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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题目： 亿像素视频多尺度直播系统                

  电子通信与工程   专业   2015    级硕士生姓名：钱鞘剑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马展   副 教 授        
 

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视频已经成为主流的媒体形式之一，它的分辨率和帧率

等也都在不断提升。亿像素视频是指像素数达到亿级的视频，由于其超高的分辨率，在以前

的技术水平下很难做到。随着成像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技术水平的提升，亿像素视频的采集渐

渐成为可能，其应用需求也逐渐增加。但是其分辨率高、数据量大的特点带来的传输的难题

还有待解决。 

本文研究了亿像素视频的发展和相关技术，从网络直播角度切入，提出了通过多尺度传

输方法实现的方案。在此方案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亿像素视频直播系统的架构和具体细节。

直播系统主要采用了分层的多尺度传输、分块的多流传输、质量分级的多码率传输等方法，

文本论证了其具体的实施方案，并在实际系统中加以实现。本文实际搭建的 1.5 亿像素视频

的直播系统，服务器端处理延时在 100ms 左右，带宽占用在原始带宽的 10%以下，服务器

资源消耗也处于合理范围内。 

. 

关 键 词： 亿像素视频，多尺度，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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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S: 
Multi-scale Living Broadcast System of Hundred-

megapixel Video 

SPECIALIZATION: Electronic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POSTGRADUATE: Qiaojian Qian 

MENTOR: Professor Zhan Ma 

 

In the current era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ideo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formats, and its resolution and frame rate have 

also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Hundred-megapixel video is a video with a pixel 

count of 100 million. Due to its ultra-high resolution,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at the 

previous level of technolog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maging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the acquisition of hundred-megapixel video has 

gradually become possible, and its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However, the problem of transmission due to its high resolution and large amount of 

data remains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of hundred-

megapixel video, cuts 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bcasting, and proposes a scheme 

that is implemented by a multiscale transmission method. Based on this solution, this 

paper designed the architecture and specific details of the megapixel video live 

broadcast system. The live broadcast system mainly adopts methods such as layered 

multiscale transmission, block-based multi-stream transmission, and quality-graded 

multi-rate transmission. The text demonstrates it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is 

implemented in the actual system. In this paper, a 150-megapixel video live broadcast 

system is actually built. The server-side processing delay is about 100ms. The 

bandwidth is less than 10% of the original bandwidth, and the server resource 

consumption is also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KEY WORDS: hundred-megapixel video, multiscale, living broa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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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媒体是传播信息的媒介。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媒体是不可避免的话题，也是

不可或缺的存在。人们需要通过获取知识和信息来认知世界，从而学习与掌握世

界的规律，并改变世界。通过这种方式，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也就是说，信

息的共有程度和传播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社会的进步水平。 

从过去到现在，媒体经历了从文字、到图片、到声音视频的发展历程。在 20

世纪后半叶发生的计算机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媒体的发展，促进了多媒体的

诞生。如今社会的媒体形式主要以视频为主，同时其他各种媒体并存。这主要因

为视频相比于文字和图片，包含的信息更为丰富，内容更为直观。视频包含着文

字描述不到的细节和图片无法表示的运动信息。可以说，视频是真实世界最还原

的写照。 

在信息时代，我们采用二进制来存储各种数据，媒体数据也不例外。由于视

频信息承载量大的特点，它在作为二进制数据存储和传播时，它的数据量大小也

是图片或文字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在信息时代发展的早期，

主流媒体以文字和图片为主的原因。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芯片的计算能力

和存储容量以每几年翻一倍的速度飞速增长。这使得视频的存储和实时运算成为

现实。再加上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基础建设的提升，使得视频的传播也不再是

难事。建立在这些基础上，视频渐渐成为媒体中越来越重要的成员，发挥起其不

可或缺的作用。如今视频在人们生活中已经触手可及。电视、电影、网络直播，

以及各种手机应用上的短视频，这些无不说明着视频作为信息的重要载体，被人

们所依赖。 

以计算机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网络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为前提，人们开始

寻求比传统视频包含更广、更深信息量的视频。亿像素视频以及 VR 视频等新的

视频形式应运而生。 

1.1 亿像素视频的出现和发展 

信息时代下，图像大多以数字信号的形式存储和传播，而电子图像中最小的

可计量单元就是像素。图像中每个像素都含有其信息值，比如 RGB 色彩的信息

等。而亿像素（Hundred Megapixel）视频，指的就是像素数量超过一亿的视频。

在国外，更常用十亿（Giga）这个量词，所以在国外的报道或论文中更多地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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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亿像素（Gigapixel）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亿像素与十亿像素在概念上都

表示像素数极高，高出现阶段一般的相机成像水平能够达到的程度。因为本文实

际设计的系统采用的输入源实际为 1.5 亿像素，所以用亿的单位来描述这个超大

像素的概念。 

而事实上，亿像素图像在 21 世纪末就已有关于亿像素显示的相关研究。[1]

但当时并没有相关的成像技术。而关于亿像素或十亿像素的集中讨论，主要在 21

世纪以来。有采用每隔一段时间，将镜头调整角度的方法，将实际拍摄到的较低

分辨率的图像通过计算还原到亿像素的成像方法[2]；也有使用多镜头成像来拼

合出亿像素[3]。而这些大都停留在图像层面，要称得上亿像素视频的成像，不仅

需要满足像素数的要求，还要求能够实时获取到图像。对于应用计算成像的技术

来说，就需要在 30fps 的帧率下将原始图像处理成亿像素的还原好的图像。这对

计算方法和处理性能的要求是十分严苛的。在处理速度达不到实时要求时，也有

采用多个亿像素成像系统以同样的帧率拍摄同一场景，通过错开时间来使得拍摄

帧率翻倍。[4] 

随着视频采集技术的发展，相机能采集得到的视频分辨率成倍提升，近年来

相机成像精度逐渐触摸到亿像素的界限。所以直到近年，随着技术的进步，亿像

素视频才作为新兴的媒体，更多地走入人们的视野。现阶段亿像素视频比较有效

的实现主要是利用了视频的拼接等视频处理技术。因为现在一般的相机还难以拍

摄一亿像素的视频，在这种现状下，通过对采集到的多组视频的处理和拼接，得

以实现亿像素视频的采集和显示。 

1.2 亿像素视频的技术挑战与应用前景 

亿像素视频具有分辨率高、数据量大的特点。从亿像素视频的发展历程来看，

亿像素本身成像技术就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因为当前芯片工艺和棱镜工艺的水

平有限，暂时还没有稳定的相机可以拍摄亿像素。现阶段大多数使用阵列相机等

方法来拼接得到亿像素视频。 

采集得到的亿像素视频，需要用来传输和存储。SSD 固态硬盘技术，大大提

高了亿像素视频超大流量数据的读写速度。除了 SSD，用 RAID（独立磁盘冗余阵

列）技术，也可以比较好地解决本地存储的问题。而如果要进行传输给网络上的

应用端，或者传输给网络硬盘，那么就必须要通过网络传输亿像素视频了。亿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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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视频的网络传输，对网络带宽的要求会非常高。一个 1080P 的视频，它的像素

数为 2 百万，在 H264 编码压缩后其码率一般为 2Mbps 或更高。那么一亿像素的

视频在 H264 编码下，码率至少在 100Mbps 以上。在视频内容丰富、图像质量更

高的情况下，可能超过千兆 bps。这对网络的带宽，甚至直接对网卡性能都提出

了严苛的要求。 

在显示领域，一般采用多显示器搭建亿像素显示墙。或者用投影技术，将亿

像素视频一块块投影到指定位置拼合起来。这些需要从亿像素视频拆分成块，给

显示器或投影仪阵列的处理过程，其中也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从硬件的角度来看，随着芯片工艺的发展，亿像素单相机成像终有一天会成

为可能。或者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千兆网也会走入民众家中。

但是从现阶段，这些技术难题实际上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回避和从侧面克服。 

如果实现了亿像素视频的成像、传输、显示的难题，利用亿像素视频，观察

者不但可以看到场景的全貌，还能通过放大看清局部的某个细节。这在许多领域

和场景中都有其应用价值。比如在医学手术中，医生需要查看手术影像的全局和

局部细节，来判断手术的操作方法；或者在安防领域，监管者或调查员需要从全

局画面中查找可疑人物或事件，并查看其细节。另外，在人们生活中，亿像素视

频在演出、大会、节日现场等也有着很大的应用前景。 

1.3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对新兴的亿像素视频进行研究，分析了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针对亿像素视频直播在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进行了探

讨，并设计与实现了相应的系统。最后实测了系统数据，证明其可行性，并展示

了其出色的性能。 

1.4 文章组织结构 

本文的章节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通过媒体的发展引入亿像素视频的主题，分析了亿像素视频发展的

原因和发展的前景，解读了它的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将设计一个亿像素视频的直播系统，来给这些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思路和方案。 

第二章：从亿像素视频的采集入手，研究亿像素视频的原始视频的产生过程，

以及存储结构和发布形式。并且了解和研究了校正步骤的重要性和主要的校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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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第三章：针对亿像素视频数据量大等特点，讨论设计了直播系统的方案。在

分层、分块、质量分级等多个关键角度展开论证。 

第四章：具体讲述了亿像素视频直播系统的实现细节和结构特点，并研究了

各种可能的改进方案，以求能在有限的资源下实现更高的性能。 

第五章：测试了实际搭建的直播系统的运行数据，并分析了其性能以及可能

存在的优化空间和改进方案。 

第六章：总结了本文的内容，并根据视频媒体发展的可能性，展望了亿像素

视频直播系统在未来可能的应用场景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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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亿像素视频的采集与校正 

我们知道，一般视频和图像都是由相机采集得到的。亿像素视频作为普通视

频的一个拓展形式，其采集方式相比于普通的摄像有所不同。就目前来说，单相

机很难采集一亿以上的像素数据，所以亿像素视频的采集，很大程度上要靠多相

机采集后拼接校正得到。 

2.1 采集系统 

相机其实是模仿人眼观察世界的一种设备。相机简单来说是由镜头和光敏传

感阵列构成。现实世界的场景的反射光通过镜头，投影到成像芯片上。成像芯片

主要有 CMOS 和 CCD 两大类，它们负责把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用电平高低来表

示光的亮度。在拍摄彩色图像时，通常在成像芯片前安置具有特殊样式的滤色片，

使得成像芯片能够具体测量红光、绿光和蓝光的强弱，从而显示出颜色。 

受制于实际应用场景以及成像芯片的精度，亿像素视频的采集系统通常有以

下几种形式。 

2.1.1 阵列相机 

阵列式相机，就是用多个小镜头来代替一个大镜头的拍摄效果，其原理和阵

列式天文望远镜及昆虫的复眼类似。相比于传统的相机来说，阵列式相机的视野

更广，拍出的照片也更大，同时其体积更小。[5] 

多相机阵列各子相机之间的距离不同，整个相机阵列就有不同的用途。当所

有的子相机之间的距离比较小时，也就是相机紧挨着放在一起，这时整个相机阵

列可以看作一个单中心投影相机。[6]这时整个相机阵列可以用来产生超分辨率、

高信噪比、高动态范围的照片。可以看到，通过对不同子相机采用不同的曝光时

间，我们得到了比所有相机都采用相同曝光时间和更加广的动态范围。另外，当

监控相机在夜晚工作时，由于光线不足，相机往往需要使用大光圈，然后大光圈

带来的一个弊端是使图片的景深急剧减小，而相机阵列可以克服大光圈带来景深

小的问题。 

当所有的子相机之间的距离都很大时，这时整个相机阵列可以看成是一个多

中心投影相机，整个相机阵列所产生的数据就叫做光场，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

以得到物体的多视角信息，为其 3D 重建提供重要信息。[7][8]除此之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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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图片中的多视角信息，构建全景照片。 

当所有的子相机之间的距离处于中等尺度时，这时整个相机阵列可以看作是

一个拥有合成孔径的相机：每个子相机作为一个子部分进行采样，多个相机的组

合可以等效为一个具有更大光圈数的大孔径相机。[9]这个相机能透过树枝或者

人群看到其后面被遮挡物体的表面。在火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这项技术可以

用来跟踪定位可疑的犯罪分子。 

相机阵列通过利用不同视角的信息，以及更加广阔的视场范围，使其在合成

孔径成像技术的焦点选择以及景深调节上有着先天的优势，同时，其高可拓展性

以及低成本的优势，非常适合景物的识别以及追踪，已成为隐藏目标的检测与追

踪的重要手段。 

 

图 2-1 Mantis阵列相机 

2.1.2 全景相机 

全景图片是通过相机环绕 360°拍摄后合成的静态图像。它其实是通过每隔

一定时间间隔拍摄图片，得到多张有重叠区域的图片，然后将这些图片融合成一

张全景图片。[10]这种拍摄方法只能拍摄图片而不能拍摄视频。 

在近几年，有很多新型的全景相机，它们同样采用多相机，只是讲相机分布

在球面的不同角度上，同时拍摄视频。然后，它们将多个视频流融合到一起，形

成全景视频并编码发布。[11][12] 

2.1.3 搭载亿像素传感器的单相机 

虽然目前市面上几乎没有搭载亿像素传感器的相机，但是过去几十年间半导

体工艺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而实际上，亿像素级的传感器早已问世，只是在商

用化和民用化上还没能有效地实现。这里面有成本的问题，高精度的传感器需要



南京大学 亿像素视频直播系统 硕学论文位士 

7 

 

昂贵的开发和测试资金；另一方面，亿像素传感器的精度和稳定性也面临巨大的

挑战，而实际上，目前这类芯片的寿命都不长。[13] 

如果将来有性能稳定的搭载亿像素传感器的单相机面世，无疑它将成为亿像

素视频最好的采集系统，因为它不需要做多相机图像的拼接校正，而只需要处理

可能存在的镜头畸变和色彩问题。 

2.2 相机图像校正 

一般来说。相机拍摄后的图像和实际场景是有区别的，可能存在着形状的扭

曲和色彩的失真。前者取决于镜头工艺，后者则是成像芯片决定的。人们生活中

所使用的商业相机，通常在相机出厂时会做相应的图像校正，所以人们会有从相

机拍出的照片和实际看到的场景相差无几的感觉。但实际上，相机传感器拍到的

原始图像与实际场景是有较大出入的，所以图像校正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2.2.1 畸变校正 

相机的成像过程实质上是坐标系的转换。首先空间中的点由 “世界坐标系” 

转换到“像机坐标系”，然后再将其投影到成像平面，最后再将成像平面上的数

据转换到图像像素坐标系。但是由于透镜制造精度以及组装工艺的偏差会引入畸

变，导致原始图像的失真。镜头的畸变分为径向畸变和切向畸变两类。 

单应性矩阵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内参矩阵和外参矩阵。摄像机的旋转平移属

于外参，它描述的是相机在静态场景下的运动。真实的镜头还会有径向和切向畸

变，而这些畸变是属于相机的内参，它描述了相机坐标系与图像坐标系的关系。 

通过各种标定方法[14][15]可以计算出相机内参和外参系数。在得到相机的

内参和外参后，可以根据这些系数对相机图像进行校正，得到真实图像。 

2.2.2 色彩校正 

人眼对色彩的识别，是基于人眼对光线存在三种不同的感应单元，不同的感

应单元对不同波段的光有不同的响应曲线的原理，通过大脑的合成得到色彩的感

知。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通俗的用 RGB 三基色的概念来理解颜色的分解和合成。

理论上，如果人眼和传感器对光谱的色光的响应，基本上对三色光的响应，相互

之间不会发生影响，没有所谓的交叉效应。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如此理想,人

眼对 RGB 的响应并不是完全独立的。[16] 



南京大学 亿像素视频直播系统 硕学论文位士 

8 

 

传感器对光谱的响应，在 RGB 各分量上与人眼对光谱的响应通常是有偏差

的，当然就需要对其进行校正。不光是在交叉效应上，同样对色彩各分量的响应

强度也需要校正。通常的做法是通过一个色彩校正矩阵对颜色进行一次校正。该

色彩校正的运算通常是由传感器模块集成或后端的 ISP完成，软件通过修改相关

寄存器得到正确的校正结果。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由于 RGB到 YUV的转换也是通

过一个 3*3的变换矩阵来实现的，所以有时候这两个矩阵在 ISP处理的过程中会

合并在一起，通过一次矩阵运算操作完成色彩的校正和颜色空间的转换。[17] 

2.2.3 阵列相机图像融合 

阵列相机由于每个镜头拍摄的区域是相交的，存在着重叠区域，所以为了得

到亿像素视频，我们需要对阵列相机的图像进行融合。 

通过标定的方法可以测算出各个相机的外参，根据相机外参，我们可以获得

各个相机之间的位置关系，从而得出相机拍摄的图像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关系，

我们可以把各个相机拍摄到的图像拼接到一起。 

在实际系统中，还可以通过安置一个拍摄全景的广角相机，来获得全局的低

清图。这样能给多相机图像的融合提供参照，使融合更加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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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亿像素视频直播系统设计 

要实现亿像素视频的直播，通过网络直接传输完整画面的所有像素的话，数

据量将会十分巨大，对网络带宽的要求会十分苛刻。以当前 H264 压缩标准的正

常压缩性能来计算，1 亿像素分辨率的视频，在视频内容不太贫乏、视频画面不

太模糊的情况下，它的平均码率至少在 100Mbps 以上。即使网络带宽满足了要求，

100Mbps 的 H264 码流在发送、处理和接收时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延时，并给服

务器和客户端带来巨大的处理压力。 

然而实际上，对于很多应用场景，单一用户只对亿像素完整画面中的一部分，

或者只对全画面的一个低清全局图感兴趣。这时候实时传输亿像素画面中所有像

素的内容就显得不必要且不合理，并会对资源产生很大的浪费。举例来说，现在

大部分用户终端的分辨率是 1080P，那么我们只需要传输 1080P分辨率的画面即

可满足用户需求，而不需要传输 1亿像素；即使用户需要观看全局画面，我们也

只需要传输全局画面下采样到 1080P后的视频流，即达到了终端显示的需求。 

这种针对性的传输方法，可以极大地拓展亿像素视频的应用场景和应用思路，

更能贴近和满足观看视频的用户的需求。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应用场景的需求，我

们设计了如下几个直播系统的传输特性。 

3.1 分层的多尺度传输 

一般来说，不同用户的观看区域不同，包含两个方面：观看区域的大小不同，

可以是全局、或者是 1/N全局图；观看区域的位置不同，可以在左上、或是居中

等位置。对于观看区域大小不同的情况，我们采用分层的多尺度传输的方法来满

足需求。 

3.1.1 静态分配层级 

我们将视频分为多个层级，每一个层级对应一个放大倍率，同时也对应一个

下采样的比率。比如说，第 1层对应放大倍率 1 倍，这时显示区域为完整图像的

全局低清图，这相当于是对亿像素原视频做了宽高 N倍的下采样；第 2层对应放

大倍率 2倍，这时显示区域就为全图的 1/4大小，这相当于对原视频的 1/4 的区

域做了宽高 N/2倍的下采样；最底层对应放大倍率 N倍，这时相当于是从原视频

中裁剪出 1/N2的区域进行显示，下采样倍率为 1倍，即没有下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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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层的方式，能比较灵活地处理用户观看区域大小不同的需求。但如果

需要的层级不存在，或者更多情况是，需要的放大倍率在两个相邻层级的放大倍

率之间，那么系统将不能完全满足要求。为了完全满足要求，我们只能事先新增

足够多的层级，而这会线性增加系统负担。而且因为不可能预估出所有的用户观

看区域大小，所以需要无限地增加层级，这显然是无法做到的。 

所以这种静态分配层级的方式，我们一般会牺牲掉部分用户的需求，预先静

态分配出需求分布集中的几个层级；对于需求介于两个层级之间的情况，调整为

选择较近的层级，或者用较近层级传输后，通过图像伸缩变换，在损失部分视觉

观感和处理资源的代价下，近似地达成需求。在用户能够接收这种近似满足需求

的条件下，这种静态分配层级的方式有几个优点：一，同一层级能够被更多用户

复用，即同时能满足更多用户需求，层级内编解码、采样和切片等计算资源和内

存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二，为了满足所有用户所需要的总层级数减少，系统

的总负荷降低。 

3.1.2 动态分配层级 

动态分配层级是针对静态方法无法完全满足用户观看区域的多变性的问题

的改进方案。当用户请求某一区域时，系统根据区域大小计算出所需层级的放大

倍率和下采样倍率，新建出相应的层级并初始化相关资源，并开始运转。当该用

户改变观看区域大小时，如果该层级已经不存在其他使用用户，将该层资源回收。 

上述的动态分配方法能够非常灵活地应对各种用户观看区域大小的需求，并

且动态地分配和回收层级也不会使系统负担线性无限制地增长。但是动态分配的

方法也存在着几个弊端：一，分配出新的层级后，需要对层级内的资源进行初始

化才能正常工作，而初始化需要消耗一定的计算资源和时间；二，对于每个不同

的观看区域大小都分配一个新的层级，层级的重复利用率低，当用户数量庞大时

会对系统带来很大的负担。 

上述弊端一在直播系统中的对用户体验影响较大。在请求新层级时的初始化

耗时，会降低直播的延时和流畅性。为了直播能够获得低时延和流畅性，分配新

层级的耗时应降低到合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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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层级初始化耗时与层级内编码器数量关系图 

从系统实测情况来看，由于一般层级内有几十个编码器，所以分配新层级时

对编码器的初始化等工作的耗时会需要几秒钟。这体现在用户改变观看区域大小，

即进行放大缩小操作时，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看到图像。这在直播应用场景中，

可以划入不能被接受的范围。分配层级后初始化操作的耗时需要降低到合理范围

内，动态分配方法才更有可能体现出其价值。 

3.2 分块的多流传输 

当用户观看区域大小小于全幅大小时，观看区域会产生位置的不同。我们采

用划分区块的办法应对区域位置不同的需求。 

3.2.1 静态划分区块 

对于某一层级，即某一确定的观看区域大小，我们可以把全幅画面按观看区

域大小的宽高，划分成 MxN块，每块大小与观看区域大小相同。当全幅大小不能

整除观看区域大小时，有两个方案：一，微调该层级的观看区域大小，使其能被

全幅大小整除；二，将该层的右侧与下侧边缘补出空白区域，使补空后的全幅大

小能整除观看区域大小。这样做可以保证划分的规整性，不会破坏系统的简洁性

与稳定性。我们一般采用方案一，因为方案二需要补空等操作，会产生额外开销。 

划分好区块后，当用户确定观看区域位置时，会产生三种情况。一，用户观

看区域恰好与某一块划分区块重合，这时系统将传输一个视频流；二，用户观看

区域恰好在两块划分区域之间，这时系统将传输两个视频流；三，用户观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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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个划分区域之间，这时系统将传输 4个视频流。也就是说，与用户观看区域

相关的区块最多有四块，系统需要保证 4个视频流的正常传输。假设用户屏幕分

辨率为 1080P，那么传输时需要确保的带宽为 4 个 1080P视频流的码率。而用户

实际观看区域只有一个 1080P，所以相当于有 3 个 1080P的数据没有得到充分利

用。 

为了优化上述问题，我们将全幅画面按照 1/2观看区域大小的宽高划分，划

分区块按照 1/4 用户屏幕分辨率编码。这样一来，以用户屏幕分辨率 1080P 为

例，传输给用户的视频流最少为 4个 540P，数据量相当于 1个 1080P；最多为 9

个 540P，数据量相当于 2.25 个 1080P。相较于之前的方案，最多需要传输的数

据量节约了 43.75%，效果显著。 

 

图 3-2 静态划分区块效果示意图 

如果进一步缩小划分区块的大小，虽然可以进一步减小带宽需求，但是同时

需要传输的码流数变多，客户端所要做的拼接和显示等工作的复杂度大幅度增加。

所以按观看区域大小的 1/4划分，是节约带宽与增加系统和客户端负荷的一个平

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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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分块大小与系统带宽和 CPU占用率关系图 

3.2.2 动态划分区块 

上述静态划分区块的方法，带宽的利用率都没有达到最高，因为用户观看区

域不一定会和静态划分好的区块重合。而如果系统能从某一层级中动态的将用户

请求的位置所对应的区块切分出来，进行传输，那么带宽利用率将能够达到 100%，

即解决了带宽浪费的问题。 

我们从系统实现细节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当用户请求某一位置的区块视频

时，系统根据层级和位置，划分出对应的视频块，送入编码器编码。划分工作所

需要的初始化工作不多，而对于固定分辨率视频的编码器可以预先初始化好。因

为同一层级对应的编码分辨率固定，我们可以在每个层级中预先分配出一定数量

的编码器，当出现某一区块的编码任务后，系统分配一个空闲的编码器去编码。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动态划分所需要的系统耗时不会很长。如果该层级内收到的用

户请求数过多，需要同时编码的区块大于预先分配的编码器数量时，需要临时分

配编码器，这会消耗一定的初始化时间。所以在用户数不多的情况下，这种动态

划分的方法的初始化耗时问题不会很显著。 

但是因为用户是不可预估的，而且不同用户观看区域的位置也千差万别，动

态划分的方法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而静态方法对于两个观看区域位置略有差异

的用户，可能只需要传输同样的几个区块，复用了系统划分和编码的资源。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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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划分的方法比动态划分，能容易适应较多用户的应用情况。 

综上所述，静态划分的方法能够确定层级所需要的最大编码数量，不受用户

不确定性的干扰；由于静态的划分器和编码器都可以预先初始化，所以不存在运

行过程中初始化的耗时问题；虽然存在带宽浪费，但是在区块的重复利用率上具

有优势。 

3.2.3 视场外区块预取 

很多时候，用户并不会只固定地观看同一区域。当用户观看区域的位置发生

变化时，系统传输给用户的视频流也很可能需要改变。从用户行为来考虑，很可

能观看区域的变化是从当前区域向某个方向平移若干距离，而且这个平移操作具

有一定的速度，在平移过程中，需要有图像的移动与终点位置图像的显示。这个

过程，需要终点位置的视频，以及起点到终点移动过程中经过区域的视频流。相

对于当前观看区域来说，这些视频流都是视场外视频区块。 

这种观看区域位置的平移，可以通过客户端预取视场外区块来实现。一般来

说，预取观看区域相邻的区块就可以满足要求。而事实上，需要预取的区域大小

与平移的方向和平移的长度有关。在无法预知平移方向的情况下，并且可以确定

平移的最大长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计算出平移可能经过的区域。将这块区域相

关的区块预取给客户端，用于在平移操作时的显示。 

当采取静态划分区块的方法时，因为观看区域只是实际传输给客户端的视频

流中的一部分，所以客户端收到的数据中其实就存在着一部分视场外区域。所以

静态划分下，视场外区域所需要预取的区域可能一部分包含在传输的码流中，最

终请求的区域大小就会减小。 

而当采取动态划分区块的方法时，系统传输的仅为观看区域的码流，所有需

要预取的视场外区域都在传输码流外。由于无法预知平移方向的特性，我们将会

需要请求周围至少 8块与视场区域大小相同的视频，而且这些请求都需要由系统

动态处理和分配任务。所以视场外区域预取对动态划分区块会造成 8倍以上的负

担增加，这是难以实现的。所以静态划分的方法将更有利于视场外区域预取的实

现。 

视场外区域预取的优点是使得用户观看区域平移时，显示效果平滑流畅，用

户体验较高。代价是带宽占用的提升和客户端解码压力的增加。针对前者，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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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讲述的码率调配方案可以有效地减小其影响，使视场外区块预取的价值得到提

升。 

3.3 质量分级的多码率传输 

因为不同用户所处的网络环境不同，硬件设备不同，或者观看需求不同，其

对观看画面的清晰度的要求也是不尽相同的。当用户网络带宽较低时，或对图像

质量要求较低时，我们需要传输较低码率的视频流。这样做可以有效地节约网络

带宽，避免不必要的数据传输；在网络较差的情况下也可以避免视频丢包卡顿，

从而保证播放流畅。 

3.3.1 多码率切换 

在分层与分块工作的基础上，对于确定的某一块视频，我们将其编码为多种

码率和分辨率放入缓存。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请求对应码率和分辨率的视频。 

通常情况下，用户请求默认码率的视频。当用户切换码率时，向系统请求变

更码率的信息。系统收到请求后判断被请求的码流是否准备就绪，即是否下一帧

是 I帧。如果被请求的码流的下一帧是 I帧，则发送该码流；否则仍然发送原来

的码流的数据。这样做可以避免在码率切换时，由于新请求的码流没有准备就绪

而造成的卡住或黑屏的问题。 

3.3.2 基于 ROI的码率调配 

在上文 3.2.1小节讲述的静态划分区块方法中，提到传输给用户的视频流可

能大于一个，这样可以有效地节约带宽；在上文 3.2.3小节中讲述的视场外区块

预取，也需要系统向用户传输更多个区块的视频流。在客户端收到的多个视频流

中，用户一般只对其中一部分感兴趣，而另一部分则是次要的。这种情况下，我

们基于用户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ROI），可以对传输的多个区块分

别采用不同的码率。 

当用户观看区域划分为 9 块以上时（参见 3.2.1），很有可能用户更关注屏

幕中心区域，所以可以给中心区块选择较高码率，而给周围区块选择较低码率。

而对于视场外的区块（参见 3.2.3），因为用户在不进行操作时并不会看到这些

画面，只有当进行移动操作时才会看到，所以可以分配给最低的码率，这样可以

最小化预取视场外区块带来的带宽的额外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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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区域移动时，视场外区块会参与移动过程中的图像显示。这时因为画

面是运动的，所以视场外较模糊的区块给视觉质量带来的下降是有限的。在观看

区域移动结束后，观看区域位置发生变化，各个区块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系统

将采用 3.3.1 小节的策略，相应地切换各个区块的码率，使显示效果达到最佳。 

3.3.3 码率自适应 

在实际应用中，每个用户到服务器的网络链路都是不同的，所以他们能承受

的连接带宽也是不固定的。理想情况是，对于带宽较小的用户，服务器将降低图

像质量的较小码率的视频流传输给他；而对于拥有足够带宽的用户，服务器传输

高清的较大码率的图像。此外，如果在某一时刻，用户带宽受到某些因素影响而

降低，服务器将传输更小的码率给改用户。针对不同的带宽能力选择相应的码率

传输，就是码率自适应。 

而要实现码率自适应，需要客户端对当前网络带宽有一个实时的准确的判断

的方式。[18]当用户判断带宽不够时，则请求降低码率，判断带宽富余时，则请

求较高码率。与此同时，服务器端需要提供多个不同码率的码流供用户选择和实

时切换。 

3.3.4 可伸缩编码 

可伸缩视频编码（Scalable Video Coding，SVC）是视频编码的一种，该技

术把视频信号编码成分层的形式，当带宽不足时只对基本层的码流进行传输和解

码，但这时解码的视频质量不高。当带宽慢慢变大时，可以传输和解码增强层的

码流来提高视频的解码质量。[19] 

可伸缩的直观体现，显然是在码率上。而视频数据的分层编码和选择传输是

实现可伸缩的主要手段。所谓分层编码，就是在时间，空间，质量上进行划分，

输出多层码流（包括基本层和增强层），其中基本层的数据可以使解码器完全正

常的解码出基本视频内容，但是基本层的数据获得的视频图像可能帧率较低，分

辨率较低，或者质量较低。在信道受限或信道环境复杂时，可以保证解码端能够

接收到可以观看的流畅视频图像。当信道环境良好或信道资源丰富时，可以传递

增强层数据，以提高帧率，或分辨率，或视频质量。而增强层是可以多层编码的，

这就意味着，在视频码流总码率的范围内，接收到的码率越大，视频质量越好。

相对于原来的视频编码标准，一次编码后的视频码流就固定了，对于不同的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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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需要对同一内容多次编码，可伸缩视频编码有效的解决了之前编码标准输

出码流的不灵活性，一次编码，可以适应多种不同信道。[20][21] 

SVC 编码能提供一个单独的多层嵌套码流．从这个码流中可以抽取些子码流

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子码流可以是较低的帧率和空间分辨率．或者在帧率和空间

分辨率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比特率(也就是不同的视频主客观质量)。一般说来，

子码流能满足网络传输速率及终端用户和设备对视频在空间、时间和质量等方面

的需求。 

SVC 相比于单层码流编码后再进行多次转码的操作，可以减少计算复杂度和

去除码流之间的冗余，节约空间，也不会产生因为转码而降低图像质量。但是，

在实际应用中，使用 SVC技术会较大地增加用户解码时的计算复杂度。而且，在

实际系统中对一个视频进行多码率编码可以同时进行，其平均耗时和编码性能与

SVC 相比并没有明显劣势。SVC 在性能进一步提升以及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会有更

好的应用。 

3.4 视频传输时的流媒体通信协议 

流媒体是指采用流式传输的方式在网络播放的媒体格式。它是指用一个视频

传送服务器把节目当成数据包发出，传送到网络上。用户通过解压设备对这些数

据进行解压后，节目就会像发送前那样显示出来。[22] 

通信协议是指双方实体完成通信或服务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和约定。协议定义

了数据单元使用的格式，信息单元应该包含的信息与含义，连接方式，信息发送

和接收的时序，从而确保网络中数据顺利地传送到确定的地方。在计算机通信中，

通信协议用于实现计算机与网络连接之间的标准，网络如果没有统一的通信协议，

电脑之间的信息传递就无法识别。 通信协议是指通信各方事前约定的通信规则，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各计算机之间进行相互会话所使用的共同语言。两台计算机在

进行通信时，必须使用的通信协议。[23] 

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流媒体通信协议。 

3.4.1 RTSP协议 

该协议族 RTSP 是建立在 TCP 之上的，RTP、RTCP 建立在 UDP 之上。不过也

可以通过交错的方式，将 RTP和 RTSP一起在同一个 TCP连接上传输。 

RTSP 协议，是最早被提出来的，因此很多考虑的地方，都还带有早期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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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24]比如使用 UDP，是考虑到传输的效率，以及视频协议本身对丢包就有一

定的容忍度。但是 UDP 协议，显然不能用于更大规模的网络，而且复杂网络下路

由器的穿透也是问题。从视频角度而言，RTSP协议族的优势，在于可以控制到视

频帧，因此可以承载实时性很高的应用。这个优点是相对于 HTTP 方式的最大优

点。RTSP 协议族的复杂度主要集中在服务器端，因为服务器端需要读取和处理

视频文件，寻找到具体的视频帧，而且可能还需要进行倍速播放（就是老旧的 DVD

带的那种 2倍速，4倍速播放的功能），倍速播放功能是 RTSP协议独有的，其他

视频协议都无法支持。缺点是服务器端的复杂度也比较高，实现起来也比较复杂。 

3.4.2 DASH标准 

DASH（Dynamic Adaptive Streaming over HTTP）即自适应流媒体传输，简

单概括来说，就是在服务器端提前存好同一内容的不同码率、不同分辨率的多个

分片以及相应的描述文件 MPD，客户端在播放时即可以根据自身性能以及网络环

境选择最适宜的版本。[25] 

DASH 和 HTTP Live Streaming（HLS）技术相似，MPEG-DASH通过把内容分

割成小的基于 HTTP 的文件段序列，来进行流媒体播放。各个文件段可以设置成

不同的比特率进行编码，以满足不同的客户端的网络需求。比如，DASH客户端可

以根据当前的网络状况，自动选择对应的最匹配的比特率文件段下载，进行回放，

而不会引起停顿或重新缓冲。这样，DASH 客户端可以无缝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网

络条件，并提供高品质的播放，而能够尽量减少播放的停顿或缓冲。 

DASH，作为一种基于 HTTP的自适应码率的流媒体传输解决方案，在 2012年

由 ISO/IEC 发表，正式成为国际标准。DASH使用现有的 HTTP Web 服务器基础设

施，不需要进行修改。不管是互联网连接的电视，电视机顶盒，台式电脑，智能

手机，还是平板电脑，智能手机，这些设备都可以采用 DASH 对互联网提供的多

媒体内容（视频，电视，广播等）进行播放。DASH 技术与编解码器无关，可使用

H265，H264，VP9等任何编解码器进行编码。 

3.4.3 HLS协议 

是由苹果公司实现的基于 HTTP的流媒体通信协议，并成为 Quick Time X和

IPhone软件系统的一部分。苹果的 IPad也有支持 HLS的能力。 

HLS 传出的视频文件为基于 MPEG2文件的切片，每个媒体切片在服务器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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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存放。在一个流媒体文件分片过程中，视频处理程序读取连续的输入流，将其

切割为等长的切片，默认长度为 10 秒。该程序还会生成一个 m3u8 格式列表文

件，其中包含了切片列表和每个切片的具体信息。m3u8是 m3u列表格式的扩展，

m3u8文件具有两层分级架构，在文件起始处用#EXTM3U 标签以示区别。在一级列

表中，以#EXT-X-STREAM-INF标签起始提供各比特率的视频列表地址，该地址可

以链接到另一个二级 m3u8文件上，二级 m3u8列表提供了所有同一比特率的视频

切片的时长和 URL地址。[26] 

HLS 协议的流媒体传输过程是首先服务器在资源准备阶段将不同比特率的

视频切片并分别存储，同时生成两级或更多级的 m3u8 文件。传输开始时，客户

端首先从服务器上请求并下载 m3u8 文件，通过解析该文件得到视频切片信息，

选择适合当前状况的切片，提取出该切片的 URL 地址，直接通过该地址向服务器

发起请求。因此，服务器端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处理，任意 Web服务器都可以配置

成支持 HLS协议的服务器。[27] 

3.4.4 私有协议 

在我们的实际系统中，我们要实现亿像素视频的直播，且需要支持多码率切

换、码率自适应等功能。基于 HTTP 传输的 DASH 与 HLS 协议比较符合我们的要

求。但是在测试中，我们发现 DASH 与 HLS 协议都需要将视频切分成小段存储为

文件缓存起来。在亿像素视频的实际应用中，这样缓存的文件会非常多，对硬盘

读写产生巨大的压力。事实上，硬盘读写的耗时难以维持 30fps的直播需求。 

在测试中，我们发现，如果能把缓冲帧保存在内存中，会大大减小读写的耗

时。所以，实际系统中我们暂时采用自己定义的协议标准。采用私有通信协议可

以最大限度地调整和满足我们系统的需要，实现其应有的功能。私有协议可以通

过灵活的策略来使得传输性能最大化。缺点则是非标准化，无法与其他标准协议

对接。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在系统开发成熟后再考虑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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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亿像素视频直播系统具体实现 

根据第三章设计的系统特点，我们采用 1个分配服务器和若干个工作服务器

来实现。分配服务器负责统筹整个系统的运转，而工作服务器负责完成分配给自

己的处理层级与区块的任务，并把码流推给指定地址的用户。 

分配服务器是全局的管理者。它首先要读入系统的配置，得知系统的输入是

什么形式，系统分层与分块的信息，工作服务器的数量与性能。根据这些全局的

信息，分配服务器将任务细化并下发给各个工作服务器去完成。然后分配服务器

开始监听客户端连接，并把系统的结构信息发给客户端，以供用户请求想看区域

的视频。 

工作服务器是系统任务的实现者。它收到分配服务器下发的任务后，分配好

由自己负责的各个层级和区块，初始化必要的模块和资源。在收到分配服务器的

同步命令后开始工作，从视频源取流，进行解码、切片、编码等处理，并且在收

到用户请求时发送相应的码流。 

从硬件角度上来说，分配服务器主要负责的工作只是统筹、分发和同步，具

体的工作量比较小，比较适合用一台稳定性高、性能较弱的服务器来完成。而工

作服务器需要完成高负荷的视频流处理任务，需要用一台或多台图形处理性能较

强的服务器来担任。在实际场景中，也可以用一台工作服务器来兼任分配服务器

的工作，降低所需硬件需求。 

 

图 4-1 亿像素视频直播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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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分配服务器 

分配服务器需要完成的工作有：将输入源整理和排列成适合系统分配任务的

形式，将系统按一定格式分层和分块，将任务按输入源、层级和区块划分为若干

子任务，均衡地分配给工作服务器同步执行任务，监听客户端并协调与工作服务

器之间的工作。 

4.1.1 输入源视频的整合 

第二章中提到，亿像素视频的采集系统大部分是阵列相机，即系统的输入视

频源是多个相机拍摄的视频流合成的。首先阵列相机的排列可能是不规则的，比

如有些全景相机，6个摄像头拍摄水平全景，另外放 2个摄像头拍摄上方和下方

的图像；其次，相机拍摄出来的图像本身有不同程度的畸变，而且相机之间可能

存在着视场的重合。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很难保证由输入源提供的视频源校正得

到的全幅图像是矩形的。在非矩形的情况下，系统对层级的分块会难以进行。 

为了系统能够规整地划分区块，我们对输入源视频进行整合。我们规定输入

源为 MxM 块宽高比与客户端宽高比相同的视频，这样能够确保全幅画面是规则的

矩形，而且宽高比恰好适合用户观看。当实际输入源不满足 MxM的排列时，我们

将输入源按照其固有的排列形式合并起来，然后在其周围填上空白输入区块，将

其拼成规则的矩形。如果输入源的宽高比与客户端的宽高比有些许差别时，我们

在解码输入源后，对其进行尺度变换，使其满足规定的分辨率。 

 

图 4-2 输入源补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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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如上的整合操作之后，我们能够确保，输入源全部拼合起来的画面经

过宽高比固定的下采样后恰好能显示为客户端屏幕上的低清全局图。这有利于客

户端逻辑的实现和促进系统的规整性。 

同时我们也考虑了填充空白输入块后，系统编码负担和带宽开销的代价。在

较高层级，图像划分区块时可能会产生完全是空白的块，这些块实际不包含任何

有用信息。我们可以将这些块标注为无效块，只保留其层级和位置信息，将其传

输给客户端；而实际上不对其进行处理，这样基本就不会对系统产生额外开销。 

在较低层级，可能会划分出带有空白块的视频，这些视频需要被传输给客户

端。这种视频有如下特点：实际图像的有效区域为视频中的一个矩形块，其他部

分都为纯黑色（像素 RGB值为 0x000000）。为了测试这种仅包含部分有效区域的

视频编码时的额外开销，我们做了如下实验。 

用一个 1080P的 YUV视频作为测试视频，测试其编码速度和编码性能。然后

我们将该 YUV测试视频的右下角填充黑色区域，补成不同的分辨率，同时保证宽

高比等于 16:9，测试相应的编码速度和编码后大小与其进行对照。因为编码性

能与编码后大小以及编码后的 PSNR有关，所以我们控制编码时采用的 QP 值与其

他参数一致。实验结果如下。 

 

图 4-3 补空对视频码率和编码帧率影响图 

所以，对于填充空白区域后的视频，其在编码时对计算资源的消耗是有限的，

而编码后对所需带宽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综上，我们采取填充空白区域的方法

的代价并不显著，为了促进系统的规整性填补空白输入块是利大于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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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系统中，我们采用了 Mantis阵列相机作为输入源。Mantis相机采用了

位于中央的 1个广角相机拍摄全局低清图，然后用 6x3个长焦摄像头分摄局部细

节。我们采用 6x3个长焦相机的输出流作为多尺度直播系统的输入源。 

因为每个相机的输出流分辨率为 4K，满足 16:9的宽高比，所以我们不用对

它进行尺度变换。但是 6x3的排列不满足上述 MxM 的规定，所以我们要在其周围

填充空白块使其满足。在实际场景中，我们在上方填充了两行，下方填充了三行，

左右各自填充一列，拼成了 8x8的矩形排列形式。这样填充主要是考虑到在任务

分配时有利于负载均衡与负载最小化。这在 4.1.3 小节将会讲述。 

4.1.2 分层、分块与任务的划分 

在 3.1 与 3.2节，我们设计了多种分层与分块的方案，以及比较了它们各自

的优缺点。为了适应多用户观看，并且考虑到视场外预取等增进用户观看体验的

方案的实现。我们采用静态分层与分块的方法。 

选择分块方法时，我们采用了按 1/2观看区域宽高的方式划分，这样可以节

约带宽消耗（参见 3.2.1 节）。我们默认规定用户终端为 1080P，所以按照 540P

的大小确定分块后编码的分辨率。 

在实际系统中，我们将系统划分为 3 层。第一层放大倍率为 1，下采样倍率

为 16。该层分为 2x2块，每块区域由 4x4个 4K 输入块合并后下采样成一个 540P

分辨率的视频。第二层放大倍率为 4，下采样倍率为 4。该层分为 8x8 块，每块

区域由 1个 4K输入块下采样成一个 540P分辨率的视频。第二层放大倍率为 16，

下采样倍率为 1。该层分为 32x32 块，每块区域由 1 个 4K 输入块切分成 4x4 的

小块构成，其分辨率为 540P。 

在分层与分块完成后，我们就能确定系统需要完成的每一小块任务。我们以

输出块为单位划分任务。系统共有 3层，每一层对应若干个输出块。每一个输出

块是由相应的一块或者多块输入块，经过解码、合并或切分、下采样、编码的操

作后得到。由此我们确定了任务的输入块、输出块和需要的中间步骤，相应的我

们能够估算出这个任务需要的计算资源等。 

4.1.3 基于负载均衡与负载总和最小化的任务分配 

在任务划分结束后，我们需要把任务下发给工作服务器去完成。因为亿像素

直播系统分为了多个层级，所以当全部区块同时工作时，它实际处理的像素数可



南京大学 亿像素视频直播系统具体实现 硕学论文位士 

25 

 

能是一亿像素的几倍之多。我们很可能需要采用多个工作服务器来分布式处理这

些数据。在有多台工作服务器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将划分好的任务分发给这些

服务器。而为了系统能够以更好的稳定性和更高的效率来运转，我们需要一个有

效的任务分配策略[28]，使得每个工作服务器完成任务的效率最大化。 

首先，我们任务分配的目的是将工作分担给多个服务器，使系统能处理更大

的工作量。因为每个服务器工作负载都有上限，它由服务器的 CPU、内存等性能

决定。当服务器低负荷运转时，其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当服务器高负荷运转

时，它的稳定性下降，表现在我们的直播系统里则可能是处理帧率不稳定，以及

运行崩溃的概率提升；而当服务器超负荷运转时，它将无法完成规定任务，而产

生丢弃或崩溃的行为，表现在直播系统中则是丢帧以及当机。所以我们在分配任

务时，应考虑到每个服务器的负载上限，尽量保证所有工作服务器工作在适当的

工作负荷下。为此我们采取均衡分配的策略，将新增任务分配给当前负载占负载

上限的比例最小的服务器。这样能避免个别服务器工作负载过高，而其他服务器

基本处于闲置的状态。这样能充分地利用工作服务器资源，有效地提高系统最大

能处理的数据量。 

除此以外，我们可以通过总负载最小的策略来分配任务。在 4.1.2节我们提

到，每个任务包含了由某些输入块，进行某些操作后得到某个输出块的信息。首

先，因为我们是按照输出块来界定任务的，所以每个任务唯一对应一个输出块，

而且输出块之间是独立而不重合的。然而，输出块所对应的区域，或者说输入块，

是不独立的。如果把任务看做一个函数，那么这个函数是从输入块到输出块的一

个满射，即可能有一个输入块作为多个输出块的输入。如果输入有重合，那么相

应的，在处理过程中，一些步骤也肯定是重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有重叠

输入的任务分配给一个工作服务器，那么这个服务器可以省去重复步骤，复用一

些数据，做到任务操作的精简化。这样可以减轻工作服务器运行负荷，提高工作

效率。而如果有重叠输入的任务被分配给多个工作服务器，由于服务器之间是独

立的内存，无法直接复用数据；如果在服务器之间传输中间步骤的 YUV数据，一

般需要采用网络传输，一方面有传输延时，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带宽的消耗。所以

较优情况是，将有重叠部分的任务尽量多地分配给一个工作服务器，这样可以最

大化数据复用率，最小化系统总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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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划定有重叠部分的任务，我们定义任务组的概念。它是由一系列任务构

成，这些任务之间具有可以重复利用的输入源和中间步骤。任务组的负载值并不

等于它所包含的所有任务的负载总和，因为任务之间有重复步骤，所以我们在计

算负载时不需要重复计算。任务组的负载等于所有任务中不重复的步骤的负载之

和，这将小于所有任务负载的简单相加。在分配任务时，我们将以任务组为单位，

衡量工作服务器的当前负载与最大负载，分配给服务器。 

我们确定了任务组的定义和作用后，需要一个快速而有效的方法来划分任务

组。任务组的划分应该具有一个简单且利于自动化的规则，否则每次划分任务将

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 4.1.2小节讲述的分层分块的实际方案为例，系统

分为 3 层，共有 4+64+1024=1092 个任务。将数量如此巨大的任务划分到任务组

中，通过手动划分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采取按最低层分组的策略划分任务组。首先将最低层的任务分别放入不

同的任务组，因为最低层的每个任务对应的输入块最多，而且同一层里所有的任

务的输入块互不重叠，不仅如此，同一层里所有任务的输入块恰好是系统所有输

入块的合集。在完成这步工作后，对于较高层级（所有其他层级都比最低层高）

的任务，只要根据该任务输入块是否与最低层任务的输入块有重叠，来判断应该

把它归入哪个任务组就行了。可以从集合的理论具体地对其进行阐述。对于其它

层的任务，如果它对应的所有输入块是最低层某个任务输入块的子集，则最优先

归入其所属的任务组；如果它的输入块与最低层某个任务的输入块相交，则较优

先地归入该任务组；因为最低层所有任务的输入块是系统输入块的合集，所以不

存在不相交的情况。 

按照上述方法划分出的任务组的数量，等于最低层的任务数。在我们的实际

系统中，也就是 4个任务组。而在我们的实际系统中，共有 4台工作服务器。如

果以任务组为单位分配，则一个服务器分到一个任务组。然而由于空白输入块的

存在（参见 4.1.1 小节），加上输入块的分布可能存在不均匀的情况，或者当每

个任务的负载不一致时，我们分出来的 4个任务组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负载值。这

时我们可以将任务组拆分成多个任务组，来满足服务器负载均衡的需求。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当一个任务组需要被拆分来实现服务器负载均衡的需求

时，我们首先根据任务组当前的负载，和任务组的目标负载，计算出应该被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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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任务组的负载。然后，我们从该任务组内的最高层开始，往最低层遍历，寻

找最适合被切分出来的任务组。这样做是因为层级越高，每个任务对应的输入块

越少，它与当前任务组共享的操作和数据也越少。这部分任务被划分出任务组，

对系统总负载的增加也越小。选出寻找的层级后，我们以该层级为基准，用类似

按最低层划分任务组的方法，划分出一系列任务组，计算和比较这些任务组的负

载，是否与应该被拆分出的任务组的负载相近。如果相近则划分出来，排除出当

前任务组，作为新的任务组，分配给其他服务器；如果远小于目标负载，则往更

低层寻找。 

通过上述按最低层划分任务组的方法，和任务组拆分方案，我们可以实现系

统总负载最小以及系统负载均衡的两点目标，有助于系统能够在有限的硬件下完

成对亿级像素直播系统庞大的数据处理量的稳定和有效的应对。 

4.1.4 分配服务器流程 

上几个小节讲述了分配服务器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和实现细节。在这里我们总

结和梳理一下分配服务器的流程。 

分配服务器首先从配置文件中，获取系统的必要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一，

输入源信息，比如输入源的排列形式、分辨率大小、视频流地址；二，分层与分

块的形式，如层数、块数、每层的缩放比；三，工作服务器的信息，包括工作服

务器数量、地址、负载能力；四，多码率配置，如要配置的码率数量，以及对应

的码率值；五、服务器的网络配置，如自己的 IP地址和要配置的监听端口等。 

分配服务器在拥有这些信息后，开始规划全局，构建系统。首先，将输入源

整合，补空与标注出空白区域。然后将输入源整合后的全幅画面划分成 3 层，每

层按对应缩放比划分区块。根据输出块，服务器新建出相应的任务，计算任务的

负载值。接着，服务器根据工作服务器的数量、负载能力，将任务分成任务组，

并用基于负载均衡与总负载最小的策略分配给各个工作服务器。 

分配服务器在收到各个工作服务器准备就绪的信号后，同时给各个工作服务

器发送开始工作的信号。同时，分配服务器开始监听客户端，接受客户端的请求。

当有客户端连接进来时，分配服务器将直播系统的层级和区块构成发送给客户端。

客户端可以根据这些构成信息，计算出自己将要播放的区域对应某个层级的某些

区块，并向对应的工作服务器取流，解码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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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行过程中，分配服务器除了与客户端交互，也会监听工作服务器的心跳

以及一些运行信息，保证系统的正常和稳定的运转，以及在发生意外情况时进行

及时的处理。 

4.2 工作服务器 

工作服务器主要负责完成系统的具体工作。这些工作由分配服务器下发的任

务来指定。这些任务中主要包含的工作有：解码视频源的输入流，对中间过程的

YUV做尺度变换、拼接、切分等操作，编码视频流，向客户端推送视频数据。 

4.2.1 编解码模块 

直播系统的载体是在网络中传输的视频流，它是由视频数据编码而成的。编

码的工作通过降低视频数据中时域和空域存在的冗余，以较小的视觉质量降低的

代价，极大地减少了视频的数据量，使得视频更适合在网络上传输。可以说，网

络多媒体应用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视频编解码技术。 

现阶段有多种视频编码标准，其中 H264 编码在编码性能和编码速度方面都

位于前列；HEVC 编码标准编码复杂度约为 H264 的 10 倍，编码性能为 H264 的 2

倍。[29][30]考虑到我们目前系统所需要处理的数据量较大，系统潜在负载较高，

在系统硬件条件制约下，我们采用 H264来编码视频作为输出。 

即使采用 H264 编码，相比于 YUV 的变换等，编解码仍是工作服务器所有操

作中复杂度最高的工作。工作服务器在收到任务后，会启动编解码模块。编解码

模块根据任务的需求，分配和初始化解码器和编码器，等待数据传入。 

在编码器初始化时，需要给编码器传入编码参数和编码配置。编码参数包括

视频的宽高、像素格式、比特率等，编码配置则是影响编码器编码策略的一系列

特殊参数，例如参考帧数目、运动搜索方式等。其中，H264编码器拥有一些预置

（preset），来获得不同编码性能的输出流。我们比较了 H264不同 preset 的 RD

曲线和编码速度。 

在 实 际 编 码 中 ， 考 虑 到 实 际 需 求 和 硬 件 状 况 ， 我 们 选 择 采 用

preset=ultrafast和 tune=zerolatency的编码配置。在这种配置下，H264 编码

的编码耗时在 30ms内，能满足 30帧实时输出；CPU占用较小，单个 CPU 线程能

支持 10 路 540P 分辨率编码；输出码流的大小在 20Mbps 带宽下，也能支持 9 路

以上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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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试中我们还发现，在使用 preset=ultrafast 和 tune=zerolatency 的编

码配置下，加上 ref=2，subme=2，cabac，8x8dct 参数后能获得更好的编码性能。

并且与 GPU编码性能做了比较，如下图所示。 

 

图 4-4 GPU与 H264不同参数编码 RD曲线比较图 

实际系统中，一共有 3 层 1000 多个任务，其中由于空白输入块的存在，里

面很大一部分任务由空白块构成，这些任务不需要工作服务器对其进行任何操作。

实际需要的编码任务为 300多个。我们将 300多个编码任务分配到 4个工作服务

器上进行，每个工作服务器处理 80个左右的编码任务，以 Xeon E5 2683 的 CPU

处理性能是完全有能力处理的。 

然而由于系统需要支持质量分级的多码率传输，在有两个码率的情况下，每

个工作服务器需要处理的编码任务就需要翻一倍，有 160个之多。如果分层数量

再增加一层，或者码率数再增加一个，很可能编码任务的负荷就会超出服务器性

能。为此，我们用软硬件结合的方式来处理编解码。我们在服务器上插上多张显

卡，来做编解码的运算。这样做，可以分担相当大一部分计算工作给显卡，从而

减轻服务器 CPU的计算压力。在服务器计算资源紧张时，增加显卡来分担压力的

方案，相比于增加一台服务器，硬件成本要小得多。 

另一方面，编解码运算也属于视频图像处理，而大部分图像处理运算都是可

以并行化的。对于视频的并行运算，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帧级的并行，一种是帧

内的并行。帧级的并行是指，对相互独立的两帧或两帧以上的数据，进行并行运

算。帧内的并行，则是在空间领域讨论，对于相互独立的两个或多个像素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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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像素块，进行并行操作。要能并行运算，前提是并行运算的单元相互独立，这

在视频数据中是常见的。虽然视频的 P帧和 B帧是有依赖关系的，但是 I 帧则是

相对独立的，不同 GOP 之间也是独立的，都可以并行化。但是在直播系统中，为

了低延时的播放效果，服务器势必要减少视频缓存帧数。这样的话，独立而可以

帧级并行运算的视频帧是很少的。所以在直播系统中，我们所做的并行运算，一

种是针对视频级的，因为本身服务器有几百个编码任务，而这几百个编码任务是

相互独立的；另一种则是针对帧内的，对帧内多 slice采取并行化处理来加速编

码。[31] 

实际系统中，我们采用了两张 NVIDIA P5000 显卡来进行编解码运算。我们

对显卡的编解码性能和能力上限做了测试，结果如下。 

表 4-1 NVIDIA P5000并行编码性能表 

最大编码路数 25fps 30fps 60fps 

4K 12 10 5 

1080P 52 45 23 

720P 57 57 57 

540P 63 63 63 

可以看到显卡对并行编码的路数有上限的限制，即使在编解码资源未被使用

完全的情况下，也无法超过 63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解码 4K时，帧率与最

大编码路数成反比，因为此时编码资源都是被完全利用，在总的计算资源一定的

情况下，显卡单位时间内能编码的总帧数是固定的，编码帧率就和编码路数成反

比了。 

因为显卡的编解码能力有限，我们在分配编解码任务给显卡时，会查询相应

显卡的资源占用。在两张显卡资源都占满时，我们将剩余编解码任务交给 CPU来

处理。通过这种软硬件结合的编解码方式，我们在充分利用显卡资源的基础上，

将编解码运算的压力分散到显卡和 CPU 上，以最大化服务器能承载的运算压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尝试采用专用的压缩卡来做编解码运算。因为压缩卡是专

门针对视频压缩制作的，而显卡一般集成了更多功能，比如并行计算，图形渲染

等。所以相比于显卡，压缩卡的好处在于成本低，更专业，更快速。我们采用的

试开发的压缩卡，使用了 4个 3519的 CPU，可以同时编码 16路视频，平均延时

在 20ms 以内。 

4.2.2 YUV处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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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服务器中，我们接收到的分配服务器的任务，除了编解码的操作，主

要都是针对 YUV中间数据的合并、拼接和下采样等。这些操作有 YUV处理模块来

完成。 

一般而言，我们采取 YUV420P的像素格式作为 YUV中间数据的基准格式，因

为 YUV420P 是当前视频编码的主流像素格式。YUV420P 有三个通道，一个是亮度

通道，也就是 Y 通道，另外两个时色差通道，也就是 U 和 V 通道。“420”指的

是，色差信号以亮度信号采样率的一半进行下采样得到。色差下采样是利用了人

眼对亮度比色差更敏感的特性，它的目的是在较少地影响视觉效果的情况下，减

少视频数据量。“P”则是指平面式存储，即 YUV 三个通道的数据依次存储的数据

存储格式。 

不同于 YUV420P，一般显卡做的硬件编解码采用的像素格式为 NV12。这种像

素格式的亮度和色差的采样率和 YUV420P 一致，只是在 UV 通道的数据存储方式

不同。YUV420P是 YUV 通道依次存储，NV12则是 Y通道存储完后，U和 V 通道的

数据交错存放。 

因为我们采用软硬件结合的编解码，所以在硬件解码后或送入硬件编码前，

我们需要对 YUV 进行像素格式的转换。我们同样在 YUV 处理模块中完成这些运

算。 

YUV 处理模块的作用，其实就是把解码器解码出来的 YUV数据，转换成编解

码要编码的 YUV数据。只是因为编码器要编码的图像，可能是解码出来的一部分，

或者要和其他图像合并，或者需要下采样或进行像素格式转换。这些数据操作的

运算量并不大，主要都属于内存拷贝，将分散的内存整合到一起以供编码。利用

YUV数据的互不依赖的特性，我们在 YUV处理模块中大量运用了多线程并行化操

作，来提高模块的效率。 

在合并模块中，我们需要将多个 YUV数据拼合到一起。因为采用了多线程并

行处理的模块，所以我们需要数据同步的操作，加入线程锁。[32]当合并操作所

需要的所有块的数据都准备好后，释放锁并开始合并。由于输入视频中可能有空

白块（4.1.1小节），这些空白块会有相应标注。对于合并操作中出现这些空白块

时，我们并不等待其数据，而只等待非空块。当非空白的数据块到齐后，将非空

白的数据拷贝到相应位置，而直接将空白块对应的数据填 0。这样既防止了死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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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避免了额外的内存拷贝等运算开销。 

4.2.3 从输入到输出的分散式处理方法 

工作服务器从分配服务器收到任务后，主要由编解码模块和 YUV处理模块来

完成具体工作。但是分配服务器给出的任务只包含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中间步

骤实际上有工作服务器自己细化。从输入到输出的处理，有如下两种方案。 

一种是高点集中式的处理。这种方法的主旨是数据尽可能的集中和复用。工

作服务器将所有的输入源解码，将解码后的 YUV 拼接成超大像素的整图。之后对

每一层级的每一个输出视频，从整图上切分出相应的部分，进行下采样，送入编

码器。这样做的优点是逻辑简单，容易实现，所有的输入到输出的流程都是如上

的同一套逻辑。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了内存拷贝操作的瓶颈。在拼出亿像

素级的 YUV图像，从中切片下采样等操作，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使得系统无法在

30ms 内处理完一帧，无法满足 30fps 的直播帧率。因为内存读写都速度上限，

过大数据量的内存读写就是这个方案的最大的弊端。 

为了解决这个弊端，我们考虑采用灵活分散式的处理。主要思路是，先下采

样再进行拷贝，比先拷贝再进行下采样所需要的内存读写数据量要小。基于这一

思路，对于解码出来的数据，我们并不直接送去拼接成整图，而是按需进行操作

和分配，这些操作根据层级（参见 3.1）的不同而变化。我们先将所有层级分成

三种：源上层、源层和源下层。根据层级的种类，我们区分其处理流程。 

源上层，是指输出视频块所对应的区域大小比每块输入源大的层级。在源上

层中，我们需要将多块输入源解码，拼接，下采样到输出尺度，然后送入编码器。

为了减小内存读写的数据量，我们先下采样到输出尺度，再进行拼接。 

源层，是指输出视频块所对应的区域大小与每块输入源相等的层级。在源层

中，我们只需要将输入源解码，下采样，送入相应的编码器即可。这里不再需要

拼接好或是合并，比起集中式处理方案节省了处理步骤。 

源下层，是指输出视频块所对应的区域大小比每块输入源小的层级。在源下

层，我们需要将一块输入源解码，切片，下采样到输出尺度，然后编码。同样的，

我们可以先做下采样以减少内存操作。 

这种针对不同层级种类采用最适化的操作流程，能够更加细化 YUV处理，最

大限度地减小内存读写的开销和省略中间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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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模块闲置开关 

在前面章节我们提到，为了面向更大量的用户，我们采用静态分层和分块的

传输方法。在实际的系统应用中，用户数量不确定，观看的层级和区块也不确定。

很有可能有些层级、有些区块并没有用户请求。对于这些没有被请求的区块，我

们采用模块限制开关，将其一部分计算资源暂时回收。这样做虽然不能增加系统

的最大负荷，但是能有效地减小运行过程中系统的平均负荷，从而增进系统的稳

定性。 

由于当用于请求数据时，会向相应的工作服务器请求某一层级的某一区块的

数据。当用户观看其他区域时，改请求终止，并发送新的请求给工作服务器。当

用户连接丢失时，工作服务器默认将该用户的请求终止。 

基于以上流程，工作服务器使用一个计数模块，统计每一层级、每一区块正

在被请求的次数。当某一层级或某一区块的正在被请求数为 0时，关闭其相应的

模块。 

在实际系统中，我们主要在编码模块和 YUV 处理模块设置了闲置开关。没有

在解码模块设置开关是因为，解码操作并不能随时中继。因为输入源是实时的视

频流，如果中止了解码，当继续解码时，不能保证下一个接收到的帧是 I 帧。由

于解码器之前出于中断状态，如果接收到的帧不是 I帧，那么解码器无法得到图

像。解码器只有在收到下一个发送过来的 I帧时才能得到图像，送入后续的 YUV

处理模块和编码模块。这段无法解码得到图像的真空期，会造成用户请求到获得

系统回应之间的额外延时。由于这点十分显著的弊端，我们不在解码模块设置闲

置开关，让工作服务器常时保持解码。 

在编码模块和 YUV 处理模块设置闲置开关时，由于编码与请求区块之间是一

一对应的关系，所以计数模块可以相应地计算编码模块的开关的状态。而在 YUV

处理模块内，我们主要在合并和切分的两个子模块添加闲置开关。合并模块因为

和编码任务也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所以和编码模块共用一个计数器。而由于一

般一个切分模块对应多个编码模块，也就对应多个请求区块，所以切分模块需要

设置单独的计数器。当切分模块下所有的输出块都没有被请求时，切分模块才会

被闲置。 

在设置好模块闲置开关好，当服务器启动完成，还没有用户接入时，系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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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解码程序，系统的 CPU和内存消耗都非常低。在正常工作时，系统也比常时

在满负荷下运行时的开销小很多。 

4.2.5 工作服务器流程 

上述几个小节讲述了工作服务器包含的主要模块和一些关键技术。这里我们

总结工作服务器的实际工作流程。 

工作服务器从分配服务器接收到任务信息后，对编解码模块和 YUV模块做相

应的初始化操作。工作服务器采用从输入到输出的分散式处理方法，细化任务的

具体步骤，对应到各个模块中。在初始化结束后，发送就绪信号给分配服务器，

等待同步开始工作的信号。 

在工作服务器收到分配服务器的开始工作的信号后，解码模块开始从对应的

输入源取流，进行解码。模块闲置开关开始工作，初始状态下，除了解码模块，

其他模块都在关闭状态。同时，工作服务器开始监听客户端请求。在收到客户端

请求后，工作服务器打开被请求的相应的区块所需要使用的模块，得到处理后的

视频流发送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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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实测效果与数据展示 

我们搭建的实际系统，输入源采用的是 Mantis 阵列相机，架设在 13 楼的平

台上，拍摄 1km左右的城市场景。输入源为 18 个 4K分辨率的视频，直播系统总

像素为 18*3840*2160，约为 1.5 亿。我们共分了 3 个层级，第一层级对应下采

样倍率 12，第二层级为 4，第三层级为 1。 

5.1 系统实际效果 

因为第二章提到，针对不同的输入源，可能需要做不同的视频图像校正操作。

我们系统采用了两套方案来应对该需求。 

一是采取服务器端拼接校正。即从相机得出高分辨率的图像后，对其进行校

正融合，还原出亿像素的整图，再按输入源的数量和排列切割，送入多尺度加速

系统。 

二是客户端拼接校正的方案。我们直接将相机的原始流送入多尺度系统，并

将校正数据同时传入系统。这样用户收到的区块图像将是为拼接校正的图像，以

及相应的校正参数。用户的客户端根据这些参数来校正图像并显示。 

服务器端做拼接校正的优势在于，校正只需要在服务器端进行，客户端所需

要进行的操作很少，对客户端的性能要求很低。 

在客户端做拼接校正，则可以降低服务器端做亿像素级图像拼接校正的巨大

压力，将其分散到用户终端上。同时，如果一部分图像区域是没有被请求的，这

部分的拼接校正工作也能够省略。缺点则是对客户端有一定的图形计算依赖。 

现阶段我们的系统采用了客户端拼接校正的方案，其效果示意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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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亿像素视频直播系统客户端效果示意图 

5.2 系统延时分布 

直播系统的延时是影响观看体验的一个重要指标。避开传输延时，我们测试

了系统内部的延时，其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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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亿像素视频服务器端延时分布图 

延时主要产生在三个模块：解码模块，YUV 处理模块和编码模块。因为系统

采用的是多线程流水线式的处理机制[33]，所以系统的延时为所有步骤的耗时之

和，而处理一帧数据的耗时为所有步骤耗时的最大值。[34] 

当前系统的延时分布，可以计算出所有单独步骤的耗时都在 30ms 以内，能

够满足 30fps的直播输出。而开始读取输入帧到编码完成的延时，即系统的延时

在 100ms 左右。 

图 5-2 显示了系统内的延时，也就是服务器处理延时，总计在 100ms 左右。

实际场景中，如果采用公网观看直播，从服务器到客户端还有个传输延时，可能

从几十毫秒到几百毫秒；另外，客户端存在处理延时，以及服务器从输入源取流

存在传输延时。所以相比于总延时而言，服务器内部延时 100ms属于并不突出的

问题，是可以接受的。 

5.3 系统带宽占用和服务器资源占用 

系统共分为三层（下采样率 12,4,1），三码率（2Mbps，1Mbps，200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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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6x3的输入源分布结构，在第一层时用户显示区域固定为全幅画面，没有预

取流的存在（参见 3.2.3），数据量相对较小。另外如果用户观看区域在边缘区

域，边缘以外部分也不存在预取流，数据量也相对减少。为了计算实际传输所需

的带宽和资源，我们测试了用户观看每一层图像的中央区域时系统的带宽占用和

服务器资源占用。 

表 5-1 亿像素视频系统传输带宽与 CPU占用率数据表 

层级 传输带宽/Mbps CPU线程数占用 系统 CPU占用率 

1 3.7 13.67 24.41% 

2 10.4 16.48 29.43% 

3 11.8 17.05 30.45% 

总体来看带宽在 10Mbps 左右，相比于原始 1.5 亿像素视频流，带宽消耗在

10%以下。CPU占用率在 30%左右，适合长时间稳定工作。 

在第一层时系统带宽最小，在 4Mbps左右，系统资源占用也最少。带宽最小

的原因是，第一层时显示的是全景，不存在左右拖动的关系。实际上第一层只传

输了四个 540P的码流，带宽在 4*1Mbps左右。另外，因为第一层时没有预取流，

用户请求的区块少，服务器打开的模块最少，所以第一层的系统资源占用也最少。 

在第二层时，系统带宽与第三层时接近，但第二层的服务器资源占用比第三

层小。这是因为第二层属于源层，在工作服务器处理流程中优化了切分操作（参

见 4.2.3），所以开销较小。而传输带宽上，第二层比第三层略低，因为 6x3的视

频源分布，使得第二层的部分预取流其实是空白块（参见 4.1.1），这些空白块实

际是不传输的，所以带宽相对较小。CPU占用率也由于这些实际为空白块的预取

区块，它们并不会进行 YUV操作以及编码，所以节省了 CPU开销。 

纵向来看 CPU占用率与传输带宽的增长率，发现 CPU占用率的增长关系与传

输带宽的增长关系类似。这是因为客户端请求的视频块增多时，传输带宽以及系

统的 CPU 占用是相应增加的，这是由于模块闲置开关（4.2.4）的存在，没有被

请求的数据不会占用 CPU资源。而在没有用户端请求时，虽然没有需要传输的视

频流数据，但系统自身仍存在着一定的 CPU开销，这主要是因为解码模块是不受

模块限制开关的控制的（原因见 4.2.4），而且系统存在着一些线程等待和同步

的 CPU消耗。 

另外，表 5-1的数据是在单用户接入时的数据，而当多用户接入时，如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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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层级相同，区域相近，用户可能请求的是同一些视频流，系统可以复用其计算

资源；而如果层级不同或者区域互相远离，那么系统的传输带宽和 CPU占用会有

明显提升。由于系统是采用静态分配层级和区块的，通过带有模块闲置开关来优

化了少量用户接入时的 CPU占用，但系统的最大 CPU占用率是一定的，也就是所

有模块都工作时的数值。我们假设了多台服务器以满足了系统能在最大负荷下工

作。但是因为多用户接入时，带宽是不能复用的。我们考虑通过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内容分发网络）加速等方法，来应对大量用户接入时的带宽

挑战。[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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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和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了未来视频的发展方向，以亿像素视频直播为切入点，论述了

其实现的可能性并且设计和实现了其加速方案。鉴于亿像素视频图像处理时的计

算量和传输时的数据量巨大的特点，我们面向用户的使用需求，采用多尺度分层

与分块的方法来加速其处理和传输，构建直播系统。以文中的实际系统为例，加

速后的系统，对于单个用户接入时的图形计算量和传输数据量可以节省 90%以上。 

随着成像芯片的进化和阵列相机的发展，将来一定会出现更高分辨率的成像

芯片，以及更高密度的阵列相机。这意味着会有更高像素的视频，可能数亿，可

能数十亿。应对更高像素数的视频，本文的多尺度直播加速系统也会面临的更多

挑战，在新的技术下改进不足。 

本文论述的亿像素视频多尺度直播系统，是针对超大规模数据量的视频传输

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也是适用于所有具有大数据量特点的视频的一个基本的直

播系统结构。在多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今，视频的定义也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RGB 视频或 YUV 视频。像是包含深度信息的 VR 视频[37][38]，或是将颜色信号

拓展到光谱域的光谱视频[39][40]等等。这些视频都在传统视频的 RGB信息的基

础上增加了一个维度的信息。这意味着视频的数据量成倍数的上升。而用户实际

观看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块区域，或者其中几个维度的信息，这时我们就能用类

似于亿像素视频多尺度加速的方法，在服务器端做好切分和处理后传输给用户，

节约网络传输的带宽和用户的计算负担。 

在用户终端越来越小型化和便携化的发展趋势下，我们也可以调整亿像素多

尺度直播系统的策略，把计算负担尽可能多地集中到服务器端，使得用户端只是

作为一个操作和显示的工具。这样一来，用户甚至可以在手机、手表等智能设备

上观看亿像素的直播。 

相信在视频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下，亿像素视频多尺度直播系统将会有越来越

多的应用场景和越来越广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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