口外接 wm9712[45]语音编解码芯片实现。 

SSI 是一种全双工、同步的可编程串行通信接口，SSI 接口可以被设置为多种传

输模式，故可以连接多种不同类型的串行接口设备，包括 wm9712 语音编解码芯片。

SSI 接口信号线包括数据发送线 TxD、数据接收线 SxD、发送时钟信号 CLK 和帧同

步信号 FS，通过这 4 根信号线，SSI 可以实现高速的同步数据传输，i.mx27 通过 SSI

直接读写 wm9712 编解码芯片中的语音数据和控制数据实现了语音的采集和播放功

能。 

wm9712 是一款支持 AC97 标准接口的 16 位精度的语音编解码芯片。该芯片的

语音输入引脚可直连多种类型的耳机和话筒设备的模拟信号输入，大大减少了系统中

的元器件个数。芯片内部包含单声道和立体声编解码两个通道，其中，单声道通道支

持语音的采集和播放，最高频率为 16kHz；立体声通道仅支持的语音播放，最高频率

96kHz。 

SSI 和 wm9712 的连接如图 3-12 所示。左边为 SSI 接口，右边为 wm9712，中间

的 AC-LINK 信号包括 SYNC 帧同步信号、BITCLK 通信时钟信号、SDATAIN 数据输

入、SDATAOUT 数据输出和 RESETB 复位信号，用于 SSI 和 wm9712 之间的数据传

输。wm9712 的右边则是晶振电路和模拟语音的输入输出信号。 

 

 

 

 

 

图 3-12 SSI 和 wm9712 的连接图 

语音采集和播放电路中的 SSI 接口电路相对简单，主要是 wm9712 的外围电路设

计，图 3-13 中给出了 wm9712 外围电路的原理图，包括 5 根 AC97 通信接口的信号

线、用于模拟语音输入的 MICIN 和 LINEIN 引脚、用于模拟语音输出的 HPOUTL 与

HPOUTR 引脚，其余引脚构成了 wm9712 工作的支持电路。 

SSI接口 WM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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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wm9712 接口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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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以太网接口电路 

i.mx27 内部集成 FEC(Fast Ethenet Controller，快速以太网控制器)模块，FEC 是一

个 EMAC(Ethernet Media Access Controller，以太网媒体访问控制)层接口模块，该模

块具有 10Mbps/100Mbps 的数据传输能力，实现了以太网数据链路层的功能。 

 

 

 

 

 

 

 

 

 

 

 

 

 

 

 

 

 

 

 

 

 

 

 

 

 

 

 

 

 

 

 

 

 

 

 

图 3-14 AC101L 接口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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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 支持全双工和半双工模式和 MAC 地址识别和 MII(Media Independent 

Interface，媒体独立接口)接口，该接口符合 IEEE802.3u 标准，定义了 EMAC 和各种

EPHY(Ethernet Physical Transceiver，以太网物理层收发器)之间的标准电气接口，使

EPHY 与 EMAC 之间的数据通信、EPHY 的配置及通信状态的判断得以实现。18 根

信号线的定义和说明如表 3-5 所示。  

表 3-5 MII 接口定义表 

信号名称 描述 

FEC_TX_CLK 发送时钟 

FEC_TX_EN 发送使能 

FEC_TXD[3:0]  发送数据 

FEC_TX_ER 发送错误 

FEC_COL 碰撞 

FEC_CRS 载波侦听 

FEC_RX_CLK 接收时钟 

FEC_RX_DV 接收数据有效 

FEC_RXD[3:0] 接收数据 

FEC_RX_ER 接收错误 

FEC_MDC 管理数据收发时钟 

FEC_MDIO 输入/输出的管理数据 

由于 FEC 仅仅实现了 EMAC 功能，故需要外接一片 EPHY 芯片才能实现以太帧

的传输，该芯片一端与 EMAC 通信，另一端与传输介质通信。可视 IP 电话终端中使

用的 EPHY 芯片是 BroadCom 公司的 AC101L[46]，它支持 10/100BASE-T，能完成所

有以太网物理层功能，具有单通道、低功耗和支持 MII 接口的特点。 

基于 AC101L 的以太网接口电路如图 3-14 所示。AC101L 的 XO 和 XI 引脚外接

25M 的晶振；左边以 FEC 开头的引脚为 MII 接口的 18 根信号线，用于连接 i.mx27

的 FEC；右边的 TD+、TD-、RD+和 RD-为以太帧的输出输入数据线；其余则为 AC101L

支撑电路的晶振、电源、地和复位引脚。 

3.3.6 UART 接口电路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器)模块即为异

步串行通信接口 SCI(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异步串行通信接口)，由于引脚

输出为 TTL 电平，故传输距离被限制在 5m 内，一般地，通过外接 RS232 电平转换

芯片将 TTL 电平转换为 RS232 电平，能把最大传输距离扩展到 30m。i.mx27 中有 6

个 UART 模块，其中 UART1 被可视 IP 电话终端用于和 PC 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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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RT1 模块的引脚只有 2 根，分别为发送引脚的 TxD 和接收引脚 RxD，系统中

使用 MAX3232 电平转换芯片将 i.mx27 的 TTL 电平转化为 RS232 电平。MAX3232

是 MAX232 的改进型，功耗更低，MAX232 的供电电压为 5V，耗电 5mA，需要外

接 4 个 1uF 电容。而 MAX3232 供电电压可以为 5V 或 3.3V，耗电仅 0.3mA，外接 4

个0.47uF电容。转换电路如图3-15所示，UART1-TXD和 UART1-RXD为连接到 i.mx27

的发送和接收引脚，R1IN 和 T1OUT 为 MAX3232 的输入输出引脚，其余引脚则构成

了 MAX3232 的支撑电路。 

3.4 硬件测试及设计体会 

3.4.1 硬件模块测试 

稳定可靠的硬件是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因此，在硬件设计完成后，要对各个功

能模块分别进行测试以发现存在的问题。硬件测试需要使用万用表、示波器等工具，

 

 

 

 

 

 

 

 

 

 

 

 

 

 

 

 

 

 

 

 

 

 

图 3-15 MAX3232 电平转换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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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 Bootloader 和外围模块测试程序来完成。本节给出了 i.mx27 最小系统和外设

模块的测试方法，同时也阐述了软件设计方案中的底层软件的移植方法。 

1. 电源和晶振电路测试 

电源和晶振电路测试是整个硬件测试的第一步，也是保证其他部分能正常工作的

前提。电源电路焊接完成后要通过万用表测量其是否正常供电，确认电源电路正常后

再焊接其他元件；晶振电路需要通过示波器检测晶振的输出频率是否符合要求。 

2. i.mx27 最小系统测试 

通过运行 i.mx27 内部 ROM中固化的 bootstrap 程序检测最小系统能否正常工作。

bootstrap[34],[35]是位于 i.mx27 内部 ROM 中的一小段程序，当 i.mx27 的启动引脚

BOOT[0:3]均被拉低时，表示从内部 ROM 的 bootstrap 启动。 

bootstrap 如果能正常运行的话，首先会通过 UART1 以 115200 波特率不断发送字

符‖C‖，将 UART1 与 PC 机串口相连后即可在 PC 方的串口工具中进行观察是否发送

出这个字符，从而判断出芯片是否正常工作，第一次测试时就未能接收到字符‖C‖，

后来认真检查电路后发现是由于串口电平转换芯片的引脚没有焊好。 

3. nandboot 概述与下载 

1) nandboot 概述 

nandboot 是 Freescale 提供的用于从 NAND FLASH 启动 i.mx27 的 Bootloader。

nandboot 分为 IPL(Initial Program Loader，第一阶段加载程序)和 SPL(Secondary 

Program Loader，第二阶段加载程序)两个模块，IPL 又可分为 IPL1 和 IPL2 两个子模

块。IPL 一般在 NFC 的内部 RAM 中执行，所以大小不能超过 2k，其中，IPL1 完成

对 NFC 和 DDR SDRAM的初始化，并将 IPL2 从 NFC 内部 RAM加载到 DDR SDRAM

后再将控制权交给 IPL2，IPL2 用于将 SPL 加载到 DDR SDRAM 执行；SPL 用于看门

狗的配置、串口初始化、显示串口配置命令、Linux 内核映像文件的 CRC 校验和内

核加载。 

nandboot 具有很强的移植性，支持 Freescale 公司所有基于 ARM 核的处理器，移

植 nandboot 分为两个步骤：首先使用 i.mx27 的交叉编译器分别编译 IPL1，IPL2 和

SPL 对应的源文件，然后执行下面的脚本，改脚本将生成的三个可执行文件连接为一

个文件 nandboot，并使得 SPL 在 2k 字节之后。 

cat ipl1.bin ipl2.bin >iplspl.bin;            // 将ipl1.bin和ipl2.bin连接为iplspl.bin 

dd if=spl.bin of=nandboot.bin seek=2048 bs=1  //将spl.bin的内容加到iplspl.bin的2048个字节之后成为

//新的nandboot.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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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 bootstrap 下载 nandboot 

bootstrap 发送一段时间字符‖C‖后，将运行一个通信协议从 UART1 接收文件和

文件的下载地址，并根据文件的下载地址，将接收的文件写入到 NAND FLASH 中相

应的位置；PC 方通过运行 Freescale 提供的 ADS ToolKit[47]工具从串口发送文件和下

载地址到 bootstrap，实现了将 nandboot 和其他程序的下载到 NAND Flash。图 3-16

为使用 ADS ToolKit 工具下载 nandboot 的截图。 

 

 

 

 

 

 

 

 

 

 

 

 

 

 

 

 

图 3-16 ADS ToolKit 下载 Bootloader 界面 

4. 外围模块的测试 

外围模块的测试通过在 i.mx27 上运行外围模块测试程序，并观察程序运行结果

的方法来测试，测试程序通过 nandboot 的下载模式写入到存储器中。具体步骤如下： 

(1) nandboot 下载完成之后，重新设置启动引脚 BOOT[0:3]引脚，使 BOOT1 拉高，

其余引脚拉低，表示启动模式为从 NAND FLASH 内部 RAM 启动；重启电路板后

nandboot 将会被执行。 

(2) nandboot 有两种运行模式，即启动加载模式和下载模式，可以通过 PC 的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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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发送命令给 nandboot 选择启动模式。启动加载模式用于加载 Linux 内核，图 3-17

为超级终端中显示的 Linux 内核被加载后运行的界面；而下载模式主要用来将文

件下载到 NAND FLASH 或者 DDR SDRAM 中，可下载的文件包括 Linux 内核镜像、

文件系统和外设模块的测试程序。 

(3)外围模块的测试程序下载完成后，可以通过 nandboot 将其加载运行，之后即

可通过程序的运行结果来检验相应的外设模块能否正常工作。 

 

 

 

 

 

 

 

 

 

 

 

图 3-17 超级终端中显示的 Linux 运行界面 

3.4.2 硬件设计体会 

在对整个可视 IP 电话的硬件设计过程中，笔者对硬件电路的设计有如下的体会： 

1. 芯片选型 

在进行硬件设计之前，首先要明确系统的功能，即分析出有多少路输入和输出信

号，进行正确的选型，而且尽可能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48],[49]，例如本课题开始选择

的是 i.mx21，后来看到了其后续产品 i.mx27 更加适合开发可视 IP 电话系统，则将主

控芯片换成了 i.mx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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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理图设计 

将整个系统按功能划分成各个子模块，对每个模块独立分析，画出原理图[50],[51]。

任何模块都要做成一个包含输入和输出的系统，设计之后写一段原理性描述。电源电

路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到整个系统的功耗。对一些成熟的电路，可以进行模仿借鉴；设

计新电路时，一定要明确需求，对器件进行合理选型，可以先在电路试验板(面包板)

上搭建电路，测试电路的正确性和稳定性，本课题在设计各个外围芯片原理图时，都

曾通过搭建面包板电路对原理图进行测试。 

3. PCB 板设计 

布板时需要考虑 PCB 外形尺寸以及布局是否适合以后的安装固定，例如，考虑

到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 PCB 以后是要放到模具盒中安装固定的，所以 PCB 的大小必

须要和盒子的大小成比例；而且摄像头和 LCD 是将来要放到盒子外面的，故摄像头

和 LCD 模块要单独放到两块小板上，并和主板以排线相连。 

然后将每个模块独立放置，用虚线框框好，并标注模块名，使整个 PCB 板分割

清晰。考虑到电磁兼容性，芯片的电源引脚要接滤波电容，高频电路应与其他电路隔

离，芯片的晶振电路元件应尽可能的靠近芯片引脚。电气上对一些重要的信号线可以

进行复接，减少开路故障的发生，电源和地线尽可能宽。为了硬件测试和系统扩展的

需求，要多留测试点和冗余接口。 

4. 硬件测试的重要性 

测试如同科学，也是一门艺术[52]。如果没有一定的逻辑方法和有条理的思维，即

使使用昂贵的仪器也很难发现故障所在。因此，测试的过程也是锻炼思维能力的过程，

故障解决能力越强，学到的知识就越多，经验也越丰富。 

3.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 根据系统的需求，结合芯片选型原则完成主控芯片、外围芯片和外围设备的

选型。 

(2) 基于主控芯片和外围芯片的原理设计了 i.mx27 的硬件系统总体结构图。 

(3) 接下来给出了硬件系统的详细设计，包括 i.mx27 最小系统、音视频输入输出

接口、以太网和串口的电路原理图。 

(4) 最后阐述了 i.mx27 硬件系统的测试方法和过程，包括电源晶振电路、最小系

统和外围模块三个部分的测试；同时，结合测试过程讨论了底层软件的移植方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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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 i.mx27 内部 bootstrap 下载 nandboot，然后通过 nandboot 的下载模式将 Linux

内核和根文件系统写入到 NAND FLASH 中。底层软件的移植为下一章的中间件和应

用层软件开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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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软件设计 

第二章给出的软件设计方案中将整个软件自顶向下地设计成三个部分：应用层、

中间件和底层，使软件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易于理解。其中，应用层实现了可视 IP

电话具体的视频通信功能；中间件是特指一些函数库和软件模块，它们通过调用底层

硬件驱动程序，为应用层提供了一系列简洁的访问底层硬件的接口，使应用层不需要

了解驱动层接口的细节就能快速实现特定的功能；底层软件包括 Bootloader 和 Linux

内核，内核中的设备驱动程序为中间件提供了访问硬件设备的接口，底层软件一般通

过移植的方式实现，在第三章的硬件测试中已经详细讨论。本章主要阐述中间件和应

用层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4.1 软件总体设计 

软件总体设计包括中间件和应用层软件的设计。前者包括四个软件模块：视频采

集和显示模块、视频编解码模块、音频采集和播放模块和网络实时传输模块，它们为

应用层软件提供了音视频处理和收发网络数据包的函数接口；后者即为主程序设计，

实现了视频采集编码后发送、视频接收解码后显示、音频采集和发送以及音频接收和

播放四个任务的并发执行，满足了可视 IP 电话终端一边采集己方音视频从网络发送，

一边从网络接收对方音视频播放和显示的需求。下面几节将详细阐述了中间件和应用

层软件的实现。 

4.2 视频采集和显示模块 

视频采集和显示模块基于 Linux 的 V4L2[53](Video 4 for Linux 2，一种 Linux 视频

编程接口)架构实现，包括采集和显示两个子模块。 

4.2.1 V4L2 架构 

V4L2 是 Linux 提供的一个视频处理编程接口，包括视频的采集和显示、大小调

整、颜色空间的转换等处理，针对开发视频应用软件的工程师来说，只需使用这些接

口就可快速的实现视频采集和显示等功能。整体架构如图 4-1 所示，V4L2 通过调用

CSI、I2C、预前处理器 PrP、后处理器 PP 和 LCDC 等硬件模块驱动，为上层应用提

供了视频捕获和视频显示的编程接口[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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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V4L2 整体架构图 

使用 V4L2 之前需要对内核做出适当的调整：首先将 V4L2 架构中的底层硬件驱

动程序加入到 Linux 源文件目录树下的驱动目录中，主要的驱动程序如表 4-1 所示；

然后将内核配置为支持 V4L2 并重新编译下载到目标板。 

4.2.2 V4L2 的编程接口 

V4L2在内核中被映射为采集和显示两个设备，通过对着两个设备执行读写和控

制操作实现了视频的采集和显示功能。对这两个设备的控制接口以ioctl函数的形式提

供，该函数原型为int ioctl(int fd, int request, void *argp)。其中，fd对应采集和显示设

备文件名；request为要执行的命令；argp为命令参数。request命令主要包括设置采集

图像帧格式、申请和映射帧缓冲区、启动和停止摄像头采集图像、裁剪与旋转用于显

示的图像、设置图像显示的时间、在内存中分配显示缓冲区以及启动和停止LCD控制

器输出图像等，主要使用的request和argp的数据结构说明如表4-2所示。 

表 4-1 V4L2 主要使用的驱动程序源文件列表 

驱动文件目录 描述 

driver/media/video/mxc/mx27_v4l2_capture.c 视频采集驱动 

drivers/media/video/mxc/output/mx27_v4l2_output.c 视频显示驱动 

driver/media/video/mxc/capture/mx27_prp.c 视频预前处理器驱动 

driver/media/video/mxc/capture/mx27_pp.c 视频预后处理器驱动 

driver/media/video/mxc/capture/mx27_csi.c CSI 接口驱动 

driver/media/video/mxc/capture/ov9650.c OV9650 型的 CMOS 摄像头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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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视频采集和显示模块的实现 

视频采集模块的流程图如4-2所示，整个

过程通过调用V4L2编程接口实现，首先打开

采集设备并适当的设置采集格式和帧率以及

需要采集的图像数，然后分配存放采集图像

的帧缓冲区并开始采集，采集完一帧之后将

结果移到帧缓冲区中，直至采集完所有的图

像帧之后再关闭视频采集设备。显示模块的

流程与之类似，只是操作对象变成了视频显

示设备，主要有2处不同：首先，需要设置输

出图像的裁剪范围，因为输出LCD的大小可

能和需要显示的图像的大小不一致，需要将

待显示的图像裁剪成LCD的大小；其次，需

要设置一帧图像在LCD上显示时间。 

结合模块封装思想，笔者实现了视频采

集和显示模块，采集模块包括头文件mxc_v4

l2_capture.h和实现文件mxc_v4l2_capture.c，

前者用于相关常量和结构体的定义以及函数的声明，后者定义了前者声明的函数；显

示模块也由头文件mxc_v4l2_display.h和实现文件mxc_v4l2_display.c组成。 

表 4-2 V4L2 编程接口中主要使用的数据结构和 ioctl 命令 

命令名称 描述 

VIDIOC_S_FMT 设置采集和显示的数据帧格式 

VIDIOC_S_PARM 设置采集控制参数 

VIDIOC_REQBUFS 在内核态请求分配用于存放图像的内存缓冲区 

VIDIOC_QUERYBUF 获取缓冲区的相关信息 

VIDIOC_QBUF 将某个图像缓冲区加入采集队列 

VIDIOC_DQBUF 将采集队列的缓冲区队列的队头数据出队到相应的用户内存缓冲区 

VIDIOC_S_CROP 设置显示时的对原始图像如何裁剪 

VIDIOC_S_CTRL 对采集或显示的图像执行旋转或其他操作 

VIDIOC_S_FBUF 设置显示帧缓冲区的相关属性 

VIDIOC_STREAMON 启动视频采集，采集的视频将被存入相应的用户内存缓冲区；或者
启动视频输出，显示帧缓冲区的图像将按照设置的时间间隔显示 

VIDIOC_STREAMOFF 停止视频采集或者显示 

struct v4l2_buffer 用于描述图像帧缓冲区，记录缓冲区的类型、大小等相关信息 

struct v4l2_format 用于描述采集和显示的图像帧格式 

struct v4l2_requestbuff

ers 

用于在分配缓冲区的过程中描述请求缓冲区的大小和类型等相关信
息 

struct v4l2_streamparm 用于采集操作，描述采集图像帧的速率 

struct v4l2_crop 用于显示操作，描述对输出帧大小的裁剪操作相关信息 

 

 

 

 

 

 

 

 

 

 

 

 

 

 

 

 

 

 

 

图 4-2 视频采集流程图 

打开视频采集设备 

设置视频采集的格式、帧率和采集
的图像数 

在内核中请求帧缓冲区，并通过
mmap函数将其映射到用户空间 

将申请的内存加入到视频采集队列 

启动视频采集 

将采集到的视频帧从内核转移到与
之有映射关系的用户空间 

停止视频采集 

是否采集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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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c_v4l2_capture.h的内容和mxc_v4l2_capture.c中定义的4个视频采集相关的函

数的函数说明分别如下所示： 

//视频采集模块头文件mxc_v4l2_capture.h 

#ifndef __VIDEO__CAPTURE 

#define __VIDEO__CAPTURE 

#define CAP_BUFFER_NUM 3  //定义采集缓冲区的大小 

struct cap_testbuffer {   //定义采集缓冲区的数据结构，用于映射设备缓冲区到用于空间 

unsigned char *start;     //图像缓冲区在用户空间起始位置 

size_t offset;            //图像缓冲区在设备缓冲区中的偏移量 

unsigned int length;      //图像缓冲区的长度 

}; 

struct cap_testbuffer cap_buffers[CAP_BUFFER_NUM];//定义CAP_BUFFER_NUM个图像缓冲区 

 

int v4l_capture_setup(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frame_rate);//初始化视频采集设备 

int start_capturing(int fd_v4l);                   //开始视频采集 

void stop_capturing(int fd_v4l);                   //停止视频采集 

int v4l_get_data(int fd, void *input_buf);         //将采集到的视频存入帧缓冲区 

#endif 

//视频采集模块实现文件mxc_v4l2_capture.c 

//------------------------------------------------------------------------* 

//程序名:v4l_capture_setup                                                * 

//功  能:初始化视频采集设备                                               * 

//入  口:width-视频采集的宽度  height-视频采集的高度                      * 

//       frame_rate-视频采集的速率                                        * 

//返  回:返回值大于0，表示初始化成功，返回视频设备文件句柄                * 

//       返回值小于0，表示初始化失败                                      * 

//------------------------------------------------------------------------* 

int v4l_capture_setup(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frame_rate) 

//------------------------------------------------------------------------* 

//程序名:start_capturing                                                  * 

//功  能:启动摄像头采集视频帧缓冲区                                       * 

//入  口:fd_v4l-视频采集设备文件句柄                                      * 

//返  回:返回值等于0，表示启动成功返回值小于0，表示启动失败               *                                         

//------------------------------------------------------------------------* 

int start_capturing(int fd_v4l) 

//------------------------------------------------------------------------* 

//程序名:stop_capturing                                                   * 

//功  能:停止视频采集                                                     * 

//入  口: fd_v4l-视频采集设备文件句柄                                     * 

//返  回:无                                                               * 

//------------------------------------------------------------------------* 

void stop_capturing(int fd_v4l) 

//程序名:v4l_get_data                                                     * 

//功  能:将采集到的视频存入帧缓冲区                                       * 

//入  口:fd_v4l-视频采集设备文件句柄                                      * 

//       input_buf.type-视频设备的类型，采集或显示                        *  

//       input_buf.memory-视频设备的设备内存类型                          * 

//出  口:input_buf.index-视频输入帧缓冲区索引号                           * 

//返  回:返回0表示操作成功，否则返回-1                                    * 

//------------------------------------------------------------------------* 

int v4l_get_data(int fd_v4l, void *input_b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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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c_v4l2_display.h的内容和mxc_v4l2_display.c中定义的4个视频显示相关的函数

的函数说明分别如下所示： 

//视频显示模块头文件mxc_v4l2_display.h 

#ifndef VIDEO_DISPLAY 

#define VIDEO_DISPLAY 

#define DSP_BUFFER_NUM 5  //定义输出缓冲区的大小 

struct dsp_buffer {       //定义输出缓冲区的数据结构，用于映射设备缓冲区到用户空间 

unsigned char *start;     //图像缓冲区在用户空间起始位置 

size_t offset;            //图像缓冲区在设备缓冲区中的偏移量 

unsigned int length;      //图像缓冲区的长度 

}; 

struct dsp_buffer dsp_buffers[DSPX_BUFFER_NUM];//定义DSP_BUFFER_NUM个图像缓冲区 

int v4l_display_setup(int in_width, int in_height, int out_width, int out_height);//初始化设备 

int start_displaying(int fd_v4l);        //开始视频输出 

void stop_displaying(int fd_v4l);        //停止视频输出 

int v4l_put_data(int fd, void *input_buf ); //将视频输出到LCD上 

#endif 

////视频显示模块实现文件mxc_v4l2_display.c 

//------------------------------------------------------------------------* 

//程序名:v4l_display_setup                                                * 

//功  能:初始化视频输出设备                                               * 

//入  口:in_width-输入视频的宽度  in_height-输出视频的高度                * 

//       out_width-输出视频的宽度  out_height-输出视频的高度              * 

//返  回:返回值大于0，表示初始化成功，返回视频设备文件句柄                * 

//       返回值小于0，表示初始化失败                                      * 

//------------------------------------------------------------------------* 

int v4l_display_setup(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out_width, int out_height); 

//------------------------------------------------------------------------* 

//程序名:start_displaying                                                 * 

//功  能:开始视频输出，将输出缓冲区中视频显示到LCD                        *                        

//入  口:fd_v4l-视频输出设备文件句柄                                      * 

//返  回:返回值等于0，表示启动成功   返回值小于0，表示启动失败            *    

//------------------------------------------------------------------------*                      

int start_displaying(int fd_v4l); 

//------------------------------------------------------------------------* 

//程序名:stop_displaying                                                  * 

//功  能:停止视频采集                                                     * 

//入  口: fd_v4l-视频输出设备文件句柄                                     * 

//返  回:无                                                               * 

//------------------------------------------------------------------------* 

void stop_displaying(int fd_v4l); 

//程序名:v4l_put_data                                                     * 

//功  能:设置输出视频的显示时间；将输出视频缓冲区加入到LCD视频输出队列    * 

//入  口:fd_v4l-视频采集设备文件句柄                                      * 

//       input_buf.type-视频设备类型 input_buf.memory-视频设备的内存类型  *  

//       input_buf->timestamp.tv_sec-输出图像显示的秒数                   * 

//       input_buf->timestamp.tv_usec-输出图像显示的微秒数                * 

//出  口:input_buf.index-视频输出缓冲区索引号                             * 

//返  回:返回0表示操作成功，否则返回-1                                    * 

//------------------------------------------------------------------------* 

int v4l_put_data(int fd_v4l, void *input_b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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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视频编解码模块 

视频编解码模块的实现相对比较复杂，该模块基于底层 VPU 驱动实现了一个

VPULib 库，为上层应用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调用接口，从而屏蔽了调用底层 VPU 驱

动的复杂性，降低了上层应用中视频编解码功能的实现难度，VPULib 的设计与实现

将是这部分内容的重点。 

4.3.1 基于 VPU 的多通道编解码 

i.mx27 片内集成了处理速度高达每秒

30 帧 VGA(640×480)图像的 VPU，支持

H.264，MPEG4 和 H.263 三个视频编解码标

准，基于 VPU的视频多通道编解码是指VPU

最多支持四个通道的视频编解码且每个通

道可以使用不同的编解码标准，VPU 虽然支

持多通道编解码，但硬件编码器只有一套，

故多通道编解码功能的实现往往借助于实

时操作系统的多线程互斥机制，即开辟多个用于编解码的线程互斥地分时访问 VPU

实现多通道编解码，只要 VPU 的速度足够快，就能保证多个通道的实时编解码。 

VPU 内部结构图如图 4-3 所示，硬件视频编解码模块包括 BIT 处理器和编解码

加速器两个部分，BIT 处理器用于接受 CPU 从 IP 总线发送的指令码，并控制编解码

加速器完成整个编解码过程，编解码加速器通过 AHB 总线访问内存中的图像数据进

行编解码。基于 VPU 的高速编解码流程如

图 4-4 所示，初始化 BIT 处理器时最重要的

设置参数为通道索引号 RunIndex 和编解码

格式 RunCodStd，RunIndex 取值范围从 0-3，

分别对应 VPU 的 4 个编解码通道，

RunCodStd 用于指定当前使用的编解码标

准，包括 H.264，MPEG4 和 H.263 三个标准；

发给VPU的执行命令包括SQE_INIT通道初

始化命令、PICTURE_RUN 开始编解码命令

和 SEQ_END 结束编解码等命令，顺序执行

这三个命令完成整个编解码流程。 

 

 

 

 

 

 

 

 

图 4-3 VPU 内部结构图 

 

 

 

 

 

 

 

 

 

 

图 4-4 VPU 编解码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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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VPU 的编解码过程是不需要 CPU 干预的， VPU 接收

PICTURE_RUN 编解码命令后，即在没有 CPU 干预的情况下从内存读取数据执行编

解码，一个帧编解码完成后 VPU 将结果写回内存同时产生一个中断信号通知 CPU，

此时 CPU 通过执行中断处理程序对编解码的结果作进一步的处理，然后重启 VPU 进

行下一次编解码，直至整个编解码过程结束。 

4.3.2 软件架构 

VPULib 基于 Linux 内核提供的 VPU 硬件驱动实现，故视频编解码的软件结构为

VPU 硬件驱动和 VPULib 两层结构。 

1. VPU 硬件驱动 

VPU 硬件驱动是指 Freesacle 提供的用于驱动 VPU 的一组程序，主要负责对 VPU

中相关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完成对 VPU 的控制，在 Linux 系统中 VPU 被映射成了

一个设备文件，上层程序通过对 VPU 设备文件的读写和控制实现了视频编解码功能，

VPU 驱动程序源代码在内核目录树的位置是：linux/drivers/mxc/vpu/mxc_vpu.c。内核

中的 VPU 驱动主要提供了如下的功能： 

(1) 设备初始化：使用特定的设备描述结构对 VPU 初始化； 

(2) 中断服务例程：提供一帧数据编解码完成后的中断处理函数； 

(3) 设备文件操作接口：提供了对设备文件的读写与控制； 

(4) 设备关闭：提供了对 VPU 模块的关闭操作。 

2. VPULib 的实现 

由于直接使用 VPU 设备文件执行编解码的过程较为复杂，不适合在应用层主程

序中直接调用，遵循软件分层的思想，基于 VPU 硬件驱动程序设计并实现了一个

VPULib 函数库作为 VPU 驱动程序和应用层软件之间的中间件，该中间件屏蔽了调

用底层驱动的复杂性，为应用层提供了简洁易用的接口，VPULib 为应用层软件提供

如下的功能： 

(1) 初始化 BIT 处理器； 

(2) 配置编解码模块的数据源和目的地； 

(3) 启动停止 VPU 编解码； 

(4) 提供一系列对 VPU 设备的控制命令； 

(5) 报告 VPU 编解码操作的执行结果。 

VPULib 的实现遵循模块化思想，通过 vpu_lib.h 和 vpu_lib.c 两个文件实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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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于常量和数据结构的定义以及函数接口的声明，后者则实现了函数接口。由于内

容较多，论文中只给出了 VPULib 中主要使用的数据结构和函数接口，如表 4-3 所示。 

主要函数接口如表 4-4 所示。 

 

表 4-3 VPULib 定义的主要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 说明 

struct CodecInst 编解码实例，用于描述一个编码或解码通道 

typedef struct CodecInst EncInst 编码实例，用于描述一个编码通道 

typedef struct CodecInst DecInst 解码实例，用于描述一个解码通道 

typedef EncInst *EncHandle 编码通道实例指针 

typedef DecInst *DecHandle 解码通道实例指针 

typedef Uint32 PhysicalAddress 32 位地址 

struct EncOpenParam VPU 编码操作的打开参数 

struct FrameBuffer 帧缓冲地址 

struct EncParam 编码参数 

enum CodecCommand 枚举类型， VPU 的操作命令 

struct EncOutputInfo VPU 编码后的输出信息 

struct DecOpenParam VPU 解码操作的打开参数 

struct DecParam 解码参数， 

struct DecOutputInfo VPU 解码后的输出信息 

enum RetCode 枚举类型，VPU 库函数执行后的返回值，表示执行状态 

表 4-4 VPULib 定义的主要函数接口 

函数头 说明 

RetCode vpu_EncOpen(EncHandle *handle, EncOpenParam *ecdopar

am) 

打开编码器 

RetCode vpu_EncClose(EncHandle handle)  关闭编码器 

RetCode vpu_EncRegisterFrameBuffer(EncHandle handle, FrameBuffe

r * bufArray, int num, int stride) 

设置编码器的数据帧
缓冲地址 

RetCode vpu_EncGetBitstreamBuffer (EncHandle handle, PhysicalAd

dress * prdPrt, PhysicalAddress * pwrPtr, Uint32 * size) 

取得编码器的码流缓
冲地址 

RetCode vpu_EncStartOneFrame (EncHandle handle, EncParam * par

am) 

启动编码器完成一帧
图像编码 

RetCode vpu_EncGiveCommand(EncHandle handle, CodecCommand 

cmd, void *parameter) 

对编码器发出相关控
制命令 

RetCode vpu_EncGetOutputInfo (EncHandle handle, EncOutputInfo *

 info) 

读取当前编码器的状
态 

RetCode vpu_DecOpen (DecHandle *, DecOpenParam *) 打开解码器 

RetCode vpu_DecClose (DecHandle)  关闭解码器 

RetCode vpu_DecRegisterFrameBuffer(DecHandle handle, FrameBuffe

r * bufArray, int num, int stride) 

设置解码器的数据帧
缓冲地址 

RetCode vpu_DecGetBitstreamBuffer(DecHandle handle,PhysicalAddre

ss *paRdPtr, PhysicalAddress * paWrPtr, Uint32 * size) 

取得解码器的码流缓
冲地址 

RetCode vpu_DecStartOneFrame (DecHandle handle, DecParam *par

am) 

启动解码器完成一帧
图像解码 

RetCode vpu_DecGiveCommand (DecHandle handle, CodecCommand

 cmd, void *parameter) 

对编码器发出相关控
制命令 

RetCode vpu_DecGetOutputInfo (DecHandle handle, DecOutputInfo*

 info) 

读取当前编码器的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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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语音采集和播放模块 

语音采集和播放模块基于底层 PMIC[33](Power Management IC，电源管理集成电

路)硬件驱动和 Linux 的音频编程接口 ALSA[57](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高级 Linux 声音架构)实现，包括语音的采集和播放两个子模块。 

4.4.1 PMIC 硬件驱动 

语音采集播放中使用的 wm9712 语音编解码芯片符合 PMIC 标准，Linux 对所有

符合 PMIC 标准的硬件提供了统一的驱动接口，用于驱动所有符合该标准的硬件，

PMIC 驱动接口位于上层驱动和符合该标准的硬件之间，为上层驱动提供了一个中间

接口。PMIC 驱动通过 SPI 接口对 PMIC 设备的工作方式进行配置和控制；通过 SSI

接口完成和 PMIC 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所以 PMIC 驱动需要 SPI和 SSI 驱动的支持。 

4.4.2 ALSA 编程接口 

位于 PMIC 之上的 ALSA 是一个 Linux 声卡驱动框架，支持多种声卡设备。ALSA

包括样例程序(Aplay，Arecord，Alsamixer)和用户空间库(Libasound)，样例程序用于

测试，用户空间库是 ALSA 为上层编程提供的调用接口。 

ALSA 框架[58],[59]支持两种编程模式：普通 ALSA 模式和模拟 OSS(Open Sound 

System，开放声音系统)模式[60]，前者直接调用 Libasound 库函数实现音频的相关操作，

不需要直接操作设备文件，主要用于高质量的音频处理，但接口较复杂；而后者则将

所有的语音相关操作都映射为对具体的设备文件的操作，由于本系统只是完成简单的

语音采集和播放，所以选择了接口简单的模拟 OSS 模式作为本系统中该模块的编程

模式。 

wm9712 内部有一个立体声播放模块和一个单声道采集与播放模块，前者提供

8kHz 到 96kHz 的立体声与单身道的播放；后者提供 8kHz 和 16kHz的单声道播放与

录音。在模拟 OSS 模式下，这两个硬件模块分别被映射为 /dev/sound/dsp 和

/dev/sound/adsp 两个设备文件，所有的音频操作都将被映射到这两个文件上。 

模拟 OSS 模式提供的配置接口以 ioctl函数的形式提供，涉及到的主要命令如表

4-5 所示；而语音的采集和播放则是通过调用 write 和 read 函数对上述设备文件执行

读写操作实现，实现了语音数据在语音设备和内存之间的传输。 

表 4-5 语音模块配置接口主要使用的 ioctl 命令列表 

命令名称 描述 

SNDCTL_DSP_SETFMT 设置语音采集的格式和被播放语音的播放 

SOUND_PCM_WRITE_RATE 设置语音采集频率(8k 到 16k)和播放频率(8k 到 96k) 

SOUND_PCM_WRITE_CHANNELS 设置被播放语音和采集语音的声道数 

SOUND_MIXER_WRITE_RECSRC 设置语音采集源：Line-in 或 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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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语音采集和播放模块的实现 

语音采集的流程如图 4-5 所示，由于采用

的是模拟 OSS 模式，所有操作都针对语音采

集设备文件，使用该文件之前需要打开文件，

然后执行 ioctl 函数设置音频采集的格式、频

率和声道等，最后执行 read 函数读该设备文件

实现了语音采集，采集完成后需要关闭设备。

由于语音芯片 wm9712 只支持 8kHz 和 16kHz

的单声道采集，故只能实现 8k 或 16k 的单声

道语音采集。试验发现，8k 的采集频率音质非

常差，虽然数据量很小，但为了保证音质，还

是选择 16k 的采集频率。该模块通过 mxc_aud

io_capture.h 和 mxc_audio_capture.c 文件实现，

函数说明如下： 

 

 

 

 

 

 

 

 

 

 

 

 

图 4-5 语音采集流程图 

//------------------------------------------------------------------------* 

//程序名:audio_open                                                       * 

//功  能:打开音频设备                                                     * 

//入  口: devicenum-设备文件序号，0：立体声设备  1：单身道设备            *                       

//返  回:返回值小于0，表示打开设备失败                                    *    

//------------------------------------------------------------------------*                                      

int  audio_open(int devicenum); 

//------------------------------------------------------------------------* 

//程序名:audio_close                                                      * 

//功  能:关闭音频设备                                                     * 

//入  口:devicenum-设备文件序号，0：立体声设备  1：单身道设备             *                       

//返  回:返回值等于0，表示打开设备成功，否则表示失败                      *  

//------------------------------------------------------------------------*                                        

int  audio_close(int devicenum); 

//------------------------------------------------------------------------* 

//程序名:audio_capture_config                                             * 

//功  能:初始化音频采集设备                                               * 

//入  口: fd_audio–设备文件句柄     format–音频采集格式                   * 

//        frequency–音频采集的频率  channels-音频采集和播放的声道数       *                    

//返  回:返回值0，表示初始化成功，否则表示失败                            * 

//------------------------------------------------------------------------* 

int  audio_capture_config(int fd_audio,int format,int frequency,int channels); 

//------------------------------------------------------------------------* 

//程序名:audio_read                                                       * 

//功  能:从音频设备中读取音频数据                                         * 

//入  口:fd_audio-音频采集的宽度  buf–内存中的音频缓冲区首地址            * 

//       num-需要采集的字节数                                             * 

//返  回:返回值大于0，表示读取的字节数                                    * 

//       返回值小于0，表示读取失败                                        * 

//------------------------------------------------------------------------* 

int audio_read(int fd_audio,unsigned short *buf,int num); 

打开音频设备文件 

关闭视频设备文件 

是否停止采集 
否 

设置音频采集的格式、频率和声道数 

 

设置语音采集源 

 

从采集设备中读入语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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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的播放过程通过对设备文件执行 write 操作实现，另外，由于 wm9712 支持

立体声和单声道两种类型的语音播放，所以在播放模块中需要选择适当的设备，可视

IP 电话中只需要简单的语音播放，清晰即可，故选择了单身道播放设备。同样地，

该模块的也是通过文件 mxc_audio_play.h 和 mxc_audio_play.c 实现。mxc_audio_play.c

中也包含了四个函数，前三个函数和采集模块中相同，故不再赘述，只有最后一个是

将内存中的音频数据写入音频设备的 audio_write 函数，和 audio_read 函数不同，

audio_write 的函数说明如下： 

4.5 网络实时传输模块 

网络实时传输模块通过 RTP 协议实现，RTP

属于网络应用层协议，在实时视频和语音传输中，

实时性比准确性有更高的要求，允许少量的丢包，

但是对传输时延很敏感，所以该协议一般通过调

用 UDP 套接字接口实现，完成媒体块的实时发送、

接收、丢包处理等功能。RTP 协议栈如图 4-6 所示。

发送端将编码后的媒体块分成一个个 RTP 分组，

然后使用 UDP 将分组发送到网络中。接收端从

UDP 报文段中提取出 RTP 分组，然后根据 RTP 分

组的序列号重新生成媒体块，并将它发送给视频解码显示模块和语音播放模块完成音

视频处理。 

4.5.1 UDP 套接字接口 

UDP 套接字的编程接口主要涉及到 4 个函数，如表 4-6 所示，分别用于建立套接

字和基于该套接字的数据收发。 

//------------------------------------------------------------------------* 

//程序名:audio_write                                                      * 

//功  能:将内存中的音频数据写入音频设备                                   * 

//入  口:fd_audio-音频采集的宽度  buf–内存中的音频缓冲区首地址            * 

//       num-需要写入的字节数                                             * 

//返  回:返回值大于0，表示写入的字节数                                    * 

//       返回值小于0，表示写入失败                                        * 

//------------------------------------------------------------------------* 

int audio_read(int fd_audio,unsigned short *buf,int 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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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RTP 的实现 

RTP 接口通过 rtp.h 和 rtp.c 实现。rtp.h 头文件中用于定义相关的数据结构，主要

的数据结构有 2 个，分别用于描述 RTP 数据流和 RTP 数据包的包头。 

rtp.c 中定义了四个函数接口，即 RTP 初始化、RTP 数据流释放、RTP 数据包的

发送和接收。 

RTP 初始化主要完成套接字的打开以及数据接收和发送缓冲区的申请；RTP 数据

流释放则执行与初始化相反的操作。 

通过 RTP 发送数据包比较简单，只需要将发送缓冲区中的数据按照特定的长度

分成若干个 RTP 分组，然后在分组前面加上 RTP 包头后发送出去即可，RTP 包头中

包括该分组的序号和时间戳等信息，用于接收方的分组丢失和传输错误检测。 

通过 RTP 接收数据包相对要复杂很多，因为接收方要完成丢包检测和分组排序，

表 4-6 UDP 套接字接口的 4 个函数列表 

函数名 描述 

socket 用于建立一个 UDP 类型的套接字描述符 

bind 用于将特定 ip 地址和端口号绑定到套接字描述符上，绑定完成后，即可用该套接
字发送和接收数据 

sendto 通过 UDP 套接字发送数据 

recvfrom 通过 UDP 套接字接收数据 

// RTP数据流结构体定义 

struct rtp_t 

{ 

char *name;               //RTP数据流描述符 

char *ip;                 //RTP服务器IP地址 

short port;               //RTP服务器端口 

unsigned short size;      //RTP数据帧的长度 

unsigned char type;       //RTP有效载荷类型 

unsigned int err;         //RTP接收数据过程中的出错次数 

unsigned int skip;        //RTP接收数据过程中的丢包次数 

int sock;                 //RTP数据包发送对象的地址 

char *rxbuf;              //接收缓冲区 

char *txbuf;              //发送缓冲区 

}; 

// RTP数据包头结构体定义 

struct rtph_t 

{ 

unsigned short flag;       //RTP数据包接收标志位，用于表示是否所有RTP数据包都已发送完成 

unsigned short seq;        //RTP数据包序列号发送一个RTP，序号加1，接收方用其检查分组丢失 

unsigned int time;         //时间戳字段，RTP分组第一个字节的采样时刻 

unsigned int ssrc;         //同步源标识符，用于区分系统中多个rtp流的的同步源标识符 

unsigned short len;        //RTP数据包的长度 

char chk;                  //RTP数据包的CRC校验码，用于检查分组是否传输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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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操作的完成都将依赖于 RTP 包头中的序列号字段。如果接收到的序列号字段不

连续，表明 RTP 分组有丢失，则丢弃该 RTP 分组所在的数据包；否则按照分组的序

列号顺序将分组复制到接收缓冲区；另外，RTP 包头中的校验码字段则用于检测是否

有传输错误。总之，RTP 数据包要对上层调用者提供一个有序无差错的多媒体数据传

输接口。下面分别给出这些函数的说明： 

4.6 基于多线程的主程序设计 

主程序通过调用前面的各个中间件模块提供的函数接口，具体实现了视频采集编

码后发送、视频接收解码后显示、语音的采集与发送以及语音的接收与播放四个功能。

这四个功能通过在主程序中建立四个相应的线程并发执行的方式实现，它们是： 

(1) 视频采集编码后发送线程：完成视频的采集、压缩和 RTP 发送。 

(2) 视频接收解码后显示线程：完成视频的 RTP 接收、解压缩和显示。 

(3) 语音采集发送线程：完成语音的采集和 RTP 发送。 

//------------------------------------------------------------------------* 

//程序名:rtp_init                                                         * 

//功  能:初始化RTP数据流,包括初始化发送接收套接字和申请发送和接收缓冲区   *                            

//入  口: t-RTP数据流结构体                                               * 

//返  回:返回值为0表示初始化成功；小于0表示打开设备失败                   *                                         

//------------------------------------------------------------------------* 

int rtp_init(rtp_t * t) 

//------------------------------------------------------------------------* 

//程序名:rtp_exit                                                         * 

//功  能:关闭RTP数据流中的发送接收套接字，释放发送和接收缓冲区            * 

//入  口: t-RTP数据流结构体                                               * 

//返  回:返回值为0表示退出成功；小于0表示失败                             *                                         

//------------------------------------------------------------------------* 

int rtp_exit(rtp_t * t) 

//------------------------------------------------------------------------* 

//程序名:rtp_tx                                                           * 

//功  能:将发送缓冲区的数据分割并封装成若干个RTP数据包后发送              *                                                                 

//入  口:t-RTP数据流结构体                                                * 

//       buf-发送缓冲区地址   len-发送缓冲区的数据长度                    * 

//返  回:返回值大于0，表示发送的字节数，否则表示发送失败                  *                                         

//------------------------------------------------------------------------* 

int rtp_tx(rtp_t * t, char *buf, int len) 

//------------------------------------------------------------------------* 

//程序名:rtp_rx                                                           * 

//功  能:从网络上接收RTP数据包，并按照发送顺序对其排序后放到接收缓冲区    *                                                                                       

//入  口:t-RTP数据流结构体                                                * 

//       buf-接收缓冲区地址   len-接收缓冲区的长度                        * 

//返  回:返回值大于0，表示接收的字节数，否则表示接收失败                  *                                         

//------------------------------------------------------------------------* 

int rtp_rx(rtp_t * t, char *buf, int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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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语音接收播放线程：完成语音的 RTP 接收和播放。 

由于视频采集编码后发送线程和视频接收解码后显示线程都需要调用 VPULib

提供的接口完成视频编解码功能，而系统中的 VPU 只有一个，故这两个线程必须要

互斥地访问 VPU。 

4.6.1 Linux 多线程编程 

Linux 下的多线程编程遵循 POSIX(Portable Operating System Interface of Unix，可

移植操作系统接口)[21]线程接口，操作线程的基本函数包括 pthread_create(创建线程)、

pthread_exit(线程返回)、pthread_join(等待某线程终止)和 pthread_cancel(请求终止某线

程)等。 

信号量是一种特殊的变量，表示系统中资源的使用状况，Linux 可以使用信号量

实现线程的互斥操作。使用信号量实现线程互斥的方法是首先定义一个表示该互斥资

源使用状态的信号量，当线程访问互斥资源时，线程使用 pthread_mutex_lock 检测该

信号量来判断该资源是否被占用，如果未

被占有，则占有资源运行下去，用完后要

使用 pthread_mutex_unlock 归还资源；否

则就会进入阻塞状态，直至占有该资源的

线程释放资源。 

4.6.2 子线程的实现 

四个子线程的通过定义四个函数实

现，分别为视频采集编码后发送函数 Vide

o_Encode()、视频接收解码后显示函数 Vi

deo_Decode()、语音采集发送函数 Audio_

Cap_Send()和语音接收播放函数Audio_Re

v_Play()。由于 Video_Encode()和 Video_D

ecode()需要互斥访问 VPU 实现多通道的

视频编解码，故这两个函数中所有访问 V

PU 的操作在执行之前都需要检查表示 VP

U 使用状态的信号量，只有 VPU 当前空闲

才能运行下去，否则必须等待 VPU 释放。 

 

 

 

 

 

 

 

 

 

 

 

 

 

 

 

 

 

 

 

 

 

 

 

图 4-7 Video_Encode()函数的流程图 

建立码流缓冲区用于编码输出 

根据码流缓冲区地址和其他编码相
关参数设置EncOpenPara 

停止VPU视频编码 

是否停止编码 
否 

建立图像帧缓冲区并将其注册为
VPU编码输入帧缓冲区 

使用EncOpenPara参数互斥地打开
VPU设备 

调用视频采集模块函数从摄像头读
入一帧图像到图像帧缓冲区 

启动VPU完成一帧图像的编码 

调用网RTP协议接口函数将编码得到
的码流数据发送到网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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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deo_Encode()函数 

该函数实现了从摄像头获取图像并编码后从网络发送的功能，函数流程图如图 4

-7 所示，首先是建立码流缓冲区和帧缓冲区，分别用于存放编码结果和摄像头采集的

图像帧；接下来初始化 VPU，为编码做好准备；然后通过摄像头读入一帧图像到帧

缓冲区，启动 VPU 完成编码并将结果送入码流缓冲区；最后通过 RTP 协议将码流缓

冲区的数据发送到网络。整个过程循环执行，完成了视频的采集、编码和发送。 

2) Video_Decode()函数 

该函数实现了从网络上获取码流数据并

解码后放到显示器中显示的功能，执行过程分

为视频的接收，解码和显示三个步骤，通过调

用网络实时传输、视频解码和视频播放模块提

供的函数接口实现。函数流程图和调用的底层

接口与 Video_Encode()函数非常类似，只是数

据流动的顺序变成了从网络到显示器，故在此

不再赘述。 

3) Audio_Cap_Send()函数 

函数的流程图如图 4-8 所示，整个过程包

括语音采集和网络实时发送两个步骤。具体流

程是：首先是建立语音采集缓冲区用于存放采

集的语音；然后初始化语音采集设备并从该设

备中读取声音数据到语音采集缓冲区；最后调用网络实时传输模块将语音数据发送到

网络上，实现了语音采集并实时发送到网络的功能。 

4) Audio_Rev_Play()函数 

该函数调用网络实时传输和语音播放模块提供的函数接口，实现了从网络上接收

语音数据并播放语音的功能。函数的流程图与 Audio_Cap_Send()类似，不再赘述。 

4.6.3 主函数设计 

当主程序根据功能被分解为四个线程之后，主要的任务将通过子线程完成，其自

身的流程将变的很简单，如图 4-9。主程序负责读取系统配置文件，获得音视频处理

相关的配置参数，根据配置参数打开并初始化音视频设备和 VPU；然后建立用于视

频采集编码后发送线程与视频接收解码后显示线程互斥访问 VPU 的信号量

vpu_mutex 并完成其的初始化；最后调用 pthread_create 创建 4 个线程，如果创建成

 

 

 

 

 

 

 

 

 

 

 

图 4-8 Audio_Cap_Send()函数流程图 

是否停止采集 
否 

设置音频采集的格式、频率和声道数 

 

设置语音采集源 

 

从采集设备中读入语音数据到语音
采集缓冲区 

 

将读入的数据封装成RTP包发送 

 

建立语音采集缓冲区 

 

打开音频设备文件 

 

关闭音频设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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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则调用 pthread_join 等待四个子线程的结束，否则将关闭已经打开的音视频设备

和 VPU 使流程结束。 

4.7 软件设计体会 

与硬件相比，软件设计具有较高的灵活

性，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系统的整体性能。通

过本课题的软件设计，作者对嵌入式软件开发

有了以下几点体会： 

1) “自顶向下，逐步细化”的设计思想 

有人认为嵌入式系统的软件设计比较简

单，不重视软件工程思想，忽视编程结构、编

程规范的要求，但是随着嵌入式平台的功能越

来越强大，在其上的软件变得越来越复杂，例

如，加入了 TCP/IP 协议栈，视频编解码处理

等功能模块后，如果仍然不使用“自顶向下，

逐步细化”的设计思想，软件的设计将会变得

异常复杂，且很难移植和扩展。 

在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软件设计中，笔者

充分利用了这一设计思想，将整个软件设计分为底层移植，中间件开发和应用层开发

三个层次，每层实现一个特定的功能，并为上层的实现提供调用接口，使复杂的可视

IP 电话终端软件具有了清晰的逻辑和合理的结构，从而提高了模块的移植性和维护

性，也使主函数的实现变得较为简单。例如设计并实现了 VPULib 库作为视频编解码

模块的中间件，屏蔽了 VPU 操作的细节，为上层应用程序的实现提供简单的接口。 

2) 规范编码 

良好的编程风格可以提高程序的易读性和易理解性，特别是在涉及到的软件模块

较多，需要多个人配合完成的情况下。子函数的函数头要清晰简要地说明函数的功能、

标明出入口参数和返回值，保证函数调用者看到了函数头就能正确的使用函数。在

VPULib 设计中，如果不能将每个函数的定义和说明规范化，几个月以后甚至看不懂

自己当初编写的代码，也导致基于该模块去开发上层应用变得异常困难。 

 

 

 

 

 

 

 

 

 

 

 

 

 

 

 

 

图 4-9 主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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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 给出了视频采集和显示模块、视频编解码模块、语音采集和播放模块、网络

实时传输模块四个子模块的详细设计，重点阐述了视频编解码模块的中间件 VPULib

的设计与实现。 

(2) 基于上述各个子模块对提供的函数接口，结合 Linux 多线程机制，在主程序

中实现了视频采集编码后发送、视频接收解码后显示、语音采集并发送、语音接收并

播放四个任务的并发执行。 

(3) 使用 Linux 信号量机制让视频编解码相关的线程互斥使用 VPU，实现了多通

道视频编解码。 

(4) 根据软件开发和测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给出了嵌入式软件设计的一些

个人体会，强调了软件工程思想在嵌入式软件设计中的重要性。



一种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设计与实现                              第五章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初步实现  

59 

第五章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初步实现 

基于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硬件和软件设计，在本章中给出了在局域网内部的初步

实现，所谓局域网内部的初步实现是指目前只在局域网内部实现了两台可视 IP 电话

终端之间的音视频通信。 

5.1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硬件组成 

终端的硬件组成包括 i.mx27 主控电路板、摄像头接口电路板、LCD 显示器模块、

话筒和耳机、以太网接口和串口等，图 5-1 是 2 台终端通过局域网进行视频聊天时，

其中一台终端的截图。 

 

 

 

 

 

 

 

 

 

 

 

 

 

 

 

图 5-1 可视 IP 电话终端初步实现的实物图 

以太网

接口 

串口 

LCD 显示器 

耳机接口 

话筒接口 

摄像头及其

接口电路板 



第五章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初步实现                              一种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设计与实现 

60 

5.2 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软件组成及其执行 

可视 IP 电话终端软件实现了终端之间的音视频通信功能，包括语音采集模块

mxc_audio_capture、语音播放模块 mxc_audio_play、视频采集模块 mxc_v4l2_capture、

视频显示模块 mxc_v4l2_display、实时传输模块 rtp、视频编解码线程模块 vpu_codec、

VPU 库 vpu_lib 以及主程序模块 vpu_voip_test，每个模块对应一个头文件和一个实现

文件，整个工程结构如图 5-2 所示。 

终端软件在执行之前需要使用第 2 章在 Linux 虚拟机上搭建的交叉编译器

arm-linux-gcc 将这些软件模块编译链接成目标板可执行文件 vpu_voip_test.out 才能运

行，由于执行该文件需要多线程的支持，故在链接时需要加入 pthread 库，具体的编

译过程是首先建立一个 makefile 文件，该文件是一个用于编译链接源程序的脚本文

件，文件内容如图 5-2，然后执行 make 命令即可生成 vpu_voip_test.out。 

vpu_voip_test.out 生成之后，将其复制到 Linux 虚拟机的 NFS 服务器所对应的目

录下，并在目标板上挂载该 NFS 文件系统；最后通过 PC 方超级终端发送运行命令到

目标板即可执行 vpu_voip_test.out。 

 

 

 

 

 

 

 

 

 

 

 

 

 

 

图 5-2 可视 IP 电话终端软件的工程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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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编解码相关的两个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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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file 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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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实验环境的搭建 

实验环境是通过将两台可视 IP 电话终端直接连接到实验室内部局域网路由器的

方式，实现 2 台电话终端在局域网内部的音视频通信，如图 5-3 所示。在试验中两台

终端的 IP 地址分别为 192.168.149.150 和 192.168.149.151，网关和子网掩码设置为实

验室局域网的默认值。同时，2 台电话终端分别通过串口和一台 PC 机相连，PC 机通

过超级终端发送命令控制着电话终端上程序的执行，通过运行音频通信测试程序、视

频通信测试程序和总体测试程序完成电话终端的功能测试，音视频通信测试程序的运

行和上节总体软件的运行过程相同。 

 

 

 

 

 

 

 

 

 

图 5-3 测试环境示意图 

5.4 软件测试 

由于本课题是在局域网内部初步实现了可视 IP 电话终端，故软件测试主要用于

验证音视频数据处理和网络实时传输等基本功能能否正常工作，具体包括音频通信测

试、视频通信测试和总体测试，测试的方法是参与测试的双方先分别在己方的电话终

端上运行相应的测试软件，然后通过检测语音和视频的效果去验证该功能是否实现。 

实验室内部共有 20 台机器，由于音视频通信的质量往往取决于网络的状态，故

分别在三种情况下测试通信质量，即 20 台机器全部关闭网络连接、10 台机器同时从

远程 FTP 服务器下载文件和 20 台机器同时从远程 FTP 服务器下载文件。 

5.4.1 音频通信测试 

音频通信测试用于测试电话终端能否成功地采集、收发和播放语音。参与测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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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同学分别戴上耳机并插好麦克风，然后通过 PC 机上的超级终端运行己方电话终

端上的音频通信测试程序，双方开始语音聊天，并通过耳机测试能否正常听到对方的

声音。 

第一次测试时设置采样频率为 8kHz 且单声道，发现在 20 台机器全部关闭网络

连接的情况下音质仍然较差，说明问题的原因不是网络带宽过小，而是由于采样频率

过低，当采样频率加大到 16kHz 并设置为双声道采集时，语音通信立刻就变得非常

清晰了，三种情况下的测试结果如表 5-1 所示。 

5.4.2 视频通信测试 

视频通信测试用于检测电话终端能否完成视频的采集、编解码、收发和显示。首

先测试双方确认己方摄像头和 LCD 均已经正确连线，然后运行电话终端上的视频通

信测试程序，双方开始观察 LCD 能否流畅地显示对方的画面。 

测试程序中设置采样速度为每秒 30 帧 VGA 图像，压缩标准为 H.264，测试结果

如下表所示： 

5.4.3 总体测试 

经过前两个步骤的测试，已经证明了单独的音频和视频模块均能正常运行，总体

测试是为了验证当同时进行音频和视频传输时，电话终端是否能完成它们的传输和它

们之间的同步性。测试双方首先保证视频和音频相关的接线均已正确连接；然后在电

话终端上运行总体测试程序，并通过聊天的方式来验证音频和视频的传输质量。测试

结果如表 5-3 所示。 

表 5-1 三种情况下的语音测试结果 

测试环境 测试结果 

20 台机器全部关闭网络连接 语音非常清晰 

10 台机器同时从远程 FTP 服务器下载文件 语音与普通电话类似 

20 台机器同时从远程 FTP 服务器下载文件 偶尔出现断续，能勉强听清 

表 5-2 三种情况下的视频测试结果 

测试环境 测试结果 

20 台机器全部关闭网络连接 视频很流畅 

10台机器同时从远程FTP服务器下载文件 开始能正常显示，之后画面突然卡住无法继续显示 

20台机器同时从远程FTP服务器下载文件 视频显示不了 

表 5-3 三种情况下的总体测试结果 

测试环境 测试结果 

20 台机器全部关闭网络连接 音视频清晰且流畅，而且同步性较好 

10 台机器同时从远程 FTP 服务器下载
文件 

音频能接收，视频只显示了刚开始的几幅帧 

20 台机器同时从远程 FTP 服务器下载
文件 

音频延时过大，而且出现了严重的丢包现象，一句话只
能听到半句，画面无法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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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测试的方案才是有说服力的，经过这三个步骤的测试，进一步证明了本设计

方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5.5 本章小结 

代码编写完毕并不代表开发过程的结束，对各个模块要进行严格的测试是保证软

件质量的基础，而且后期的测试现象对前期的测试结果往往有一定影响。在进行整体

测试之前，必须保证其所调用的的各个子模块都已通过测试，否则将无法定位测试错

误。例如，在对整个终端测试之前，先要保证音频模块和视频模块能正常工作，否则

出现错误后将无法定位它是位于音视频模块，还是在主程序本身。 

本章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 给出了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实物图和软件模块的结构图，并结合图的内容阐明

了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初步实现。 

(2) 在局域网内搭建了测试环境，并在三种不同的网络状态下分别测试了初步实

现的可视 IP 电话终端能否正常的实现音视频通信，测试结果验证了本设计方案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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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6.1 全文总结 

随着 IP 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 Internet 网络实现融合语音视频和数据传输的应用

日趋成熟，可视 IP 电话作为这类应用的代表之一，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以嵌入式

终端形式出现的电话机如果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必将使人类的通信手段上升到一个新

的高度。 

本文通过对可视 IP 电话的应用现状以及市场上的几款产品的性能分析，提出了

基于 i.mx27 的单芯片解决方案，设计了一款硬件集成度高、元件个数少、支持 H.264

编解码标准和 VGA 分辨率的低成本可视 IP 电话，最后在局域网内部初步实现了基于

该方案的可视 IP 电话之间的视频通信并通过在三种不同的网络状况下对通信效果进

行测试，进一步验证了本方案的可行性。 

主要工作归纳如下： 

(1) 设计了基于单芯片设计方案的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硬件原理图。该过程的第一

步工作是结合嵌入式芯片选型原则对主控芯片和外围芯片进行选型，由于外围模块较

多，故需要选型的外围芯片非常多，包括电源转换芯片、复位芯片、DDR SDRAM、

NAND FLASH、语音编解码芯片和以太网物理层芯片等，可见工作量很大；接下来

则是阅读这些芯片的使用手册，理解芯片工作原理，完成基于 i.mx27 的最小系统和

各个外围模块电路原理图设计。 

(2) 归纳总结了基于 Linux 的嵌入式软件开发方法并将 nandboot 和 Linux2.6.19.2

内核移植到了 i.mx27 中。具体工作包括基于 NFS 文件系统的开发环境搭建、交叉编

译器的生成、BootLoader 和 Linux 内核的移植、根文件系统的制作等内容，这部分工

作主要是学习附录中的关于嵌入式 Linux 开发的资料和研究 Freescale 提供的 BSP。 

(3) 遵循“自顶向下，逐步细化”的设计思想将整个软件设计成应用层、中间件

和底层的三层结构，使得整个软件结构清晰、逻辑合理，并具有了完整的封装性和良

好的移植性。 

(4) 基于内核提供的底层驱动接口完成了视频采集和显示、视频编解码 VPULib

库、音频采集和播放以及网络实时收发协议 RTP 四个中间件模块的设计、代码编写

与测试，其中 VPULib 库的开发是这部分工作的重点，其代码量在 5000 行左右。 

(5) 基于 Linux 多线程程序设计方法和信号量机制实现了四个任务的并行以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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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的视频编解码，四个任务分别对应着四个函数，即视频采集编码后发送函数

Video_Encode()、视频接收解码后显示函数 Video_Decode()、语音采集发送函数

Audio_Cap_Send()和语音接收播放函数 Audio_Rev_Play()，通过在主程序中使用这四

个函数建立四个子线程并发执行的方法实现了多任务并行；同时，视频采集编码后发

送线程和视频接收解码后显示线程均需要使用 VPU 完成视频编解码，通过在使用

VPU 之前检测信号量 vpu_mutex 的状态互斥地访问 VPU，有效地实现了多通道的视

频编解码。 

(6) 在局域网内部的搭建了两台初步实现的可视 IP 电话终端之间的视频通信的

测试环境，通过在三种不同的网络状态下分别测试了终端之间的音视频通信效果验证

了本设计方案的可行性。 

6.2 课题展望 

由于时间和现有条件的限制，本文只在局域网内部初步实现了可视 IP 电话终端

的音视频通信功能，在设计和实现上可能没有达到最优，甚至还存在漏洞。在今后的

研究工作中，可以参考以下方向加以改进： 

(l) 实现和完善可视 IP 电话的信令系统； 

(2) 改善系统的网络服务质量 QoS，引入动态缓存机制和流媒体协议； 

(3) 为可视电话加入附加功能(例如 MP3，MP4 和游戏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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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i.mx27 引脚图 

A.1 i.mx27 引脚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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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i.mx27 引脚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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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i.mx27 引脚图 3 

 

 

 

 

 

 

 

 

 

 

 

 

 

 

 

 

 

 

 

 

 

 

 

 

 

 

 

 

 

 

 

 

 

 

 

 

 

 

 

 



一种嵌入式可视 IP 电话终端的设计与实现                                                       附录 A 

73 

A.4 i.mx27 引脚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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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i.mx27 引脚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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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i.mx27 引脚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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