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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超高清（UHD，Ultra-High Definition）视频、虚拟现实（VR, Virtual Reality）

及增强视频（AR, Augmented Reality）等业务的蓬勃发展，视频观看正逐步从高

清向超高清演进。十亿像素视频在成像分辨率上突破了人眼的视觉极限，不仅能

够实现全局场景的无遗漏捕捉，还能保证局部细节的高清展示，做到大视场与局

部细节兼顾。然而分辨率提升带来的带宽需求越来越大，加之客户端的解码能力

受限，使得十亿像素视频的直播面临着巨大挑战，本文围绕亿级像素的交互式直

播系统，主要内容及创新点包括： 

1. 亿级像素视频的采集和制作。针对单个相机图像传感器成像分辨率与信

噪比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而现有亿级像素传感器存在无法适配高帧率的问题，

本文提出采用阵列相机采集加拼接的形式，在提升分辨率的同时保证成像质量。

为保证多相机采集图像的高效实时拼接，系统采用并行计算处理的方式对视频流

进行参数设定，包括分辨率、码率、白平衡以及曝光等，并在客户端通过多路局

部高清图像与单路低清广角图像之间的位置映射生成全景，以降低整个系统延迟，

达到亿级像素直播实时性的强要求。 

2. 视频推流及转发。实时传输亿级像素视频的海量数据需要网络高带宽的

支持，给视频传输带来严峻挑战。为此，本系统在传输海量视频数据前对其进行

压缩编码，并搭建了中央控制平台对各路相机进行实时流预览及远程调焦，并通

过中央控制平台统一收集各路相机视频数据，实现了视频源数据的统一推流与转

发。 

3. 多尺度分层分块视频处理。为进一步降低亿级像素视频传输对网络带宽

的需求，本系统基于人眼视觉特性，采用人眼视场区域内容高质量传输，视场区

域外低质量传输的方式，从而兼顾大视场与局部高清细节视频。具体地，系统采

集到的 19 路 4K 高清视频流进行了 3 个分辨率层级的下采样，对于每一个 4K 分



 

 

辨率原始视频，采用 H264 方式重新编码为 16 个 960×540 的视频切片，客户端

在加载时，只需传输所需分辨率层级的视频切片数据，实现 20Mbps 即可观看亿

级像素高清视频，从而降低了网络带宽需求。 

4. 亿级像素视频的交互显示。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端的视频观看需求，本系统

通过客户端平台解码视频服务器处理后的多尺度编码视频，支持视频切换功能及

缩放功能。本文采用视场外数据预取的动作，额外传输周围区域的数据进行缓存，

保证视频在拖动时的画面一致性。目前，用户可随时随地通过客户端（PC/Mobile）

观看直播状态，系统从采集端至客户端整体延迟在 500ms 内，满足直播需求。本

文提出的亿级像素交互式场景视频直播系统未来可进一步应用在体育、会议等多

种场景，引领新型直播业务形态。 

关键词：亿像素；直播交互；多尺度分层分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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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HD,VR and AR, video viewing is undergoing an 

evolution from high definition (HD) display to ultra high definition (UHD) display. 

Gigapixel video breaks through the visual limit of human eyes in imaging resolution. It 

can capture the whole scene and the local details, so both large field of view and local 

details can be ensured. But with the limitation of network bandwidth and client 

decoding ability, the gigapixel broadcast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o realize gigapixel video broadcasting. The main contents and innovations 

include: 

1. Collect and produce gigapixel panoramic video. Aiming at the na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maging resolution and signal-to-noise ratio of a single 

camera image sensor, and the problem that the existing billion-level pixel sensor cannot 

adapt to the high framerate.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of acquisition and splicing 

based on parallel cameras to improve the resolution and ensure the image qualit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real-time mosaic of multi-camera images, the system uses 

parallel computing to set the parameters of video stream, such as resolution, bitrate, 

white balance and exposure, and generates panorama by mapping the position between 

local high-definition images and a low-definition wide-angle images on the client side.  

So, the whole delay of the system is reduced and the system can achieve real-time 

gigapixel broadcasting. 

2. Transmission and forwarding of video streams. Real-time transmission of 

gigapixel video data requires the support of high bandwidth network, which brings 

serious challenges to video transmission. For this reason, the system compresses and 



 

 

encodes the massive video data before transmitting it, and builds a central control 

platform to preview and focus the real-time streams of all cameras. This platform 

collects the video data of all cameras, thus realizing the unified push and forward of 

video streams. 

3. Multiscale hierarchical block video processing. In order to further reduce the 

demand for network bandwidth for gigapixel video transmiss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vision, the system adopts the high-quality transmission of 

visual field area content and low-quality transmission outside the field of view, thus 

can achieve both large field of view and local high-definition detail video. Specifically, 

the 19 4K videos collected by system are sampled at 3 resolution levels. For each 4K 

resolution original video, the system re-encodes 16@960x540 slices by H264. When 

the client loads, it only needs to transmit the required resolution level video slices. So 

the client just needs 20Mbps to watch the gigapixel video, reducing the network 

bandwidth requirements. 

4. The interactive display of gigapixel video. In order to meet the video viewing 

needs of different clients, the system decodes multiscale video stream and supports 

video switching and zooming. To ensure the consistency of scene when the video is 

dragged, this paper caches the data outside of the view in advance. For now, users can 

open the client to watch live video at anytime and anywhere both in PC and mobile. 

The overall delay of the system from the acquisition terminal to the client is less than 

500 ms, which meets the demand of live broadcasting. The interactive gigapixel 

broadcasting proposed by this paper would be used in sports, meeting and so on in the 

future, enriching the form of live broadcasting and leads the UHD broadcasting in the 

era of big video. 

Keywords: Gigapixel;  Interactive broadcasting;  Multiscale hierarchical 

block process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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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引言 

信息技术革命以来，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对视频、声音、文字等信息的产

生及传播带来深远的影响[1]，传统媒体电视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数字视频流所取

代。电子消费升级以来，人们日常面对的视频来源于三个方面：手机、电脑、电

视。目前无论是手机、电脑还是电视都在朝着更高分辨率、更高速度以及更智能

的方向发展[2]。近年来短视频、直播兴起，如图 1.1，VR/AR、AI 等成为行业新

风口。Gigapixel、云直播、视频直播车等新技术不断涌现，成为未来视频业务核

心竞争的关键。 

专家预测，至 2021 年，视频流量将占据整个互联网流量的 80%，并且 2019

年我国的在线直播用户规模将达到 5.01 亿人。网络直播行业呈现多元化趋势，

然而当直播业务渗透率不断提升时，用户对直播视频质量和效果的需求也在不断

提高。视频直播在线观看用户不再满足于单一视点的视频观看，而是期待更广的

视场，对于视频清晰度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同时随着网络社交化愈加明显，用

户呈现出更高的互动需求，如近两年火爆的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在如今直播

平台已趋近饱和的背景下，唯有更加符合需求的、更加优质新鲜的直播内容，才

能提高用户体验，满足更细“颗粒度” 的用户感受。因此，以亿级像素分辨率为

代表的大视频直播，突破了人眼极限，满足用户更个性化的观看需求，成为未来

视频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图 1.1 视频发展趋势 

1.1 研究背景 

目前 4K、8K 以及 VR、AR 业务蓬勃发展，视频观看正经历从高清显示向

超高清显示发展。2017 年 11 月，“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纳入了要发展 4K 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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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电视的规划。政府等各方面对于超高清视频产业的重视，表明中国的超高清

视频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如图 1.2，超高清视频产业是以超高清视频的采集、

制作、传输、显示为主的相关经济活动[3]。近几年，4K 电视、8K 显示不断发

展，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超高清产品，视频直播也在朝着超高清方向发展。 

从技术层面来讲，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视频分辨率越来越高，从高清，超

清发展至4K、8K以及VR/AR，甚至亿级像素、十亿像素相机出现。相比于普通

的相机拍摄的百万像素，十亿像素场景能够实现一个画面掌握全场动态，在大视

场角下同样能够实现远距离监测的能力。目前在城市的安防监控中，固定点位安

装的枪机、球机基本覆盖了大部分的重点区域，然而在实际办案中，或者是重大

比赛、群体性活动中，往往目前的定点设备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拍摄距离不够远、

视场角度受限、清晰度不够高导致无法捕捉场景全程细节，因此对于城市的安防

监控、重大赛事、大型活动等等，迫切需要一种便携式的“大场景、广角覆盖、

超高分辨率”的视频设备直播观看系统，因此十亿像素的视频直播受到各界的密

切关注。十亿像素视频能够实现现场的全程细节毫无遗漏的捕捉记录，一台亿级

像素系统相当于72台1080P相机捕捉效果，从而减少相机布点的硬件和人力成本。

随着计算摄像学（硬件+视频图像处理）的不断研究发展，成像的像素级别和质

量仍然在继续突破，未来将在体育直播、大型文娱活动等多个领域有巨大应用前

景。 

 

图 1.2 超高清视频产业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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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十亿像素产品早年已经被用在如监控、超高分辨率测量等专业领域，

但普通用户无法接触，更无法感受十亿像素带来的视觉体验。然而该类产品 1 台

相机通常服务于 1 个终端，最多 2-3 台终端，仅局限于工业摄影以及军用级别本

地监控的应用场景，无法满足上亿人并发的在线网络直播观看。同时，由于像素

不断突破，用户能够看到的距离越来越远、视角越来越广也越来越清晰，然而用

户的注意力有限，短时间内关注的区域也有限，因此对于大视场、远距离的视频

直播观看而言，用户有自主选择观看区域的需求，看多远、看哪个区域不同的用

户其选择也不同，因此在实现大视场、远距离的视频直播的同时，需要给予用户

更多的自主交互性。 

综上，以十亿像素为代表的超高清视频直播，将打破目前直播行业只能停留

在百万像素级别的限制，进一步升级目前大视频下的直播行业，提升用户的视频

观看体验，引领大视频时代的到来，带动社会经济效应。在系统的实现上，由于

其在像素上的不断突破，传输码流越来越大。如何针对十亿像素级别视频进行处

理传输，突破现有的网络带宽等限制，摆脱原有上亿像素产品应用只停留在工业

级别的限制，能够满足多人高并发状态下的视频在线直播，同时提供更多的自主

交互性，成为未来大视频直播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也是本文的重点解决问题。 

1.2 研究现状 

1.2.1 亿像素技术发展现状 

自从电子相机[4][5]出现以来，图像传感器分辨率在不断提高，然而自从相

机达到 1000 万像素的规模后，分辨率上的提高进展愈来愈慢。虽然市面上有 1

亿和 1.5 亿像素的图像传感器（如索尼 IMX211 和 IMX411）[6]，但是更高的分

辨率并不意味着更高的图像质量。相反，对于给定的传感器区域，拥有更多像素

的传感器其像素尺寸越小，因此在实际应用中的信噪比很低。高质量的大型传感

器不但价格昂贵，也无法支持高帧率运行。因此亿级像素成像技术的研究采用多

镜头或者单镜头多次拍摄的方式实现。例如 Johannes Kopf 提出了一种专门的捕

获设备[7]来获取几乎无限分辨率的图像，系统采用了一个长的远摄镜头在较短

的时间内变换位置规则地在网格上进行捕捉，最终缝合为十亿像素的图像。2012

年美国 David Brady 教授采用摄影阵列相机系统[8]实现亿级像素成像。该系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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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98 个相机的光学结构设计同时捕捉，将捕获的图像进行拼接融合，从而达到

9.6 亿像素。但以上系统仅停留在图像层面，无法实现高帧率的实时播放，满足

实时直播的需求。 

在亿级像素视频工业界方面，很多公司研发的复眼式相机，基于复眼成像的

原理，已经可以达到数十亿级别的超高清像素。泰邦泰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研究的复眼监控相机可以实现上亿像素及以上级别的成像技术，专门应用于大场

景区域的视频监控，如机场候机大厅、机场飞机道等等。目前，该公司成功研制

出全球安防摄像监控的最高分辨率设备，拥有 4 亿成像像素的摄影系统，超高的

分辨率相当于 20 余台传统枪机的监控效果，因此降低了硬件成本，同时规避了

来回切屏查看监控的繁琐操作，大大提升用户的监控视觉体验；源信光电研制的

用于安防领域的复眼式相机，同样可以替代数十台摄像机。复眼成像技术加持的

视频监控能够观察到更远更宽更清晰的目标观察区域，另外，对于监控视频能够

在任意时段实现任意区域细节的调取查看，从而实现细节与大视场同时兼备以及

全时段的监控。然而该类产品目前只局限于安防要地、机场大场景、军事边境的

安防管控上，并且由于视频传输、网络带宽的限制，1 台相机通常服务于 1 个终

端，最多 2-3 台终端。无法达到民用级别，无法实现视频直播的应用。 

1.2.2 亿像素技术在直播中的发展 

在超高清视频直播的前端设备、播放以及应用等方面，日本一直在积极推动

产业的落地应用。当前日本的各类广播、TV 等方式更多的只能实现 4K 分辨率

的内容播放。相比于传统直播，VR 直播作为大分辨率视频的直播，也最少需要

2K@30Mbps 的数据量，国内的直播平台其技术储备、分辨率、刷新率、码率均

存在不足，无法提供画质清晰、流畅的内容。针对亿级像素场景的直播，当前阶

段有方法采用多镜头图像拼接的方式进行亿级像素的显示，然而实时帧率下的显

示对于计算处理性能仍有较高要求，目前最接近亿级像素直播的英特尔 True 

View 技术，如图 1.3 所示，通过采用多个超高清 5K 相机进行全场区域的覆盖，

实现场景的三维立体数据捕捉（空间分辨率和深度信息），利用这些像素进行三

维回放的渲染和产生一些精彩瞬间的多视角视图，但该技术更多的在于精彩瞬间

的回放而非实现实时的直播效果。该技术加持的 Intel True VR 直播在 2018 年第 

23 届平昌冬奥会进行奥运赛事的现场直播，总共录制了 30 场奥运比赛。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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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采用的立体吊舱（每个吊舱包含 12 个 4K 相机）并且在每场比赛设置 3-6 个

摄像机机位，每组摄像机 1 小时产生的数据量超过 1TB ，通过光纤传送至技术

中心，然后被渲染处理为 360 度 3D 立体视频给观众。用户在直播比赛中切换

多个视角。直播期间，用户不仅能够看到现场比赛情况，还能进行实时结果查看。

直播结束后，用户可以观看比赛重播情况。Intel True VR 提供了比赛中的多个高

能瞬间观看，满足用户身临其境的现场体验。然而 Intel True VR 直播也未达到亿

级像素直播水平，此外该直播只能“呆在原地”，即使机位增加，景深也不会改变。 

针对上文提到的真正意义上亿级像素场景的直播，并且满足用户交互式的

互动需求、支持用户能够看到多视角不同尺度的清晰视频，在大视场场景直播

中也能够实时追踪局部细节场景的直播需求，目前仍然没有相关产品有实质性

的进展，本文提出的亿级像素场景交互式直播系统，将突破百万千万像素的限

制，开启大视频时代下亿级像素的直播模式，同时服务于国家重点区域安防、

体育文娱重大赛事、重要会议的直播，构造用户交互新体验。 

 

图 1.3 Intel True View 全场相机覆盖 

1.3 研究难点和挑战 

当前，超高清视频直播已经走进群众视野，但如果实现流畅度高、高清晰度

的内容直播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普通的 4K 视频若想流畅地实时播放，至少需

要 30M 到 50M 的网络带宽，亿级像素视频的直播，则意味着更高的分辨率以

及更高的带宽要求，加之大多数家庭配备中，往往存在着两台及以上的观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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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带宽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则会引起画面卡顿，大大影响用户观看体验。在显示

播放上，现有的视频播放器最多达到 8K 分辨率播放水平，然而其计算成本较高，

对客户端解码能力也具有较高要求。因此视频分辨率由百万级别升至亿级像素、

十亿级像素时，服务器与客户端的能力均有待考量。目前十亿像素等大分辨率视

频的直播主要面临以下四大挑战问题: 

（1）服务器计算能力 

对于高分辨率的视频，对于硬件设备的要求较高。而直播的应用场景对实

时性的需求则需要更高性能的 CPU、GPU 以及相关计算存储能力。12 核的

CPU 处理器解码 1080P 视频的时间在 2ms 左右，而当分辨率提升至 4K，若满

足正常直播需求，CPU 处理器的核数至少在 48 核，还需硬件编码以提升编码

效率。因此针对亿级像素视频的实时直播，为满足实时性的要求，需要超强的

硬件计算（CPU+GPU）平台。 

（2）网络带宽的限制 

实现高质量画质的视频直播，需要调整压缩参数控制视频流的较高码率，会

造成较大的带宽压力，而如果经过压缩后的视频，带宽大幅降低，同时也损失了

一部分观看体验。对于一个 4K 视频，在画面内容可观看的情况下的码率在

10Mbps 左右，对于亿级像素，其平均码率将在 120Mbps，大多数的网络带宽已

无法满足，还会造成无法容忍的传输延迟。 

（3）客户端解码能力限制 

传统的视频假定捕获分辨率（如 1080P、4K、8K）和显示分辨率匹配，目

前亿级像素的视频任何显示器都无法支持，因此要实现亿级像素级别的流畅播

放，系统需要对视频流进行缓冲和转码，以满足显示要求。 

（4）交互方式单一，视频观看体验亟需升级 

目前的视频直播大多数呈现出“呆在原地”的状态，景深无法改变，用户无法

调节观看距离，对于亿级像素的大分辨率场景直播而言，由于分辨率较大，用户

能够观看的视野更广，包含的细节更多，内容也更加分散，相比于整体的全局场

景，用户往往会对该大场景下的某一局部细节感兴趣，不同用户的观看区域需求

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更个性化的交互方式，将用户的视频直播体验从现有的“被

动接受”到“主动交互”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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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围绕以上四大关键问题，针对十亿像素超高清视频直播，进行十亿像

素场景交互式直播研究并进行落地搭建测试应用。 

1.4 主要研究内容 

围绕当前亿级像素相机视频中码流传输、服务器计算资源、客户端解码能力

受限、交互方式单一等问题，本文主要针对亿级像素视频的直播交互，解决超大

像素视频不能整体压缩、传输带宽高以及视点交互方式单一等问题，通过云端服

务器搭建与实际系统应用落地，最终实现多用户多台终端设备，同时在线观看直

播内容。 

（1）阵列式并行采集处理 

本文采用阵列式相机结构来实现像素从百万级到亿级像素的演进，采用阵列

摄像机（19×4K）同时进行视频数据的采集，该方式易于视频的并行处理，同时

降低系统成本和复杂度。系统将采用 10 个板载服务器对微相机进行并行处理，

实现各个微相机视频的分辨率设定、码率控制、亮度等画质调节，并通过渲染服

务器与之连接，实现数据流的实时预览，观看各个小相机拍摄的实时画面并作出

及时调整。 

（2）分布式拼接建模 

不同于单帧图像的拼接处理，本文采用分布式的拼接结构，即对于一个新的

场景，首先利用软件或算法进行场景建模，通过对相机获取的图像进行特征提取

匹配，融合为一张完整图像，本文分别采用软件工具 Hugin 和基于拼接算法 surf

进行建模，输出每个相机的拼接参数，在客户端进行显示时，只需传送对应区域

的视频以及拼接参数进行变换，从而保证视频直播的实时性。 

（3）多尺度视频处理 

针对用户对于亿级像素场景下不同区域的观看需求，本文对采集到的原始视

频流进行不同尺度的下采样，如 4K 层级、960P 层级等，满足用户不同的观看层

级需求。另外考虑到显示设备的屏幕分辨率，本文还进一步对原始的 4K 视频流

进行切片处理，从而传输较少的视频块，降低带宽压力。 

（4）视频交互显示 

在显示播放上，考虑到用户往往会对该大场景下的某一局部细节感兴趣，且

不同用户的观看区域需求也不尽相同，在系统实现上，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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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客户端对用户的交互动作进行反馈，服务器在收到反馈后传输相应的视频

流，在本系统的客户端播放中，本文开发了专门的客户端平台，支持 PC 和移动

端的下载播放，在观看时用户能够对实时视频进行放大、缩小以及拖拽等一系列

交互动作，观看用户感兴趣的视频区域以及视频层级。 

1.5 研究贡献和组织结构 

1.5.1 研究贡献 

本文提出的亿级像素直播系统，突破目前4K、8K等百万级别像素的直播限

制，解决了服务器计算能力、网络传输、客户端解码能力、交互方式单一等四大

关键问题，开启大视频时代下超高分辨率的直播模式，同时服务于国家重点区域

安防、体育文娱重大赛事、重要会议的直播，构造用户交互新体验。 

在视频采集处理上，本文采用阵列并行式相机进行一个平面内的多路视频采

集，突破了百万像素或千万像素级别的限制，达到亿级像素级别的场景捕捉。同

时视频源并行采集、编码、传输的架构设计，降低了系统的成本、处理的复杂度

以及系统延迟。在网络带宽限制上，本文采用的多尺度分层分块视频处理方法，

对原始视频流进行了不同尺度的下采样以及切片设置，根据客户端的实时需求反

馈相应区块的视频流，从而降低了带宽的压力，使用户在家庭网络带宽下也能够

实现亿级像素视频的直播观看。在交互方式上，用户能够对实时直播的亿级像素

视频进行主动交互，通过缩放以及拖动等行为选择相应区域追踪观看，摆脱了传

统直播中被动接受观看内容的现状，使用户拥有更多的主动性。Giga亿级像素直

播系统的建立，未来将应用落地于安防体育等中小场景，丰富视频直播生态。 

1.5.2 组织结构 

本文的章节结构如下： 

第一章通过超高清视频直播的发展前景，引入十亿像素超大分辨率视频直

播的研究现状以及难点和挑战。针对这些难点与挑战，本文进行十亿像素直播

交互系统的设计与搭建，并通过实地部署进行应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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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介绍了视频直播的理论知识，其中包括视频直播的整体架构、高分

辨率图像的获取以及拼接融合算法、高分辨率视频的编码传输和终端显示的知

识内容。 

第三章介绍了亿级像素交互式场景的整体架构设计，基于系统需求，提出

系统的功能性需求和性能需求。在架构上，分别从亿级像素视频图像的获取、

编码传输和客户端交互部分进行设计和说明。 

第四章为亿级像素场景交互式的具体设计与实现。包括对采集图像的预处

理、拼接融合技术、视频处理传输技术和十亿像素场景的交互式显示。其中详

细介绍了Gstreamer、Hugin、Openseadragon等开源库，分别用于视频采集、图

像拼接以及用户终端交互。 

第五章为亿级像素交互式的系统构建与实际测试结果。从系统实际搭建所

涉及的硬件设施、搭建手段、各个服务器端的通信、用户端显示交互等环节进

行了详细介绍。在实际测试中，从功能需求和性能需求的角度展现了系统最终

能够实现的多个功能，分别展示了单台阵列相机zoom功能、多台阵列相机的视

点切换以及PC、mobile、平板客户端直播的实时效果。最后通过系统的拼接效

果测试以及延迟测试证明本系统直播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第六章阐述了本系统的总结和展望，包括对本文工作的总结，以及系统需

要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并针对优化内容进行未来工作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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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高分辨率视频直播相关技术 

本章主要介绍针对大分辨率视频直播的相关技术知识，包括大视频直播的

系统架构、高分辨率图像的获取以及拼接融合算法、高分辨率视频编解码传输

和终端显示的知识内容，为十亿像素场景交互式直播系统的开展奠定基础知识

储备。 

2.1 视频直播系统架构 

视频直播指发送端进行视频采集，经过编码封装、直播推流以及分发网络，

最终在客户端实现解码播放。无论是普通视频的直播，还是 4K、8K、360 度全

景、亿级像素等高分辨率视频直播系统，其主要系统流程一般包含：直播视频的

采集、预处理、编码、推流、视频分发、终端显示，且该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均依

赖于前一个环节的支持，如图 2.1 所示： 

 

图 2.1 视频直播基本流程 

其关键阶段工作内容如下： 

视频采集：在商业领域的大部分场景，直播的视频采集设备大多使用各类高

清摄像机，针对不同的场景需求，还会使用摄像头、手机、平板、无人机等。不

同的采集设备最终编码成 H264/H265 等视频格式。采集设备的选择主要取决于

现场人数、环境条件以及直播内容等，目前常见的直播场景如会议活动直播、教

育培训直播以及体育赛事直播，大多采用 1-2 台高清摄像机，大型活动多机位高

清摄像机即可满足。然而针对高分辨率视频的直播，比如 8K 的 VR 视频直播、

360 度全景视频直播，往往需要多台相机共同采集，并且相机排列之间存在一定

位置和角度要求，从而实现分辨率的提升和用户沉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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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视频采集完成后，为了增强现场效果，通常在编码前对原始数据

进行处理，如添加时间戳、美颜、自定义过滤以及添加水印等等，常见的音频

预处理则包括混音、降噪以及声音特效等。 

压缩编码：网络视频直播系统的核心在于编码和传输两部分。视频编码的编

码性能、编码速度以及编码压缩参数的选择直接影响传输成本和用户体验。目前

视频直播由于考虑到显示器的解码支持，普遍还是采用 H264 进行编码处理，对

于 4K、8K 等超高分辨率的视频，H265 编码也逐渐被广泛采用，以获取更高的

压缩效率。 

推流：该过程采用流媒体传输协议将视频推流至服务器，目前 RTMP（Real 

Time Messaging Protocol,即实时消息传输协议）协议在直播领域中使用较广。视

频推流的主要挑战在于网络的不稳定性以及延迟问题。 

分发：随着移动直播与游戏直播的爆发，网络直播平台面临亿万用户高并发

收看情况，因此为解决高并发问题，采用 CDN 分发网络，提升终端用户的观看

体验。 

终端显示：客户端实现直播内容的播放，随着分辨率的不断提高，客户端解

码面临着低延迟、秒开等问题。另外，在移动端的显示上，仍然存在硬件解码的

兼容性问题。 

2.2 高分辨率视频图像处理技术 

目前发展迅速的高分辨率视频主要包含 8K、360 度全景视频，在 VR 中也

被广泛使用。超高分辨率的视频一般通过多个相机共同拍摄拼接而成，用户能

够看到不同视角的视频场景，分辨率更高，图像也更加清晰，因此具有更高的

沉浸感。相比于单个相机的高清视频，多相机捕捉到的全景视频具有更大的数

据量、同时要求较高的同步、拼接等处理技术。 

 

2.2.1 高分辨率图像与视频获取 

目前高分辨率图像主要是指超越目前主流分辨率（1920x1080）的 4K、8K、

360 度全景以及本文提到的亿级像素图像。对于此类分辨率的视频图像获取，一

般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图像传感器，目前市面上已经具有视频速率以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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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帧率的 4K 传感器，图像处理的管道也针对 4K 系统进行了优化。当分辨率提

升至更大的亿级像素、十亿像素时，对于给定的传感器区域，像素越多其像素尺

寸就越小，意味着在光子收集时的信噪比也就越低。虽然增大传感器的尺寸可以

带来更多的像素，但当传感器尺寸增大时，其价格也就越昂贵，也无法保证能以

高速帧率运行。第二种则是采用多相机捕捉加拼接的方式，通常常见的相机捕获

采用鱼眼镜头宽视角捕获和多个普通视角相机捕获。早期全景视频采用鱼眼镜头

以获取更大的视角，但鱼眼镜头拍摄存在严重的边缘畸变，且视场角难以超过

220 度[9]。现阶段更多采用普通相机进行一定的光学平面结构设计的方式得到不

同视角的视频，如图 2.2 所示，但同时也面临着图像拼接带来的实时性问题与同

步性问题。相比于利用图像传感器获取更大像素的视频图像，该方法的优势在于

最佳阵列尺寸设计下，每像素的系统成本能够最小化。本文的亿级像素场景的捕

获采用的就是阵列相机采集的方式。 

 

图 2.2 光学设计实现多相机捕捉[10] 

2.2.2 图像拼接融合 

多相机阵列高分辨率视频由多个相机同时拍摄的一帧帧图像拼接而成，例如

intel True VR 中采用的阵列相机，由 6 对相机（共 12 个）捕捉立体视觉信息

（空间分辨率、深度），每组相机阵列共产生视频数据 1TB/h，通过光纤与服

务器相连，进而被计算拼接处理为 3D 立体视频。如图 2.3 所示，图像全景拼接

通过以下五个步骤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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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图像拼接基本流程图 

图像获取：利用相机获取图像，该步骤难点在于多个相机之间的同步性以

及亮度的控制等，否则会造成严重的拼缝以及错位现象； 

图像预处理：首先获取图像后，进行畸变校正（获取图像后视情况进行噪

声抑制，一般采用中值、均值滤波滤除）。相机成像本质上为坐标系之间的变

换，从空间上的“世界坐标系”映射到“相机坐标系”，最后投影至成像平面转换

为图像像素坐标系。但由于镜头制作工艺的偏差会引起图像的失真，造成径向

畸变、切向畸变等镜头畸变[11]。图像校正则根据这些畸变建立相应模型，从

失真的图像信号中恢复出误差最小的真实图像。 

图像配准：对于一组待拼接图像，通过空间变换矩阵将一幅图像映射到另一

幅图像，进而使两幅图像中重合的空间点一一对应，最终达到拼接融合的效果。

图像配准的方法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基于灰度和模版的配准[12][13]。这类方

法通过运算寻找最佳匹配位置，模版匹配是找到与已知模版相近的图像。包括通

过空间二维滑动模板实现的基于灰度的匹配，第二种是基于特征的匹配，也是最

常用的配准方法，通过提取图像的特征点生成特征描述子，根据描述子的相似程

度进行特征匹配。常见的匹配算法包括：基于 SIFT（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即尺度不变变换）的特征点提取与匹配[14]；基于 SRUF（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即加速鲁棒特征）的特征点提取与匹配[15]，SURF 算法借鉴了

SIFT 中简化近似的思想，但在运算速度上提升了近 3 倍；基于 ORB（Oriented 

fast and Rotated brief，即快速旋转描述子）[16]的特征点提取与描述，将 FAST 特

征点的检测方法与 BRIEF 特征描述子进行结合优化，在保证准确率的同时提高

了实时性。第三种是基于域变换的方法。如小波变换、沃尔什变换[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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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再投影：选择一个参考坐标系，将所有拼接图像变换到统一坐标系。常

见的投影模型包括球面投影（Equiretangular）、圆柱投影（Cylindrical projection）

和立体投影（Stereographic）等。 

图像融合：图像配准后，即可对配准图像对进行拼接。但由于图像之间的曝

光和白平衡等差异，拼接后的图像会出现拼缝、亮度差异等问题，因此在完成拼

接后需要采用图像融合进行平滑过渡。图像融合方法主要在像素级、特征级和决

策级的层面上进行融合。像素级融合[18]，也称为数据级融合，是以像素为处理

对象，将配准的图像重新融合成一幅新图像，保留了较多的图像细节，无法实时。

特征级融合是将原始图像中提取的特征进行融合，计算速度快。像素级和特征级

融合也是最常使用的两种方式。 

图像融合包括空间域和变换域，空间域融合方法如逻辑滤波器法、数学形

态法等，变换域融合方法如 HIS 变换、PCA 变换、小波变换[19]等。 

2.3 高分辨率视频编解码技术 

视频压缩能够去除图像和视频中包含的大量冗余信息。传统的视频压缩技

术如 H264/H265，MPEG 等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分辨

率不断提升，视频数据几何倍数增大、需求也更加多样化，传统的基于运动补

偿和变换编码的视频压缩技术无法满足，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压缩特性、网络

适应性、满足用户交互成为目前视频编码的主要任务。针对亿级像素、十亿像

素等超高分辨率的视频处理，多视点视频编码与可伸缩编码成为近几年的研究

热点。 

2.3.1 多视点编码技术 

多视点视频（multi-view video）是由一组不同角度的多个相机形成特定的阵

列结构，共同拍摄同一场景而成的视频信号，具有 3D 立体感知和交互操作功能

[20]。在虚拟现实[21][22]、安防监控[23]以及交互式自由视点电视[24]等诸多领

域中，多视点视频编码技术能够有效实现多视角切换、摄像头联动等功能。 

多视点视频编码的实现可以基于传统编码 H264/AVC，2010 年在 H264/avc

基础上发布了 MVC 标准（Multiview Video Coding）[25]，也被称为 MVC 3D，

一种立体视频编码标准，用于对多个相机角度同时捕获的视频流进行高效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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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间的相关性是多视点视频的重要特征，与相机的阵列结构、间距、镜头与物

体的距离有关，同时也是 MVC 压缩效率的重要因素。当前 MVC 主要采用预测

工具和预测结构进行视频压缩。预测工具如视角插值、运动补偿、2D 预测等，

预测结构指多视点视频时空帧间的预测关系，用于去除数据的时空冗余性。 当

前大多数的多视点视频编码采用复杂的预测模式以去除时间和视点上的冗余性，

但此类方法在编码端复杂度较高，在实际应用中，对于庞大的数据量，解码端不

需要对所有数据进行解码，因此对于基于分布式的多信源视频编码的研究开始表

现出潜力，来解决编码效率以及解码代价的问题。本文在亿级像素视频直播实现

中，采用的即是分布式视频编码的方式。 

2.3.2 可伸缩编码 

SVC（scalable video coding，即可伸缩视频编码），又被称为 H.264-SVC，

是对当今广泛采用的 H.264 视频编解码标准的扩展，能够将一个视频流编码为多

个分辨率、多个质量层级以及不同帧率的视频流。通过该分层方式，当前的视频

设备只需收发一个小的基极层以及由多个分辨率、帧率、质量的可选层形成的多

层视频流，从而达到降低带宽和提高视频质量的效果。SVC 分层技术允许多个

网络以及多台设备同时访问视频流，并且实现时空以及画质上的可拓展性，即同

一时间内可以实现不同分辨率的解码、不同帧率的播放，满足不同设备的处理性

能及需求。可伸缩编码能够有效利用于超高分辨率视频，满足实时性要求。 

2.4 视频传输 

视频直播中的数据通过网络传输送至客户终端，网路传输依据网络传输协

议进行通信。 

2.4.1 视频传输模式 

在网络通信中，根据目标地址的个数以及后续行为可以分为单播（unicast）、

广播（broadcast）、组播（multicast）和点播四类。 

（1）单播 

单播是建立在服务端和客户端之间，通过创建的数据通道完成数据包从服务

端到客户端的传送。并且只传送给一个客户端。另外，在单播过程中，每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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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对应一个目标源，即视频媒体从一个源（服务端）发出信息后，只能到达一个

目的地（客户端）。 

（2）广播 

网络视频广播采用一对多的方式将数据发送给网络用户。广播过程中，客户

端无法控制视频的播放，只能被动接收。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传送一个数据流到

整个网络，但缺点在于容易造成网络阻塞，占用大量资源。同时该方式没有权限

限制，局域网内的所有用户都可接收广播数据，不利于网络安全维护。因此，通

过设置路由器将广播限制在一个物理或逻辑网段内。 

（3）组播 

网络视频组播介于单播和广播中间。组播的虽然也是一源对多址，但是是基

于同组内，其他组的客户端无法收到该源。视频媒体从一个源即服务器发送后，

与该视频源同一组的任何一个客户端均可以接收到该视频信息。组播中，由于数

据包可以被复制至多个通道，所以只需发送一次即可让所有发出请求的客户端共

享该信息。因此，单个服务端可以在无时延的状态下向数十万台客户端同时发送

数据。组播信息可以发送给组内的任意客户端，从而可减少网络传输的信息总量，

网络利用率高。 

（4）点播 

网络视频点播是则考虑了用户的实际观看需求。在点播过程中，用户端发出

播放请求反馈至服务端，服务器端在通过该请求后将服务器中存储的节目内容列

表反馈至客户端，当用户点击后，再传送相应的内容至用户端播放。在点播中，

根据不同的网络情况和点播的内容相应地采用单播或组播方式。相比于其他方式，

用户主动性较强，摒弃了被动接受导播推送的视频内容，可根据个人选择播放内

容并能自主控制视频信息的播放。视频预约点播用户提前申请视频内容和相应的

播放时间，管理人员接到申请后进行相关配置，按其要求定时播出节目。视频互

动点播是指用户申请内容，服务器自动安排播放。 

2.4.2 常用视频传输协议 

网络协议是计算机之间正常通信必须遵守的规范。网络协议分为不同的层级，

每层完成其单独的功能。通信双方只有在共同的层次间才能完成通信。 

（1）TCP/IP 协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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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IP 协议是目前最成功的网络体系结构和协议规范，是一个协议族的统

称，采用下层向上层提供服务的分层结构进行模块划分。该协议族适用范围较广，

局域网和广域网均适用，并且可以兼容于多个操作系统，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可

拓展性。由于其在通信协议的层次上对 OSI 的七层模型进行了简化，因此通信效

率较高。传输层主要有 TCP 和 UDP 协议，TCP 协议是一种面向连接的端到端的

协议，能够实现发送方到接受方间的可靠通信。TCP 通过三次握手建立连接，简

单来讲，首先在建立连接时，发送者向接收方发送 TCP 连接请求，接收方在同

意该请求后，则向发送者发送 TCP 连接应答，发送者接收到该连接应答后，会

再向接收方发送连接确认，从而客户端和服务器实现数据的传送。UDP 协议是

非面向连接的，无法保证消息的可靠传送，但在传输速度和有效荷载上优于 TCP

协议。IP 协议则旨在提供无连接的数据包传送服务，每个计算机必须有一个 IP

地址，作为网络传输数据的依据。由于 TCP/IP 协议的重传机制与拥塞控制机制，

该协议并不适合于实时性高的数据传输。 

（2）流媒体协议 

RTP&&RTCP 协议（Real-time Transport Control Protocol）：RTP 协议对实

时的多媒体数据按固定形式进行封装并传送。RTP 协议本身不保障数据是否能

够及时送达，也无法进行服务质量保证，服务质量由 RTCP 进行提供，因此 RTP

协议常和 RTCP 协议搭配使用。RTCP 协议进行传输质量和服务器质量保证，并

且定期为参与者传递控制报文[26]。 

RTP 标题如表 2.1 所示，包括有效载荷类型(payload type)：用来标识传输的

媒体信息。顺序号(sequence number)：用来标识顺序以及检查丢失包；时间戳

(timestamp)：用来安排媒体数据播放时间；同步源标识符(Synchronization Source 

Identifier)：定义里一个 RTP 任务中的一个参与者，加入会话时由参与者随机生

成的 32 位整数。 

 

表 2.1  RTP 标题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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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load Type 

（有效载荷类型） 

Sequence 

Number 

（顺序号） 

Timestamp 

（时间戳） 

Synchronization 

Source Identifier 

（同步源标识

符） 

Miscellaneous 

Field 

（其他） 

RTCP主要执行四个功能： 

1）反馈数据分发的质量 

RTCP 的基本功能是为数据分发的质量提供质量反馈。当参与者接收到质量

反馈后，则可以判断是否问题的出处从而作出相关举措。 

2）传输层标识 

RTCP 为 RTP 源承载的传输层标志 CNAME 永久不变，由于 SSRC 标识符

易倍更改，接收者则可以通过 CNAME 标识符进行参与者追踪，同时可以对同一

用户下不同 RTP 的传输码流进行关联，从而可以完成音视频同步等任务。 

3）给参与者发送 RTCP 控制报文 

每个参与者均可以对参与者的数量进行独立监测，计算出报文发出的速率，

进行传输间隔的控制，保证带宽占用。 

4）最小会话控制信息 

RTCP 协议传输最小的控制信息。  

RTSP 协议（ 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即实时流媒体协议，定义了

如何在网络中对多媒体数据进行有效传送，非常适合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多媒体

数据传输，因此特别适用于直播应用。由于 RTSP 协议本身不支持数据的传输，

传输数据可以借助传输层协议完成。RTSP 协议通过客户端发出请求、服务器接

收请求后响应完成所有的操作。 

2.5 终端视频显示 

相比于 720p、1080p 等传统视频尺寸，8K、360 度全景视频、亿级像素的数

据量更大、视野也更加开阔，但目前针对这些大分辨率视频的显示是主要难题，

需要专门设计显示终端进行大分辨率视频的播放。针对直播，虽然有技术能够实

现 4K 视频的播放，但网络与客户端解码能力仍然存在问题。2018 年阿里云进行

了全球首次 8K 直播，但由于视频播放端能力要求较高，直播演示中使用的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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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为阿里云研发的播放器，无法适用于普通用户。因此对于亿级像素、十亿像素

等更高的分辨率，播放设备的支持依旧是研究重点与难点。本节主要针对目前大

分辨率的播放支持 VR 显示与 Deep zoom 显示进行介绍。 

（1）VR 显示设备 

传统的 VR 虚拟现实头盔能够观看超越普通 2D 的视场角，但播放设备端

分辨率仍局限 2K、3K，只有极少数产品能够支持 4K 分辨率下的实时观看。去

年上线了第一个支持 8K 分辨率的 360°3D 视频 VR 播放器，标志着 VR 用户可

以享受到高质量的 8K360°3DVR 视频而不再受到技术限制，但仍无法突破更大

的分辨率。此外针对 VR 显示而言，观看者仍然处于“呆在一个地方”观看的状

态，即使前端进行了多个机位的布点，景深也不会改变，对于 8K 以及更高像

素的场景而言，会导致用户对于局部细节的把控不够集中，影响观看体验。 

（2）Deep zoom 显示 

Deep zoom是一种图像缩放技术，用户能够以最低的加载时间快速查看高分

辨率图像，并且提供交互能力，即可以在图像上进行放大或者缩小拖拽等动作。

Deep zoom图像由不同分辨率的jpeg/png图像块组成一个金字塔结构，如图2.4所

示。基本原理是将一幅完整的超大分辨率的图像划分为若干个小的切片发送至电

脑屏幕，好处在于无需花费大量时间下载一幅很大的图像，通过加载少量的图像

块即可实现快速打开的观看体验。 

 

图 2.4 图像金字塔层级结构 

另外，在图像加载时，当图像块未加载完毕时，屏幕显示低分辨率内容，一

旦图像可用，则显示高清图像，从而实现Deep zoom从模糊到清晰的体验，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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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不论图像的大小Deep zoom技术能够立即打开，无需加载太长时间的原因。

此外，Deep zoom 使用弹簧动画功能，当用户在与应用程序交互时，例如放大、

缩小以及画面拖动等，周围有平滑的移动。Deep zoom技术的使用，需要创建Deep 

zoom图像。每个图块存储在单独的文件中，并且金字塔的不同级别即不同分辨率

也都单独存储在不同的文件夹下，这使得Deep zoom能够仅获取当前屏幕大小所

需的图像块，而不是下载整幅图像。但该技术由于加载jpeg/png格式的一帧帧图

像，无法实现视频帧率下的8K或者亿级像素级别的播放显示。 

综上，无论是现有的VR高清沉浸式显示还是交互性较强的Deep zoom技术，

均无法很好地适用于亿级像素、十亿像素的实时终端显示，本文将在下一章提出

针对亿级像素的处理及显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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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系统整体架构设计 

本章主要介绍亿级像素场景交互式直播系统的整体架构，从系统的功能需

求及性能需求分析着手，进而介绍其架构设计，并划分为前端亿级像素视频的

采集、服务端的设计以及客户端显示三个方面进一步说明。 

3.1 系统需求分析 

正如上文所示，面对用户对于视频更高的分辨率、更好的交互方式的视频观

看需求，本系统的功能需求主要包括：（1）用户能够通过网络访问直播服务器，

实现远程直播的在线实时观看。（2）用户能够对实时的亿级像素视频进行任意

区域的放大、缩小以及拖动等一系列交互动作，并且通过多台相机的架设，用户

还可以自由切换视点。本文提出的亿级像素场景交互式直播系统，不仅突破了百

万千万分辨率的限制，开启了大视频时代下亿级像素的直播模式，在交互方式上

也更加发挥了用户的自主性，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获取”的转变。 

另外，由于直播这一领域的特性，对实时性要求较高，加之亿级像素这一数

据量，因此在性能需求上，本系统需要满足：（1）实时性。亿级像素视频编解

码、网络传输以及客户端解码播放的实时性，整个系统从采集、处理、传输、显

示的系统延迟要满足直播要求，延迟控制在 1s 以内，同时帧率实现 30fps。（2）

低带宽。由于亿级像素视频的数据量较大，家庭层级的网络带宽无法满足其需求，

因此需要对亿级像素视频进行处理，观看最高清的视频网络带宽控制在 30Mbps

内。（3）视觉一致性。由于亿级像素场景图像是由多个相机采集拼接而成，因

此在建模上，需要保证图像与图像间的拼接缝隙，保证视觉上的一致性。 

3.2 系统架构 

对于空间分辨率超过 4K 或者 8K 的图像或者视频，高度需要并行处理，受

到并行计算机系统的启发，本系统在前端采集时采取并行摄像机协同工作以获取

更多的信息，例如更高的分辨率、光场、更多的角度信息或者更精细时间分辨率。

同样地，在视频的编解码处理上，本系统采取分布式并行处理的架构特点，采取

多个服务器多张显卡共同进行解码、切片编码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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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如图 3.1 所示，本系统分为采集、图像处理、视频多尺度处理模块

和客户端显示模块。其中，采集模块通过多路摄像机并行数据采集，多路视频保

持同步；图像处理模块实现对相机的拼接、帧率、码率、白平衡的统一调整并且

编码传送至多尺度视频处理模块；多尺度视频处理模块接收到数据流后，对各路

视频流进行解码、不同层级的下采样以及编码传输，并且根据用户端的实时请求

指令进行相应视频源的传送；客户端用户实时显示请求的视频，实时反馈交互指

令。 

 

图 3.1 系统整体架构图 

3.2.1 亿级像素视频图像获取 

（1）阵列相机介绍 

阵列式相机的由来可追溯至 Muybridge 对于动物运动的研究[27]、Gabriel 

Lippmann 的集成摄影[28]和立体摄影[29]。Muybridge 首先开始使用阵列来改善

时间采样率，该方式最近仍在研究中[30][31][32][33]。Gabriel Lippmann 的部分

动机也是由于在昆虫和其他生物上发现的并行光学系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虫眼”类推一直是阵列相机发展的一个共同主题。虽然阵列结构在生物学中的优

势是因为神经处理的简单性，然而最近的生物激发成像开始关注数字超分辨率

[34][35][36][37]和传感器的多样性[38][39][40]。计算机视觉领域在多光圈成像上

也有很长的历史，但都集中在“光场成像”，也就是利用阵列相机重建出不同的视

角，该工作引起了众多企业和学者的关注，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用于创建 360

度全景视频[41][42]。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阵列相机长期以来用作三维图像、立体声和高速图像的

捕捉，但很少有阵列相机被用来产生一个视角的图像，若将多个相机从一个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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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拍摄，阵列式相机就可以像传统相机一样工作[43][44]。设计这种阵列的

动机与并行计算的动机类似，光学、电子处理可以使用并行组件进行简化和改善。

并行焦平面和图像处理电子元件有利于减少系统成本和复杂性。与并行计算相同，

阵列相机同样解决了在选择处理器粒度、通信结构和内存配置上的挑战。此外，

阵列计算相机有三大根本性革新和鲜明特色： 

（1）采用多镜头成像技术实现多角度、大场景图像视频捕捉； 

（2）拍摄像素可以达到亿级、十亿级甚至更高； 

（3）利用 GPU 为核心的计算平台实现图像的处理、压缩、计时和拼接。 

针对亿级像素甚至十亿像素的采集，为了降低整个系统的成本，阵列相机

的计算成像方式则更为适用。本系统采用全球首款十亿像素相机 Mantis 作为前

端采集设备，一个主镜头和 N 个次级微镜头阵列相结合的跨尺度成像技术，使

目前的成像分辨率提高了两到三个数量级，并且本系统搭建了专门的推流服务

器与图像视频处理专用服务器与播放客户端形成一整套直播方案。 

 
（a）mantis 70 系列          （b）mantis 150 系列 

图 3.2 阵列相机外观图[45] 

（2）图像拼接 

相机的透镜由于硬件制作的原因会导致原始图像与实际场景存在差异，即镜

头畸变。在畸变校正的过程中，引入单应性变换矩阵。单应性矩阵(Homography)

能够将一张图像通过变换矩阵映射到另一张图像的空间。如公式 3.1 所示： 

001 2 201 02

1 2 10 11 12 2

21 22201 1 1

hx x xh h
y H y h h h y

h hh

     
     = =      
          

               式（3.1） 

由于采集到的视频图像由一个广角主相机和 18 个微型次相机组成，每个相

机中的单应性变换矩阵参数可以利用 Opencv 的 findHomography 函数进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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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中，利用该函数变换将 18 个局部高清图像统一与全景主镜头图像进行映

射，投影至同一平面，得到真实场景图像。 

图像拼接中，本系统前期主要采取 Hugin 拼接平台，软件通过读取相机参数

以及同步的视频帧信息进行自动建模，并且可人工添加特征控制点进行优化，软

件最终输出全局场景以及拼接参数信息。该方式虽然能保证一定的成像质量与一

致性要求，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因此，后期本系统采取客户端拼接的方式，通

过局部高清图像与全局场景基于寻找特征点，实现特征变换，将所有局部高清图

像进行全局场景映射，从而实现拼接目的。 

3.2.1 视频编解码和网络传输 

在视频编解码中，本系统通过搭建相机推流服务器和云端搭建服务器来实现。 

（1）推流服务器 

相机数据传输采用光纤线与推流服务器进行连接，并且采用万兆交换机实现

1 台推流服务器带动多台相机采集设备。推流服务器的功能主要为对各个小相机

的图像处理与视频参数控制，如调焦、白平衡调节、拼接建模、帧率和码率的控

制等，经过推流服务器编码后的多路视频流通过 TCP 协议传输。 

（a）硬件配置 

1 路 E5-2678v3 的 CPU，1 张 GTX 1070 显卡，32g 内存，固态硬盘 128g 存

储，网卡 intel x520 da2。 

（b）软件环境 

Ubuntu16.04 系统，Hugin 拼接平台以及客户端拼接工具平台。 

另外，在采集中需要安装 Opencv 和 Gstreamer 的相关安装包，并且可以借

助 VLC 播放器进行各个相机流的监测观看。 

（2）云端视频服务器 

主要实现对多路视频流（本系统中为 19 路）的解码、切片和再编码操作，

即对原始分辨率的 4K 视频进行不同层级的下采样，对视频进行切块处理，以满

足客户端的不同观看需求。 

（a）硬件配置 

采用 2 路 E5-2696 的 CPU（22 核心 44 线程），64G 内存，3 张 P5000 显卡。 

（b）软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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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Ubuntu16.04 系统。 

3.2.2 客户端交互显示 

用户端通过网络访问云端视频服务器实现实时直播流的在线观看，本系统采

取“主动选择”的观看方式，即对视频流进行实时的放大、缩小以及对视频区域画

面的拖动等交互。因此，客户端和云端视频服务器之间需要进行实时交互，客户

端通过网络将用户的交互指令发送至云端视频处理服务器，如观看层级、观看区

域等，服务器收到客户端请求后，则发送相应的视频源，而无需发送全部的亿级

像素视频块。特别地，当用户在拖动过程中，如图 3.3，极有可能涉及不同 4K 的

视频源，为保证视觉的一致性，无延迟感，服务器需要额外发送相邻区域的视频

切片。 

 
 

图 3.3 客户端视场区域（阴影部分为屏幕显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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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系统详细设计与实现 

本章主要针对十亿像素场景交互式直播系统，从亿级像素的采集、拼接、视

频处理和客户端的交互式显示进行详细说明。其中详细介绍了 Gstreamer、API 采

集实现，Hugin 拼接、Openseadragon 等开源库实现客户端交互。 

4.1 亿级像素视频采集 

本系统首先针对 Mantis 70 亿级像素阵列相机进行数据采集。Mantis 的相机

光学结构如图 4.1.1 所示，Mantis 70 由 18 个 25mm 的 4K（3840x2160）高清摄

像头和 1 个广角的 4K 主镜头（3.5mm）共同组成一个平面阵列。针对多个微相

机，本系统采用并行压缩编码的方式，同时完成所有视频源的采集。系统采用了

两种方式，分别是 Gstreamer 采集和基于 API 采集。 

 

图 4.1.1 并行式采集原理 

4.1.1 Gstreamer 采集 

Gstreamer 是一个用于开发流式多媒体应用的开源框架，其开发框架支持编

写任何类型的流媒体多媒体应用程序，Gstreamer 框架的宗旨在于简化音视频应

用程序的编写，开发人员能够通过编写有通用接口的插件来进行新的编解码器的

添加。Gstreamer 最核心的功能在于其可插拔的插件能够混合至任意管道，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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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用于多媒体应用的 API，能够很方便地进行音视频应用程序的编写。同时，

Gstreamer 提供了命令行工具，“gst-launch-1.0”用来构建并运行 Gstreamer 管道，

在最简单的形式中，管道中的元素列表之间用“！”进行分隔，可以在管道中的任

何顺序被指定，不同元素对应的属性值可以通过“gst-inspect-1.0”查找。网络流媒

体中一个简单的示例如图 4.1.2： 

Gstreamer 采集 

Input: 编码参数设置以及传输协议选择 

//*关键参数*// 

width=(int)3840, height=(int)2170, udpsink host 192.168.1.1 port 9998 

bitrate=60000000, fps=30 

Output：根据端口地址解码 

//*端口号*// 

udpsrc port=9998 

图 4.1.2 基于 Gstreamer 管道命令编码推流 

本系统中，相机内部通过 Tegra TX1 连接两个小摄像头，TX1 没有提供默

认 v4l2 的驱动，本系统通过整合一套 Gstreamer 的管道命令，将摄像头的视频内

容抓取并压缩为 4K 的 30fps 的 H264 格式的视频流，通过 TCP 协议传输到推流

服务器的相应端口。板载服务器端启动进行推流，在接收端进行解码做后续处理。 

4.1.2 API 获取图像 

上述采集方式优点在于通过网络传输，无需服务器与 Tegra 连接即可根据相

关端口号地址获取流，但无法和相机内部的 API 进行通信，因此为了能够直接在

相机前端调整相机参数，获取高质量的视频质量。在阵列视频数据采集时，本系

统采取相机接口 API 的方式，如图 4.1.3，通过每个相机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进行

连接。在控制每个相机的压缩参数时，采用 setMcamCompressionParameters 接口

函数，该 API 接口定义了每个相机的码率控制等参数，包括量化参数最小量化步

长和最大量化步长 qp 值，以及 I 帧间隔 GOP、B 帧的数量以及码率控制 bi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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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于各个相机之间的白平衡等曝光时间的控制，均可以通过

setMcamWhiteBalanceMode、setMcamShutter 等接口进行设置。 

 

图 4.1.3 API 取流流程 

4.2 阵列图像拼接融合 

在获取到 19 个高清 4K 图像后，为了得到亿级像素全局画面，需要对阵列

图像进行拼接融合处理，图像拼接包括：寻找特征点、特征点匹配以及拼接融合

等过程，本系统先后采取了两种方式进行全景拼接。 

Hugin 软件处理平台：Hugin 是一款跨平台的开源全景照片拼接和 HDR 合

并程序。Hugin 通过对在同一位置拍摄的多张带有重叠区域的照片提取控制点，

来进行对齐和变换，使之能够完全融合为一张更大的全景图像从而完成拼接。

Hugin 还支持在两个图像之间自由可选地创建特征控制点，优化图像的变换，同

时提供预览窗口帮助用户看到全景，若拼接正确用户能够接受，软件能够保存输

出标准的图像格式以及各个图像的转换参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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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前期采用 Hugin 获取 19 张相机图像，主要分为三个处理步骤： 

（1）导入图像以及镜头参数信息 

首先启动 Hugin，利用“加载多个独立图像选项卡”选择待拼接的图像。拖入

图像后，将自动打开相机和镜头数据对话框，询问相机和镜头数据“Focal length

（焦距信息）”和“HFOV（水平视野）”，两者填写一个，另一项则自动填充。对

于普通的微型相机，HFOV 为 50 度即可，本系统镜头焦距 25mm。值得注意的

是焦距转换系数（focal length multiplier）的确定。焦距转换系数等于全画幅相机

感光芯片或胶片对角线的尺寸与数码相机感光芯片对角线尺寸的比值[46]。传统

的 135 相机成像元件尺寸 36x24mm，而许多数码单反相机的感光元件往往与该

尺寸存在差异，不同的感光元件对应不同的焦距转换系数，且前者越小，则相应

的转换系数值就越大。本系统采用的相机焦距转化系数为 6.06。 

（2）提取特征点拼接对齐 

图像导入后，选择自动对齐选项进行特征控制点提取，Hugin 利用这些控制

点对齐图像，每个控制点实际上是一对位置，即该控制点在相邻的两个图像的重

叠区域所对应的位置，如图 4.2.1 所示。 

 

图 4.2.1 特征点选取匹配 

对于重叠区域较小或者特征点较少的一组图像，如天空、白色建筑物、草地

等，可以手动个添加特征控制点。当在一组图像的一张图像上添加控制点后，

Hugin 将自动在第二张图像中找到该点，如果有错位或者对应位置完全错误，可

以利用十字准线进行微调整，直至找到 5 到 6 对特征点。 

根据找到的特征控制点，Hugin 会在窗口显示初步拼接结果，对于拼接的效

果，可以采用“layout”进行评估，如图 4.2.2 所示。各个图像之间的连线表示其特

征控制点的对齐情况。“灰色线条”代表在两幅图像之间虽然存在重叠区域，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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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特征点。“绿色”“黄色”和“红色”分别代表特征控制点对齐效果的好、中等和

差。根据这些连线，也可直接点击线条进行特征控制点的编辑添加等操作。 

 

图 4.2.2 特征点连线界面 

（3）投影方式选择及拼接优化 

图像的投影方式一般有平面、柱面和球面方式的投影等。平面投影方式则是

将所有拼接图像向其中一张图像坐标系上映射的方式。柱面投影方式是把所有的

待拼接图像投影至一个柱形面上，圆柱面的半径一般为相机的焦距。球面投影相

对更接近人眼结构，将所有图像投射到一个球形面上。Hugin 通过提供预览窗口

的优化图像投影方式便于预览全景图，包括直线投影（rectilinear）、圆形鱼眼投

影（circular fisheye）、等距长方圆柱投影(equirectangular 用于完全球状全景)、

圆柱形投影（cylindrical）、长方柱状投影(rectangular)，立体投影(stereographic) 

等。其中常用的有三种类型：直线投影（rectilinear）用于使拍摄对象中的任何直

线尽可能保持在图像中，但其缺点在于拉伸；圆柱形投影（cylindrical）用于对抗

图像拉伸问题，每个源图像被投影到表面上，使之占据的区域尽可能接近原始区

域；等距离长方圆柱投影（equirectangular）沉浸感较强，计算每个源图像以表示

空间中的某个视图窗口，一些图像可以直接在头顶或脚下缝合，以获得包含观察

者的完整球形泡。Hugin 默认将投影方式设置为 cylindrical 圆柱形投影，本系统

中采用长方柱状投影(rectangular)。 

为获取较好的全景拼接效果，本方法使用“optimizer”进行拼接迭代优化，

Hugin 会计算图像的最佳扭曲度，实时显示当前错误位移，不断降低该位移直至

无法降低，优化完成。如果最终错误位移的值越来越大，说明特征控制点需要重

新调整。 

（4）全景参数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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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完成后，通过输出相应的 Hugin 模型文件、JPEG、PNG 全景图以及模

型文件。如图 4.2.3，模型文件主要包含每个相机镜头焦距、“Yaw”、“Pitch”“Roll”

等拼接信息。本系统将这些拼接参数以及采集的实时视频流共同传输，客户端根

据获取到的视频流以及模型文件进行全景视频的显示。 

 

图 4.2.3 全景参数输出界面 

Hugin 建模效果对于大区域以及特征点丰富的场景效果较好，但对于特征点

不明显的场景，建模过程仍然需要人工的干预确保，并且没有利用 3.5mm 广角

相机采集的低清全景图像信息。 

因此，本系统后期通过设计专门的拼接算法对采集的图像进行全景拼接。其

基本原理如下：由于相机采集中包含全景广角低清图像完全覆盖 18 路高清窄角

相机捕捉的场景，本方法分别将 18 路高清图像块与全景低清图像进行模版匹配，

找到在低清全景中的对应点，并将位置坐标信息写入模型文件，模型文件伴随着

采集的实时视频一同传输，客户端根据视频以及其对应的位置信息进行拼接显示。 

4.3 视频处理传输 

本系统采集的原始视频大小 N×19×3840×2160，已经达到了亿级像素的数

据量。利用现有的 H264 或者 H265 编码技术，如果传输全部的 19 个实时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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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码率至少 100Mbps，对于网路带宽、服务器以及客户端解码无疑造成巨大压

力。 

针对亿级像素全景视频而言，用户在观看时往往对其中的某个局部区域感兴

趣，并且一般的客户端屏幕分辨率在 1080P，用户观看外的视频区域就会造成带

宽的浪费。因此，本系统在视频传输时，对于采集到的实时视频流进行分层分块

处理以及多码率传输，更适用于用户实际的观看需求以及网络、硬件性能情况。 

4.3.1 多尺度分布式处理 

多尺度分布式处理指系统将原始 4K 视频流进行不同尺度的下采样以及切片

处理。本系统将视频层级分为三层，每一个层级代表一个下采样倍率，如图 4.3.1

所示。第一层则是全景视频的低清全局画面观看，对多路视频分别进行了宽高 N

倍的下采样，也就是将亿级像素视频进行了宽高 N 的平方倍的下采样。第二层

则是将原始高清视频（3840×2160）进行宽高 N/2 的下采样，将亿级像素视频进

行了宽高 N∧2/4 的整体下采样。第三层即分辨率最高层下采样为 1，即没有下采

样，为原始视频尺寸。目前系统提供三个分辨率层级的直播观看，考虑到用户在

观看视频时在层级间切换时的平滑性体验，系统也可适当增加分辨率层级保证用

户在切换时的观看体验。 

 

图 4.3.1 多分辨率层级示意图 

此外，针对第三层视频观看层级，即原始 4K 分辨率视频，由于客户端观看

屏幕的分辨率一般限制在 1080P，无法实际观看整块 4K 视频内容，无疑造成资

源的浪费，加之对于几块视频源相交的视点区域，需要传送屏幕中包含该区域的

全部视频块。对于服务器和客户端而言，均需要强大的编解码能力，用户若想看

到流畅的高清层的视频播放，不仅需要对带宽有较高要求，还需要强大的硬件支

持，对于移动端而言几乎不可实现。因此为了降低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压力，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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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将第三层即原始 4K 高清视频进行切片处理，分别将 18 路的局部高清视频进

行高宽 1/N 的切片，将每一个原始视频分为 N 的平方的视频切片。当用户在观

看相邻块间的视频区域时，只需传输包含该区域的相关切片即可，该方式能够极

大地缓解客户端的解码压力，使手机观看亿级像素视频直播成为可能。 

4.3.2 多码率传输 

视频直播的用户观看体验，其流畅性依赖于当前所处的网络环境。由于不同

用户当前所在网络环境的差异、客户端性能的差异与观看方式的差异，用户间所

需要的视频码率即画面的清晰度也存在不同。本系统在基于多尺度分布式处理的

基础上，对于某一块确定的视频进行多码率的编码设置，根据用户的需要可选择

相应的码率和分辨率。当网络受限的情况下，可传输低码率视频，若网络条件较

好，可发送高质量视频，最大限度保障用户的观看体验。在多码率传输中，可利

用基于用户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ROI）、可伸缩视频编码（Scalable 

Video Coding, SVC）进行码率的控制和调配。 

4.4 十亿像素场景交互显示 

现有的直播系统，其交互方式比较单一，无法实时对直播视频进行交互，如

缩放，动态追踪等动作，本系统针对亿级像素的直播场景，用户存在观看大场景

下局部高清细节的需求，并且不同用户的兴趣区域不同，因此，为了实现对全景

亿级像素场景的实时交互，兼顾大视场与局部高清细节的需求，本系统支持用户

对全景视频场景的实时交互动作，用户在客户端能够实现及时的放大缩小、拖拽

等动作观看任意尺寸、任意局部的区域场景，完全发挥用户的自主性，不再局限

于传统直播中导播播放的视频视角。 

为了实现以上所述的交互显示，本系统采用两种方式满足用户需求。一种是

低帧率图像多分辨率交互，该方式通过提供数十层分辨率层级与多个视频区块，

能够在缩放切换中实现平滑过渡。第二种是直播中的高帧率视频多分辨率交互显

示，该方式层级划分较少，通过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及时通信，不断反馈用户

交互动作，传输相应区块视频，实现直播下的多分辨率交互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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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低帧率图像多分辨率交互 

本系统针对某些精彩瞬间的短时间的视频帧进行处理，实现低帧率下全景场

景的平滑缩放和拖动，包括用户界面的设计、多个场景的数据采集、多层处理以

及显示等内容。在实现低帧率全局场景多分辨率客户端交互时，本系统采用前端

开发 OpenSeadragon 技术帮助实现。 

OpenSeadragon 介绍：OpenSeadragon 是一个基于 web 的用于高分辨率可缩

放场景的开源代码，使用 javascript 实现，适用于桌面和移动设备,并且能够通过

对它的控制绑定到个人界面，该界面完全由自己定义。 

（1）创建可缩放图像源 

OpenSeadragon 允许多个图片格式的输入，不同层级的图片块共同形成金字

塔结构。例如，一张高分辨率全景图片，需要裁剪成多个小的图像切片，并按照

一定的命名和存储规则存放。本方法通过创建 DZI（deep zoom images）格式图

像进行数据源的提供。DZI（deep-zoom image）格式是由 Microsoft 维护的 XML

规范。OpenSeadragon 通过 Ajax（XML/JSON）、JSONP 和内联配置（使用 JSON

格式）支持 Dzi 格式。创建 DZI 格式图像可以利用专门的生成工具 Deep zoom 

composer，也可使用脚本文件进行实现。在图像创建时，每个图片块的尺寸、格

式以及与相邻图片重叠的像素值大小需要指定。本方法中，生成每个切片为 jpg

格式，分辨率在 256x256，且相邻图像块间的重叠区域像素值为 1。 

（2）缩放平移实现 

OpenSeadragon 提供了缩放范围的控制参数，包括最小和最大的缩放范围，

主要通过各种参数组合控制实现。 

1）拖拽平移的约束参数 

visibilityRatio：规定了图像可以在显示区域中展示的比例（0 到 1），默认值

是 0.5，即图像始终保证 50%在显示框区域。 0 表示图像可以被完全移动到显示

框以外，1 表示不能拖动至显示区域外，只能在显示区域显示，若强行移出，则

图像会自动弹回至显示框区域。 

constrainDuringPan : 规定了图像是否能被拖拽出允许的最小范围，配合

visibilityRatio 参数使用。constrainDuringPan 为 true 的时候,鼠标无法拖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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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设置为 false 的时候，鼠标可以将图像完全拖出框外，但图像在鼠标松开后

自动弹回。 

2）设置图像放大倍率 

采用 defaultZoomLevel 进行初始化默认放大倍数，设置值为 0 时则自动适应

显示框的倍数。MinzoomLevel 和 MaxzoomLevel 分别限定啦最小和最大允许的

放大倍数。 

3）限制平移方向 

本方法中开启 panHorizontal 进行水平移动的约束。 

本方法采用 mantis 70 相机在昆山的医院、学校、十字路口等进行了多个场

景数据的采集，通过对数据的后处理以及客户端界面的开发，其单帧亿级像素全

景场景的交互效果如图 4.4.1 所示，用户可以通过按钮“+”“-”进行放大缩小，也

可利用鼠标点击画面中的任意区域或者通过滑轮实时缩放。本设计界面中还添加

 还原按钮一键还原至全局场景预览。右上角设置了预览窗口，窗口中的红

色边框显示当前屏幕画面在全局中的位置信息。图 4.4.1 分别显示了不同层级的

画面显示。卡车的位置在不断放大中逐渐清晰，最高层为 4K 分辨率（单个相机）。 

 
 

 

图 4.4.1 昆山祖冲之路十字路口采集画面 

图 4.4.1 多尺度缩放结果（昆山测试点取景） 

在实现多帧之间的交互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播放一帧帧图像时，需要保证

当前屏幕画面区域以及缩放尺寸不变，否则将影响帧间之间的连贯性。同时，由

于本方法加载的是一帧帧 jpeg 图像切片，而非 h264 等数据流，因此需要严格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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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帧的顺序，防止帧乱序的情况。本方法通过拖动滑动条“slider”的方式实现多帧

的播放功能，不同于视频播放形式，该方式不仅可以实现顺序的帧播放，还可以

倒序播放，均可通过拖动滑动条实现。因此，本方式需要实时获取当前帧的在整

体顺序中的序号，根据用户滑动的方向进行相邻帧的调用。效果如图 4.4.2 所示： 

图 4.4.2 多帧图像帧播放（昆山杜克大学实地场景画面） 

4.4.2 高帧率视频多分辨率交互 

上述方式适用于时间较短的精彩画面的交互播放，时间短、慢速低帧、分辨

率层数多。但是对于实时的直播而言，上述方式则不适用。因此本系统针对亿级

像素场景高帧率视频的多分辨率实时交互，利用本章 3.4 节所述的视频多尺度处

理方式，协同客户端共同实现完成。 

用户在客户端进行直播视频观看时，在直播视频上进行实时交互，客户端将

相关参数反馈至服务器，服务器收到反馈后传输相应的视频切块。此外，用户在

当前画面进行平移拖拽操作时，为了保证观看效果的平滑性，采用视场外区块预

取的方式。由于无法预知平移方向，可以通过确定平移的最大长度，计算出所有

可能经过的区域，并将区域中的区块提前预取给客户端，该方式无疑占用了额外

的带宽，针对该问题，本方法可以通过码率控制进行视场外预取区块的带宽调节，

同时也降低客户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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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openseadragon 实现的低帧率图像多分辨率交互的优势在于可以划分多

个层级多个图像切片，在用户缩放过程中实现平滑缩放，无任何断层现象，且针

对一些短时的精彩瞬间可以自拖动时间条进行低帧率的慢速观看。缺点在于无法

实现视频帧率如 30fps 下的视频观看体验。 

利用流媒体技术实现的视频多分辨率交互的优势在于通过实时的视频编解

码技术实现实时的直播画面观看，用户可以在视频帧率下实现对画面的缩放处理。

而缺点则在于由于计算能力、计算资源的限制，无法实现多个层级的划分，目前

本系统根据计算资源进行了三个分辨率层级的划分，因此在进行层级切换时视觉

上会出现断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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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系统实际构建与测试 

在前两章中本文就十亿像素场景交互式直播系统的架构和设计进行了详细

介绍。本章主要详细介绍实际构建十亿像素场景交互式直播系统中的主要组成部

分，即多相机采集阵列、推流服务器、视频处理服务器以及客户端显示，以及系

统的同步工作与实际落地部署情况。 

5.1 系统搭建 

十亿像素交互式场景直播系统的实际原型构建如图 5.1.1 所示，搭建测试地

点位于苏州市昆山工业技术研究院 16 楼，并且本系统在昆山进行了 200M 带宽

的公网搭建，便于成都视频处理工程师的远程开发以及客户端的远程直播观看测

试。原型系统搭建了 4 台阵列相机，1 台推流服务器通过万兆交换机、光纤线直

接与 4 台相机连接，用于获取 4 台相机的实时视频流，并通过公网推流至视频处

理服务器。系统在机房搭建了多个视频处理服务器用于对实时数据的处理传输，

与推流服务器共处于同一个公网下。在获取到推流服务器的实时数据后，视频处

理服务器进行多尺度分布式处理操作，与客户端实时通信，反馈相应的请求数据。

用户端采用 PC 端电脑（Windows 系统）和普通安卓手机，通过安装系统开发的

应用程序进行测试。 

（1）硬件平台 

1）直播采集前端（原始视频源阵列采集、参数设置、编码发送数据）：Mantis 

70 度 4 台，云台、快插板和 coman 三脚架 4 套，光纤线、网线若干； 

2）直播推流端（相机数据获取、图像处理、推流转发）：万兆交换机，200M

公网带宽，Ubuntu16.04 系统 1 路 E5-2678v3 的 CPU，1 张 GTX 1070 显卡，32g

内存，固态硬盘 128g 存储，网卡 intel x520 da2。 

3）直播视频处理端（多尺度分布式处理、拼接建模、推流至客户端）：2 台

服务器，配置 Ubuntu16.04 系统，2 路 E5-2696 的 CPU（22 核心 44 线程），64G

内存，3 张 P5000 显卡。200M 公网带宽。 

4）客户端（用户交互）：PC 端，移动端（安卓系统手机、安卓系统平板）。 

（2）软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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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播采集前端：相机内部 Jetson™ Tegra TX1 Ubuntu16.04 系统。 

2）直播推流端：Mantis Aqueti 相机软件控制平台（调焦，查看相机全局和

局部画面）。 

3）直播视频处理端：客户端拼接建模工具平台（数据源输入，输出配置信

息）。 

4）直播客户端：十亿像素场景交互式直播观看应用程序。 

（a）直播前端（b）推流处理服务器 

图 5.1.1 相机硬件平台 

5.1.1 相机推流 

系统前端采集采用阵列相机为 mantis 系列 70 度，水平视角场 73 度，垂直

视场 21 度，由 19 个相机形成 6x3 排列结构，每个相机分辨率在 3840x2160，单

相机阵列可以实现最大分辨率 1.07 亿像素、帧率 30fps 的视频拍摄。达到 70 米

以内进行人脸识别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每个相机采集的视频数据量较大，

mantis 相机采用 NVIDIA® Jetson™ Tegra TX1 连接两个相机进行前端处理，每

个mantis 由 10个 TX1 组成。本系统搭建一台推流服务器，服务器配置环境 ubuntu 

16.04，1 路 E5-2678v3 的 CPU，1 张 GTX 1070 显卡，32g 内存，固态硬盘 128g

存储，网卡 intel x520 da2。主要用于相机的连接与数据流的获取参数调节等。

Mantis 相机与推流服务器直接采用光纤（或者网线）相连，由于系统采用 4 个相

机，因此借助了一台万兆交换机，实现数据的交换，在推流服务器与相机连接后，

利用 mantis Aqueti 软件查看各相机流的情况并进行调焦处理。19 个相机的同步

利用 ntp 完成。在 19 个相机与推流服务器利用 ntp 同步后，根据相机的 API 接

口控制相关参数，主要为码率控制，白平衡模式，曝光 shutter 等参数， Tegra 将

处理后的数据流传输至推流服务器，推流服务器利用公网通过 TCP 进行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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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每个相机数据流的端口号地址。每路相机数据带宽实测 200Mbps，推流服务

器通过千兆网口实现数据传输至视频处理服务器。 

5.1.2 视频服务器搭建 

视频服务器主要用于多路相机数据的多尺度分布式处理、拼接建模、多码率

控制传输以及多个相机之间的视点切换。十亿像素交互式场景直播系统在云端搭

建 2 台视频处理服务器，其配置为 Ubuntu 16.04，2 路 E5-2696 的 CPU（22 核心

44 线程），64G 内存，3 张 P5000 显卡。视频服务器首先利用相机采集到的一帧

图像进行拼接建模处理，输入需要分辨率尺寸、分层的层数、缩放比以及迭代次

数，得到相应建模的配置信息。随后，视频处理服务器在根据推流服务器提供的

端口号获取到视频流后，根据建模配置文件中的信息以及多码率配置信息，如要

设置的码率值以及需要设置的码率数量等，将任务分为若干组进行并行处理。同

时，视频处理服务器监听客户端发送的请求，当客户端一有请求发出时，服务器

则传送相应的视频区块和对应的层级。本系统将视频层级分为 3 层，下采样率分

别为 12、4、1。特别地，第三层下采样率为 1，即没有下采样，每个相机视频的

分辨率为 3840×2160，该层级将每个原始视频流进行切片处理，每个相机切成 16

个 960x540 的切片，对于 1080P 屏幕的客户端，若客户端请求第三层视频块，服

务器最多发送 9 个 960×540 的切片。对于模型位置信息，每个切片通过线性映

射关系，通过原 3840×2160 的图像在全景中的位置，可以得到各个切片在全景

拼接场景中的对应位置。 

5.1.3 多视点用户终端创建 

作为直播的最后一个环节，用户终端对于整个直播体验同样十分重要。客户

端想视频处理服务器发送用户请求，服务器将用户请求的视频数据及其配置信息

发送，客户端在接收到相应的码流数据和位置信息后，进行解码显示。直播网络

的传输通过 TCP 协议。另外，由于网络带宽的限制，系统设置的码率能够根据

客户端网络情况进行调整，一般 1080P 分辨率设置 4Mbps，4K 为 16Mbps。因此

传输的本系统在测试中搭建的客户端主要分为 PC 端和移动端。PC 端系统为

Windows 系统（I7-7700 的 CPU，内存为 16G，显卡为 GTX 1070Ti），移动端是

安卓系统下的普通手机和平板（测试机为华为 nova 和魅族）。系统通过设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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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客户端进行十亿像素场景视频的画面显示与交互。如图所示为全景视频在客

户端中的画面效果。图中为一台 mantis 相机实时拍摄的直播画面。用户可以使

用快捷键“shift+滚轮”进行不同层级间的切换，也可以通过点击按钮“上一层”“下

一层”进行切换。 

 

图 5.1.2 不同设备的客户端环境截图(主要包括 PC 电脑、平板、安卓手机) 

5.2 系统功能测试 

上文介绍了整个系统的实际构建，本节则对十亿像素场景交互式直播系统进

行测试，功能测试主要针对 zoom 缩放功能、视点切换功能以及多平台客户端的

支持功能进行测试。全景视频的画面效果即色差质量拼缝问题以及整个系统的功

能测试、延迟三个方面进行验证。 

5.2.1 zoom 功能测试 

本系统开发专有的客户端，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相关按钮和通过鼠标滚轮的方

式进行缩放功能的实现。客户端设置了 3 层分辨率，每块相机图像分辨率分别为

第一层 320×180、第二层 960×540 以及第三层 3840×2160。在视频实时直播中，

用户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区域对视频进行拖拽的操作。如图 5.2.1 为本系统在昆

山祖冲之路十字路口的相机测试布点实时直播的画面截图，以及亿级像素直播画

面的不同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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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昆山祖冲之路十字路口实时直播画面 

5.2.2 视点切换功能测试 

由于视频处理服务器显卡硬件资源，本系统现购入 2 台视频处理服务器（每

台配置为 2 路 E5-2696 的 CPU（22 核心 44 线程），64G 内存，3 张 P5000 显

卡），本系统初步原型采用 2 台 mantis 70 实现视点切换的功能，具体实现方式

如下，将两台 mantis 70 分别布置于想要进行视野观察的位置进行拍摄，通过光

纤线将两台相机与推流服务器相连，推流服务器对相机调焦后进行推流，两台视

频处理服务器分别接收到 1 台相机的多路流，处理后转发至客户端，并根据客户

端请求返回相关数据。用户通过选择相机序号切换视频，切换后视点场景改变，

观看层级不变，实际效果如图 5.2.2 所示： 

 

（a）视点 1 直播场景 

 

（b）视点 2 直播效果 

图 5.2.2 两个视点直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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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多平台支持功能测试 

如图 5.1.2 所示，本系统支持 PC 和移动端设备播放。此外，本系统支持安

卓系统版本的移动端，包含手机、平板。本系统中采用的 PC 端配置为为 I7-7700

的 CPU，内存为 16G，显卡为 GTX 1070Ti。平板、手机采用华为。 

5.3 系统性能测试 

5.3.1 全景效果测试 

如图所示 5.3.1，左图是 Hugin 全景拼接的整体画面以及局部拼缝画面，右

图为系统后期采用的客户端分布式拼接的整体画面和局部拼缝画面。两者的整体

画面拼接效果都较为完整，画面整体性强。在局部高清区域，Hugin 在两个相机

的重叠区域会存在拼缝问题，系统采用的拼接最终效果拼缝问题较小。值得注意

的是，图中各个相机之间存在明显色差，本系统目前由于前端 API 相机权限问

题，还未进行色差校正，该问题会在未来工作中进一步改进。 

（a）全局画面（左图 Hugin 拼接，右图位置映射） 

（b）局部细节拼接效果（左图 Hugin 拼接，右图位置映射） 

图 5.3.1 客户端拼接 

5.3.2 延迟测试 

整个直播系统的延迟包含采集模块、传输模块、服务器处理模块、客户端解

码播放模块四个模块造成的延迟总和。其中，服务器处理模块的延迟主要是由于

视频的解码编码造成。在帧率 30fps 的情况下，用户端观看第三层 4K 层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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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断拖动观看区域，通过拍摄时钟秒表计时的方式，如图 5.3.2，从前端采集到

公网环境喜爱用户在客户端的直播观看，整个系统的延迟在 500ms。另外，去除

传输以及采集推流的延迟，系统对视频处理模块的延迟进行了测试，如表 5.1，

内部总延迟时间在 100ms 以内，对于整个直播系统该延迟可以满足系统对实时

性的要求。 

表 5.1 各模块延迟时间 

分辨率层级 解码时间 ms 多尺度采样 ms 编码时间 ms 

320x180 28 20 26 

960x540 27 22 27 

3840x2160 27 25 26 

 

 

图 5.3.2 系统直播延迟实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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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总结与展望 

6.1 本文工作总结 

本文从视频业务的发展出发，讲述了当前视频直播的发展趋势，更高的分辨

率、交互方式更加多样化、更深的沉浸感等，围绕以上未来视频直播的趋势，进

行了十亿像素场景交互式直播系统的研究。针对如何实现十亿像素的画面采集以

及实时直播交互，本文分别讲述了阵列相机同步采集、拼接融合、视频多尺度处

理以及客户端多分辨率查看技术的基本原理，并且搭建了十亿像素场景交互式直

播原型系统，实现了视频帧率 30fps 下 2 台 1.07 亿像素的高分辨率视频的实时直

播，包括任意区域的缩放功能、拖动功能以及视点切换功能。支持 PC、安卓端

手机和平板。 

在实地落地部署中，本系统在昆山祖冲之路十字路口的 16 楼处进行了相机

以及相关硬件架设，实际测试效果较好，体现了本系统能够有效利用于大场景下

的视频直播，未来可进一步应用于体育直播领域。 

6.2 未来工作计划 

目前本系统实现的亿级像素场景采集只包括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对于

深度信息并没有加入，因此在视点切换中无法实现 360 旋转播放效果。对于一

些精彩瞬间的高光时刻，例如球员进球，用户想 360 度观看球员动作，本系统无

法实现。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本系统将加入更多的小相机（空间分辨率 3840x2160）

架设在多个 mantis 相机之间，进行三维空间像素的全覆盖，进而通过三维场景

空间实现子弹时间等 360 度全景播放效果。 

十亿像素场景交互式直播系统存在的另一个不足在于对客户端性能和网络

带宽的要求，由于 4K 高清视频的数据量的限制，尽管本系统采取将 3840x2160

视频块进行了 16 个 960x540 的切片处理，当客户端进行拖动浏览时，将最大加

载 9 个 960x540 切片，这要求客户端具有较强的解码能力，对于普通的手机端和

平板实现流畅的最高清层的直播仍然是个不小的挑战。在后续的系统优化中，我

们会考虑调整策略，将更多的资源处理集中在服务器端解决，减轻用户端的压力。

同样地，由于最高清视频层（4K 视频层），用户在浏览中，客户端需要传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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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9 个 960x540 切片的数据量，如果网络带宽受限，则会出现视频卡顿的现象，

针对网络带宽的问题，将更多的计算处理集中在服务端，通过码率控制等手段，

使系统传输更少的数据量，降低客户端的性能压力和网络带宽限制。同时，随着

未来 5G 的推广使用，本系统将采用 5G 进行系统测试，解决网络带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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