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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路高清解码器集群的

控制方法，具体包括如下三个组成部分：（1）使用

组播UDP数据包作为多路高清解码器各控制逻辑

间通信的方法；所述组播UDP数据包内包含目标

端口、集群编号；（2）使用IP和MAC地址作为标示，

以用户添加的顺序决定多路高清解码器内部通

信时各控制逻辑优先级。（3）使用选举法作为多

路高清解码器集群各控制逻辑通信时决定唯一

主控逻辑的方法。本发明在高清解码器组成的集

群中选择一个主控逻辑，协调各控制逻辑之间的

冲突，防止设备间出现控制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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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路高清解码器集群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如下三个组成部分：

（1）使用组播UDP数据包作为多路高清解码器各控制逻辑间通信的方法；所述组播UDP

数据包内包含目标端口、集群编号；

（2）使用IP和MAC地址作为标示，以用户添加的顺序决定多路高清解码器内部通信时各

控制逻辑优先级；

（3）使用选举法作为多路高清解码器集群各控制逻辑通信时决定唯一主控逻辑的方

法；所述集群中各控制逻辑，存在候选Master、参选Master、持有Master三种状态；所述选举

法包括如下步骤：

A、各候选Master在MasterKA计数时间内未收到IAmMaster消息，且自认为优先级最高，

发出MasterKA消息，并成为参选Master；如果收到IAmMaster消息，重启MasterKA计数；

B、参选Master持续发送ToBeMaster消息，并等待其他控制逻辑的回复；

C、各参选Master收取来自其他控制逻辑发出的ToBeMaster消息，判断每一个发出该消

息的控制逻辑与自身的优先级高低，并向低于自身优先级的控制逻辑回复RefuseMaster消

息；向高于自身优先级的控制逻辑回复AccessMaster消息；

D  、收到RefuseMaster消息的参选Master，再次成为候选Master，并重启MasterKA计

数；

E  、超时未收到RefuseMaster消息或发出的ToBeMaster消息收到的回复均为

AccessMaster消息的参选Master，成为持有Master；

F  、持有Master持续发送IAmMaster消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路高清解码器集群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集群

各控制逻辑内部均设有计时模块，候选Master计时完成发出Hello消息，并重新开始计时；

收到Hello消息的设备，更新在线设备列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路高清解码器集群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集群

各控制逻辑基于以太网的方式互联，并使用互不相同的IP和MAC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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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路高清解码器集群的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安全防范、视频监控领域，涉及以数字视频解码为核心功能的多路高

清解码器设备的集群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多路高清解码器是专为高清监控系统部署与管理而设计的解码设备。运行稳定可

靠，支持多种高清显示接口，是监控中心中解决高清网络视频信号上墙显示的理想设备。

[0003] 随着监控中心对多物理屏的拼接需求越来越旺盛，不断突破物理屏拼接上限数量

势在必行。要突破物理屏拼接上限数量一定要解决的技术难点在于多设备的集群技术。只

有一个设备的情况下，控制逻辑只有一个，能够顺利的对设备进行控制，响应用户操作。但

多个设备集群后，就会有多个控制逻辑存在，如果每个设备上的控制逻辑依然按照单设备

的模式工作，则会出现每个设备各自独立，各解码通道只受本设备主控模块的控制。每个控

制逻辑都会响应用户操作，这样集群内的各个设备便无法相互配合，无法做到不同设备上

的物理屏显示同一个画面。

[0004] 因此，必须有一种方法协调多个控制逻辑，保证控制逻辑对集群内全部设备的控

制不会出现紊乱，使得集群系统不仅能够像单一设备一样正确响应用户操作，还能充分发

挥集群的优势，突破单一设备功能的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多路高清解码器集群的控制方法，在集群中多个控制逻辑中

选择一个主控逻辑，协调各控制逻辑之间的冲突，防止设备间出现控制紊乱。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路高清解码器集群的控制方法，具体包

括如下三个组成部分：

[0007] (1)使用组播UDP数据包作为多路高清解码器各控制逻辑间通信的方法；所述组播

UDP数据包内包含目标端口、集群编号；

[0008] (2)使用IP和MAC地址作为标示，以用户添加的顺序决定多路高清解码器内部通信

时各控制逻辑优先级；

[0009] (3)使用选举法作为多路高清解码器集群各控制逻辑通信时决定唯一主控逻辑的

方法；所述集群中各控制逻辑，存在候选Master、参选Master、持有Master三种状态；所述选

举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A、各候选Master在MasterKA计数时间内未收到IAmMaster消息，且自认为优先级

最高，发出MasterKA消息，并成为参选Master；如果收到IAmMaster消息，重启MasterKA计

数；

[0011] B、参选Master持续发送ToBeMaster消息，并等待其他控制逻辑的回复；

[0012] C、各参选Master收取来自其他控制逻辑发出的ToBeMaster消息，判断每一个发出

该消息的控制逻辑与自身的优先级高低，并向低于自身优先级的控制逻辑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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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useMaster消息；向高于自身优先级的控制逻辑回复AccessMaster消息；

[0013] D  、收到RefuseMaster消息的参选Master，再次成为候选Master，并重启MasterKA

计数；

[0014] E  、超时未收到RefuseMaster或发出的ToBeMaster消息收到的回复均为

AccessMaster消息的参选Master，成为持有Master；

[0015] F  、持有Master持续发送IAmMaster消息；

[0016] 所述集群各控制逻辑内部均设有计时模块，候选Master计时完成发出Hello消息，

并重新开始计时；收到Hello消息的设备，更新在线设备列表。

[0017] 所述集群各控制逻辑基于以太网的方式互联，并使用互不相同的IP  和MAC地址。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多个高清解码器组成的集群时，从多个控制逻辑中选择一

个主控逻辑，协调各控制逻辑之间的冲突，防止设备间出现控制紊乱。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所述算法的执行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多路高清解码器集群的控制方法，具体包括：

[0022] (1)使用组播UDP数据包作为多路高清解码器各控制逻辑间通信的方法；所述组播

UDP数据包内包含目标端口、集群编号。

[0023] 多路高清解码器主控逻辑之间的通信使用组播的UDP包实现。实际情况下集群功

能如何使用是由用户来决定的，集群内有几个设备是不确定的，所以面向连接的TCP方案并

不适用，使用起来将会非常复杂，且通信包的数量很大，给网络将增加不小的负荷。原理上

便呈现了较高的复杂度和不适用性。而点对点的普通UDP通信，原理上的效果与TCP  一致，

也不宜使用。而组播UDP具有很好的特性，只发一个包，便可以被多个设备同时接收，不仅将

网络的负荷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还解决了点对点的问题，主控逻辑不必再选择将数据包

发送给谁，大大减小了设计难度和实现难度。所以本方法采用了组播的UDP包实现。

[0024] 然而组播的UDP包有个缺点：难以区分哪个包是发给谁的，哪个包是有效包。解决

该问题的方法一是选择一个使用较少的端口，这样应用程序收到的组播包数量就不会很

多，出现干扰包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二是在包内加入唯一的集群编号和相关信息，这样便

达到了识别有效组播包的目的。

[0025] 综上，主控逻辑通信的方法是使用特别端口、包内含有唯一标示信息的组播UDP技

术。

[0026] (2)所述集群各控制逻辑给予以太网的方式互联，并使用互不相同的IP和MAC地

址。使用IP和MAC地址作为标示，以用户添加的顺序决定多路高清解码器内部通信时各控制

逻辑优先级。

[0027] 采用优先级的方法可以简单可靠的决定集群内唯一的主控逻辑。优先级的决定逻

辑将大大影响本方法的可靠程度。决定优先级的逻辑越简单，本方法最后的结果也越可靠。

[0028] 集群使用的设备个数是由用户指定的，添加顺序也是由用户指定。用户指定的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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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顺序就可以拿来作为主控逻辑的优先级。该方法没有复杂性，简单可靠，方便易行，为本

方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029] 有了各主控逻辑的优先级，还需要唯一标示各主控逻辑，如果无法识别各个主控

逻辑，那么优先级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因为是网络设备，所以每个设备所独有的MAC地址

和IP地址可以被用来唯一标示设备。本方法采用的就是这种标示方法。

[0030] 综上，主控逻辑通信时决定各主控逻辑优先级的方法是使用IP和  MAC作为标示，

用户添加顺序作为优先级。

[0031] (3)使用选举法作为多路高清解码器集群各控制逻辑通信时决定唯一主控逻辑的

方法；所述集群中各控制逻辑，存在候选Master、参选  Master、持有Master三种状态；所述

选举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2] A、各候选Master在MasterKA计数时间内未收到IAmMaster消息，且自认为优先级

最高，发出MasterKA消息，并成为参选Master；如果收到IAmMaster消息，重启MasterKA计

数；

[0033] B、参选Master持续发送ToBeMaster消息，并等待其他控制逻辑的回复；

[0034] C、各参选Master收取来自其他控制逻辑发出的ToBeMaster消息，判断每一个发出

该消息的控制逻辑与自身的优先级高低，并向低于自身优先级的控制逻辑回复

RefuseMaster消息；向高于自身优先级的控制逻辑回复AccessMaster消息；

[0035] D  、收到RefuseMaster消息的参选Master，再次成为候选Master，并重启MasterKA

计数；

[0036] E  、超时未收到RefuseMaster或发出的ToBeMaster消息收到的回复均为

AccessMaster消息的参选Master，成为持有Master；

[0037] F  、持有Master持续发送IAmMaster消息；

[0038] 所述集群各控制逻辑内部均设有计时模块，候选Master计时完成发出Hello消息，

并重新开始计时；收到Hello消息的设备，更新在线设备列表。

[0039] 有的用户操作环境复杂，很容易发生某台设备掉线的情况。如果掉线的设备正好

是唯一主控所在的设备，那么整个集群可能进入停滞的状态，用户再也无法操作、无法控

制。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必须要解决该问题。

[0040] 当唯一主控发生丢失的时候，其他主控都会在一段时间之后重新进入选举，这样

将产生新的唯一主控，唯一主控将重新接管整个集群，为用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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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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