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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CS 开发手册
（00）—— 概述
OMCS 网络语音视频框架是集成了语音、视频、远程桌面、电子白板等多种媒体于一身的网络多媒体框架（目
前支持.NET、Android、iOS）， 实现了多媒体设备【麦克风、摄像头、桌面、电子白板】的采集、编码、网络传
送、解码、播放（或显示）等相关的一整套流程，且可智能地根据网络状况实时调整帧频、清晰度、并优先保证语
音通话效果 。您只要连接到 OMCS 服务器，就可以随时访问任何一个在线用户的多媒体设备。基于 OMCS，您可
以快速地开发视频聊天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网络监控系统、远程协助系统、远程教育系统等等基于网络多媒体的
应用系统。

一.OMCS 功能简介
1.Owner 与 Guest
任何一个 OMCS 的 Client 都有两种身份：Owner 和 Guest。
当一个 Client 作为 Owner 时，它提供本地的摄像头、话筒、桌面、电子白板等多媒体设备供其它的 Client 访问。
而当一个 Client 访问其它 Client 提供的多媒体设备时，则该 Client 就是以 Guest 的身份出现。
比如，A 要听到 B 的声音，则 A 必须连接到 B 的麦克风，在这种场景下，A 就是 Guest，而 B 就是麦克风设备
的 Owner。
2.单向连接，1 对 1，1 对 N，N 对 1，N 对 N 的关系
一个 Client 可以同时访问多个在线 Client 的多媒体设备；而一个 Client 提供的某个多媒体设备，也可以同时被
多个其它的 Client 同时访问。其基础是单向连接（比如当 A 访问 B 的摄像头时，B 不用访问 A 的摄像头），由单
向连接就可以组合成 1 对 1，1 对 N，N 对 1，N 对 N 的关系， 这样就非常灵活。
像监控一个摄像头这样的系统直接使用单向连接就可以；
两个人视频聊天就是 1 对 1 的关系；
在线教育系统中，
老师讲学生听，就是 1 对 N 的关系；同时监控多个摄像头就是 N 对 1 的关系；而视频会议则是“N 对 N 的关系”。
3.P2P 通道
当两个 Client 之间相互通信时，OMCS 底层会自动尝试 P2P 连接，如果 P2P 通道能创建成功，该两个客户端之
间的后续通信都经过 P2P 通道进行。即使 P2P 通道是基于 UDP 的，OMCS 也会保证 P2P 通信的可靠性。
4.信道分离
在某些具体的应用中，我们可能需要把信道依据数据的类型进行分离。比如，在视频会议系统中，希望能将传
送语音的信道独立出来，以避免其它类型数据传送时可能产生的拥挤而影响到语音的流畅性。这种情况下，我们就
可以将语音数据分离到一条专用的信道进行传送。

5.超简单的编程模型
当基于 OMCS 进行开发时，如果要访问其它客户端提供的多媒体设备，我们只需要从工具箱中拖拽对应的连接
器控件/组件到 UI 上，然后调用其 Connect 方法连接到目标设备即可。Connect 方法会返回连接的结果，如果连接成
功，则该连接器控件/组件将会正常工作（比如，CameraConnector 控件将会显示目标摄像头捕捉到的视频）。
另外，我们已经提供了完整的 OMCS 服务端程序，即 OMCS.Server.exe，在使用时，只要部署该程序并启动它
即可。
6.与应用集成
OMCS 解决的仅仅是多媒体设备的管理、连接、显示/播放、控制等问题，并没有掺杂具体的业务逻辑。所以，
当与具体的应用集成时，通常 OMCS 的服务端是独立的，而 OMCS 的客户端 dll 将被嵌入到具体应用的客户端程序
中，就像下面一样：

二.OMCS 技术特点
1.视频
（1）支持 160*120、320*240、480*360、640*480、720p、1080p 等多种采集分辨率。可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该分辨率。
（2）支持高、中、低三种视频编码质量。
（3）支持帧频 1~60fps。
（4）当网络拥塞时，主动弃帧。
（5）根据网络状态，自动调整视频的编码质量。
（6）可以以位图格式获取当前视频帧。
（7）支持多种视频设备：普通摄像头、usb 摄像头、虚拟摄像头、视频卡等。
2.音频
（1）支持高、中、低三种音频编码质量。
（2）支持回音消除（AEC）、静音检测（VAD）、噪音抑制（DENOISE）、自动增益（AGC）等网络语音技
术。
（3）最多可支持 16 路混音。
（4）自适应的 JitterBuffer，根据网络状态，动态调整缓冲深度。
（5）如果同时开启音频和视频会话，则自动同步视频画面与声音。
（6）在网速慢时，自动调整视频的质量，优先保证音频的清晰和连贯。
（7）根据网络状态，自动切换语音数据到质量更高的网络通道，保证语音通话效果。
3.远程桌面
（1）支持高、中、低三种视频编码质量。
（2）根据机器性能和网速自动选择帧频。
（3）可动态调整屏幕分辨率。
（4）提供观看模式和控制模式两种选择。
（5）当网络拥塞时，主动弃帧。
（6）可指定共享的桌面区域。
4.电子白板

（1）支持常用的视图元素：直线、曲线、箭头、矩形、三角形、椭圆、文字等；支持视图元素的上下对齐，
左右对齐。
（2）可修改边框颜色、填充颜色、线条粗细、线条虚实、显示比例。
（3）可插入图片、截屏，可将整个白板保存为位图。
（4）支持课件：上传课件、打开课件、删除课件，课件翻页等。
（5）白板分页：在不使用课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新建页、删除页、翻页等操作。
（6）提供观看模式和操作模式两种选择。
（7）激光笔：OMCS 会将老师/主讲人的激光笔位置自动同步到各个客户端。

三.Demo 下载
OMCS.Demos.Simplest
这是一个简单的基于 OMCS 的 demo 下载，数十行代码就可以实现一个视频对话的功能。大家可以先睹为快，
并试试 OMCS 的视频、音频、远程桌面、电子白板的效果。后面的文章我们会详细介绍如何使用 OMCS。
视频/音频连接器 截图：

电子白板连接器 截图：
不使用课件：

使用课件：

远程桌面连接器 截图：

（01）—— 多媒体设备管理器
我们在前面一篇文章中提到：任何一个 OMCS 的 Client 都有两种身份，Owner 和 Guest。多媒体设备管理器就
是工作于 OMCS 客户端，并以 Owner 的身份管理本地所有的多媒体设备的。多媒体设备管理器对象是 OMCS 在客
户端的核心对象，它会根据 guest 的请求自动启动或停止某个多媒体设备。

一.多媒体设备

像本地的摄像头、麦克风、电子白板等都属于多媒体设备，多媒体设备的类型使用枚举 MultimediaDeviceType
表示：
API：
/// <summary>
/// 多媒体设备的类型。
/// </summary>
public enum MultimediaDeviceType
{
/// <summary>
/// 摄像头。
/// </summary>
Camera = 0,
/// <summary>
/// 话筒。
/// </summary>
Microphone,
/// <summary>
/// 桌面。
/// </summary>
Desktop,
/// <summary>
/// 电子白板。
/// </summary>
WhiteBoard
}
目前的 OMCS 支持 MultimediaDeviceType 定义的 4 种多媒体设备类型，所有的多媒体设备都由多媒体管理器
IMultimediaManager 统一管理。
（1） 客户端以 Owner 身份提供本地的多媒体设备供其它客户端访问。
（2） 各种类型的多媒体设备对应的类 Class 都是 internal 的，属于 OMCS 的内部对象，开发人员不需要对其
进行任何编程。取而代之的是，开发人员可以通过 IMultimediaManager 来间接获取多媒体设备的有关状态和信息。
（3）如何获取当前电脑的摄像头、麦克风、声卡的硬件设备信息了？OMCS 提供了工具类，具体可参考 OMCS
开发手册（11） —— 深入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

二.多媒体设备管理器详解
作为 OMCS 客户端的核心对象，多媒体管理器的主要职责为：
（1）管理本地的所有多媒体设备实例，设置设备参数，以及在合适的时间启动或停止某个多媒体设备。
（2）与 OMCS 服务器通信，并管理与 OMCS 服务器之间连接的状态。
（3）创建 P2P 通道。在多媒体连接器发起到目标设备的连接请求时，同时异步创建到目标 Owner 的双向 P2P
通道。
上述这些职责，可以通过多媒体设备管理器的接口 OMCS.Passive.IMultimediaManager 的定义体现出来。
1.属性
IMultimediaManager 接口中所有的属性定义如下：
API：
/// <summary>

/// 已连接的多媒体服务器的地址。
/// </summary>
AgileIPEndPoint ServerIPE {get; }
/// <summary>
/// 当前登录用户的ID。
/// </summary>
string CurrentUserID { get; }
/// <summary>
/// 当前多媒体管理器是否可用？（与OMCS服务器成功连接？并且设备管理器已经初始化完成？）
/// </summary>
bool Available { get; }
/// <summary>
/// 当前多媒体管理器是否正在工作？
/// 如果没有任何guest连接到本地多媒体设备，并且自己也没有连接到别人的设备，则返回false。否则返回
true。
/// </summary>
bool Working { get; }
/// <summary>
/// 掉线后，是否自动重连。（如果要set该属性，则必须在调用Initialize方法之前设置才有效。）
/// </summary>
bool AutoReconnect { get; set; }
/// <summary>
/// 语音视频聊天组入口。（只有多媒体管理器初始化成功之后，该属性才有效）
/// </summary>
IChatGroupEntrance ChatGroupEntrance { get; }
/// <summary>
/// OMCS高级控制选项。如果要修改AdvancedOptions的某些属性值，必须在调用Initialize方法之前设置才
有效。
/// </summary>
AdvancedOptions Advanced { get; }
#region Audio
/// <summary>
/// 要使用的麦克风的索引。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int MicrophoneDeviceIndex { get; set; }
/// <summary>
/// 要使用的扬声器的索引。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int SpeakerIndex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将话筒采集到的音频输出给Guest。（必须在初始化完成之后设置才有效，可动态修改。）
/// 如果为true，表示输出；否则，表示将采集到的音频数据丢弃，不发送给guest。默认值为true。（比如
在视频会议中，只将发言人的OutputAudio设为true，以减少带宽和避免杂音）
/// </summary>
bool OutputAudio { get; set; }
/// <summary>
/// 输出音量的放大系数。取值范围1~10。默认值1(表示不放大)。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int VolumeAmplifyFactor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静音（来自任何owner的声音都不播放）。
/// </summary>
bool Mute { get; set; }
#endregion
#region Camera
/// <summary>
/// 用于注入自定义的视频采集器工厂。（必须在调用Initialize方法之前设置才有效。）
/// </summary>
IVideoCapturerFactory VideoCapturerFactory { set; }
/// <summary>
/// 要使用的摄像头的索引。默认值0。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如果在初始化之前将CameraDeviceIndex设置为0，那么框架将自动选择第一个有效的摄像头，这意味
着初始化完成后，CameraDeviceIndex的值可能不再是0。】
/// </summary>
int CameraDeviceIndex { get; set; }
/// <summary>
/// 摄像头采集视频的大小。如果当前摄像头不支持指定的尺寸，则会自动匹配到最相近的分辨率。默认为
320*240。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Size CameraVideoSize { get; set; }
/// <summary>
/// 摄像头采集的视频的编码质量。取值0~31，默认值6。取值越小，质量越高。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int CameraEncodeQuality { get; set; }
/// <summary>
/// [从Owner的角度]是否根据音频反馈以及视频丢帧情况自动调整视频编码质量。默认值为true。（以保证
音频连贯性）。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bool AutoAdjustCameraEncodeQuality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将摄像头集到的视频输出给Guest。 默认值为true。（必须在初始化完成之后设置才有效，可动态

修改。）
/// 如果为true，表示输出；否则，表示将采集到的视频数据丢弃，不发送给guest。默认值为true。
/// </summary>
bool OutputVideo { get; set; }
/// <summary>
/// 当通道繁忙时，采取的视频帧（来自摄像头）丢弃模型。默认值为DiscardWhenNeed。可以在运行时动
态修改。
/// </summary>
FrameDisardedMode VideoFrameDisardedMode { get; set; }
#endregion
#region Desktop
/// <summary>
/// 是否将桌面图像输出给Guest。默认值为true。（必须在初始化完成之后设置才有效，可动态修改。）
/// </summary>
bool OutputDesktop { get; set; }
/// <summary>
/// 允许guest操作桌面。默认值为true。（必须在初始化完成之后设置才有效，可动态修改。）
/// </summary>
bool AllowControlDesktop { get; set; }
/// <summary>
/// 本地桌面的编码质量。取值0~31，默认值6。取值越小，越清晰。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int DesktopEncodeQuality { get; set; }
/// <summary>
/// 要捕捉的屏幕的区域。
/// 如果set为null，则表示捕捉整个屏幕。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桌面采集器会将长和宽修正为8的整
数倍】
/// </summary>
Rectangle? DesktopRegion { get; set; }
#endregion
#region WhiteBoard
/// <summary>
/// 用于缓存白板课件的根目录。默认值为运行目录下的"Coursewares"文件夹。
/// </summary>
string CoursewaresRootPath { get; set; }
/// <summary>
/// 用于注入自定义的图片转换器工厂。（必须在调用Initialize方法之前设置才有效。）
/// </summary>
IImageConverterFactory ImageConverterFactory { get; set; }
#endregion
/// <summary>

/// [从Owner的角度]Owner发送帧数据给Guest时，通道的选择模型。默认值为P2PChannelFirst。必须在初始
化前设置才有效。
/// </summary>
ChannelMode ChannelMode { get; set; }
/// <summary>
/// 记录OMCS日志的文件路径，默认值为在运行目录下的OmcsLog.txt文件。（运行目录下可能没有写权
限）。设为null（且OmcsLogger也设为null），表示不记录任何日志。
/// </summary>
string OmcsLogPath { get; set; }
/// <summary>
/// 如果被赋非null值，则OmcsLogPath属性将无效。（必须在调用Initialize方法之前设置才有效。）
/// </summary>
IAgileLogger OmcsLogger { set; }
/// <summary>
/// 是否记录安全日志。默认值为false。
/// </summary>
bool SecurityLogEnabled { get; set; }
/// <summary>
/// 已连接的多媒体服务器的地址。
/// </summary>
AgileIPEndPoint ServerIPE {get; }
/// <summary>
/// 当前登录用户的ID。
/// </summary>
string CurrentUserID { get; }
/// <summary>
/// 当前多媒体管理器是否可用？（与OMCS服务器成功连接？并且设备管理器已经初始化完成？）
/// </summary>
bool Available { get; }
/// <summary>
/// 当前多媒体管理器是否正在工作？
/// 如果没有任何guest连接到本地多媒体设备，并且自己也没有连接到别人的设备，则返回false。否则返回
true。
/// </summary>
bool Working { get; }
/// <summary>
/// 掉线后，是否自动重连。（如果要set该属性，则必须在调用Initialize方法之前设置才有效。）
/// </summary>
bool AutoReconnect { get; set; }
/// <summary>
/// 语音视频聊天组入口。（只有多媒体管理器初始化成功之后，该属性才有效）

/// </summary>
IChatGroupEntrance ChatGroupEntrance { get; }
/// <summary>
/// OMCS高级控制选项。如果要修改AdvancedOptions的某些属性值，必须在调用Initialize方法之前设置才
有效。
/// </summary>
AdvancedOptions Advanced { get; }
#region Audio
/// <summary>
/// 要使用的麦克风的索引。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int MicrophoneDeviceIndex { get; set; }
/// <summary>
/// 要使用的扬声器的索引。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int SpeakerIndex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将话筒采集到的音频输出给Guest。（必须在初始化完成之后设置才有效，可动态修改。）
/// 如果为true，表示输出；否则，表示将采集到的音频数据丢弃，不发送给guest。默认值为true。（比如
在视频会议中，只将发言人的OutputAudio设为true，以减少带宽和避免杂音）
/// </summary>
bool OutputAudio { get; set; }
/// <summary>
/// 输出音量的放大系数。取值范围1~10。默认值1(表示不放大)。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int VolumeAmplifyFactor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静音（来自任何owner的声音都不播放）。
/// </summary>
bool Mute { get; set; }
#endregion
#region Camera
/// <summary>
/// 用于注入自定义的视频采集器工厂。（必须在调用Initialize方法之前设置才有效。）
/// </summary>
IVideoCapturerFactory VideoCapturerFactory { set; }
/// <summary>
/// 要使用的摄像头的索引。默认值0。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如果在初始化之前将CameraDeviceIndex设置为0，那么框架将自动选择第一个有效的摄像头，这意味
着初始化完成后，CameraDeviceIndex的值可能不再是0。】
/// </summary>

int CameraDeviceIndex { get; set; }
/// <summary>
/// 摄像头采集视频的大小。如果当前摄像头不支持指定的尺寸，则会自动匹配到最相近的分辨率。默认为
320*240。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Size CameraVideoSize { get; set; }
/// <summary>
/// 摄像头采集的视频的编码质量。取值0~31，默认值6。取值越小，质量越高。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int CameraEncodeQuality { get; set; }
/// <summary>
/// [从Owner的角度]是否根据音频反馈以及视频丢帧情况自动调整视频编码质量。默认值为true。（以保证
音频连贯性）。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bool AutoAdjustCameraEncodeQuality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将摄像头集到的视频输出给Guest。 默认值为true。（必须在初始化完成之后设置才有效，可动态
修改。）
/// 如果为true，表示输出；否则，表示将采集到的视频数据丢弃，不发送给guest。默认值为true。
/// </summary>
bool OutputVideo { get; set; }
/// <summary>
/// 当通道繁忙时，采取的视频帧（来自摄像头）丢弃模型。默认值为DiscardWhenNeed。可以在运行时动
态修改。
/// </summary>
FrameDisardedMode VideoFrameDisardedMode { get; set; }
#endregion
#region Desktop
/// <summary>
/// 是否将桌面图像输出给Guest。默认值为true。（必须在初始化完成之后设置才有效，可动态修改。）
/// </summary>
bool OutputDesktop { get; set; }
/// <summary>
/// 允许guest操作桌面。默认值为true。（必须在初始化完成之后设置才有效，可动态修改。）
/// </summary>
bool AllowControlDesktop { get; set; }
/// <summary>
/// 本地桌面的编码质量。取值0~31，默认值6。取值越小，越清晰。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int DesktopEncodeQuality { get; set; }

/// <summary>
/// 要捕捉的屏幕的区域。
/// 如果set为null，则表示捕捉整个屏幕。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桌面采集器会将长和宽修正为8的整
数倍】
/// </summary>
Rectangle? DesktopRegion { get; set; }
#endregion
#region WhiteBoard
/// <summary>
/// 用于缓存白板课件的根目录。默认值为运行目录下的"Coursewares"文件夹。
/// </summary>
string CoursewaresRootPath { get; set; }
/// <summary>
/// 用于注入自定义的图片转换器工厂。（必须在调用Initialize方法之前设置才有效。）
/// </summary>
IImageConverterFactory ImageConverterFactory { get; set; }
#endregion
/// <summary>
/// [从Owner的角度]Owner发送帧数据给Guest时，通道的选择模型。默认值为P2PChannelFirst。必须在初始
化前设置才有效。
/// </summary>
ChannelMode ChannelMode { get; set; }
/// <summary>
/// 记录OMCS日志的文件路径，默认值为在运行目录下的OmcsLog.txt文件。（运行目录下可能没有写权
限）。设为null（且OmcsLogger也设为null），表示不记录任何日志。
/// </summary>
string OmcsLogPath { get; set; }
/// <summary>
/// 如果被赋非null值，则OmcsLogPath属性将无效。（必须在调用Initialize方法之前设置才有效。）
/// </summary>
IAgileLogger OmcsLogger { set; }
/// <summary>
/// 是否记录安全日志。默认值为false。
/// </summary>
bool SecurityLogEnabled { get; set; }
（1）基础属性
ServerIPE 只读属性显示了当前多媒体管理器连接的 OMCS 服务器的地址。
SystemToken 用于区分不同的基于 OMCS 开发的系统，并隔离它们。OMCS 的服务端也会配置 SystemToken，
如果客户端与服务端的 SystemToken 的值不一致，则客户端就无法成功登录到 OMCS 服务端。
CurrentUserID 只读属性可以获取当前登录的用户的 UserID。只有在多媒体管理器初始化（Initialize 方法）成
功之后，该属性才有效。

Available 属性显示了当前多媒体管理器是否与 OMCS 服务器成功建立了连接并完成了初始化，而处于可用状
态。只有该属性为 true 时，多媒体管理器才可以正常使用。
OmcsLogPath 多媒体管理器会捕获内部产生的所有异常，并将其记录到 OmcsLogPath 指定的日志文件。其默
认是运行目录下的 OmcsLog.txt 文件，但是，如果我们将基于 OMCS 的客户端程序安装在 C 盘，那么在 win7 下以
普通身份运行起来后，是没有权限写运行目录的，这时，我们通常将日志路径设在“我的文档”的目录下面。
ChannelMode 属性用于控制通道选择模型。即当存在 P2P 通道时，那么多媒体数据传送的路径就有两种：经
服务器中转、或直接经 P2P 通道传送。ChannelMode 用于控制使用哪条通道传送多媒体数据。
（2）语音视频相关
CameraDeviceIndex、MicrophoneDeviceIndex、SpeakerIndex 属性用于分别设置要使用的本地摄像头、麦克风、
以及扬声器的索引。
如果当前机器接有多个摄像头或者话筒设备，则可以通过这几个属性来明确指定要使用哪个设备。在大多数情
况下，这两个属性设为 0 即可，其默认值也是 0。
OutputAudio 和 OutputVideo 属性用于控制是否输出采集到的音频/视频数据给 guest。
比如在视频会议中，
我们可以只将当前发言人的 OutputAudio 设为 true，而将其它成员的 OutputAudio 设为 false，
以减少带宽和避免杂音。
CameraVideoSize 用于设定摄像头采集视频的大小，现在的摄像头通常都支持很多种视频采集尺寸，后面的文
章会详细介绍如何获取摄像头所支持的视频尺寸列表。
CameraEncodeQuality 属性用于设定摄像头视频的编码质量。我们可以根据网络状态动态调节它们的值，以控
制带宽的使用。
AutoAdjustCameraEncodeQuality 属性用于控制是否开启视频质量自动调节功能。
OMCS 内部内置了一套音频/视频优化策略，
其可以根据音频反馈以及视频丢帧的情况自动调整视频编码质量，
以 优 先 保 证 音 频 的 清 晰 与 流 畅 。 如 果 该 属 性 设 为 true ， 将 开 启 这 套 内 置 策 略 。 如 果 该 属 性 开 启 ， 则
CameraEncodeQuality 属性的设置，将不再有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 CameraEncodeQuality 属性读取到当前视频
的编码质量。
VideoCapturerFactory 属性用于注入自定义的视频采集器，比如视频图像来自于网络摄像头或者特殊的视频采
集卡（如 AV-878 采集卡）。具体可参见：OMCS 开发手册（07） —— 扩展视频设备。
ChatGroupEntrance 属性用于对多人语音/视频聊天组进行直接支持。具体可参见：OMCS 开发手册（08） —
— 多人语音/视频。
上述的很多属性可以在运行的过程中进行修改，这就提供了类似动态切换设备的能力，具体可参考 OMCS 开
发手册（11） —— 深入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
（3）远程桌面相关
OutputDesktop 同 OutputAudio 和 OutputVideo 属性的作用一样。
AllowControlDesktop 是对 Guest 操作当前 Owner 桌面的总控制，如果 AllowControlDesktop 为 false，即使 Guest
端的桌面连接器的 WatchingOnly 为 false，Guest 仍然不能操作桌面。
DesktopEncodeQuality 是桌面视频的编码质量。同 CameraEncodeQuality 不一样，DesktopEncodeQuality 不会
根据网络状况自动调节。
DesktopRegion 属性允许我们只共享桌面的一部分（比如，仅仅共享某个应用程序的窗口）给 Guest，这样可以
节省带宽。
（4）电子白板相关
CoursewaresRootPath 和 ImageConverterFactory 用于电子白板的课件功能。

当客户端从服务器下载课件文件时，CoursewaresRootPath 指定了用于存储这些白板课件文件的根目录。
ImageConverterFactory 用于注入自定义的图片转换器工厂，OMCS 通过它可以将目标类型的课件转换成图片以
供电子白板使用。
关于如何实现 ImageConverterFactory 接口，可参考 OMCS 使用技巧 —— 扩展电子白板支持课件的类型：
word、pdf、ppt 。
2.方法
IMultimediaManager 接口中所有的方法定义如下：
API：
/// <summary>
/// 与多媒体服务器建立连接，并初始化本地多媒体管理器。
/// 如果与服务器连接失败，将抛出网络异常。
/// </summary>
/// <param name="userID">当前登录的用户ID。</param>
/// <param name="password">当前登录的用户的密码。</param>
/// <param name="serverIP">OMCS服务器IP</param>
/// <param name="serverPort">OMCS服务器端口</param>
void Initialize(string userID,string password, string serverIP, int serverPort);
/// <summary>
/// 主动断开来访者guest到本地多媒体设备的连接。
/// </summary>
/// <param name="guestID">来访者的用户ID</param>
/// <param name="deviceType">设备类型</param>
/// <param name="notifyGuest">是否通知对方。如果通知对方，对方的连接器将触发Disconnected事件。
</param>
void DisconnectGuest(string guestID, MultimediaDeviceType deviceType ,bool notifyGuest);
/// <summary>
/// 主动断开所有来访者到本地多媒体设备的连接。
/// </summary>
/// <param name="notifyGuest">是否通知对方。如果通知对方，对方的连接器将触发Disconnected事件。
</param>
void DisconnectGuest(bool notifyGuest);
/// <summary>
/// 获取所有连接到当前多媒体设备的Guest列表。
/// </summary>
List<string> GetGuests(MultimediaDeviceType deviceType);
/// <summary>
/// 查询本地的某设备是否正在工作？
/// </summary>
/// <param name="deviceType">设备类型</param>
/// <returns>工作中？</returns>
bool DeviceIsWorking(MultimediaDeviceType deviceType);
在使用多媒体管理器之前，首先要调用 Initialize 方法将其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将做如下几件事情：
（1）与目标 OMCS 服务器建立连接。

（2）使用参数传入的帐号密码进行登录。
（3）如果登录成功，则初始化本地的各个多媒体设备。
注意，如果与服务器连接失败，或者帐号密码错误，则将抛出相应的异常。只有 Initialize 方法成功返回后，
其它的方法才能被正常调用。
DisconnectGuest 方法用于 Owner 主动断开某个 guest 或所有 guest 到本地某设备的连接，该方法为 Owner 提
供了一种主动性的权利。
剩下的几个方法，像 DeviceIsWorking、GetGuests 等，比较容易理解，就不再赘述。
3.事件
IMultimediaManager 接口中所有的事件定义如下：
API：
/// <summary>
/// 当与媒体服务器的连接断开时，触发此事件。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 ConnectionInterrupted;
/// <summary>
/// 当与媒体服务器重连成功时，触发此事件。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 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 <summary>
/// 当某个guest连接到当前设备时，触发此事件。参数为guestID - MultimediaDeviceType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string, MultimediaDeviceType> DeviceConnected;
/// <summary>
/// 当某个guest从当前设备断开时，触发此事件。参数为guestID - MultimediaDeviceType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string, MultimediaDeviceType> DeviceDisconnected;
多媒体管理器初始化成功后，与 OMCS 服务器的长连接就建立了。当与 OMCS 服务器的连接断开时，将触发
ConnectionInterrupted 事件。特别要注意：当 ConnectionInterrupted 事件触发时，本地的所有多媒体设备都将停止工
作。
多媒体管理器内部自动使用了断线重连机制，当网络恢复后，会自动重连 OMCS 服务器，如果重连成功，将会
触发 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事件。我们可以通过 ConnectionInterrupted 事件、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事件、
以及 Available 属性来监控多媒体管理器与 OMCS 服务器之间的连接状态。
当某个 guest 连接到本地的某多媒体设备时，将触发 DeviceConnected 事件；当某个 guest 与本地的某多媒体设
备断开时，将触发 DeviceDisconnected 事件。这两个事件的参数都指明了设备的类型和 guest 的 UserID。

三.Singleton 模式
可以想象，一般在一个进程中，我们只需要一个多媒体管理器实例。那么，我们可以以 Singleton 模式来使用多
媒体管理器。
在设计 OMCS 时，IMultimediaManager 接口的实现类 MultimediaManager 是 internal 的，在 OMCS 外部，我们
看 不 到 它 的 存 在 ， 所 以 也 就 没 有 办 法 new 一 个 MultimediaManager 实 例 。 OMCS 已 经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MultimediaManagerFactory 静态类，让我们更方便地以单件模式使用多媒体管理器实例，其 GetSingleton 方法直接返

回这个单件。
本文主要从作为设备的 Owner 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多媒体设备管理器有哪些职责，以及其提供的 API 是如何工
作的。下篇文章，我们将从作为 Guest 的角度触发，讨论如何使用多媒体连接器。

相关内容：语音视频设备详解、语音视频设备测试

（02）—— 多媒体连接器
多媒体设备管理器一文，我们从 Owner 的角度详细描述了多媒体设备管理器的使用，本文我们将站在 Guest 的
角度，描述 OMCS 中另一类组件/控件：多媒体连接器。多媒体连接器用于连接到任何一个在线的 OMCS 客户端所
提供的多媒体设备。所有的连接器都是以 Windows 控件或组件的方式呈现的，且都实现了 IMultimediaConnector 接
口。
当多媒体连接器成功连接到目标设备后，连接器便可以从设备获取其采集到的数据并进行播放。比如，
CameraConnector 连接到目标摄像头后，便会显示摄像头采集得到的视频。
要特别注意，连接器和设备之间的连接是一个“虚拟连接”，它以 OMCS 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真实 TCP 连
接为基础。在 OMCS 环境中，所谓的连接器与目标设备之间连接成功，意味着是这个“虚拟连接”创建完成；所谓
连接器与目标设备断开，指的是这个“虚拟连接”的释放。显然，虚拟连接的释放并不会导致底层真实的 TCP 连接
断开。但是，反过来，只要底层的 TCP 连接断开，就会导致基于该 TCP 连接的所有“虚拟连接”都被释放。

一.IMultimediaConnector 接口
多媒体连接器的接口定义如下所示：
API：
// 摘要:
//
多媒体连接器。
public interface IMultimediaConnector : IDisposable
{
// 摘要:
//
与目标设备是否已连接？
bool Connected { get; }
//
// 摘要:
//
连接器是否已经被释放？
bool IsDisposed { get; }
//
// 摘要:
//
目标多媒体设备的类型。
MultimediaDeviceType MultimediaDeviceType { get; }
//
// 摘要:
//
设备主人的UserID。
string OwnerID { get; }
//
// 摘要:
//
当调用BeginConnect连接Owner的设备时，如果Owner不在线，则等待对方上线的最长时间。如果超

过这个时间，owner还没连接上来，则BeginConnect的结果仍然为TargetUserOffline。
//
单位：秒。默认值0。
int WaitOwnerOnlineSpanInSecs { get; set; }
// 摘要:
//
当连接目标多媒体设备的尝试（由BeginConnect发起）结束时，触发此事件。事件参数说明了连接
的结果。
event CbGeneric<ConnectResult> ConnectEnded;
//
// 摘要:
//
当与目标多媒体设备的连接断开时，触发该事件。
event CbGeneric<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 Disconnected;
// 摘要:
//
尝试连接目标多媒体设备。如果多媒体设备未被授权、或多媒体管理器未成功初始化、或当前连接
器正在工作、或目标多媒体设备已经被连接、或上次的连接尝试还未结束，则将抛出相应的异常。
//
// 参数:
// destUserID:
//
目标用户的UserID
void BeginConnect(string destUserID);
//
// 摘要:
//
与目标用户的多媒体设备断开连接，并释放通道。
void Disconnect();
//
// 摘要:
//
当一个进程中有多个IMultimediaManager实例时，调用该方法来指定当前连接器究竟要使用哪一个。
该方法必须在BeginConnect方法之前调用。
void SetMultimediaManager(IMultimediaManager mgr);
}
1.连接
当使用连接器对象时，通常首先是将对应的控件/组件拖到窗体上，然后调用其 BeginConnect 方法尝试与目标
用户的多媒体设备进行连接。连接结束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触发 ConnectEnded 事件。我们可以根据
ConnectEnded 事件参数 ConnectResult 得知本次连接是成功还是失败。ConnectResult 枚举定义如下:
API：
public enum ConnectResult
{
Succeed,
/// <summary>
/// 等待回复超时
/// </summary>
Timeout,
/// <summary>
/// 目标用户不在线
/// </summary>
TargetUserOffline,

/// <summary>
/// 设备不存在或出错
/// </summary>
DeviceInvalid,
/// <summary>
/// Owner的设备管理器还未完成初始化
/// </summary>
MultimediaManagerNotInitialized,
/// <summary>
/// 出现异常
/// </summary>
ExceptionOccured,
/// <summary>
/// 自己已掉线
/// </summary>
SelfOffline,
/// <summary>
/// 通道不可用（当前客户端与OMCS之间的TCP连接断开了）
/// </summary>
ChannelUnavailable,
/// <summary>
/// 不能重复连接同一用户的同一设备
/// </summary>
CantConnectRepeatly,
/// <summary>
/// 本次OMCS授权不包含目标设备类型
/// </summary>
DeviceUnauthorized,
/// <summary>
/// 设备已经被其它程序占用
/// </summary>
DeviceInUsing
}
注意，如果多媒体设备未被授权、或多媒体管理器未成功初始化、或当前连接器正在工作、或目标多媒体设备
已经被连接，则 BeginConnect 方法将抛出相应的异常。
如果要连接的目标设备的 Owner 还未上线，WaitOwnerOnlineSpanInSecs 属性则允许我们等它一段时间。在某
些情况下，这可能是很有用的。我们来设想一下，通常基于 OMCS 开发的多媒体应用系统，除了有 OMCS 提供多
媒体的部分，还会有其它业务逻辑，也就是说，除了有 OMCS 服务器存在，还会有处理业务逻辑的应用服务器存在。
就像概述中的那个图所示的情况：

此时，客户端将有两个连接，一个连接指向 OMCS 服务器，另一个连接指向应用服务器。通常，客户端应该在
成功登录了应用服务器之后，才会去连接 OMCS 服务器，这样就可能存在一个时间间隙--即应用服务器已经连接成
功，而 OMCS 服务器还未连接。如果在这个时候，其它 Guest 要访问当前客户端的多媒体设备，就会返回
TargetUserOffline 的结果而连接失败。如果将连接器的 WaitOwnerOnlineSpanInSecs 设置大于 0，则连接器会在这段
时间内不断轮询，等待 Owner 连上 OMCS 服务器。当 Owner 上线的时候，再去连接其多媒体设备。这样就解决了
问题。当然，如果由于某些意外，导致 Owner 在 WaitOwnerOnlineSpanInSecs 时间内都还未连上 OMCS 服务器，则
在等待时间结束时，连接器仍然返回 TargetUserOffline 的结果。
2.状态信息
MultimediaDeviceType 属性表示当前连接器要连接的目标多媒体设备的类型。
Connected 属性反应了当前连接器与多媒体设备之间的连接状态。
IsDisposed 属性表明当前连接器实例是否已经被释放（其 Dispose 方法已经被调用）。如果 IsDisposed 为 true，
表明后续都不能再使用该连接器实例了。
如果 Connected 为 true，则 OwnerID 属性表示当前连接的是哪个用户的多媒体设备。
3.断开连接
我们可以调用 Disconnect 方法主动断开与目标多媒体设备的连接。当然，除了主动断开连接外，还有其它几种
方式也会导致连接器到目标设备的连接断开（比如，网络断开）。而只要连接器与目标多媒体设备之间的连接断开，
就会触发 Disconnected 事件，事件的参数 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 说明了连接断开的原因。
API：
public enum 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
{
/// <summary>
/// Guest(连接器)掉线。
/// </summary>
GuestOffline = 0,
/// <summary>
/// Owner(设备)掉线。
/// </summary>
OwnerOffline,
/// <summary>
/// Guest(连接器)主动断开到设备的连接。
/// </summary>
GuestActiveDisconnect,

/// <summary>
/// Owner(设备)主动断开Guest(连接器)到设备连接。
/// </summary>
OwnerActiveDisconnect,
/// <summary>
/// 试用超时。
/// </summary>
TrialTimeout
}
原因：Guest 掉线、Owner 掉线、Guest 主动断开、Owner 主动断开、试用超时（对于免费版本的 OMCS 而言）。
当 我 们 在 正 常 工 作 的 连 接 器 实 例 上 调 用 其 Disconnect 方 法 时 ， 触 发 Disconnected 事 件 的 参 数 就 是
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GuestActiveDisconnect。
还记得在介绍多媒体设备管理器时，IMultimediaManager 有重载的 DisconnectGuest 方法，如果 Owner 调用这
个 DisconnectGuest 方法，那么在 Guest 这一方对应的连接器实例就会断开到目标设备的连接，而断开的原因就正是
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OwnerActiveDisconnect。

二.四种多媒体连接器
四种多媒体连接器：MicrophoneConnector（麦克风连接器）、CameraConnector/DynamicCameraConnector（摄
像头连接器）、DesktopConnector/DynamicDesktopConnector（远程桌面连接器）、WhiteBoardConnector（电子白板
连接器）。所有这些连接器都实现了 IMultimediaConnector 接口，所以，IMultimediaConnector 定义的功能它们都是
拥有的。
我们可以将这些连接器组件/控件添加到工具箱中：在 VS 的工具箱的空白地方右键快捷菜单=>选择项，在弹出
的“选择工具箱项”的窗体上，点击“浏览”按钮，选中 OMCS.dll 文件，再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1.麦克风连接器
MicrophoneConnector 是一个组件，没有 UI 元素，当然，它也不需要 UI 显示。其提供的相关 API 如下所示：
API：
/// <summary>
/// 当Owner音频输出控制改变时，触发此事件。【对应于Owner端的多媒体管理器的OutputAudio属性的修
改】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 OwnerOutputChanged;
/// <summary>
/// 当接收到目标用户的麦克风的数据时，触发该事件。（解码后的数据，20ms）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byte[]> AudioDataReceived;
/// <summary>
/// 当Mute属性设置为true时，不会播放接收到的数据，但是，此时需要触发AudioDataReceived事件吗？默
认值为false。
/// </summary>
bool SpringReceivedEventWhenMute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静音。默认值false。注意，即使设置为true，也不影响AudioDataReceived事件的触发。

/// </summary>
bool Mute { get; set; }
/// <summary>
/// Owner是否输出了音频。【对应于Owner端的多媒体管理器的OutputAudio属性】
/// </summary>
bool OwnerOutput { get; }
比如，我们如果希望将麦克风连接器播放的声音录制下来，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AudioDataReceived 事件拿到声
音数据。
2.摄像头连接器
OMCS 提 供了 两 个 摄 像 头 连 接 器： CameraConnector 和 DynamicCameraConnector 。 它 们 的 区 别 在于 ，
CameraConnector 是一个 UI 控件，直接在当前的 UI 上显示目标摄像头采集到的视频；DynamicCameraConnector 是
一个组件（没有 UI），可以通过 SetViewer 方法动态地为其设置要在哪个 UI 上绘制。
API：
/// <summary>
/// 设置要显示视频的控件。必须要在UI线程中调用该方法。
/// </summary>
/// <param name="newPanel">要绘制视频的控件。可以为null。</param>
void SetViewer(Control newPanel);
像我们经常看到的视频聊天中的全屏显示功能，就可以采用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实现，当用户点击全屏
按钮时，将 DynamicCameraConnector 要绘制的表面设置为最前（Top）的窗体的表面就可以了。
注意：如果使用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在自定义的控件或窗体表面绘制视频，那么，为了防止闪烁，需要
您在代码中设置双缓冲。在控件或窗体的构造函数中增加以下代码：
API：
public MyControl()
{
InitializeComponent();
this.SetStyle(ControlStyles.ResizeRedraw, true);//调整大小时重绘
this.SetStyle(ControlStyles.OptimizedDoubleBuffer, true);// 双缓冲
this.SetStyle(ControlStyles.AllPaintingInWmPaint, true);// 禁止擦除背景.
this.SetStyle(ControlStyles.UserPaint, true);//自行绘制
this.UpdateStyles();
}
除此之外，CameraConnector 和 DynamicCameraConnector 还提供了以下特性：
API：
/// <summary>
/// 当检测到Owner的摄像头采集的视频大小发生变化时，触发此事件。参数为新的视频大小。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Size> OwnerCameraVideoSizeChanged;
/// <summary>
/// 当Owner视频输出控制改变时，触发此事件。【对应于Owner端的多媒体管理器的OutputVideo属性的修
改】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 OwnerOutputChanged;

/// <summary>
/// Owner是否输出了视频。【对应于Owner端的多媒体管理器的OutputVideo属性】
/// </summary>
bool OwnerOutput { get; }
/// <summary>
/// 视频的尺寸（长和宽都已经修正为8的整数倍）。
/// </summary>
Size VideoSize { get; }
/// <summary>
/// 是否自动保持视频与音频同步。默认值为true。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bool AutoSynchronizeVideoToAudio { get; set; }
/// <summary>
/// 获取当前正在绘制的图像。
/// </summary>
Bitmap GetCurrentImage();
/// <summary>
/// 获取当前视频的编码质量。0~31，数值越小越清晰。
/// </summary>
int GetVideoQuality();
GetCurrentImage：该方法可以将当前显示的视频帧保存为位图。使用该方法可以实现拍照功能。
AutoSynchronizeVideoToAudio ： 如 果 当 前 客 户 端 连 接 了 同 一 个 Owner 的 摄 像 头 和 话 筒 ， 那 么 ，
CameraConnector/DynamicCameraConnector 在播放视频时是否自动与音频保持同步。
一般，在网络非常顺畅的情况下，视频帧与音频帧按是照接收就立即播放的模式来进行的，这本来就是同步的。
但是，当网络存在抖动时，OMCS 内部会自动启用抖动缓冲区（JitterBuffer），这样就使得音频比视频的播放要稍
慢一点（可能是几毫秒或几十毫秒，取决于网络抖动的幅度），而导致出现声音与画面不同步的情况。如果将
AutoSynchronizeVideoToAudio 设置为 true，则 OMCS 会控制视频帧的播放，使其与音频始终保持一致。
3.远程桌面连接器
同摄像头连接器一样，OMCS 也提供了两种远程桌面连接器：DesktopConnector 和 DynamicDesktopConnector。
它们的区别也与两种摄像头连接器的区别一样，同理，使用 DynamicDesktopConnector 也需要设置双缓冲绘制，同
DynamicCameraConnector 一样。
远程桌面连接器的扩展特性如下所示：
API：
/// <summary>
/// 当检测到Owner的屏幕分辨率发生变化时，触发此事件。参数为新的分辨率。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Size> OwnerDesktopSizeChanged;
/// <summary>
/// 当Owner桌面图像输出控制改变时，触发此事件。【对应于Owner端的多媒体管理器的OutputDesktop属
性的修改】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 OwnerOutputChanged;
/// <summary>
/// 当Owner允许guest操作桌面的授权改变时，触发此事件。【对应于Owner端的多媒体管理器的
AllowControl属性的修改】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 OwnerAllowControlChanged;
/// <summary>
/// Owner是否输出了桌面图像。【对应于Owner端的多媒体管理器的OutputDesktop属性】
/// </summary>
bool OwnerOutput { get; }
/// <summary>
/// 是否仅仅允许查看远程桌面，但是不能进行操作。默认值为true。
/// </summary>
bool WatchingOnly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在远程桌面上显示Owner的鼠标光标。默认值为true。
/// 注意：前提是WatchingOnly为true时，该属性设置才有效。
/// </summary>
bool ShowMouseCursor { get; set; }
/// <summary>
/// Owner是否允许操作桌面。【对应于Owner端的多媒体管理器的AllowControl属性】。注意其与
WatchingOnly的区别：只有OwnerAllowControl为true的前提下，WatchingOnly的属性设置才有效果。
/// </summary>
bool OwnerAllowControl { get; }
/// <summary>
/// 远程桌面的尺寸（长和宽都已经修正为8的整数倍）。
/// </summary>
Size DesktopSize { get; }
/// <summary>
/// 是否将屏幕图像自动拉伸成Viewer控件的大小。
/// </summary>
bool AdaptiveToViewerSize { get; }
/// <summary>
/// 获取当前正在绘制的图像。
/// </summary>
Bitmap GetCurrentImage();
/// <summary>
/// 获取当前视频的编码质量。0~31，数值越小越清晰。
/// </summary>
int GetVideoQuality();

WatchingOnly 属性用于控制 guest 是否可以操作远程桌面。将其设为 false，就可以实现类似 QQ 的远程协助的
功能（当然前提是 OwnerAllowControl 为 true）。（特别提醒：如果将 WatchingOnly 设置为了 false，仍然不能操作
远程桌面，则查看远程电脑是否启动了 360 安全卫士，可以退出 360 后再次尝试。）
ShowMouseCursor 属性用于控制是否在远程桌面上显示 Owner 的鼠标光标。比如，在远程教学系统中，可以将
该属性设置为 true，这样，每个 guest 都可以看到 Owner 鼠标指示的地方了。
4.电子白板连接器
OMCS 的电子白板主要提供了以下功能：
（1）电子白板提供了常用的视图元素：像直线、曲线、箭头、矩形、三角形、椭圆、文字等；且支持视图元
素的上下对齐，左右对齐。
（2）可修改边框颜色、填充颜色、线条粗细、线条虚实、显示比例。
（3）可插入图片、截屏，并可将整个白板保存为位图。
（4）支持课件：上传课件、打开课件、删除课件，课件翻页等。且这些操作会自动同步到连接到了同一白板
的各个客户端。
（5）白板分页：在不使用课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新建页、删除页、翻页等操作。
（6）激光笔：OMCS 会将老师/主讲人的激光笔位置自动同步到各个客户端。
电子白板的工具栏中各工具的说明如下图所示：

首先要强调一点，电子白板这个设备与其它的几个设备有个重要的区别：Owner 的身份对于电子白板而言，更
像是一个标志，而不是像前面三种设备一样，是实际设备的持有者。就像一栋大楼一样，里面有很多个房间，
WhiteBoardConnector 的 BeginConnect 方法的参数 destUserID 的含义不再是用户帐号，而是代表房间的门牌号码。
如果多个 guest 连到了同一个 Owner 的电子白板，意味着多个 guest 进入了同一个房间，可以在同一个电子白板上
相互协作。这些 guest 看到的是完全相同的内容，当一个 guest 修改电子白板的内容时，其它的 guest 可以同时看到
这种改变。
基于此，电子白板连接器在连接 Owner 时，Owner 不需要在线；而且，Owner 的掉线也不会导致 Guest 的电子
白板连接器断开，也就是说，WhiteBoardConnector 的 Disconnected 事件的 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 参数的值永
远不会是 OwnerOffline。
电子白板连接器 WhiteBoardConnector 的扩展特性如下：
API：
/// <summary>
/// 初始加载白板内容时的超时，单位：秒。默认值为120秒。
/// </summary>
int Timeout4LoadContent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开启自动重连的功能。默认值为true。

/// </summary>
bool AutoReconnect { get; set; }
/// <summary>
/// 仅仅允许查看白板，但是不能进行操作。默认值为false。
/// </summary>
bool WatchingOnly { get; set; }
/// <summary>
/// 白板页的背景图片（比如，可以将课件转换成图片后，设置到该属性上）。
/// </summary>
Image BackImageOfPage { get; set; }
/// <summary>
/// 白板页的尺寸。
/// </summary>
Size PageSize { get; set; }
/// <summary>
/// 右键菜单文字是否使用英语。
/// </summary>
bool ContextMenuEnglish { get; set; }
/// <summary>
/// 如果协作者新建了一个view，则自动选中该view，并调节滚动条使其在可视区域内。
/// </summary>
bool FocusOnNewViewByOther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显示白板页的边框。默认值：false。
/// </summary>
bool DisplayPageBorder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为管理员身份。管理员的特殊权限：上传课件、打开课件、删除课件、翻页等。
/// </summary>
bool IsManager { get; set; }
AutoReconnect 是电子白板连接器特有的一个功能，以支持断线自动重连。当断线重连成功后，电子白板会从
服务器下载最新的内容，并显示，以保证电子白板的实时性。
WatchingOnly 属性用于控制 guest 是否可以在电子白板上绘图等操作，还是只能观看。在现在流行的电子课堂
中，通常只有老师可以操作电子白板，而学生只能观看电子白板。
FocusOnNewViewByOther 属性如果设置为 true，当老师画了一个三角形，则学生的白板控件的滚动条会自动滚
动到合适的位置以将新画的三角形显示出来。
IsManager 属性如果为 true，则表示当前用户可以进行上传课件、打开课件、删除课件、课件翻页等操作。所以，
IsManager 通常用于区别像老师和学生这样的角色。

关于在实际项目中使用 WhiteBoardConnector 的更多经验介绍，可以参考下面两篇文章：
OMCS 开发手册（09）——深入电子白板
OMCS 使用技巧——扩展电子白板支持课件的类型：word、pdf、ppt

（03）—— 多媒体服务器
前面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基于 OMCS 开发网络多媒体应用的客户端程序所必需掌握的内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OMCS 服务端的开发。对于使用者而言，OMCS 的服务端就非常简单了，只要实现一个用户验证的接口，挂接到
OMCS 框架上，就可以了。OMCS 多媒体服务器的主要职责有：
（1）统一管理所有多媒体设备的配置参数。
（2）管理所有在线的 OMCS 客户端。
（3）协助 OMCS 客户端之间建立 P2P 通道。
（4）在 OMCS 客户端之间转发信息。
（5）管理多人语音/视频的动态组。

一.IMultimediaServer 接口
OMCS 服务端的核心接口是 OMCS.Server.IMultimediaServer，它将 OMCS 多媒体服务端的各个组件装配起来，
构成一个整体运行。IMultimediaServer 接口的定义如下：
API：
/// <summary>
/// OMCS多媒体服务器。
/// </summary>
public interface IMultimediaServer
{

/// <summary>
/// 关闭OMCS多媒体服务器。
/// </summary>
void Close();
/// <summary>
/// 获取在线用户的ID列表。
/// </summary>
List<string> GetOnlineUserList();
/// <summary>
/// 目标用户是否在线。
/// </summary>
bool IsUserOnLine(string userID);
/// <summary>
/// 当前服务器所监听的端口。
/// </summary>
int Port { get; }
/// <summary>
/// 当前在线用户的数量。
/// </summary>
int UserCount { get; }
/// <summary>
/// 智能通道状态判定器是否开启。默认值为true。
/// </summary>
bool AgileChannelBusyGuesserEnabled { get; set; }
/// <summary>
/// 客户端连接到服务器时，将触发此事件。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string> UserConnected;
/// <summary>
/// 客户端连接断开时，将触发此事件。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string> UserDisconnected;
/// <summary>
/// 当不在线的用户收到微信时，将触发此事件。参数：微信接收者ID - 微信发送者ID - MicroMessage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string, string, MicroMessage> MicroMessagePostFailed;
/// <summary>
/// 发送微信给目标用户。
/// </summary>
/// <param name="destUserID">微信的接收者ID</param>

/// <param name="msg">微信</param>
void SendMicroMessage(string destUserID, OMCS.Passive.MicroMessages.MicroMessage msg);
/// <summary>
/// 获取多人语音/视频组的成员。注意：返回的集合不可被修改。
/// </summary>
List<string> GetMultiChatMembers(ChatType chatType, string groupID);
}
通过 IMultimediaServer 接口，我们可以获取在线用户、以及多人语音/视频组的相关信息；并可以通过该接口
向在线用户发送微信消息（关于微信消息，我们后面章节会详细介绍）。
在二次开发时，我们可以通过 MultimediaServerFactory 的 CreateMultimediaServer 方法取得 IMultimediaServer
引用，然后将其宿留任何形式的程序中（像 WinForm、Windows 服务、甚至控制台程序等）。
API：
/// <summary>
/// OMCS多媒体服务器工厂，用于创建多媒体服务器实例。
/// </summary>
public static class MultimediaServerFactory
{
static IMultimediaServer CreateMultimediaServer(int port, IUserVerifier userVerifier, OMCSConfiguration
config, bool securityLogEnabled);
static IMultimediaServer CreateMultimediaServer(int port, IUserVerifier userVerifier, OMCSConfiguration
config, bool securityLogEnabled, string logFilePath);
/// <summary>
/// 创建多媒体服务器实例。
/// </summary>
/// <param name="port">监听的端口。</param>
/// <param name="userVerifier">用户帐密验证器。</param>
/// <param name="config">OMCS配置信息</param>
/// <param name="securityLogEnabled">是否记录详细的安全日志，一般在debug时使用</param>
/// <param name="logger">日志记录器</param>
static IMultimediaServer CreateMultimediaServer(int port, IUserVerifier userVerifier, OMCSConfiguration
config, bool securityLogEnabled, IAgileLogger logger);
port 参数用于指定当前 OMCS 服务器通过哪个端口提供服务（使用 TCP 协议）。
userVerifier 用 于 验 证 登 录 的 客 户 端 的 帐 号 密 码 ， 如 果 帐 号 密 码 不 正 确 ， 客 户 端 多 媒 体 设 备 管 理 器
IMultimediaManager 的 Initialize 方法将抛出异常。OMCS 服务端开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实现这个接口。
securityLogEnabled 参数用于指定是否记录安全日志，一般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将其设为 true，而正式发布运
行时，将其设为 false。
CreateMultimediaServer 方法中另一个参数是 OMCSConfiguration，其类图如下所示：

SystemToken 用于区分不同的基于 OMCS 开发的系统，并隔离它们。
OMCS 的客户端也能设置 SystemToken，如果客户端与服务端的 SystemToken 的值不一致，则客户端就无法成
功登录到 OMCS 服务端。

二.默认的多媒体服务器
如果不需要用户验证，可以直接使用 OMCS.Boosts 提供的默认的多媒体服务器 OMCS.Server：
（1）
使用 OMCS 提供的 IUserVerifier 接口的默认实现类 DefaultUserVerifier，
其 VerifyUser 方法始终返回 true。
（2）SystemToken 的值为""。
如果需要验证用户帐号密码，或设定 SystemToken，则可以将源码修改一下，实现 IUserVerifier 接口，并替
换 DefaultUserVerifier，然后重新编译发布。
（3）OMCSConfiguration 其它项的设置可以在配置文件 OMCS.Server.exe.config 中进行修改。
API：
<configuration>
<appSettings>
<!--服务器监听的端口-->
<add key="Port" value="9900"/>
<!--是否记录安全日志文件-->
<add key="SecurityLogEnabled" value="false"/>
<!--UserID的最大长度-->
<add key="MaxLengthOfUserID" value="11"/>
</appSettings>
</configuration>
配置文件中除了可以设置 OMCSConfiguration 相关项外，还有其它几个设置项：
（1）Port 用于指定当前 OMCS 服务器通过哪个 TCP 端口提供服务。【将被传入 MultimediaServerFactory 的
CreateMultimediaServer 方法】
（ 2 ） SecurityLogEnabled 用 于 指 定 是 否 记 录 安 全 日 志 。 【 将 被 传 入 MultimediaServerFactory 的
CreateMultimediaServer 方法】
（3）MaxLengthOfUserID 用于设定客户端登录帐号的最大长度，默认值为 11，如果所需长度大于这个值，必
需重新设定。
而且，客户端的设定的 MaxLengthOfUserID 必须同服务器一致，OMCS 客户端可以通过调用 GlobalUtil 类的静
态方法 SetMaxLengthOfUserID 来设定该值。
默认的 OMCS.Server.exe 以 WinForm 的形式宿留了 IMultimediaServer 对象。其运行起来后，如下图所示：

界面上显示了所有在线用户数量，启动时间、以及用户上下线的事件消息。
注意：OMCS 多媒体服务器使用的是两个端口，一个是通过 IMultimediaServer 的构造参数指定的 TCP 端口，
另一个是自动绑定的 UDP 端口（默认为 TCP 端口号加 1）。

UDP 端口是 OMCS 多媒体服务器内部集成的 P2P 服务器所使用的，用于协助客户端之间创建 P2P 通道。

三.下载
下载 OMCS 多媒体服务器（项目源码位于 OMCS.Boosts）。
就基于 OMCS 进行二次开发而言，在我们掌握了概述、多媒体设备管理器、多媒体连接器、多媒体服务器这些
内容后，就已经足够了。后面我们会介绍使用 OMCS 的更多技巧，以及给出更多的 demo 来演示如何开发基于 OMCS
的网络多媒体应用系统。

（04）—— 二次开发流程
在掌握了前面几篇（概述、多媒体管理器、多媒体连接器、多媒体服务器）关于 OMCS 的详细介绍后，我们就
可以正式基于 OMCS 进行二次开发了。下面我们就从服务端和客户端的角度分别介绍开发的步骤。

一.服务端开发
抛开具体的业务逻辑而言，就 OMCS 的服务端的开发而言相当简单。步骤如下所示：
（1）下载 OMCS 多媒体服务器（项目源码位于 OMCS.Boosts）。
（2）使用 VS 打开 OMCS.Server 项目，添加自己的 UserVerifier 类实现 IUserVerifier 接口，为 VerifyUser 方
法添加验证客户端用户帐号密码的逻辑。
（3）将 UserVerifier 实例作为 MultimediaServerFactory 的 CreateMultimediaServer 方法的参数传入。
（4）如果需要使用自定义的主窗体，则实现它。
（5）更改配置文件 App.config 中的相关配置。
（6）发布项目，部署并运行。
就像 OMCS 语音视频框架 —— 概述一文中描述的，OMCS 多媒体服务器和实现业务逻辑的应用服务器是相
互独立的。

我们也可以在 OMCS 服务器进程中，
集成具体的业务逻辑，将两个进程合并为一个。
但是我们并不推荐这样做，
因为当负载增加时，还是要将它们分开部署的；而且，分开部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它们之间相互干扰。
二.客户端开发
相对于 OMCS 服务器端，客户端开发要稍微复杂一些。
（1）在项目中添加对 OMCS.dll、PaintFramework.dll、ESBasic.dll 的引用。
（2）将 OMCS 的连接器组件/控件添加到工具箱中：在 VS 的工具箱的空白地方右键快捷菜单 => 选择项，在
弹出的“选择工具箱项”的窗体上，点击“浏览”按钮，选中 OMCS.dll 文件，再点击“确定”。

（3）开始编码，调用 MultimediaManagerFactory 的静态方法 GetSingleton 获取多媒体管理器单件实例，设置多
媒体管理器的属性，并调用其 Initialize 方法完成初始化。比如：
API：
IMultimediaManager multimediaManager = MultimediaManagerFactory.GetSingleton();
multimediaManager.ChannelMode = ChannelMode.P2PChannelFirst;
multimediaManager.SecurityLogEnabled = false;
multimediaManager.CameraDeviceIndex = 0;
multimediaManager.MicrophoneDeviceIndex = 0;
multimediaManager.SpeakerIndex = 0;
multimediaManager.DesktopEncodeQuality = 3;
multimediaManager.Initialize("aa01","pwd", "192.168.0.98", 9900);
（4）预定 multimediaManager 的 ConnectionInterrupted、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事件，以实时监控多媒体管
理器与多媒体服务器之间的 TCP 连接的状态。
API：
multimediaManager.ConnectionInterrupted += new CbGeneric(multimediaManager_ConnectionInterrupted);
multimediaManager.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 new
CbGeneric(multimediaManager_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void multimediaManager_ConnectionInterrupted()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Invoke(new CbSimple(this.multimediaManager_ConnectionInterrupted), null);
}
else
{
this.toolStripLabel_state.Text = "连接状态：断开";
this.toolStripLabel_state.ForeColor = Color.Red;
}
}
void multimediaManager_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Invoke(new CbSimple(this.multimediaManager_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null);
}
else
{
this.toolStripLabel_state.Text = "连接状态：正常（重连成功）";
this.toolStripLabel_state.ForeColor = Color.Black;
}
}
（5）将连接器组件从工具箱拖到您的窗体或控件的表面。
（6）调用连接器的 BeginConnect 方法连接到目标多媒体设备，并预定其 ConnectEnded 事件，以获取连接是否
成功的结果。
（7）预定连接器的 Disconnected 事件，当连接器的连接断开时获取通知并做相关的处理。比如：

API：
this.cameraConnector1.ConnectEnded += new CbGeneric<ConnectResult>(cameraConnector1_ConnectEnded);
this.cameraConnector1.Disconnected += new
CbGeneric<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cameraConnector1_Disconnected);
void cameraConnector1_ConnectEnded(ConnectResult result)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BeginInvoke(new CbGeneric<ConnectResult>(this.cameraConnector1_ConnectEnded), result);
}
else
{
this.label_camera.Text = string.Format("视频：{0}", result == ConnectResult.Succeed ? "成功连接到
设备" : result.ToString());
}
}
void cameraConnector1_Disconnected(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 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BeginInvoke(new
CbGeneric<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this.cameraConnector1_Disconnected), 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
}
else
{
this.label_camera.Text = string.Format("视频：与设备的连接已断开，原因：{0}",
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
}
}
（8）当业务逻辑需要挂断连接器，或宿主窗体将被关闭时，需要调用连接器的 Disconnect 方法，以主动断开
到目标多媒体设备的连接。最后还要释放连接器对象。比如：
API：
private void ChatForm_FormClosing(object sender, FormClosingEventArgs e)
{
this.cameraConnector1.Disconnect();
this.cameraConnector1.Dispose();
}
本文介绍的只是使用 OMCS 的最基本开发流程，关于如何更好地使用 OMCS 的各个特性来构建我们的网络多
媒体应用，请参考“OMCS 使用技巧”系列文章。

（05）—— 集成与部署 OMCS 服务器
如果需要在软件系统中集成 OMCS 以增加视频通话或视频会议的功能，则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 服务端的两种集成方式

（1） 在现有的服务端进程中宿主 OMCS 服务端：只需要在当前的服务端程序中，new 一个 MultimediaServer
实例就可以了，它需要使用一个 TCP 端口。
（2） 独立部署 OMCS 框架提供的 OMCS 服务端程序：独立部署可以最有效的将视讯流量与业务逻辑分离开
来，使得业务逻辑的处理不会因为视讯的流量而导致额外的延迟。
2. 关于用户管理
由于 OMCS 没有具体的业务逻辑，所以其服务端的用户管理的实质只是标记用户是否在线。这个是 OMCS 内
置的，不需要与现有的系统有任何瓜葛。
只是一点，MultimediaServer 会通过构造函数注入的 IUserVerifier 接口来验证登录用户的帐号密码是否合法。
3. 连接状态同步
通常，集成 OMCS 之后，在客户端将有两个 TCP 连接，一个连接（A 连接）指向应用服务器（如 ESFramework
服务器），另一个连接（B 连接）指向 OMCS 服务器。那么，客户端在线或不在线的状态以哪个为准了？常用的有
两种策略。
（1）以应用服务器的连接为主。
客户端的状态以 A 连接为主。比如，当与应用服务器的连接断开时，客户端就显示为“不在线”，当与应用服
务器连接成功时，客户端就显示“在线”。
如果采用这种策略，那么在编程时，通常会在客户端成功登录了应用服务器之后，才去连接 OMCS 服务器（即
调用 IMultimediaManager 的 Initialize 方法）
，
这样就可能存在一个时间间隙 -- 即应用服务器已经连接成功，
而 OMCS
服务器还未连接。 这个间隙的存在又可能会引发新的状况：如果在这个间隙，其它 Guest 要访问当前客户端的多媒
体设备，就会返回 TargetUserOffline 的结果而连接失败。发生这种情况时，作为 guest 的客户端用户就会很纳闷：
明明看到对方已经上线了，然而，连接对方的多媒体设备，却返回 TargetUserOffline，是怎么回事了？针对这种新
的状况，我们可以将连接器的 WaitOwnerOnlineSpanInSecs 属性设为一个稍大的值，比如 10 秒，以等待作为 Owner
的客户端的多媒体管理器初始化成功。
（2）兼顾应用服务器连接与多媒体服务器的连接
我们也可以使用更保险的策略，即只有 A 连接和 B 连接都正常时，客户端才“在线”。只要其中任何一个连
接断开时，客户端状态就变为“不在线”。这样，就不会出现上面因状态不同步的间隙而出现的状况了。
策略（1）和（2）各有优劣。使用策略（1），客户端的登录会快一些，但是会有两个连接状态不一致而出现
的种种问题；策略（2）不会出现连接不一致的问题，但是登录就会慢一些，因为要两个连接都成功，且多媒体管
理器初始化完成才算进入“在线”状态。 当然，除这两个常用的策略之外，我们也可以根据项目的具体需求，采
用更适合自己的方案。
就我们的经验而言：以 A 连接为主连接，即以 A 连接的状态作为当前客户端是否在线的依据。当 A 连接断开
时，表示客户端离线，此时应主动断开 B 连接。

（06）—— 分离信道
在 OMCS 构建的默认体系中，OMCS 客户端与 OMCS 服务器之间只有一个通信通道（信道），在不考虑客户
端与客户端之间 P2P 通道的情况下，所有类型的数据（语音、视频、远程桌面、白板、控制命令、通知消息），都
是经由这个信道来传送的。但是，在某些具体的应用中，我们可能需要把信道依据类型进行分离，OMCS 已经内置
了对这一功能的支持。
举个例子：在我们刚构建的一个视频会议系统中，就出现了类似的要求。该系统对语音的要求特别高，希望能

将传送语音的信道独立出来，以避免其它类型数据传送时可能产生的拥挤而影响到语音的流畅性。所以，在实现该
系统时，我们为语音准备了一条专门的信道，该信道仅仅传送语音数据。 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红色的线表示语音信道，而且，信道与 OMCS 服务器是一一对应的。
我们将默认体系中的 OMCS 服务器，称为 OMCS 主服务器，客户端与其之间的连接通道称为主信道（即默认
信道）；新增加的用于转发语音数据的 OMCS 服务器称为 OMCS 信道服务器，客户端与其之间的连接通道，在本
例中可称为语音信道。客户端 A 和 B 之间如果要传送语音数据，则所有语音数据都将经过语音信道进行传送。
那么，当我们想分离某个类型数据的信道时，该如何做了？

1.新增部署信道服务器
OMCS 信道服务器与 OMCS 主服务器在内部实现上，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只是用途不一样而已。在实例化
OMCS 信道服务器时，
我们只需要 new 一个新的 MultimediaServer 就可以了，其相关参数配置
（如 OMCSConfiguration）
都可以与主 OMCS 服务器完全一样。在部署时，这个新的 MultimediaServer 可以与 OMCS 主服务器位于同一台机
器，也可以位于不同的机器，甚至是在不同的 IDC 机房。
OMCS 信道服务器与 OMCS 主服务器之间不需要任何通信。

2.客户端绑定信道
如果客户端要启动信道绑定的功能，则需要调用 IMultimediaManager 重载的 Initialize 方法。
API：
void Initialize(string userID, string password, string serverIP, int serverPort, Dictionary<MultimediaDeviceType,
AgileIPEndPoint> deviceChannelDic);
该 Initialize 与我们常用的那个 Initialize 方法相比，最后多了一个参数 deviceChannelDic，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指
定要分离的数据类型以及对应的 OMCS 服务器地址。
（1）Initialize 方法的第三、四个参数，即是指定的 OMCS 主服务器的地址，所有类型的数据的默认都是通过
该主信道来进行传送的。
（2）如果想使用专门的信道来传送某个类型的数据，则将其设置到 deviceChannelDic 参数中。deviceChannelDic
的 key 为要分离的数据的类型（即设备类型），value 为信道服务器的地址。
假设，我们的 OMCS 主服务器监听的地址为（59.184.37.169:9900），而我们希望将语音数据，通过监听
在（112.124.42.104:4500）的信道服务器进行传送，则可以如下调用 Initialize 方法：
API：
Dictionary<MultimediaDeviceType, AgileIPEndPoint> channelDic = new Dictionary<MultimediaDeviceType,
AgileIPEndPoint>();
channelDic.Add(MultimediaDeviceType.Microphone, new AgileIPEndPoint("112.124.42.104",4500));
multimediaManager.Initialize("aa01", "", "59.184.37.169", 9900, channelDic);

3.监控信道的状态
（1）Initialize 方法在执行时，除了与 OMCS 主服务器建立主信道外，同时，也会与 deviceChannelDic 指定的
所有 OMCS 信道服务器建立信道，只要有一个信道建立失败，则 Initialize 方法将会抛出异常。
（2）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如果某个信道连接断开，则 IMultimediaManager 会触发 ConnectionInterrupted 事件。
事件参数为信道对应的 OMCS 服务器的地址（可以是主服务器、也可以是信道服务器）。
API：
/// <summary>
/// 当与目标媒体服务器的连接断开时，触发此事件。事件参数：目标多媒体服务器的地址。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IPEndPoint> ConnectionInterrupted;
如果信道连接断开，则于该信道上工作的多媒体连接器（如 MicrophoneConnector）将停止工作，并触发其
Disconnected 事件。
（3）如果 IMultimediaManager 的 AutoReconnect 属性设置为 true，则断开的信道会自动尝试重连，重连成功后，
IMultimediaManager 将会触发 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事件。
API：
/// <summary>
/// 当与目标媒体服务器重连成功时，触发此事件。事件参数：目标多媒体服务器的地址。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IPEndPoint> 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07）—— 扩展声音输入、视频输入
有些 OMCS 用户需要在他的系统中，使用网络摄像头（IPCamera）或者特殊的视频采集卡（如 AV-878 采集卡）
作为视频源，或者其它的声音采集设备作为音频源。在这种情况下，OMCS 是不直接支持这些视频采集设备和声音
采集设备的。但是，OMCS 提供了扩展接口，让使用者可以向 OMCS 框架中注入其自己的声音/视频采集程序。
下面以扩展视频输入为例进行讲解，对于扩展声音输入，原理是一模一样的。要实现视频输入的扩展相当简单，
只需实现两个接口即可。

一.IVideoCapturer 接口（音频对应 IAudioCapturer）
OMCS.Engine.Video.IVideoCapturer 定义了视频采集器的基本功能，其用于采集 RGB24 格式的图像，其定义如
下：
API：
public interface IVideoCapturer : IDisposable
{
/// <summary>
/// 要采集的视频大小（分辨率）,宽和高都必须是8的整数倍。
/// </summary>
Size VideoSize { get; }
/// <summary>
/// 采集的帧频
/// </summary>
int FrameRate { get; }

/// <summary>
/// 是否正在采集？
/// </summary>
bool IsCapturing { get; }
/// <summary>
/// 开始采集
/// </summary>
void Start();
/// <summary>
/// 停止采集
/// </summary>
void Stop();
/// <summary>
/// 当采集完一帧时，触发此事件。事件参数为图像数据。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byte[]> VideoCaptured;
/// <summary>
/// 当采集发生错误时，触发此事件。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Exception> VideoError;
/// <summary>
/// 当采集的分辨率发生变化时，触发此事件。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Size> VideoSizeChanged;
}
（1）在定义实现该接口的类时，可以通过类的构造函数传入三个参数：设备的 Index、采集的分辨率、采集的
视频帧率。
（2）OMCS 会在合适的时候调用 Start 方法启动注入的采集器，采集器启动后，当每采集到一帧视频时，就触
发 VideoCaptured 事件。OMCS 内部预定了该事件，以获取采集到的图像数据。
（3）注意，采集得到的图像分辨率的宽或高若不是 8 的整数倍，则需要将其裁剪成 8 的整数倍后，再触发
VideoCaptured 事件。裁剪为 8 的整数倍的代码如下所示：
API：
public interface IVideoCapturer : IDisposable
{
/// <summary>
/// 要采集的视频大小（分辨率）,宽和高都必须是8的整数倍。
/// </summary>
Size VideoSize { get; }
/// <summary>
/// 采集的帧频
/// </summary>
int FrameRate { get; }

/// <summary>
/// 是否正在采集？
/// </summary>
bool IsCapturing { get; }
/// <summary>
/// 开始采集
/// </summary>
void Start();
/// <summary>
/// 停止采集
/// </summary>
void Stop();
/// <summary>
/// 当采集完一帧时，触发此事件。事件参数为图像数据。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byte[]> VideoCaptured;
/// <summary>
/// 当采集发生错误时，触发此事件。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Exception> VideoError;
/// <summary>
/// 当采集的分辨率发生变化时，触发此事件。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Size> VideoSizeChanged;
}
（4）如果在采集的过程中，采集器发生了任何异常，请通过触发 VideoError 事件来通知 OMCS 框架。
（5）如果在采集的过程中，更改了采集器采集的分辨率，请通过触发 VideoSizeChanged 事件来通知 OMCS。
请特别注意 VideoCaptured 事件参数的含义：它并不是一个 Bitmap 的完整数据，而是不包含位图 header 的核心
数据（OMCS 通过设定的采集的分辨率来推断位图 header 的信息）。从 Bitmap 转为不包含头的核心数据的代码如
下所示：
API：
public byte[] GetBitmapCoreData(Bitmap bm)
{
int buffSize =bm.Width * bm.Height * 24 / 8;
byte[] destBuff = new byte[buffSize];
Rectangle bmRect = new Rectangle(new Point(0, 0), new Size(bm.Width, bm.Height));
BitmapData data = bm.LockBits(bmRect, ImageLockMode.ReadOnly, PixelFormat.Format24bppRgb);
Marshal.Copy(data.Scan0, destBuff, 0, destBuff.Length);
bm.UnlockBits(data);
return destBuff;
}
当然，如果视频采集器采集到的本来就是位图核心数据（通常情况下都是如此），就不需要这层转换了。

二.IVideoCapturerFactory 接口（音频对应 IAudioCapturerFactory）
在实现完 IVideoCapturer 接口后，我们还需要实现简单的 OMCS.Passive.IVideoCapturerFactory 接口。
API：
public interface IVideoCapturerFactory
{
/// <summary>
/// 创建一个新的视频采集器实例。
/// 如果返回null，则表示使用框架内置的视频采集器。
/// </summary>
/// <param name="deviceIndex">摄像头索引</param>
/// <param name="videoSize">要采集的视频大小（分辨率）</param>
/// <param name="frameRate">采集的帧频</param>
IVideoCapturer CreateVideoCapturer(int deviceIndex, Size videoSize, int frameRate);
/// <summary>
/// 获取视频采集器支持的采集分辨率。
/// 如果返回null，则表示指示框架自己去获取这些信息。
/// </summary>
/// <param name="deviceIndex">摄像头索引</param>
List<CameraCapability> GetCameraCapability(int deviceIndex);
}
可以按如下逻辑来实现 IVideoCapturerFactory 的两个方法：
（1）实现 CreateVideoCapturer 方法：判断 deviceIndex 所对应的视频设备是否是特殊的类型，如果是，则 new
一个我们刚实现的视频采集类的实例返回；
如果不是，则返回 null，表示使用框架内置的视频采集程序。
（2）实现 GetCameraCapability 方法：判断 deviceIndex 所对应的视频设备是否是特殊的类型，如果是，则把该
设备支持的所有分辨率放入列表中返回；
如果不是，则返回 null，以指示框架自己去获取目标设备的分辨率信息。

三.注入到 OMCS
在调用 IMultimediaManager 的 Initialize 方法之前，先 new 一个上面实现的 Factory 类，然后将其赋值给
IMultimediaManager 的 VideoCapturerFactory 属性（音频对应 AudioCapturerFactory 属性）。这样，就完成对 OMCS
视频设备的扩展。

四.Demo
OMCS.ExtendVideoDemo 源码下载
最后，我们给出一个 Demo 的源码来示范如何视频设备的扩展。
本 demo 中的示例是模拟了一个视频采集器，这个采集器会使用几张图片来模拟采集到的视频帧。其过程大致
如下：当客户端启动时，从运行目录下的 TestImages 文件夹中加载所有的示例图片文件，等采集开始时（Start 方法
被调用），就启动一个采集线程，轮流使用这些图片来触发 VideoCaptured 事件，每隔 1 秒就换一张图片。
Demo 运行示意图如下所示：

（08）—— 多人语音/视频
最新版的 OMCS（V3.5）增加了对多人语音/视频聊天组的直接支持。在此版本之前，虽然，也可以基于 OMCS
开发语音聊天室和视频会议等多人聊天的功能，但是，那需要自己手动管理“聊天房间”、“聊天组”。而现在，
这些手动工作的绝大部分可以交给 OMCS 了，OMCS 内置了动态组，用来管理所有激活的聊天室。

一. 动态组
OMCS 采用“动态组”的模式来实现多人语音/视频聊天组，所谓“动态组”，就是在运行时动态创建和销毁
的组，其包含如下几层意思：
（1）当某个用户要加入一个不存在的动态组时，OMCS 服务器会首先自动创建这个组，然后，再把用户放进
这个组。
（2）当用户退出组、或掉线时，OMCS 服务器会将该用户从对应的组中移除。
（3）当某个组中的最后一个人退出时，OMCS 服务器会销毁这个组。
在服务端，这一切都是自动完成的，我们不需要额外编写代码。

二. OMCS.Passive.MultiChat 命名空间
在客户端，OMCS.Passive.MultiChat 命名空间提供：IChatGroupEntrance 接口、IChatGroup 接口、IChatUnit 类，
通过这三个元素，我们便可以使用 OMCS 提供的对多人语音/视频聊天组的功能了。
1. IChatGroupEntrance
IChatGroupEntrance 是客户端使用多人语音/视频组的入口。
API：
/// <summary>
/// 语音视频聊天组入口。
/// </summary>
public interface IChatGroupEntrance
{
/// <summary>

/// 加入某个聊天组。如果目标组不存在，将自动创建目标组。
/// </summary>
/// <param name="chatType">聊天组的类型。</param>
/// <param name="chatGroupID">目标组ID。</param>
IChatGroup Join(ChatType chatType, string chatGroupID);
/// <summary>
/// 离开聊天组。如果掉线，也会自动从聊天组中退出。
/// </summary>
/// <param name="chatType">聊天组的类型。</param>
/// <param name="chatGroupID">目标组ID。</param>
void Exit(ChatType chatType, string chatGroupID);
}
（1）我们可以通过 OMCS 客户端的核心组件 -- 多媒体管理器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hatGroupEntrance 属性
获取到聊天组入口的引用。
（2）当调用 IChatGroupEntrance 的 Join 方法加入某个聊天组，方法会返回一个 IChatGroup 引用，它代表了目
标聊天组。
（3）语音聊天组和视频聊天组的 ID 可以相同，但是由于它们的类型（ChatType）不同，所以，它们仍然是不
同的两个组。
（4）当调用 Exit 方法主动退出聊天组时，OMCS 内部会自动释放该组内部持有的所有多媒体连接器实例（这
些连接器实例位于即将介绍的 IChatUnit 内）。
2. IChatGroup
IChatGroup 封装了一个聊天组的相关信息，其定义如下：
API：
/// <summary>
/// 聊天组的类型。
/// </summary>
public enum ChatType
{
/// <summary>
/// 语音聊天组。
/// </summary>
Audio = 0,
/// <summary>
/// 视频聊天组。
/// </summary>
Video
}
（1）当有人加入或退出当前组时，IChatGroup 会自动触发 SomeoneJoin、SomeoneExit 事件。
（2）GetOtherMembers 方法将返回组内其它成员的信息，每个成员都对应着一个 IChatUnit 实例。
3.IChatUnit
IChatUnit 主要是封装了与目标组成员相关的麦克风连接器、摄像头连接器。
API：
/// <summary>
/// 封装一个聊天组的信息。

/// </summary>
public interface IChatGroup
{
/// <summary>
/// 当有新成员加入聊天组时，将触发此事件。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IChatUnit> SomeoneJoin;
/// <summary>
/// 当某成员掉线或离开聊天组时，触发此事件。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string> SomeoneExit;
/// <summary>
/// 聊天组的ID。
/// </summary>
string GroupID { get; }
/// <summary>
/// 聊天组的类型。如果为语音聊天，则DynamicCameraConnector为null。
/// </summary>
ChatType ChatType { get; }
/// <summary>
/// 获取组成员的信息。
/// </summary>
IChatUnit GetMember(string memberID);
/// <summary>
/// 获取组内除自己之外的其它成员的信息。
/// </summary>
List<IChatUnit> GetOtherMembers();
}
（1）特别注意：在通过 IChatGroup 获取到的 IChatUnit 时，其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和 MicrophoneConnector
属性所代表的摄像头连接器及麦克风连接器都还没有与目标设备建立联系。
我们需要手动调用其 BeginConnect 方法，连接到该聊天成员的摄像头和麦克风设备。
同时，我们也可以预定其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和 MicrophoneConnector 的种种事件和查看其种种属性，就
像我们使用自己 new 的连接器组件一样。
而事实上也是：IChatUnit 仅仅是帮我们实例化了一下连接器组件而已，除此以外再没有做其它的任何动作。
（2）当组成员退出组或者掉线时，OMCS 会自动断开 IChatUnit 中的连接器到目标设备的连接，并且将 Valid
属性设置为 false。

三. 如何使用
假设我们要开发一个视频会议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登录的用户可以输入一个视频会议房间的 RoomID，便
可以加入该视频会议。那么，实现的步骤大致如下：
1. 初始化多媒体管理器 IMultimediaManager。
2. 调用 IMultimediaManager 的 IChatGroupEntrance 属性的 Join 方法，把 RoomID 传进去。便会返回一个
IChatGroup 引用。

3. 遍历 IChatGroup 的 GetOtherMembers 方法返回的集合中的每个 IChatUnit：
（1）为之创建一个 UI 控件，绑定到 ChatUnit 的 DynamicCameraConnector，以显示成员的视频。
（2）预定 IChatUnit 的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和 MicrophoneConnector 的相关事件，以获取所需的通知。
（3）调用 IChatUnit 的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和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BeginConnect 方法，与该成员的设
备进行连接。
4. 预定 IChatGroup 的 SomeoneJoin、SomeoneExit 事件。
（1）处理 SomeoneJoin 事件时，可与第 3 点一样。
（2）处理 SomeoneExit 事件时，只需在 UI 上将退出的成员对应的视频显示控件移除掉。
5. 当自己要退出视频会议时，调用 IMultimediaManager 的 IChatGroupEntrance 属性的 Exit 方法即可。

四. 扩展
OMCS 内置的使用“动态组”模式对语音视/频聊天组的支持，只是最核心的支持，它仅仅封装了最纯粹的逻
辑。如果需要实现更复杂的自定义业务逻辑，那就需要基于 OMCS 做更多的开发。
继续上面的例子，我们假设加入视频会议之前，需要先提交一个申请，在管理员批准之后，才能正式加入到视
频会议中。那么类似这样的业务需求单靠 OMCS 提供的 API 是无法实现的。
那么怎么做了？
我们可以在外围利用类似 ESFramework 等通信技术实现这一业务逻辑，具体步骤可参考如下：
（1）当用户输入了视频会议的房间号，并点击“申请加入”按钮时，客户端通过 ESFramework 发一条消息给
在线的该视频会议的管理员。
（2）管理员所在的客户端收到请求消息后，在 UI 上弹出一个询问框，管理员点击“同意”按钮时，当前客户
端就发送一条回复消息给申请的用户。
（3）申请的用户收到同意的回复后，就可以调用 IMultimediaManager 的 IChatGroupEntrance 属性的 Join 方法，
来继续第三点中叙述的流程了。

五.高级设置
1.广播丢帧控制 AllowDiscardFrameWhenBroadcast
在多人语音视频聊天时，相当于每个人的摄像头都会存在多个 guest。而在实际的视频对话的时候，Owner 会将
摄像头采集到的视频编码后发送给服务器进行广播，由于每个 guest 到服务器之间的网络情况都不同，如果不允许
广播丢帧，那么，对于那些网络慢的 guest，在服务端就会累积很多待转发的视频帧，这就会导致服务端进程的内
存占用不断增大。
IMultimediaManager 的 Advanced 的 AllowDiscardFrameWhenBroadcast 属性用于控制是否允许服务端在广播视
频时，在那些网络慢的 guest 通道上自动丢帧。如果该属性设置为 true，将有效地保护服务端进程的内存占用，但
是，会增加那些网络慢的 guest 的卡顿时间（因为只要丢弃了某一帧，其后续的所有非关键帧都会变得无效，指到
遇到下一个关键帧 。这就涉及到我们将要讲到的下一个参数：关键帧间隔 MaxInterval4CameraKeyFrame）。
2. 关键帧间隔 MaxInterval4CameraKeyFrame
承接上面的描述，如果 AllowDiscardFrameWhenBroadcast 设置为 true，那么，IMultimediaManager 的 Advanced
的 MaxInterval4CameraKeyFrame 属性的设置就比较关键了。该属性的值决定了：那些通道比较慢的 guest 观看视频
时因为“丢弃某一帧”而导致的每次卡顿的最长时间。
需要平衡的是：
（1）MaxInterval4CameraKeyFrame 设置得越大，关键帧越少，这样对带宽的占用越低。（一般而言，关键帧
的字节数要大于或远大于非关键帧）

（2）但是需要广播视频的场景中，MaxInterval4CameraKeyFrame 设置得越小，因为网络慢而“丢弃某一帧”
导致的卡顿时间就越短。
3.推荐设置
综合上面所说的，我们的建议是：
（1）在 1 对 1 的视频聊天系统中
客户端设置：MaxInterval4CameraKeyFrame 设置为 0（表示最大间隔）；AutoAdjustCameraEncodeQuality 设置
为 true。
服务端设置：MaxChannelCacheSize 设置为 0 。
（2）而在 1 对 N 或者 N 对 N 的系统中：
客户端设置： MaxInterval4CameraKeyFrame 设置 为 20； AllowDiscardFrameWhenBroadcast 设置为 false ；
MaxCameraFrameRate 设置为 8 。
服务端设置：MaxChannelCacheSize 设置为 50 ；AgileChannelBusyGuesserEnabled 设置为 false。

六. 相关 Demo
最后，就具体如何使用 OMCS 提供的多人语音视频功能，我们专门写了两个针对性的 demo，欢迎查看：
1. 实现语音聊天室（多人语音聊天）
2. 实现视频聊天室（多人视频聊天）

（09）—— 深入电子白板
在类似远程培训这样的系统中，电子白板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功能之一。基于 OMCS，我们已经成功开发了数个
提供了电子白板功能的远程教育、视频会议等系统。现在，我们将积累的使用 OMCS 的 WhiteBoardConnector 组件
实现电子白板的经验分享出来，希望对开发类似功能的您有所帮助。

一. WhiteBoardConnector 的特殊性
相比于其它连接器组件（如 CameraConnector、MicrophoneConnector、DesktopConnector），WhiteBoardConnector
是特别的，主要体现在：
（1）WhiteBoardConnector 的 BeginConnect 方法的参数比较特殊，其传入的值不必是 Owner 的 UserID。该参
数的含义其实是白板的 ID，与 UserID 没有任何关系，可自定义。
（2）如果不同的 WhiteBoardConnector 实例，连接到同一个白板 ID，那么他们显示的内容就是完全一样的，
并且会自动同步。
（3）
由于白板 ID 与 Owner 的 UserID 无关，所以，即使我们采用了 Owner 的 UserID 作为白板 ID，那么当 Owner
掉线时，对应的 WhiteBoardConnector 也不会断开。

二. 如何使用白板的课件功能？
在类似在线培训的系统中，角色分为老师和学生：
（1）老师有特殊的权限，比如上传课件、打开课件、删除课件、操作翻页等。
（2）通过将 WhiteBoardConnector 的 IsManager 属性设置为 true，以表示当前使用者是老师；将 IsManager 属
性设置为 false，以表示当前使用者是学生。

IsManager 属性由 false 改为 true 时，白板 UI 的变化如下图中的红框所示：

（1）作为老师，首先会上传课件到 OMCS 服务器，课件可以是图片（OMCS 内置支持）、和其它类型的文档
（通过 OMCS 自定义扩展支持），如 word 文档、pdf 文档、ppt 文档等。
（ 2 ） OMCS 服 务端 会 有 一个 目 录 来存 储 所 有上 传 的 课件 。 该 目 录路 径 可 通过 IMultimediaServer 的
CoursewaresRootPath 属性指定。
（3）课件上传完成后，当老师打开课件时，各学生端的 WhiteBoardConnector 首先会自动下载对应的课件。
（4）打开课件会做两件事情：将课件转换为图片；将图片加载到白板中。
a. 如果课件是非图片类型，OMCS 会调用通过 IMultimediaManager 的 ImageConverterFactory 属性注入的转
换器工厂，来完成课件到图片的转换。
（关于如何扩展课件类型，可参见 OMCS 使用技巧 —— 扩展电子白板支持课件的类型：word、pdf、ppt）
b. 这些课件图片会按顺序被加载到白板中，每张图片对应白板中的一页。
（5）课件图片是作为白板的背景图片存在的，所以在操作白板时，不能选中也不能删除它们。
（ 6 ） 客 户 端 会 有 一 个 目 录 来 缓 存 课 件 和 课 件 图 片 。 该 目 录 路 径 可 通 过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oursewaresRootPath 属性指定。
（7）如果老师讲课中途，有新的学生连接上来，则其 WhiteBoardConnector 会自动下载并打开正在使用的课件。
（8）如果因为本地缓存中的课件损坏，导致打开课件总是失败，则可以右键快捷菜单=》“重下当前课件”，
来重新从服务器下载目标课件。

三. 自定义白板的工具栏
WhiteBoardConnector 控件默认提供了工具栏，如下图所示：

如果不想使用 WhiteBoardConnector 提供的默认工具栏，而是想由自己来实现（比如，需要的是悬浮式的工具
栏），那么可以这样做：
（1）将 WhiteBoardConnector 的 ToolBarVisiable 属性设置为 false，即可隐藏默认工具栏的显示。
（2）在实现好自己的工具栏 UI 控件后，将其上面的工具按钮的点击操作通过 WhiteBoardConnector 提供的 API
与白板关联起来（这些 API 集中在 IWhiteBoardConnector 接口中，WhiteBoardConnector 控件实现了这个接口）。比
如当某个工具被点击时，则
a. 设置一下工具的类型：调用 IWhiteBoardConnector 的 SetCurrentViewType 方法，以表明接下来是要绘制
三角形、圆形、还是其它形状。
b. 或 设置为虚线/实线、线条宽度、文本输入框的最小尺寸、填充颜色、线条颜色、文本格式（字体、颜色）
等 。
IWhiteBoardConnector 接口的完整定义如下所示：
API：
public interface IWhiteBoardConnector : IMultimediaConnector
{
/// <summary>
/// 是否开启自动重连的功能。默认值为true。
/// </summary>
bool AutoReconnect { get; set; }
/// <summary>
/// 仅仅允许查看白板，但是不能进行操作。默认值为false。
/// </summary>
bool WatchingOnly { get; set; }
/// <summary>
/// 右键菜单文字是否使用英语。
/// </summary>
bool ContextMenuEnglish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需要开启课件功能（前提当IsManager为true时该属性才有效。）？
/// 如果不开启课件功能，则只有新建页/删除页 的功能。
/// </summary>
bool CoursewareEnabled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显示白板页的边框。默认值：false。
/// </summary>
bool DisplayPageBorder { get; set; }
/// <summary>
/// 如果他人新建了一个view，则自动选中该view，并调节滚动条使其在可视区域内。
/// </summary>
bool FocusOnNewViewByOther { get; set; }
/// <summary>
/// 是否为管理员身份。管理员的特殊权限：上传课件、打开课件、删除课件、翻页等。
/// </summary>
bool IsManager { get; set; }
/// <summary>
/// 白板页的尺寸。
/// </summary>
Size PageSize { get; set; }
/// <summary>
/// 初始加载白板内容时的超时，单位：秒。默认值为120秒。
/// </summary>
int Timeout4LoadContent { get; set; }
/// <summary>
/// 工具栏是否可见。
/// </summary>
bool ToolBarVisiable { get; set; }
/// <summary>
/// WhiteBoardConnector内部所使用的画布。
/// </summary>
UserControl Canvas { get; }
#region 与工具类对应的API
/// <summary>
/// 将当前白板页保存为一张位图。
/// </summary>
Bitmap GetCurrentImage();
/// <summary>

/// 将当前白板页的部分区域保存为一张位图。
/// </summary>
/// <param name="rect">要保存的区域</param>
Bitmap GetCurrentImage(Rectangle rect);
/// <summary>
/// 新建一页。当白板处于连接状态，且IsManager为true时，调用才生效。
/// </summary>
void NewPage();
/// <summary>
/// 删除当前页。当白板处于连接状态，且IsManager为true时，调用才生效。
/// </summary>
void RemovePage();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设置当前要绘制的View的类型。
/// </summary>
void SetCurrentViewType(ViewType viewType);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设置填充颜色。
/// </summary>
void SetFilledColor(Color filledColor);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设置线条颜色。
/// </summary>
void SetLineColor(Color lineColor);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设置线条是否为虚线。
/// </summary>
void SetLineDash(bool lineDash);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设置线条的宽度。
/// </summary>
void SetLineWidth(int lineWidth);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设置文本输入框的最小尺寸。
/// </summary>
void SetTextBoxMinSize(Size minSize);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设置文本格式（字体、颜色）。
/// </summary>
void SetTextFormat(Font font, Color color);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水平对齐。
/// </summary>
void SortH();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垂直对齐。
/// </summary>
void SortV();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开启或关闭激光笔。一般每点击一次工具栏上的“激光笔”按钮就调用该方法一次。
第一次调用，将开启；再次调用，将关闭；然后再调用，由开启；如此循环。
/// 返回值表示调用后激光笔的状态是否为开启？
/// </summary>
bool ChangeLaserPointerState();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截屏。
/// </summary>
void CaptureScreen();
/// <summary>
/// 删除指定位置的View。
/// </summary>
/// <param name="location">目标位置</param>
void RemoveView(Point location);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在白板的左上角位置插入图片。
/// </summary>
/// <param name="img">被插入的图片</param>
/// <returns>图片元素在白板中的ViewID</returns>
string InsertImage(Image img);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在指定位置插入图片。
/// </summary>
/// <param name="img">被插入的图片</param>
/// <param name="location">插入的位置</param>
/// <returns>图片元素在白板中的ViewID</returns>
string InsertImage(Image img, Point location);
/// <summary>
/// [使用自定义工具栏时]插入图片（选择图片文件）。
/// </summary>
/// <returns>图片元素在白板中的ViewID</returns>
string InsertImageFromFile();

/// <summary>
/// 旋转图片。
/// </summary>
/// <param name="imageViewID">白板中图片元素的ViewID</param>
/// <param name="angle">旋转的角度</param>
void RotateImage(string imageViewID, RotateAngle angle);
/// <summary>
/// 删除指定的图片元素。
/// </summary>
/// <param name="imageViewID">白板中图片元素的ViewID</param>
void RemoveView(string imageViewID);
/// <summary>
/// 白板页面的缩放比例。
/// </summary>
WhiteBoardZoomFactor ZoomFactor { get; set; }
#endregion
}

（10）—— 语音短信（类似微信）
在腾讯微信的功能中，语音留言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也有许多客户需要在自己的项目/系统中集成这样的功
能。OMCS 直接提供了对语音短信的支持，使得在自己的项目中实现类似的功能变得非常简单。 OMCS 的语音短
信功能支持的特性如下：
（1）采集语音短信。
（2）发送语音短信。
（3）接收方触发收到短信的事件。
（4）播放语音短信。
（5）服务端提供接口支持实现离线语音短信。

一. OMCS.Passive.ShortMessages 命名空间
在客户端，OMCS.Passive.ShortMessages 命名空间提供：IShortMessageController 接口、ShortMessage 类、
ShortMessagePlayer 组件，通过这三个元素，我们便可以使用 OMCS 提供的对语音短信功能了。
1. IShortMessageController
短信控制器（IShortMessageController） 是客户端使用语音留言功能的入口。
API：
public interface IShortMessageController : IDisposable
{
/// <summary>
/// 当接收到目标用户的短信时，触发该事件。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ShortMessage> ShortMessageReceived;
/// <summary>
/// 是否已经初始化？
/// </summary>
bool Initialized { get; }
/// <summary>
/// 是否正在采集短信。
/// </summary>
bool IsCapturing { get; }
/// <summary>
/// 初始化短信组件。
/// 如果不再使用短信组件，则请调用Dispose方法，以释放对设备的占用。
/// 调用Dispose方法释放后，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重新调用Initialize，再次进行初始化。
/// </summary>
void Initialize();
/// <summary>
/// 开始采集短信。
/// </summary>
void StartCapture();
/// <summary>
/// 结束采集短信，返回短信的唯一ID。
/// </summary>
ShortMessage StopCapture();
/// <summary>
/// 发送短信。短信发送完毕，调用才会返回，如果不想阻塞，可考虑异步调用本方法。
/// </summary>
/// <param name="microMessage">短信</param>
/// <param name="destUserID">接收者ID</param>
void Send(ShortMessage microMessage, string destUserID);
}
（1）我们可以通过 OMCS 客户端的核心组件 -- 多媒体管理器 IMultimediaManager 的 ShortMessageController
属性获取短信控制器的引用。
（2）在使用短信控制器之前，必须先调用其 Initialize 方法对其进行初始化。
（3）短信控制器初始化完成后，随时可以调用 StartCapture 方法以开始采集语音短信。
（4）当完成语音短信采集时，即调用 StopCapture 方法，该方法将返回采集得到的 ShortMessage 对象。
（5）语音短信采集完成后，可以调用 Send 方法，将其发送给目标用户。
（ 6 ） 如 果 目 标 用 户 也 连 接 上 了 OMCS 服 务 器 并 完 成 了 短 信 控 制 器 的 初 始 化 ， 则 对 方 会 触 发
ShortMessageReceived 事件，通过事件参数，就可以拿到短信。
（7）得到语音短信后，可以使用 ShortMessagePlayer 组件来播放短信。
2. ShortMessage

ShortMessage 封装了一个语音短信，其类图如下所示：

（1）Content 是语音短信的真正内容，即采集得到的数据，这个数据是使用 OMCS 内部的格式进行压缩组织
的，只能由 ShortMessagePlayer 进行播放。
（2）CreateTime 是短信采集的时间。
（3）CreatorID 即发送者的 UserID。
（4）SpanInMSecs 是短信的时长，单位：毫秒。
3. ShortMessagePlayer
ShortMessagePlayer 用于播放 ShortMessage 对象，其类图如下所示：

（1）通过构造函数将要播放的 ShortMessage 对象传递进去，然后，调用 Play 方法即可开始播放。
（2）如果播放过程中，需要取消播放，则调用 Stop 方法。
（3）无论是播放完毕，还是取消播放，都会触发 PlayFinished 事件。

二. 如何实现离线语音短信
如果语音短信的接收方不在线，那么，发送的语音短信，他就收不到。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当其上线时，把那
些漏掉的短信在发送给他了？
OMCS 服务端提供了接口，来实现类似的离线短信的功能。 在服务端 IMultimediaServer 接口中有两个 API 与
此相关：
API：
/// <summary>
/// 当不在线的用户收到短信时，将触发此事件。参数：短信接收者ID - 短信发送者ID - ShortMessage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string, string, ShortMessage> ShortMessagePostFailed;
/// <summary>
/// 发送短信给目标用户。
/// </summary>
/// <param name="destUserID">短信的接收者ID</param>
/// <param name="msg">短信</param>
void SendShortMessage(string destUserID, ShortMessage msg);
（1）当接收方不在线时，服务端 IMultimediaServer 会触发 ShortMessagePostFailed 事件。我们可以预定这个事
件，将短信的相关信息全部存储到 DB 中。
（2）当目标用户上线时，我们就从 DB 中提取属于他的语音短信，然后通过 SendShortMessage 方法发送给他。
（3）这样，在目标用户客户端，就会触发 IShortMessageController 的 ShortMessageReceived 事件了。

（11）—— 深入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
在开发类似视频聊天的应用时，我们经常需要获取音视频设备的相关信息；而在进行视频聊天时，我们可能还
希望有一些动态的能力。比如，在不中断视频聊天的情况下，切换一个摄像头、或者修改摄像头采集的分辨率或编
码质量、或者暂时屏蔽话筒的输出，等等。OMCS 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特性以支持上述需求。

一.摄像头
1.枚举摄像头
我们如何得知当前的计算机有哪些摄像头了？
OMCS 提供了一个工具类 OMCS.Tools.Camera，来帮助我们获取这些信息。Camera 有个静态方法 GetCameras，
用于枚举当前计算机上的所有摄像头。
API：
/// <summary>
/// 枚举当前计算机上的所有摄像头设备。
/// </summary>
public static List<CameraInformation> GetCameras()
CameraInformation 封装了摄像头的基本信息，我们可以将 GetCameras 方法返回的列表直接绑定到 Combox 控
件，效果如下所示：

默认情况下，IMultimediaManager 使用的摄像头的索引为 0。如果索引为 0 的摄像头不可用，或者，用户指定
使用其它的摄像头，则可以将指定摄像头的索引保存到配置文件。当客户端程序启动时，从配置文件中读取该索引
值，并将其赋值给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ameraDeviceIndex 属性。
2.获取摄像头支持的分辨率
当选定了一个摄像头，我们如何知道该摄像头支持哪些采集分辨率、支持最高的帧频是多少了？
Camera 提供了另一个静态方法 GetCameraCapability，来获取目标摄像头的能力信息。
API：

CameraCapability 类封装了摄像头的能力信息，我们可以将 GetCameraCapability 方法返回的列表直接绑定到
Combox 控件，效果如下所示：

3.动态切换摄像头
下面我们设想一种情况，假设我的电脑上装有两个可用的摄像头， 我正在使用索引为 0 的摄像头和我的朋友
视频聊天，某个时刻，我想在不中断视频聊天的情况下，切换到索引为 1 的摄像头。这种需求就称为动态切换摄像
头。
OMCS 支持动态切换摄像头，并且操作相当简单：我们只需要将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ameraDeviceIndex 属
性赋值为要切换到的摄像头的索引即可。切换会在 OMCS 内部自动进行，在很短的时间切换完成后，OMCS 会将
新摄像头采集的视频数据发送给各个 guest。
4.动态修改摄像头的分辨率
还记得 QQ 视频聊天有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在视频聊天的时候，选择使用大窗口模式。这实际上就是使用摄像
头更高的分辨率来采集视频，比如原始的采集分辨率为 320*240，可切换到更高的 640*480。
OMCS 支持在不需要任何中断的情况下，修改正在使用的摄像头的采集分辨率。操作也是相当简单：我们只需
要将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ameraVideoSize 属性设置为目标分辨率大小即可。当然，如果设置的分辨率不被当前
摄像头所支持，则将抛出 NotSupportedException。另外要注意，在编码质量相同的情况下，视频的分辨率越高，所
输出的码流就越大，所要求的带宽也越大。
为了避免设置不恰当的分辨率给 CameraVideoSize 属性，在赋值之前，我们可以通过 OMCS.Tools.Camera 的静
态方法 Support 来判断目标摄像头是否支持指定的分辨率：
API：
/// <summary>
/// 目标摄像头是否支持采集指定的分辨率。
/// </summary>
public static bool Support(int deviceIndex, Size videoSize)
5.动态调节编码质量
在客户端运行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通过设置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ameraEncodeQuality 属性，来实时调
整摄像头采集的视频的编码质量。编码质量越高，CameraEncodeQuality 取值越小，对带宽的要求就越高；反之亦
然。
注意，如果 IMultimediaManager 的 AutoAdjustCameraEncodeQuality 属性被设置为 true，则 CameraEncodeQuality
将会被 OMCS 自动调节以优先保证语音的清晰连贯，手动对 CameraEncodeQuality 的设置就不起作用了。如果我们
将 AutoAdjustCameraEncodeQuality 设置为 false，并且我们的应用自己能检测到网络状态的实时变化，那么，我们
就可以根据当前的网络状态，来手动调整 CameraEncodeQuality。
6.控制视频输出
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我在进行视频会议时，某个时间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让与会者看到我的视频，一段时间

后，我又希望恢复原样。
从节省带宽的角度，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不输出视频帧。OMCS 能简单地实现这种控制：我们只需将
IMultimediaManager 的 OutputVideo 属性设置为 false，即可关闭视频帧的输出。
7. 丢弃视频帧
下面要设想的场景稍微复杂一点：在视频会议时，我的视频会发送给与会的每个人，假设我与每个与会者之间
都建立的是 P2P 通道，视频帧都经过 P2P 通道传送。现在的问题时，每个 P2P 通道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很
快，有的可能很慢。我们假设到与会者 A 的通道非常慢，到其他与会者的通道质量都很好。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两种广播模式下，可能出现的情况。
（1）同步广播模式
在同步广播模式下，只有当某个视频帧在所有的通道上都发送完毕时，才会去发送下一个视频帧。这样就会出
现因为与 A 之间的通道缓慢，而导致其他与会者看到自己的视频出现卡或不连贯的情况。
（2）异步广播模式
在异步广播模式下，视频帧在所有的通道上都是异步发送的，这样 A 通道的缓慢不会影响到其它的与会者。
OMCS 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
但是，由于通道 A 的缓慢，生产视频帧的速度远大于通道 A 消费视频帧的速度，这就导致了需要使用更多的
内存来缓存那些来不及发送的视频帧。就客户端进程看来，其所占用的内存会不断增加，就像内存泄漏一样。如何
解决这个问题了？OMCS 给出的方案是可以选择在通道繁忙时丢弃帧。通过将 IMultimediaManager 的 Advanced 属
性的 AllowDiscardFrameWhenBroadcast 属性设置为 true，便可启用这种方案。
AllowDiscardFrameWhenBroadcast 被启用后，当一个新的视频帧要通过某个 P2P 通道发送给对应的与会者时，
会先检测一下该 P2P 通道是否繁忙，如果繁忙，就取消该视频帧在这个通道上的发送。这样，就避免了内存无线增
长的情况。但在这种方案下，那些通道比较慢的与会者，因为丢弃视频帧的原因，看到别人的视频可能就会出现马
赛克、卡、不连续的现象。

二.麦克风
1.枚举麦克风
我们如何得知当前的计算机配有哪些麦克风设备了？
OMCS 提供了一个工具类 OMCS.Tools.SoundDevice，来帮助我们获取这些信息。SoundDevice 有个静态方法
GetMicrophones，用于枚举当前计算机上的所有麦克风。
API：
/// <summary>
/// 枚举当前计算机上的所有麦克风设备。
/// </summary>
public static List<MicrophoneInformation> GetMicrophones()
MicrophoneInformation 封装了麦克风的基本信息，我们可以将 GetMicrophones 方法返回的列表直接绑定到
Combox 控件，效果如下所示：

默认情况下，IMultimediaManager 使用的麦克风的索引为 0。如果索引为 0 的麦克风不可用，或者，用户指定
使用其它的麦克风，则可以将指定麦克风的索引保存到配置文件。当客户端程序启动时，从配置文件中读取该索引
值，并将其赋值给 IMultimediaManager 的 MicrophoneDeviceIndex 属性。
2.控制声音输出

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我在进行视频会议时，某个时间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让与会者听到我的声音，一段时间
后，我又希望恢复原样。
从节省带宽的角度，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不输出声音数据。OMCS 能简单地实现这种控制：我们只需
将 IMultimediaManager 的 OutputAudio 属性设置为 false，即可关闭视音帧数据的输出。

三.扬声器
1.枚举扬声器
我们如何得知当前的计算机配有哪些扬声器设备了？
OMCS.Tools.SoundDevice 有个静态方法 GetSpeakers，用于枚举当前计算机上的所有扬声器。
API：
/// <summary>
/// 枚举当前计算机上的所有扬声器设备。
/// </summary>
public static List<SpeakerInformation> GetSpeakers()
SpeakerInformation 封装了扬声器的基本信息，我们可以将 GetSpeakers 方法返回的列表直接绑定到 Combox 控
件，效果如下所示：

默认情况下，IMultimediaManager 使用的扬声器的索引为 0。如果索引为 0 的扬声器不可用，或者，用户指定
使用其它的扬声器，则可以将指定扬声器的索引保存到配置文件。当客户端程序启动时，从配置文件中读取该索引
值，并将其赋值给 IMultimediaManager 的 SpeakerIndex 属性。
2.声卡是否安装
OMCS.Tools.SoundDevice 的静态方法 IsSoundCardInstalled，用于判断当前计算机的声卡是否正常安装。
API：
/// <summary>
/// 当前计算机是否安装了声卡。
/// </summary>
public static bool IsSoundCardInstalled()
3.音量放大
如果已经将计算机的音量调到最大，还是觉得 MicrophoneConnector 播放的声音很小，那么，可以通过设置
IMultimediaManager 的 VolumeAmplifyFactor 来放大声音。
API：
/// <summary>
/// 输出音量的放大系数。取值范围1~10。默认值1(表示不放大)。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
/// </summary>
int VolumeAmplifyFactor { get; set; }
4.静音
如果希望某个 MicrophoneConnector 不播放声音，则可以将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Mute 属性设为 true。
API：

/// <summary>
/// 是否静音。默认值false。
/// </summary>
bool Mute { get; set; }

四.设备报错
当第一个 guest 连接到 Owner 的某设备时，该设备会自动启动运行，如果启动时设备发生错误，则 Owner 方和
Guest 方都能得到相应的通知。
Owner 方：IMultimediaManager 的 DeviceErrorOccurred 事件会触发。
API：
/// <summary>
/// 当本地多媒体设备报错时，会触发该事件。参数为 MultimediaDeviceType - 错误描述
/// </summary>
event CbGeneric<MultimediaDeviceType, string> DeviceErrorOccurred;
Guest 方 ： 相 应 的 多 媒 体 连 接 器 的 ConnectEnded 事 件 触 发 ， 表 明 连 接 失 败 ， 且 其 事 件 参 数 通 常 为
ConnectResult.DeviceInvalid。

OMCS 使用技巧
（00）—— 扩展电子白板支持课件的类型：word、pdf、ppt
OMCS 电子白板仅仅内置了对图片类型（jpg、png、bmp）的课件的完整支持，如果要支持其它类型的课件（比
如 word、pdf、ppt、rar 等），那么，OMCS 使用者必须自己实现电子白板流程中的一个环节（文档到图片的转换），
然后通过 OMCS 提供的扩展接口注入到 OMCS 框架中。
本文首先介绍了扩展电子白板的课件类型的原理，接着给出了一个实现范例，以演示如何支持 word、pdf、ppt、
以及将多个图片压缩成一个 rar 的课件，最后提供了一个支持这些课件类型的电子白板 demo 的源码下载。

一. 如何扩展课件类型？
如何扩展 OMCS 让其支持更多的课件类型了？
我们只需要实现 IImageConverter 接口和 IImageConverterFactory 接口，然后将 IImageConverterFactory 的实现
类的实例挂接到 IMultimediaManager 的 ImageConverterFactory 属性上即可。
1. IImageConverter
OMCS.Engine.WhiteBoard.IImageConverter 接口代表图片转换器，用于完成文档到图片的转换，它会将文档中

的每一页转换成一张图片（jpg 或 png）。该接口定义如下：
API:
// 摘要:
//
将文档转换为图片的基础接口。
public interface IImageConverter
{
// 摘要:
//
转换失败时，触发此事件。事件参数：失败的原因（FailCause）
event CbGeneric<string> ConvertFailed;
//
// 摘要:
//
转换完成时，触发此事件。
event CbGeneric ConvertSucceed;
//
// 摘要:
//
当成功转换一页时，触发此事件。参数：已经完成转换的页数（doneCount） - 总页数（totalCount）
event CbGeneric<int, int> ProgressChanged;
// 摘要:
//
取消转换。
void Cancel();
//
// 摘要:
//
开始转换。
//
// 参数:
// originFilePath:
//
要被转换的文档的全路径。
//
// imageOutputDirPath:
//
用于保存转换后的图片的目录的全路径
void ConvertToImage(string originFilePath, string imageOutputDirPath);
}
各个元素的注释写得很清楚了，就不再赘述。
比如，我们要支持将 word 文档转换为图片，那么就可以定义一个 Word2ImageConverter 类，然后让其实现
IImageConverter 接口。
2. IImageConverterFactory
OMCS.Engine.WhiteBoard.IImageConverterFactory 接口代表转换器工厂，用于创建图片转换器实例，并告诉
OMCS 框架其支持哪些类型的课件。
API:
public interface IImageConverterFactory
{
/// <summary>
/// 根据文档的扩展名，创建对应的图片转换器。
/// </summary>
/// <param name="extendName">全小写的扩展名。如“.docx”，“.pdf”等</param>
/// <returns>如果不支持对应的文件类型，则返回null。</returns>

IImageConverter CreateImageConverter(string extendName);
/// <summary>
/// 获取所有支持的文档类型。返回的集合中的元素为全小写的扩展名。如“.docx”，“.pdf”等。
/// </summary>
List<string> GetSupportedFileTypes();
}
OMCS 会在白板操作过程中的两个时候调用 IImageConverterFactory 接口：
（1）当用户上传课件时，OMCS 会调用 GetSupportedFileTypes 方法来判断当前扩展是否支持目标类型的课件，
如果不支持，则不能上传目标课件。
（2）当用户打开课件时，如果没有找到对应的缓存的图片，则会调用 CreateImageConverter 方法得到图片转换
器，然后，再调用转换器开始进行转换。

二. 扩展课件类型示例
最常见的课件类型大概是 3 种：word 文档、pdf 文档、ppt 幻灯片。如何将它们转换成图片，网上提供了很多
解决方案，并且也有很多成熟的组件可以使用。
经过试用比较，我们推荐使用 Aspose（请大家支持和购买正版的 Aspose 组件），Aspose 稳定可靠，而且其 API
也相当简单。下面是我们基于 Aspose 试用版实现的 word、pdf、ppt 图片转换器，供您参考。
1. word 转图片
2. API:
public class Word2ImageConverter : IImageConverter
{
private bool cancelled = false;
public event CbGeneric<int, int> ProgressChanged;
public event CbGeneric ConvertSucceed;
public event CbGeneric<string> ConvertFailed;
public void Cancel()
{
if (this.cancelled)
{
return;
}
this.cancelled = true;
}
public void ConvertToImage(string originFilePath, string imageOutputDirPath)
{
this.cancelled = false;
ConvertToImage(originFilePath, imageOutputDirPath, 0, 0, null, 200);
}
/// <summary>
/// 将Word文档转换为图片的方法
/// </summary>

/// <param name="wordInputPath">Word文件路径</param>
/// <param name="imageOutputDirPath">图片输出路径，如果为空，默认值为Word所在路径</param>
/// <param name="startPageNum">从PDF文档的第几页开始转换，如果为0，默认值为1</param>
/// <param name="endPageNum">从PDF文档的第几页开始停止转换，如果为0，默认值为Word总页数
</param>
/// <param name="imageFormat">设置所需图片格式，如果为null，默认格式为PNG</param>
/// <param name="resolution">设置图片的像素，数字越大越清晰，如果为0，默认值为128，建议最大值不
要超过1024</param>
private void ConvertToImage(string wordInputPath, string imageOutputDirPath, int startPageNum, int
endPageNum, ImageFormat imageFormat, int resolution)
{
try
{
Aspose.Words.Document doc = new Aspose.Words.Document(wordInputPath);
if (doc == null)
{
throw new Exception("Word文件无效或者Word文件被加密！");
}
if (imageOutputDirPath.Trim().Length == 0)
{
imageOutputDirPath = Path.GetDirectoryName(wordInputPath);
}
if (!Directory.Exists(imageOutputDirPath))
{
Directory.CreateDirectory(imageOutputDirPath);
}
if (startPageNum <= 0)
{
startPageNum = 1;
}
if (endPageNum > doc.PageCount || endPageNum <= 0)
{
endPageNum = doc.PageCount;
}
if (startPageNum > endPageNum)
{
int tempPageNum = startPageNum; startPageNum = endPageNum; endPageNum = startPageNum;
}
if (imageFormat == null)
{
imageFormat = ImageFormat.Png;
}

if (resolution <= 0)
{
resolution = 128;
}
string imageName = Path.GetFileNameWithoutExtension(wordInputPath);
Aspose.Words.Saving.ImageSaveOptions imageSaveOptions = new
Aspose.Words.Saving.ImageSaveOptions(Aspose.Words.SaveFormat.Png);
imageSaveOptions.Resolution = resolution;
for (int i = startPageNum; i <= endPageNum; i++)
{
if (this.cancelled)
{
break;
}
MemoryStream stream = new MemoryStream();
imageSaveOptions.PageIndex = i - 1;
string imgPath = Path.Combine(imageOutputDirPath, imageName) + "_" + i.ToString("000") + "."
+ imageFormat.ToString();
doc.Save(stream, imageSaveOptions);
Image img = Image.FromStream(stream);
Bitmap bm = ESBasic.Helpers.ImageHelper.Zoom(img, 0.6f);
bm.Save(imgPath, imageFormat);
img.Dispose();
stream.Dispose();
bm.Dispose();
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200);
if (this.ProgressChanged != null)
{
this.ProgressChanged(i - 1, endPageNum);
}
}
if (this.cancelled)
{
return;
}
if (this.ConvertSucceed != null)
{
this.ConvertSucceed();
}
}
catch (Exception ex)
{
if (this.ConvertFailed != null)

{
this.ConvertFailed(ex.Message);
}
}
}
}
2. pdf 转图片
实现同 Word2ImageConverter 类似，可下载文末的 Demo 源码查看具体实现。这里省略。
3. ppt 转图片
实现同 Word2ImageConverter 类似，可下载文末的 Demo 源码查看具体实现。这里省略。
4. 课件本来就是多张图片
课件如果本身就是多张图片，那么就不用再转换了。但是问题在于，白板原生支持的图片课件仅仅是一张图片
而已，如果一个课件由多张图片构成，那就很不方便了。
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案是：将多张图片压缩成一个 rar，作为一个课件文档，就像一个 word 文档一样。然后，解
压这个动作就相当于是将 rar 转换为图片了。
Demo 源码中的 Rar2ImageConverter 类，就是用于解压 rar 课件的。
5. 实现转换器工厂
API:
public class ImageConverterFactory : IImageConverterFactory
{
public IImageConverter CreateImageConverter(string extendName)
{
if (extendName == ".doc" || extendName == ".docx")
{
return new Word2ImageConverter();
}
if (extendName == ".pdf")
{
return new Pdf2ImageConverter();
}
if (extendName == ".ppt" || extendName == ".pptx")
{
return new Ppt2ImageConverter();
}
if (extendName == ".rar")
{
return new Rar2ImageConverter();
}
return null;
}

public bool Support(string extendName)
{
return extendName == ".doc" || extendName == ".docx" || extendName == ".pdf" || extendName == ".ppt" ||
extendName == ".pptx" || extendName == ".rar";
}

public List<string> GetSupportedFileTypes()
{
List<string> list = new List<string>();
list.Add(".doc");
list.Add(".docx");
list.Add(".pdf");
list.Add(".ppt");
list.Add(".pptx");
list.Add(".rar");
return list;
}
}
5. 注入到 OMCS
API:
IMultimediaManager multimediaManager = MultimediaManagerFactory.GetSingleton();
multimediaManager.ImageConverterFactory = new ImageConverterFactory();

三. 支持 word、pdf、ppt 课件类型的电子白板 Demo
1. Demo 说明
基于上面的成果，我们很快完成了一个支持 word、pdf、ppt 类型课件的电子白板 Demo。可按以下流程测试这
个 demo：
（1）启动 OMCS 服务端。
（2）启动第一个客户端，选择“老师”角色，登录进默认教室。
（3）再启动多个客户端，选择“学生”角色，登录进默认教室。
（4）老师即可进行上传课件、打开课件、删除课件、课件翻页，在课件上标注、书写，等等操作。
2. Demo 源码下载
Demo 源码：OMCS.Demos.WhiteBoardTest.rar

（01）—— 分贝显示器，实时显示声音强度
使用 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 测试程序 一文中提到的方法，我们可以基本实现 QQ 的语音视频测试向导的
功能了。但是，语音测试这块的体验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就像 QQ 语音测试一样，实时显示麦克风采集到的声音
的强度：

接下来，我们做个小 demo，来实现类似的功能。先上 demo 运行起来的截图：

（界面确实比较丑，我们这里的重点在于技术方面如何实现，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可以将其美化得跟 QQ 的
那个一样漂亮^_^）

1.实现思路
实现这个小例子的主要思路如下：
（1）使用 OMCS 采集和播放从麦克风的输入数据（PCM）。
（2）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傅立叶变换，变换的结果就可以反应声音的强度。
（3）使用 ProgressBar 控件来实时显示声音的强度信息。

2.具体实现
（1）傅立叶变换算法
API：
public static class FourierTransformer
{
public static double[] FFTDb(double[] source)
{
int sourceLen = source.Length;
int nu = (int)(Math.Log(sourceLen) / Math.Log(2));
int halfSourceLen = sourceLen / 2;
int nu1 = nu - 1;
double[] xre = new double[sourceLen];
double[] xim = new double[sourceLen];
double[] decibel = new double[halfSourceLen];

double tr, ti, p, arg, c, s;
for (int i = 0; i < sourceLen; i++)
{
xre[i] = source[i];
xim[i] = 0.0f;
}
int k = 0;
for (int l = 1; l <= nu; l++)
{
while (k < sourceLen)
{
for (int i = 1; i <= halfSourceLen; i++)
{
p = BitReverse(k >> nu1, nu);
arg = 2 * (double)Math.PI * p / sourceLen;
c = (double)Math.Cos(arg);
s = (double)Math.Sin(arg);
tr = xre[k + halfSourceLen] * c + xim[k + halfSourceLen] * s;
ti = xim[k + halfSourceLen] * c - xre[k + halfSourceLen] * s;
xre[k + halfSourceLen] = xre[k] - tr;
xim[k + halfSourceLen] = xim[k] - ti;
xre[k] += tr;
xim[k] += ti;
k++;
}
k += halfSourceLen;
}
k = 0;
nu1--;
halfSourceLen = halfSourceLen / 2;
}
k = 0;
int r;
while (k < sourceLen)
{
r = BitReverse(k, nu);
if (r > k)
{
tr = xre[k];
ti = xim[k];
xre[k] = xre[r];
xim[k] = xim[r];
xre[r] = tr;
xim[r] = ti;
}
k++;
}
for (int i = 0; i < sourceLen / 2; i++)
{

decibel[i] = 10.0 * Math.Log10((float)(Math.Sqrt((xre[i] * xre[i]) + (xim[i] * xim[i]))));
}
return decibel;
}
private static int BitReverse(int j, int nu)
{
int j2;
int j1 = j;
int k = 0;
for (int i = 1; i <= nu; i++)
{
j2 = j1 / 2;
k = 2 * k + j1 - 2 * j2;
j1 = j2;
}
return k;
}
}
（2）初始化 OMCS 服务器、设备管理器、麦克风设备
API：
//获取麦克风列表
IList<MicrophoneInformation> microphones = SoundDevice.GetMicrophones();
this.comboBox2.DataSource = microphones;
if (microphones.Count > 0)
{
this.comboBox2.SelectedIndex = 0;
}
//初始化OMCS服务器
OMCS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 new OMCSConfiguration();
this.multimediaServer = MultimediaServerFactory.CreateMultimediaServer(9001, new DefaultUserVerifier(),
configuration, false);
this.multimediaManager.DeviceErrorOccurred += new CbGeneric<MultimediaDeviceType,int,
string>(multimediaManager_DeviceErrorOccurred);
this.multimediaManager.AudioCaptured += new CbGeneric<byte[]>(multimediaManager_AudioCaptured);
this.microphoneConnector1.ConnectEnded += new
CbGeneric<ConnectResult>(microphoneConnector1_ConnectEnded);
（3）连接麦克风，开始采集
API：
if (!SoundDevice.IsSoundCardInstalled())
{
this.label_error.Visible = true;
this.label_error.Text = "声卡没有安装";
}

//初始化多媒体管理器
this.multimediaManager.MicrophoneDeviceIndex = this.comboBox2.SelectedIndex;
this.multimediaManager.Initialize("tester", "", "127.0.0.1", 9001); //与OMCS服务器建立连接，并登录
//尝试连接麦克风
this.microphoneConnector1.BeginConnect("tester");
首先，初始化本地多媒体设备管理器，然后使用麦克风连接器连接到当前登录用户“tester”（即“自己”）麦
克风设备。如果连接成功，多媒体管理器将会触发 AudioCaptured 事件，我们通过这个事件来截获音频数据。
（4）处理采集到的音频数据，并显示结果
API：
void multimediaManager_AudioCaptured(byte[] data)
{
double[] wave = new double[data.Length / 2];
int h = 0;
for (int i = 0; i < wave.Length; i += 2)
{
wave[h] = (double)BitConverter.ToInt16(data, i); //采样位数为16bit
++h;
}
double[] res = FourierTransformer.FFTDb(wave);
double kk = 0;
foreach (double dd in res)
{
kk += dd;
}
if (kk < 0)
{
kk = 0;
}
this.showResult(kk / res.Length);
}
注意：由于 OMCS 音频采样的位数为 16bit，这样，一个单位的语音样本的字节数为 2 个字节。所以，傅立叶
变换前，先要将原始的 PCM 数据（byte[]）转为 Int16 的数组。

3.Demo 程序
源码下载

（02）—— 在 Web 程序中使用 OMCS 控件
当我们在实现类似 Web 版视频会议系统时，就需要在网页中播放来自远程摄像头采集的实时视频或在网页中
嵌入电子白板，OMCS 已经提供的这些控件，但它们都是 windows 控件，如何将其嵌入到网页中去了？这需要使用
一种古老的技术，ActiveX。

1.将 OMCS 控件转化为 ActiveX 控件
我们以 OMCS 提供的摄像头连接器控件 CameraConnector 为例，来说明如何在网页中嵌入它们。 首先要做的
就是将 CameraConnector 控件转化为 ActiveX 控件。我们先对 CameraConnector 做个简单的封装，形成一个视频播
放控件，其定义相当简单：
API：
public partial class CameraVideoPlayer : UserControl
{
private IMultimediaManager multimediaManager;
public CameraVideoPlayer()
{
InitializeComponent();
}
public void Test()
{
Random ran = new Random();
string userID = "bb" + ran.Next(1001,9999).ToString();
this.Initialize("223.4.*.*", 9900, userID, "aa01");
}
public void Initialize(string serverIP, int port, string userID, string targetUserID)
{
try
{
this.multimediaManager = MultimediaManagerFactory.GetSingleton();
this.multimediaManager.Initialize(userID, "", serverIP, port);
this.cameraConnector1.BeginConnect(targetUserID);
}
catch (Exception ee)
{
MessageBox.Show(ee.Message);
}
}
｝
当调用其 Initialize 方法时，将连接到目标用户的摄像头，并在其内含的 cameraConnector1 控件上播放视频。这
个控件在 Windows Form 应用程序中工作良好，现在我们一步步来将其转换为 ActiveX 控件。
（1）GUID
ActiveX 控件首先是 COM 组件，COM 组件有唯一的 GUID。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在 Web 中，需要通过 GUID
定位并加载已经注册的 ActiveX 控件。
如果使用的是 VS2010，工具菜单下有个“创建 GUID”菜单，点击它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GUID，然后把其复制
作为 CameraVideoPlayer 的特性：
API：
public partial class CameraVideoPlayer : UserControl
{
private IMultimediaManager multimediaManager;

public CameraVideoPlayer()
{
InitializeComponent();
}
public void Test()
{
Random ran = new Random();
string userID = "bb" + ran.Next(1001,9999).ToString();
this.Initialize("223.4.*.*", 9900, userID, "aa01");
}
public void Initialize(string serverIP, int port, string userID, string targetUserID)
{
try
{
this.multimediaManager = MultimediaManagerFactory.GetSingleton();
this.multimediaManager.Initialize(userID, "", serverIP, port);
this.cameraConnector1.BeginConnect(targetUserID);
}
catch (Exception ee)
{
MessageBox.Show(ee.Message);
}
}
｝
（2）实现 IObjectSafety 接口
当 ActiveX 控件在浏览器中调用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警告框，提示不安全的控件正在运行。这是由浏览器安全
策略所限定的，控件通过实现 IObjectSafety 接口以向浏览器表明自己是合法的。在项目中增加 IObjectSafety 接口的
定义：
API：
[Guid("CB5BDC81-93C1-11CF-8F20-00805F2CD064"), InterfaceType(ComInterfaceType.InterfaceIsIUnknown)]
public interface IObjectSafety
{
void GetInterfacceSafyOptions(System.Int32 riid, out System.Int32 pdwSupportedOptions, out System.Int32
pdwEnabledOptions);
void SetInterfaceSafetyOptions(System.Int32 riid, System.Int32 dwOptionsSetMask, System.Int32
dwEnabledOptions);
}
并让 CameraVideoPlayer 实现这个接口：
API：
[Guid("D9906B42-56B3-4B94-B4F9-A767194A382F")]
public partial class CameraVideoPlayer : UserControl, IObjectSafety
{
private IMultimediaManager multimediaManager;

public CameraVideoPlayer()
{
InitializeComponent();
}
public void Test()
{
Random ran = new Random();
string userID = "bb" + ran.Next(1001, 9999).ToString();
this.Initialize("223.4.180.116", 9900, userID, "aa01");
}
public void Initialize(string serverIP, int port, string userID, string targetUserID)
{
try
{
this.multimediaManager = MultimediaManagerFactory.GetSingleton();
this.multimediaManager.Initialize(userID, "", serverIP, port);
this.cameraConnector1.BeginConnect(targetUserID);
}
catch (Exception ee)
{
MessageBox.Show(ee.Message);
}
}
public void GetInterfacceSafyOptions(int riid, out int pdwSupportedOptions, out int pdwEnabledOptions)
{
pdwSupportedOptions = 1;
pdwEnabledOptions = 2;
}
public void SetInterfaceSafetyOptions(int riid, int dwOptionsSetMask, int dwEnabledOptions)
{
}
}
IObjectSafety 接口的两个方法的实现都可以采用上面的代码来做。
（3）程序集设定
接下来，我们需要对控件的程序集（OMCS_ActiveX）做一个设置，以表明其将作为一个 COM 组件使用。打
开 AssemblyInfo.cs 文件，首先将 ComVisible 特性设置为 true。其次，增加 AllowPartiallyTrustedCallers 特性。如下
所示：
API：
// 将 ComVisible 设置为 false 使此程序集中的类型
// 对 COM 组件不可见。如果需要从 COM 访问此程序集中的类型，
// 则将该类型上的 ComVisible 特性设置为 true。

[assembly: ComVisible(true)]
[assembly: AllowPartiallyTrustedCallers()]
最后，在项目属性的“生成”页中，将“为 COM 互操作注册”的 CheckBox 勾上。

这样，编译生成的产物中除了 OMCS_ActiveX.dll 外，还有 OMCS_ActiveX.tlb（COM 用到的类型库文件）。

2.制作安装程序
转化后的 CameraVideoPlayer ActiveX 控件会被部署在 IIS 服务器上，用户第一次打开网页时，在用户的机器上
是不存在这个控件的，所以，需要下载安装并在用户的机器上注册该 ActiveX 控件。这些可以通过 VS 自带的制作
安装程序的功能来实现，也相当简单。
（1）在当前解决方案中添加一个新的安装项目。
（2）将 OMCS_ActiveX 项目的主输出导入到安装项目的“应用程序文件夹”下面。

（3）修改主输出的文件安装属性中的 Register 项为 vsdrpCOM。
（4）设置安装项目的项目属性，主要是“安装 URL”项，要设置为部署时地址。

（5）如果需要，将“系统必备”中的一些项目勾上或去掉。
（6）编译安装项目，将会生成两个文件 setup.exe、Setup1.msi。将它们拷贝到网站虚拟目录的根目录下。

3.Web 集成
现在我们写一个最简单的 HTML 来试试加载视频播放的 ActiveX 控件 CameraVideoPlayer。如下所示：
API：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
<head>
<title>摄像头视频播放器测试</title>
</head>
<body>
<form id="form1">
<table>
<tr>
<td align="center">
<object id="cameraVideoPlayer"

classid="clsid:{D9906B42-56B3-4B94-B4F9-A767194A382F}" codebase="setup.exe" width="320" height="240">
</object>
</td>
</tr>
<tr>
<td align="center">
<input type=button id="Button1" value="连接摄像头" onclick="javascript:doTest()"/>
</td>
</tr>
</tab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doTest() {
var obj = document.getElementById("cameraVideoPlayer");
obj.Test();
}
</script>
</form>
</body>
</html>
注意加粗的部分，说明了两点：
（1）浏览器是通过 GUID 来定位 ActiveX 控件的。
（2）如果本机不存在目标 ActiveX 控件，则自动下载 codebase 属性指示的安装程序进行安装。
将 HTML 文件部署好后，第一次打开网页，如下所示：

运行安装，完成后，页面会刷新，并可以看到 ActiveX 控件已经成功加载进来了。然后，点击“连接摄像头”
按钮，测试一下 ActiveX 控件是否可以显示远程摄像头采集的视频，如下所示：

这样，嵌入到网页中的 ActiveX 控件就像普通的 windows 控件一样正常运行了：）
像 OMCS 提供的其它几个控件：麦克风连接器控件、电子白板控件、远程桌面控件等，都可以以类似的方式转
发为 ActiveX 控件，并嵌入到 Web 中运行。

4.Demo 源码下载
OMCS_ActivexDemo.rar

（03）—— 实现自拍头像
在很多软件系统中，都允许用户设置自己的头像，甚至可以直接使用摄像头照相作为自己的头像，就像 QQ 的
自拍头像功能一样。
这种功能是如何实现的了？最直接的，我们可以使用 Windows 提供的 VFW 技术或 DirectX 技术来捕获摄像头
采集到的视频和图片。但是，无论使用这两种技术中的哪一个，要实现一个兼容所有摄像头而又运行稳定的拍照功
能，都不是那么容易。幸运的是，OMCS 已经内置集成了这种功能的一个 WinForm 控件 PhotoPanel，我们可以直接
拿来使用。
PhotoPanel 控件的主要接口如下所示：
API：
/// <summary>
/// 初始化摄像头，并启动它。
/// </summary>
void Start();
/// <summary>
/// 停止摄像头。
/// </summary>
void Stop();
/// <summary>
/// 照相。返回当前帧。
/// </summary>

Bitmap GetCurrentImage();
将 PhotoPanel 控件从工具箱拖到你的 UI 上，调用其 Start 方法，将初始化摄像头，并启动它，然后 PhotoPanel
控件表面将绘制摄像头采集到的视频。
当要拍照的时候，则调用 GetCurrentImage 方法得到当前帧，并保存为位图。
当拍照结束后，则调用 Stop 方法停止并释放摄像头设备。
还有两个问题：
（1）如何设置要使用的摄像头的索引了？这个可以通过 PhotoPanel 控件暴露的 CameraIndex 属性来指定。
（2）如何设置拍照的尺寸了？拍照的尺寸即是 PhotoPanel 的尺寸，其默认值为 160*120。当然这个尺寸并不是
任意的，必须是当前摄像头所支持的分辨率才可以。比如，160*120、320*240、640*480 等，一般摄像头都是支持
的。
OK，下面我们就写了一个使用 PhotoPanel 来实现自拍头像功能的 demo，demo 的主要代码如下所示：
API：
public partial class TakePhotoForm : Form
{
public TakePhotoForm()
{
InitializeComponent();
this.photoPanel1.CameraIndex = 0;//设置摄像头
this.photoPanel1.Start();//启动摄像头
}
private Bitmap photo = null;
/// <summary>
/// 拍照结果
/// </summary>
public Bitmap Photo
{
get { return photo; }
set { photo = value; }
}
//拍照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his.photo = this.photoPanel1.GetCurrentImage();
this.photoPanel1.Stop();
this.DialogResult = System.Windows.Forms.DialogResult.OK;
}
private void TakePhotoForm_FormClosing(object sender, FormClosingEventArgs e)
{
this.photoPanel1.Stop();
}
}
其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下载 demo 源码。

（04）—— 实现手写板、涂鸦板
在一些软件系统中，需要用到手写涂鸦的功能，然后可以将涂鸦的结果保存为图片，并可以将“真迹”通过网
络发送给对方。这种手写涂鸦功能是如何实现的了？最直接的，我们可以使用 Windows 提供的 GDI 技术或 GDI+
技术来实现绘图功能。但是，要实现一个如此简单的涂鸦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幸运的是，OMCS 已经内置
集成了这种功能的一个 WinForm 控件 HandwritingPanel，我们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HandwritingPanel 控件的主要接口如下所示：
API：
/// <summary>
/// 设置画笔颜色。
/// </summary>
Color PenColor {set;}
/// <summary>
/// 设置画笔粗细。
/// </summary>
float PenWidth {set;}
/// <summary>
/// 清空画板。
/// </summary>
void Clear();
/// <summary>
/// 获取涂鸦的结果（位图）。
/// </summary>
Bitmap GetHandWriting();
将 HandwritingPanel 控件从工具箱拖到你的 UI 上，可以通过 PenColor 和 PenWidth 属性设置画笔的颜色和粗细。

运行起来后，就可以在控件的表面进行涂鸦和手写了。
如果需要清空手写板，则调用 Clear 方法。
当 手写 结束 的时 候， 则调 用 GetHandWriting 方 法 得 到手 写的 结果 ，并 保存 为位 图。 位图 的大 小即 是
HandwritingPanel 控件的尺寸。
OK，下面我们就写了一个使用 HandwritingPanel 来实现手写涂鸦板的 demo，demo 的主要代码如下所示：
API：
public partial class HandwritingForm : Form
{
private Color currentColor = Color.Red;
private List<float> penWidthList = new List<float>();
private Bitmap currentImage;
public Bitmap CurrentImage
{
get { return currentImage; }
}
public HandwritingForm()
{
InitializeComponent();
this.handwritingPanel1.PenColor = this.currentColor; //设置画笔颜色
this.penWidthList.Add(2);
this.penWidthList.Add(4);
this.penWidthList.Add(6);
this.penWidthList.Add(8);
this.penWidthList.Add(10);
this.comboBox_brushWidth.DataSource = this.penWidthList;
this.comboBox_brushWidth.SelectedIndex = 1;
}
private void button_color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this.colorDialog1.Color = this.currentColor;
DialogResult result = this.colorDialog1.ShowDialog();
if (result == DialogResult.OK)
{
this.currentColor = this.colorDialog1.Color;
this.handwritingPanel1.PenColor = this.currentColor;
}
}
catch (Exception ee)
{
MessageBox.Show(ee.Message);
}
}

//设置画笔颜色

//设置画笔宽度
private void comboBox_brushWidth_SelectedIndex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this.comboBox_brushWidth.SelectedIndex > 0)
{
this.handwritingPanel1.PenWidth = this.penWidthList[this.comboBox_brushWidth.SelectedIndex];
}
else
{
this.handwritingPanel1.PenWidth = this.penWidthList[0];
}
}
private void Button_clear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his.handwritingPanel1.Clear(); //清空手写板
}
private void button_Ok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his.currentImage = this.handwritingPanel1.GetHandWriting(); //获取手写图片
this.DialogResult = System.Windows.Forms.DialogResult.OK;
}
private void Button_cancel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his.DialogResult = System.Windows.Forms.DialogResult.Cancel;
}
}
其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下载 demo 源码。

OMCS Demo 介绍
（00）—— 视频、音频、电子白板、远程桌面功能基本展现（附源码）
本文将以最简单的方式展现 OMCS 提供的视频、音频、电子白板、远程桌面等功能。OMCS 采用的是典型的
C/S 结构，所以，即使是最简单的 demo，我们也需要服务端和客户端。

一.服务端
正如二次开发流程一文描述的，服务端的开发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实现 IUserVerifier 接口，以验证客户端登
录用户的帐号和密码。在本 demo 中，OMCS.Demos.Simplest.Server 项目的 UserVerifier 实现就假设所有的登录都直
接通过。
API:
public class UserVerifier : IUserVerifier
{
public bool VerifyUser(string userID, string password)
{
return true;
}
}
接下来，在 Program.cs 文件中，将 UserVerifier 对象注入到 MultimediaServer 的构造函数，除此之外，还要将
OMCS 配置信息一起作为构造参数传入：
API:
Program.MultimediaServer =
MultimediaServerFactory.CreateMultimediaServer(int.Parse(ConfigurationManager.AppSettings["Port"]), userVerifier,
config, bool.Parse(ConfigurationManager.AppSettings["SecurityLogEnabled"]));
最后，我们使用 OMCS 提供的默认的服务端主窗体来显示相关状态信息：
API:
ServerForm form = new ServerForm(Program.MultimediaServer);
Application.Run(form);
至此，服务端的开发就完成了，可以看到服务端最核心的就是要构造多媒体服务器 MultimediaServer 实例。关
于更多多媒体服务器的描述可以参见多媒体服务器。服务端运行起来后，如下图所示：

二.客户端
首先，我们需要构造并初始化多媒体设备管理器。如果要设置一些配置参数，可以在调用初始化方法之前通过
设置 IMultimediaManager 的相关属性来完成。
API:
IMultimediaManager multimediaManager = MultimediaManagerFactory.GetSingleton();
multimediaManager.CameraDeviceIndex = 0;
multimediaManager.MicrophoneDeviceIndex = 0;
multimediaManager.ChannelMode = ChannelMode.P2PChannelFirst;
multimediaManager.Initialize(loginForm.CurrentUserID, "", ConfigurationManager.AppSettings["ServerIP"],
int.Parse(ConfigurationManager.AppSettings["ServerPort"]));
MainForm mainForm = new MainForm();
mainForm.Initialize(multimediaManager, loginForm.CurrentUserID);
接下来，我们定义了一个简单的客户端主界面 MainForm 用于调用 OMCS 提供的各个功能。在 MainForm 的
Initialize 方法中，我们预定了客户端连接状态的变化事件，以在界面上正确的显示当前连接的状态：
API:
public void Initialize(IMultimediaManager mgr, string currentUserID)
{
this.userID = currentUserID;
this.multimediaManager = mgr;
//预定与OMCS服务器的连接断开、重连成功事件
this.multimediaManager.ConnectionInterrupted += new
ESBasic.CbGeneric<IPEndPoint>(multimediaManager_ConnectionInterrupted);
this.multimediaManager.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 new
ESBasic.CbGeneric<IPEndPoint>(multimediaManager_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this.toolStripLabel_loginfo.Text = string.Format("当前登录：{0}", this.userID);
this.toolStripLabel_state.Text = "连接状态：正常";
}
MainForm 运行起来后，界面如下所示：

界面上的各个按钮，用于演示 OMCS 提供的各个多媒体连接器的功能。我们以视讯功能为例，当摄像头和话筒
的 checkbox 都勾选上时，点击视讯按钮，表示同时连接到目标用户（可以是当前登录者自己）的摄像头和话筒设备。
视讯按钮被点击后，将弹出 ChatForm。

在定义 ChatForm 时，我们向其 UI 上拖放了一个 CameraConnector 控件、一个 MicrophoneConnector 组件、以
及一个通道信号强度显示组件 ChannelQualityDisplayer。CameraConnector 和 MicrophoneConnector 连接器分别用于
连接目标用户的摄像头和话筒，而 ChannelQualityDisplayer 用于显示对方到自己这个方向的通道的质量好坏。
在 ChatForm 构造函数中，我们分别预定了 CameraConnector 和 MicrophoneConnector 的连接结束事件和连接断
开事件，并调用了它们的 BeginConnect 方法以开始连接目标设备。
API:
public ChatForm(string currentUserID, string _friendID ,bool camera ,bool microphone)
{
InitializeComponent();
this.ownerID = _friendID;
this.Text = string.Format("连接到{0}", _friendID);
//初始化信号强度显示控件
this.channelQualityDisplayer1.Initialize(this.ownerID);
//预定连接器的连接结束和连接断开事件
this.cameraConnector1.ConnectEnded += new CbGeneric<ConnectResult>(cameraConnector1_ConnectEnded);
this.cameraConnector1.Disconnected += new
CbGeneric<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cameraConnector1_Disconnected);
this.microphoneConnector1.ConnectEnded += new
CbGeneric<ConnectResult>(microphoneConnector1_ConnectEnded);
this.microphoneConnector1.Disconnected += new
CbGeneric<ConnectorDisconnectedType>(microphoneConnector1_Disconnected);
if (camera)
{
this.cameraConnector1.BeginConnect(this.ownerID);
}
if (microphone)
{
this.microphoneConnector1.BeginConnect(this.ownerID);
}
}
最后，在直接关闭 ChatForm 的时候，需要主动断开连接器并释放连接器对象。
API:

private void ChatForm_FormClosing(object sender, FormClosingEventArgs e)
{
this.cameraConnector1.Disconnect();
this.cameraConnector1.Dispose();
this.microphoneConnector1.Disconnect();
this.microphoneConnector1.Dispose();
}
电子白板和远程桌面也是类似的流程，这里就不赘述了。关于更多 OMCS 客户端的开发细节的描述可以参见开
发手册的多媒体设备管理器和多媒体连接器。

三.下载
Demo 源码：OMCS.Demos.Simplest.rar
运行 Demo 进行测试时，请注意：
（1）将服务端部署到一台服务器上，然后启动 OMCS.Server.exe。
（2）修改客户端配置文件中的服务器的 IP，在一台机器上启动客户端，登录一个帐号，比如 aa01.
（3）在另一台机器上启动客户端，登录另一个帐号，比如 aa02.
（4）aa01 可以在主界面的 TextBox 中中输入 aa02，并点击后面的按钮，来连接 aa02 的视频。
（5）aa02 也可以在其 UI 中输入 aa01，并点击后面的按钮，来连接 aa01 的视频。这样可以演示视频聊天的功
能了。
（6）测试视讯时，两个客户端最好在不同的房间，以防止声音相互干扰。
（7）测试白板时，需要连接到同一个用户的白板，才能协同。
----------------------------------------------------------------------------------------------------------------------------------------------另，如果您有录制语音视频的需求，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 MFile 组件。

（01）—— 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 测试程序（附源码）
在开发类似语音视频聊天或视频会议这样的系统时，它们通常都包含一个测试音视频设备的功能 -- 通过该测
试，用户可以选择要使用的音视频设备（对于程序内部而言，就是确定要使用设备的 Index），就像 QQ 的语音测
试向导和视频设置。这里，我们介绍如何使用 OMCS 来实现类似的功能，只需少量代码即可搞定。先看看测试程序
运行起来后的截图：

如果声卡没有安装，或设备无效，会给出相应的提示，就像下面这样：

1.实现思路
（1）由于 OMCS 是基于网络的语音视频框架，是标准的 C/S 结构，所以必须要有服务端的存在。
（2）虽然 OMCS 服务端可以部署在有网络连接的任何地方，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直接在测试程序中集
成它（只需要 new 一个 MultimediaServer 对象就 OK）。
（3）以随便一个 ID（如“tester”）作为 OMCS 客户端用户，连接到集成的服务端。然后，使用 OMCS 提供
的连接器连接自己的摄像头、麦克风，便可看到效果。
（4）当然，前面我们可以使用 OMCS 工具类，来枚举所有的摄像头设备、麦克风设备、扬声器设备，并检测
声卡是否安装。（详细说明）
注：如果是在正式的基于 OMCS 开发的系统中实现类似 QQ 语音视频测试向导的功能，那么，就不必在当前程
序中集成 OMCS 服务端了，直接使用系统中的 OMCS 服务器即可。

2.具体实现
（1）初始化 OMCS 服务器
API:
//初始化OMCS服务器
OMCS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 new OMCSConfiguration();
this.multimediaServer = MultimediaServerFactory.CreateMultimediaServer(9100, new DefaultUserVerifier(),
configuration, false);
（2）枚举音视频设备
API:
//获取摄像头列表
IList<CameraInformation> cameras = Camera.GetCameras();
this.comboBox1.DataSource = cameras;
if (cameras.Count > 0)
{
this.comboBox1.SelectedIndex = 0;
}
//获取麦克风列表
IList<MicrophoneInformation> microphones = SoundDevice.GetMicrophones();
this.comboBox2.DataSource = microphones;
if (microphones.Count > 0)
{
this.comboBox2.SelectedIndex = 0;
}
//获取扬声器列表
IList<SpeakerInformation> speakers = SoundDevice.GetSpeakers();
this.comboBox3.DataSource = speakers;
if (speakers.Count > 0)
{
this.comboBox3.SelectedIndex = 0;
}
（3）点击开始按钮，测试设备
API:
if (!SoundDevice.IsSoundCardInstalled())
{
this.label_error3.Visible = true;
this.label_error3.Text = "声卡没有安装";
}
CameraCapability cameraCapability = (CameraCapability)this.comboBox_resolution.SelectedItem;
//初始化多媒体管理器
this.multimediaManager.CameraDeviceIndex = this.comboBox1.SelectedIndex;
this.multimediaManager.MicrophoneDeviceIndex = this.comboBox2.SelectedIndex;
this.multimediaManager.SpeakerIndex = this.comboBox3.SelectedIndex;

this.multimediaManager.ChannelMode = ChannelMode.P2PDisabled;
this.multimediaManager.CameraVideoSize = cameraCapability == null ? new System.Drawing.Size(320, 240) :
cameraCapability.VideoSize;
this.multimediaManager.Initialize("tester", "", "127.0.0.1", 9100); //与OMCS服务器建立连接，并登录
//尝试连接设备
this.microphoneConnector1.BeginConnect("tester");
if (!this.cameraInvalid)
{
this.cameraConnector1.BeginConnect("tester");
}
根据用户选择的设备索引，设置设备管理器的 CameraDeviceIndex、MicrophoneDeviceIndex、SpeakerIndex 属
性，初始化管理器之后，使用连接器对象（cameraConnector1、microphoneConnector1）连接自己的摄像头和麦克风。
如果一切正常，窗口将会显示摄像头采集到的视频，扬声器将会播放麦克风采集到的声音。

3.测试程序
源码下载
相关内容：语音视频设备详解

（02）—— 电子白板的课件功能展现（附源码）
本文将演示电子白板的基础功能以及课件功能：上传课件、打开课件、课件翻页、课件同步、删除课件等。
本 demo 将模拟的应用场景是这样的：一个老师和 N 个学生进入同一个教室，所以，它们将看到同一个电子白
板。而老师角色与学生角色的区别在于老师有特殊的白板权限，这些权限包括：上传课件、打开课件、删除课件，
在白板上绘图、标注、翻页等等。

一.服务端
服务端直接将 OMCS.Boost 提供的 OMCS.Server 项目源码搬过来，不用作任何修改。

二.客户端
1.实现课件到图片的转换
白板课件最常见的类型为：word、pdf、ppt 文档。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实现 IImageConverter 接口，将 pdf、
ppt 、 word 文 档 转换 成图 片 。与 之对 应， 我 们设 计了 三 个类 ：Word2ImageConverter 、Pdf2ImageConverter 、
Ppt2ImageConverter。关于它们的具体实现代码可查看 Demo 源码。将 pdf、ppf、word 转换给图片的组件有很多，
本 Demo 使用 Aspose 组件（试用版）作为示例。
（Aspose 官网：www.aspose.com，请支持和购买正版 Aspose 组件。）
然后，我们要实现 IImageConverterFactory 工厂接口：
API：
public class ImageConverterFactory : IImageConverterFactory
{
public IImageConverter CreateImageConverter(string extendName)
{
if (extendName == ".doc" || extendName == ".docx")

{
return new Word2ImageConverter();
}
if (extendName == ".pdf")
{
return new Pdf2ImageConverter();
}
if (extendName == ".ppt" || extendName == ".pptx")
{
return new Ppt2ImageConverter();
}
if (extendName == ".rar")
{
return new Rar2ImageConverter();
}
return null;
}
public bool Support(string extendName)
{
return extendName == ".doc" || extendName == ".docx" || extendName == ".pdf" || extendName == ".ppt" ||
extendName == ".pptx" || extendName == ".rar";
}

public List<string> GetSupportedFileTypes()
{
List<string> list = new List<string>();
list.Add(".doc");
list.Add(".docx");
list.Add(".pdf");
list.Add(".ppt");
list.Add(".pptx");
list.Add(".rar");
return list;
}
}
然后，在程序启动时，将工厂注入到 OMCS 的多媒体管理器（IMultimediaManager）中：
API：
IMultimediaManager multimediaManager = MultimediaManagerFactory.GetSingleton();
multimediaManager.ImageConverterFactory = new ImageConverterFactory();// 图片转换器工厂，供OMCS内部将课
件转换成图片的过程中使用。
2.登录时区分角色：老师、学生

客户端登录界面设计如下所示：

根据选定角色的不同，进入白板时，所拥有的权限不一样，主要体现在白板连接器的两个属性设置上：
API：
public WhiteBoardForm(string classRid, bool isTeacher )
{
InitializeComponent();
this.classRoomID = classRid;
this.whiteBoardConnector1.IsManager = isTeacher;
this.whiteBoardConnector1.WatchingOnly = !isTeacher;
this.Text = string.Format("正在访问{0}的电子白板" ,this.classRoomID);
this.whiteBoardConnector1.ConnectEnded += new
CbGeneric<ConnectResult>(whiteBoardConnector1_ConnectEnded);
this.whiteBoardConnector1.BeginConnect(this.classRoomID);
}
IsManager 属性用于控制是否有权限上传课件、打开课件、删除课件等。
WatchingOnly 属性用于控制用户是否可以在白板上绘制图像等操作。
在本 Demo 中，我们这样设定的效果是，老师可以操作课件，并且可以在白板上绘图、书写等，但是学生只能
观看白板，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三.下载
Demo 源码：OMCS.Demos.WhiteBoardTest.rar
运行 Demo 进行测试时，请注意：
（1）启动 OMCS 服务端。
（2）启动第一个客户端，选择“老师”角色，登录进默认教室。
（3）再启动多个客户端，选择“学生”角色，登录进默认教室。
（4）老师端右键单击弹出快捷菜单，即可进行上传课件、打开课件、删除课件、课件翻页，在课件上标注、
书写，等等操作。
老师端界面如下所示：

相关内容：深入电子白板

（03）—— 在 WPF 中使用 OMCS（附源码）
一.对 WPF 提供支持
OMCS 提供的默认的动态库可以直接在 WinForm 客户端程序中使用，如果客户端是使用 WPF 开发的，则需要
多引用一个动态库：OMCS.WPF.dll。OMCS.WPF.dll 是一个 WPF 控件库，其重写了 OMCS.dll 中的各个连接器组件
/控件，并提供与原始组件/控件完全相同的 API 接口。
当 我 们 把 OMCS.WPF.dll 添 加 到 WPF 的 工 具 箱 时 ， 可 以 看到 CameraConnector 、DesktopConnector 、
WhiteBoardConnector 等控件，直接将他们拖放到我们的 WPF 窗体上即可。如果要使用动态连接器组件，如
OMCS.WPF.MicrophoneConnector 、OMCS.WPF.DynamicCameraConnector、 OMCS.WPF.DynamicDesktopConnector
等，我们可以直接在代码中 new 它们的实例，并调用其 SetViewer 为其设置要绘制的控件表面。
在 OMCSDemo——视频、音频、电子白板、远程桌面功能基本展现（附源码）所讲述的 demo 中，我们开发
了一个 WinForm 的客户端，来展现 OMCS 的各个功能。本文的 demo 将在上个 demo 的基础上，增加一个 WPF 客
户端，实现与 WinFrom 客户端完全一样的功能。
首先，服务端可以直接使用上个 demo 的，不用做任何修改。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关注该 Demo 的 WPF 客户端
的实现，这个过程实际上与上个 demo 的 WinFrom 客户端的实现是完全一致的。

二.Demo 的 WPF 客户端实现
1.添加引用
在解决方案中，新建 WPF 应用程序项目 OMCS.Demos.Simplest.WPFClient，然后添加对 OMCS 等动态库的引
用：OMCS.dll、OMCS.WPF.dll、PaintFramework.dll、ESBasic.dll。
在工具箱中，添加 OMCS.WPF.dll 内置的各个控件。
2.初始化多媒体管理器
在 MainWindow 的构造函数中，我们仍然直接使用 MultimediaManagerFactory 的静态方法 GetSingleton 来获取
单件的多媒体管理器实例，并将其初始化：

API：
//初始化多媒体管理器
this.multimediaManager = MultimediaManagerFactory.GetSingleton();
this.multimediaManager.CameraDeviceIndex = 0;
this.multimediaManager.MicrophoneDeviceIndex = 0;
this.multimediaManager.P2PChannelEnabled = true;
this.multimediaManager.Initialize(this.userID, "", "127.0.0.1", 9900);//192.168.0.98
//预定与OMCS服务器的连接断开、重连成功事件
this.multimediaManager.ConnectionInterrupted += new CbGeneric(multimediaManager_ConnectionInterrupted);
this.multimediaManager.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 new
CbGeneric(multimediaManager_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this.label_userID.Content = string.Format("当前登录：{0}", this.userID);
this.label_state.Content = "连接状态：正常";
3.实现用于展现 OMCS 功能的各个 Window
分别添加 ChatWindow、DesktopWindow、WhiteBoardWindow，并采用与 WinFrom 客户端几乎完全相同的代码
来实现它们。
4.添加非托管的动态库
在完成了 OMCS.Demos.Simplest.WPFClient，并编译通过后，需要将非托管的动态库拷贝到其运行目录下。需
要拷贝的非托管动态库包括：AudioEngineCore.dll、VideoEngine.dll、VideoEngineCore.dll。如此，基于 WPF 的客户
端就可以运行起来了。

三.下载
Demo 源码：OMCS.Demos.WPF.rar
在实现了本文的 demo 后，WPF 客户端和 WinFrom 客户端可以公用同一个 OMCS 服务端，并可相互连接到对
方的多媒体设备。

（04）—— 视频聊天 Demo（附源码）
ESFrameworkDemo——入门 Demo，简单的即时通讯系统（附源码）是基于 ESFramework 实现的一个简单的
文字聊天 demo，现在，我们将在这个 demo 的基础上，使用 OMCS 为其增加类似 QQ 的视频聊天的功能。基于文
字的聊天功能的实现，在这里就不再重复说明了，我们这里重点解释一下视频聊天功能的实现。本 Demo 要实现的

视频聊天功能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特性：
（1）一方发起视频对话请求，对方同意后，即可开始视频对话。
（2）在对话的过程中，任何一方都可以挂断，以终止对话。
（3）在对话的过程中，任何一方掉线，都会自动终止对话。
（4）双击视频窗口，会全屏显示视频，按 esc 退出全屏。
（5）使用信号强度显示器显示当前通道的质量。
Demo 运行起来后，效果图如下所示：

一.信息类型定义
在原先信息类型定义 InformationTypes 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增加了几种信息类型，以完成视频对话请求、挂断
等功能。
API：
public static class InformationTypes
{
/// <summary>
/// 文字聊天信息 0
/// </summary>
public const int Chat = 0;
/// <summary>
/// 视频请求 1
/// </summary>
public const int VideoRequest = 1;
/// <summary>
/// 回复视频请求的结果 2
/// </summary>
public const int VideoResult = 2;
/// <summary>
/// 通知对方 挂断 视频连接 3
/// </summary>
public const int CloseVideo = 3;
/// <summary>
/// 通知好友 网络原因，导致 视频中断
/// </summary>
public const int NetReasonCloseVideo = 4;
}、

由于新增的几个与视频对话功能相关的信息类型都是相当于一个指令，不需要复杂的内容，所以，就不用再定
义信息的协议体了。

二.实现视频显示控件
视频对话时，会在某个 Panel 的表面显示对方的视频，并在这个控件的右下角用另外一个小 Panel 的表面来显
示自己的视频。所以，我们将这两个控件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VideoViewer，如下所示：

然后，在实现 VideoViewer 时，我们实例化了两个 DynamicCameraConnector、一个 MicrophoneConnector、以
及一个 ChannelQualityDisplayer。
（1）两个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实例，一个用于连接到对方的摄像头，一个用于连接自己的摄像头。分别
将 VideoViewer 上的两个 Panel 通过 DynamicCameraConnector 的 SetViewer 方法设置给对应的摄像头连接器实例。
（2）MicrophoneConnector 实例用于连接到对方的麦克风。
（3）ChannelQualityDisplayer 实例用于显示自己到对方的通道的质量。
关于这些连接器组件具体如何使用，可以参考 OMCS 开发手册（02）——多媒体连接器。
当双击大的 Panel 时，需要全屏显示视频，所以，我们又定义了一个 FullScreenForm，其实现模式与 VideoViewer
差不多。只不过，在显示 FullScreenForm 时，需要动态更改上面两个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实例绘制的控件表
面，所以，FullScreenForm 暴露了 BigPanel 和 SmallPanel 两个属性以在适当的时候通过 SetViewer 方法设置给
DynamicCameraConnector。
这也是在这里为什么要使用 DynamicCameraConnector 组件，而不是使用 CameraConnector
控件的原因。

三.实现视频对话流程
现在，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实现视频对话流程的要点，更详细的细节请查阅源代码。
（1）发起方发送 InformationTypes.VideoRequest 类型的信息给对方，以请求视频对话。
（2）接收方收到请求后，界面提示用户是同意还是拒绝，用户选择后，将发送 InformationTypes.VideoResult
类型的信息给请求方，信息的内容是一个 bool 值，true 表示同意，false 表示拒绝。
（3）发起方收到回复，如果回复为拒绝，则界面给出对应的提示；如果回复为同意，则进入（4）。
（4）先说接收方，如果同意视频，则发送回复后，立即调用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和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Connect 方法，连接到对方的摄像头、麦克风。
（5）对于发起方，当收到对方同意的回复后，也立即调用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和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Connect 方法，连接到接收方的摄像头、麦克风。
（ 6 ） 当 一 方 点 击 挂 断的 按 钮 时 ， 就会 发 送 InformationTypes.CloseVideo 类 型 的 信 息 给 对 方 ， 并调 用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和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Disconnect 方法断开到对方设备的连接。
（ 7）另 一方接收到 InformationTypes.CloseVideo 类 型的信息 时，也会 调用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和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Disconnect 方法以断开连接。
（8）如果接收到自己掉线的事件或好友掉线的事件，也采用类似挂断对话的处理。

四.部署
本 demo 基于 ESFramework 和 OMCS 构建，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其可以拆分为两块：一块是由 ESFramework
实现的业务逻辑功能（比如，上述视频对话流程的实现），一块是由 OMCS 实现的多媒体功能。就本 demo 的服务
端部署而言，需要部署两个服务端，一个是 ESFramework 实现的业务逻辑的应用服务器，一个是 OMCS 自带的多
媒体服务器。整体结构就如下图所示：

为了方便大家测试运行，我们把 OMCS 服务端的项目也包含在了 demo 的解决方案中。

五.下载
视频聊天 Demo 源码
补充说明：在基于 OMCS 实现类似的视频系统时，需要谨慎考虑两个连接的状态同步性（在本 demo 中，即时
到 ESFramework 服务端的连接和到 OMCS 服务器的连接）
，本 demo 对此的处理非常简单。详细分析可以参考 OMCS
开发手册（04）——二次开发流程中的注意事项。

（05）—— 远程录制或在服务器端录制语音、视频、屏幕
远程录制的意思是，客户端 A 希望录制客户端 B 的语音视频屏幕等数据；而在服务器端录制，实际上原理是
一样的，我们只要在服务端集成一个虚拟的客户端用户就 OK 了。
本文我们以在服务器端录制为例，至于远程录制，大家只需要将本文的 demo 稍作修改就行。比如这样的需求：
有个系统是一个在线培训系统，需要在服务端将指定老师的讲课（包括语音和视频）录制下来，并保存为.mp4 文件，
以便随时可以查阅这些文件。
本文我们就做一个 demo 实现类似的功能，演示如何在服务端录制某个指定在线用户的语音视频，并提供三种
录制模式：录制语音视频、仅录制语音、仅录制视频。

一.实现原理
我们基于 OMCS 和 MFile 来实现上述功能，下面是对应的原理。
（1）在 OMCS 的结构中，客户端之间可以相互获取到对方的摄像头和麦克风的数据，所以，服务端可以作为
一个虚拟的客户端用户（比如 ID 为“_Server”），连接到同一个进程中的 OMCS 多媒体服务器。
（2）在服务端动态创建 DynamicCameraConnector 组件，连接到指定用户的摄像头。

（3）在服务端动态创建两个 MicrophoneConnector 组件，接到指定用户的麦克风。
（4）调用 DynamicCameraConnector 的 GetCurrentImage 方法，即可获得所连接的摄像头采集的视频帧。
（5）预定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AudioDataReceived 事件，即可获得所连接的麦克风采集的音频数据。
（6）使用 MFile 将上述结果进行编码并写入 mp4 文件。
注：如果需要录制用户的屏幕，则需要使用 DynamicDesktopConnector 组件，其也有 GetCurrentImage 方法，与
DynamicCameraConnector 使用方法几乎一样。

二.实现代码
API：
public partial class RecordForm : Form
{
private IMultimediaServer multimediaServer;
private OMCS.Passive.Audio.MicrophoneConnector microphoneConnector;
private OMCS.Passive.Video.DynamicCameraConnector dynamicCameraConnector;
private IMultimediaManager multimediaManager;
private BaseMaker maker;
private System.Threading.Timer videoTimer;
private RecordMode recordMode = RecordMode.AudioAndVideo;
public RecordForm(IMultimediaServer server)
{
InitializeComponent();
this.comboBox_mode.SelectedIndex = 0;
this.multimediaServer = server;
this.label_port.Text = this.multimediaServer.Port.ToString();
Oraycn.MFile.GlobalUtil.SetAuthorizedUser("FreeUser", "");
//将服务端虚拟为一个OMCS客户端，并连接上OMCS服务器。
this.multimediaManager = MultimediaManagerFactory.GetSingleton();
this.multimediaManager.Initialize("_server", "", "127.0.0.1", this.multimediaServer.Port);//服务端以虚拟用
户登录
}
//在线用户列表
private void comboBox1_DropDown(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List<string> list = this.multimediaServer.GetOnlineUserList();
list.Remove("_server"); //将虚拟用户排除在外
this.comboBox1.DataSource = list;
}
//开始录制视频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this.comboBox1.SelectedItem == null)
{

MessageBox.Show("没有选中目标用户！");
return;
}
string destUserID = this.comboBox1.SelectedItem.ToString();
this.recordMode = (RecordMode)this.comboBox_mode.SelectedIndex;
//摄像头连接器
if (this.recordMode != RecordMode.JustAudio)
{
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 = new Passive.Video.DynamicCameraConnector();
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ConnectEnded += new
ESBasic.CbGeneric<ConnectResult>(cameraConnector1_ConnectEnded);
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BeginConnect(destUserID);
}
//麦克风连接器
if (this.recordMode != RecordMode.JustVideo)
{
this.microphoneConnector = new Passive.Audio.MicrophoneConnector();
this.microphoneConnector.Mute = true; //在服务器上不播放出正在录制的声音
this.microphoneConnector.SpringReceivedEventWhenMute = true;//当Mute属性设置为true时，不播放
接收到的数据，但是，仍然触发AudioDataReceived事件
this.microphoneConnector.ConnectEnded += new
ESBasic.CbGeneric<ConnectResult>(microphoneConnector1_ConnectEnded);
this.microphoneConnector.AudioDataReceived += new
CbGeneric<byte[]>(microphoneConnector_AudioDataReceived);
this.microphoneConnector.BeginConnect(destUserID);
}
this.label1.Text = string.Format("正在连接{0}的设备......" ,destUserID);
this.Cursor = Cursors.WaitCursor;
this.button1.Enabled = false;
this.comboBox1.Enabled = false;
this.comboBox_mode.Enabled = false;
}
//录制接收到的语音数据
void microphoneConnector_AudioDataReceived(byte[] audio)
{
if (this.maker != null)
{
if (this.recordMode == RecordMode.AudioAndVideo)
{
((VideoFileMaker)this.maker).AddAudioFrame(audio);
}
else if (this.recordMode == RecordMode.JustAudio)
{
((AudioFileMaker)this.maker).AddAudioFrame(audio);

}
else { }
}
}
void microphoneConnector1_ConnectEnded(ConnectResult obj)
{
this.ConnectComplete();
}
void cameraConnector1_ConnectEnded(ConnectResult obj)
{
this.ConnectComplete();
}
private int connectCompleteCount = 0;
private void ConnectComplete()
{
++this.connectCompleteCount;
if (this.recordMode == RecordMode.AudioAndVideo)
{
if (this.connectCompleteCount == 2)//当语音、视频 都连接完成后，才正式启动录制。
{
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500);
this.Ready();
}
}
else
{
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500);
this.Ready();
}
}
//初始化用于录制的FileMaker
private void Ready()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BeginInvoke(new CbGeneric(this.Ready));
}
else
{
try
{
this.Cursor = Cursors.Default;
if (this.recordMode == RecordMode.AudioAndVideo)
{
this.maker = new VideoFileMaker();

((VideoFileMaker)this.maker).Initialize(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OwnerID + ".mp4",
VideoCodecType.H264, 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VideoSize.Width,
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VideoSize.Height, 10,VideoQuality.High, AudioCodecType.AAC, 16000, 1, true);
this.videoTimer = new System.Threading.Timer(new
System.Threading.TimerCallback(this.Callback), null, 0, 100);
}
else if (this.recordMode == RecordMode.JustAudio)
{
this.maker = new AudioFileMaker();
((AudioFileMaker)this.maker).Initialize(this.microphoneConnector.OwnerID + ".mp3",
AudioCodecType.MP3, 16000, 1);
}
else
{
this.maker = new SilenceVideoFileMaker();
((SilenceVideoFileMaker)this.maker).Initialize(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OwnerID +
".mp4",VideoCodecType.H264, 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VideoSize.Width,
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VideoSize.Height,10,VideoQuality.High);
this.videoTimer = new System.Threading.Timer(new
System.Threading.TimerCallback(this.Callback), null, 0, 100);
}
this.label1.Text = "正在录制......";
this.label1.Visible = true;
this.button1.Enabled = false;
this.button2.Enabled = true;
}
catch (Exception ee)
{
MessageBox.Show(ee.Message);
}
}
}
private int callBackCount = -1;
//定时获取视频帧，并录制
private void Callback(object state)
{
if (this.maker != null)
{
Bitmap bm = 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GetCurrentImage();
if (bm != null)
{
++this.callBackCount;
if (this.recordMode == RecordMode.AudioAndVideo)
{
((VideoFileMaker)this.maker).AddVideoFrame(bm);
}
else if (this.recordMode == RecordMode.JustVideo)

{
((SilenceVideoFileMaker)this.maker).AddVideoFrame(bm);
}
else { }
}
else
{
}
}
}
//停止录制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this.callBackCount = -1;
if (this.videoTimer != null)
{
this.videoTimer.Dispose();
this.videoTimer = null;
}
this.connectCompleteCount = 0;
if (this.recordMode != RecordMode.JustAudio)
{
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Disconnect();
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 = null;
}
if (this.recordMode != RecordMode.JustVideo)
{
this.microphoneConnector.Disconnect();
this.microphoneConnector = null;
}
this.button1.Enabled = true;
this.button2.Enabled = false;
this.label1.Visible = false;
this.comboBox1.Enabled = true;
this.comboBox_mode.Enabled = true;
this.maker.Close(true);
this.maker = null;
MessageBox.Show("生成视频文件成功！");
}
catch (Exception ee)
{
MessageBox.Show("生成视频文件失败！"+ ee.Message);

}
}
}
如果熟悉 OMCS 和 MFile 的使用，理解上面的代码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本文这个 Demo 就是在语音视频入门
Demo 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只是有几点是需要注意：
（1）由于在服务端录制时，不需要显示被录制用户的视频，所以不用设置 DynamicCameraConnector 的 Viewer
（即不用调用其 SetViewer 方法来设置绘制视频的面板）。
（2）同样，在服务端录制时，不需要播放被录制用户的语音，所以，将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Mute 属性设
置为 true 即可。
（3）如果需要录制视频，则通过一个定时器（videoTimer）每隔 100 毫秒（即 10fps）从 DynamicCameraConnector
采集一帧图片，并写入录制文件。
（ 4 ） 如果 是 录制 桌 面， 想同 时 录制 鼠 标位 置， 只 要将 DynamicDesktopConnector 的 WatchingOnly 及
ShowMouseCursor 属性均设置为 true 即可。
（5）如果录制的仅仅是图像视频（不包括音频），采用的视频编码仍然为 H264，但生成的录制文件也是.mp4
文件，而非.h264 文件，否则，生成的视频文件将无法正常播放。

三.Demo 下载
RecordOnServerDemo.rar
服务端运行起来的截图如下所示：

测试时，可按如下步骤：
（1）启动 demo 的服务端。
（2）修改客户端配置文件中的服务器 IP，然后，用不同的帐号在不同的机器上登录多个 demo 的客户端。
（3）在服务端界面上，选择一个在线的用户，点击“开始录制”按钮，即可进行录制。录制结束后，将在服
务端的运行目录下，生成以用户 ID 为名称的 mp3/mp4 文件。
当然，在运行该 demo 时，仍然可以像语音视频入门 Demo 一样，两个客户端之间相互视频对话，而且同时，
在服务端录制其中一个客户端的视频。
如你所想，我们可以将这个 demo 稍微做些改进，就可以支持在服务端同时录制多个用户的语音视频。

四.扩展 1：录制聊天双方的对话过程
我们切换到在二人对话的视频聊天系统中，聊天的一方希望将自己和对方对话的整个过程录制下来，包括语音
和视频。这就涉及到将自己的视频图像与对方的视频图像合成一个整体图像，自己的声音和对方的声音合成一路声
音。
（1）图像合成
通过两个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可以分别获得自己和对方的图像，然后通过 GDI+技术即可将两张图片拼接

成一张。
（2）声音合成
声音合成使用的是混音技术。OMCS 已经在内部完成了这一功能，我们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OMCS 提供的 OMCS.Passive.Audio.AudioInOutMixer，AudioInOutMixer 混音器用于将本地话筒设备的输入数据
以及本地声音播放的输出数据进行混音。所以，只需要调用 AudioInOutMixer 的 Initialize 方法，并预定其 AudioMixed
事件即可。AudioMixed 事件提供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最终的混音结果。请记住，当不再使用 AudioInOutMixer 时，请
调用其 Dispose 方法释放混音器。
当然，如果希望自己实现混音，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预定 IMultimediaManager 的 AudioCaptured 事件和
AudioPlayed 事件。AudioCaptured 事件提供的数据就是自己麦克风采集到的数据，而 AudioPlayed 事件提供的数据
就是播放的声音，即对方说话的声音。
这里有一个 Demo 供大家参考：如何实现：录制视频聊天的全过程？

五.扩展 2：在服务端录制群组的语音聊天（群聊）
如果需要在服务端将群聊的过程录制下来，其原理与上述是一样的。在服务端使用一个虚拟的客户端用户登录
OMCS，
然后使用多个 MicrophoneConnector 连接到目标群组的每个成员，
这样 IMultimediaManager 的 AudioCaptured
事件将暴露所有这些成员的声音进行混音后的数据。
一般而言，如果同时讲话的人数大于 3 个时，混音后的结果基本就很嘈杂了，所以，建议在设计群聊时，通过
逻辑控制一下发言的权限，最多允许有三个人在同时说话，关于类似的权限设计，可以参考 OMCSFAQ——OMCS
常见问题解答一文中的“麦克风相关”章节对“4.在同一个房间中，多个人语音/视频聊天时，OMCS 如何对发言控
制权进行支持？”的解答。

（06）—— 实现语音聊天室（多人语音聊天）
多人语音聊天，或语音聊天室，是即时通信应用中常见的功能之一，比如，QQ 的语音讨论组就是我们用得比
较多的。
本文将基于最新版本的 OMCS（V3.5）实现一个简单的语音聊天室，让多个人可以进入同一个房间进行语音沟
通。当然，在此之前，您必须对 OMCS 有所了解，并且已经阅读、理解了 OMCS 开发手册（08）——多人语音/
视频这篇文章的内容。先看看 Demo 运行效果截图：

从左到右的三张图分别是：登录界面、语音聊天室的主界面、标注了各个控件的主界面。

一.C/S 结构
很明显，我这个语音聊天室采用的是 C/S 结构，整个项目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如下所示：

该项目的服务端不需要编写任何代码，直接把 OMCS 服务端拿过来用；客户端就比较麻烦些，下面我们就重点
讲客户端的开发。

二.客户端控件式开发
客户端开发了多个自定义控件，然后将它们组装到一起，以完成语音聊天室的功能。为了便于讲解，我主界面
的图做了标注，以指示出各个自定义控件。
现在我们分别介绍各个控件：
1.分贝显示器
分贝显示器用于显示声音的大小，比如麦克风采集到的声音的大小，或扬声器播放的声音的大小。如上图中 3
标注的。
（1）傅立叶变换
将声音数据转换成分贝强度使用的是傅立叶变换。其对应的是客户端项目中的 FourierTransformer 静态类。
源码比较简单，就不贴出来了，大家自己去看。
（2）声音强度显示控件 DecibelDisplayer
DecibelDisplayer 使用的是 PrograssBar 来显示声音强度的大小。
每当有声音数据交给 DecibelDisplayer 显示时，首先，DecibelDisplayer 会调用上面的傅立叶变换将其转换
为分贝，然后，将其映射为 PrograssBar 的对应的 Value。
2.发言者控件 SpeakerPanel
SpeakerPanel 用于表示聊天室中的一个成员，如上图中 1 所示。它显示了成员的 ID，成员的声音的强度（使用
DecibelDisplayer 控件），以及其麦克风的状态（启用、引用）。
这个控件很重要，我将其源码贴出来：
API：
public partial class SpeakerPanel : UserControl
{
private IChatUnit chatUnit;

public SpeakerPanel()
{
InitializeComponent();
this.SetStyle(ControlStyles.ResizeRedraw, true);//调整大小时重绘
this.SetStyle(ControlStyles.OptimizedDoubleBuffer, true);// 双缓冲
this.SetStyle(ControlStyles.AllPaintingInWmPaint, true);// 禁止擦除背景.
this.SetStyle(ControlStyles.UserPaint, true);//自行绘制
this.UpdateStyles();
}
public string MemberID
{
get
{
if (this.chatUnit == null)
{
return null;
}
return this.chatUnit.MemberID;
}
}
public void Initialize(IChatUnit unit)
{
this.chatUnit = unit;
this.skinLabel_name.Text = unit.MemberID;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ConnectEnded += new
ESBasic.CbGeneric<OMCS.Passive.ConnectResult>(MicrophoneConnector_ConnectEnded);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OwnerOutputChanged += new
CbGeneric(MicrophoneConnector_OwnerOutputChanged);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AudioDataReceived += new
CbGeneric<byte[]>(MicrophoneConnector_AudioDataReceived);
//开始连接到目标成员的麦克风设备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BeginConnect(unit.MemberID);
}
public void Initialize(string curUserID)
{
this.skinLabel_name.Text = curUserID;
this.skinLabel_name.ForeColor = Color.Red;
this.pictureBox_Mic.Visible = false;
this.decibelDisplayer1.Visible = false;
}
void MicrophoneConnector_AudioDataReceived(byte[] data)

{
this.decibelDisplayer1.DisplayAudioData(data);
}
void MicrophoneConnector_OwnerOutputChanged()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BeginInvoke(new CbGeneric(this.MicrophoneConnector_OwnerOutputChanged));
}
else
{
this.ShowMicState();
}
}
private ConnectResult connectResult;
void MicrophoneConnector_ConnectEnded(ConnectResult res)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BeginInvoke(new CbGeneric<ConnectResult>(this.MicrophoneConnector_ConnectEnded), res);
}
else
{
this.connectResult = res;
this.ShowMicState();
}
}
/// <summary>
/// 显示麦克风的状态以及提示语
/// </summary>
private void ShowMicState()
{
if (this.connectResult != OMCS.Passive.ConnectResult.Succeed)
{
this.pictureBox_Mic.BackgroundImage = this.imageList1.Images[2];
this.toolTip1.SetToolTip(this.pictureBox_Mic, this.connectResult.ToString());
}
else
{
this.decibelDisplayer1.Working = false;
if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OwnerOutput)
{
this.pictureBox_Mic.BackgroundImage = this.imageList1.Images[1];
this.toolTip1.SetToolTip(this.pictureBox_Mic, "好友禁用了麦克风");
return;
}

if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Mute)
{
this.pictureBox_Mic.BackgroundImage = this.imageList1.Images[1];
this.toolTip1.SetToolTip(this.pictureBox_Mic, "静音");
}
else
{
this.pictureBox_Mic.BackgroundImage = this.imageList1.Images[0];
this.toolTip1.SetToolTip(this.pictureBox_Mic, "正常");
this.decibelDisplayer1.Working = true;
}
}
}
private void pictureBox_Mic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OwnerOutput)
{
return;
}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Mute =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Mute;
this.ShowMicState();
}
}
（1）在代码中，IChatUnit 就代表当前这个聊天室中的成员。我们使用其 MicrophoneConnector 连接到目标成员
的麦克风。
（2）预定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AudioDataReceived 事件，当收到语音数据时，将其交给 DecibelDisplayer
去显示声音的大小。
（3）预定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ConnectEnded 和 OwnerOutputChanged 事件，根据其结果来显示 SpeakerPanel
空间上麦克风图标的状态（对应 ShowMicState 方法）。
3.MultiAudioChatContainer 控件
MultiAudioChatContainer 对应上图中 2 标注的控件，它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1）在初始化时，加入聊天室：通过调用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hatGroupEntrance 属性的 Join 方法。
（2）使用 FlowLayoutPanel 将聊天室中每个成员对应的 SpeakerPanel 罗列出来。
（3）当有成员加入或退出聊天室时（对应 IChatGroup 的 SomeoneJoin 和 SomeoneExit 事件），动态添加或移
除对应的 SpeakerPanel 实例。
（4）通过 CheckBox 将自己设备（麦克风和扬声器）的控制权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启用或禁用我们自己的麦克
风或扬声器。
（5）注意，其提供了 Close 方法，这意味着，在关闭包含了该控件的宿主窗体时，要调用其 Close 方法以释放
其内部持有的麦克风连接器等资源。
在完成 MultiAudioChatContainer 后，我们这个聊天室的核心就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弄个主窗体，然后把
MultiAudioChatContainer 拖上去，初始化 IMultimediaManager，并传递给 MultiAudioChatContainer 就大功告成了。

三.源码下载
上面只是讲了实现多人语音聊天室中的几个重点，并不全面，大家下载下面的源码可以更深入的研究。
AudioChatRoom.rar
最后，跟大家说说部署的步骤：
（1）将服务端部署在一台机器上，启动服务端。
（2）修改客户端配置文件中的 ServerIP 为刚才服务器的 IP。
（3）在多台机器上运行客户端，以不同的帐号登录到同一个房间（如默认的 R1000）。
（4）如此，多个用户就处于同一个聊天室进行语音聊天了。

（07）—— 实现视频聊天室（多人视频聊天）
多人视频聊天，或视频聊天室，也是即时通信应用中常见的功能之一，比如，QQ 的视频讨论组就是我们用得
比较多的。
本文将基于最新版本的 OMCS（V3.5+）实现一个简单的视频聊天室，让多个人可以进入同一个房间进行语音
视频沟通。当然，在此之前，您必须对 OMCS 有所了解，并且已经阅读、理解了 OMCS 开发手册（08）——多人
语音/视频这篇文章的内容。先看看 Demo 运行效果截图：

一.C/S 结构
很明显，我这个语音聊天室采用的是 C/S 结构，整个项目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如下所示：

同语音聊天室一样，该项目的底层也是基于 OMCS 构建的。这样，服务端就基本没写代码，直接把 OMCS 服
务端拿过来用；客户端就比较麻烦些，下面我就重点讲客户端的开发。

二.客户端控件式开发
客户端开发了多个自定义控件，然后将它们组装到一起，以完成视频聊天室的功能。为了便于讲解，我主界面
的图做了标注，以指示出各个自定义控件。
现在我们分别介绍各个控件：
1.分贝显示器
分贝显示器用于显示声音的大小，比如麦克风采集到的声音的大小，或扬声器播放的声音的大小。如上图中 2
标注的。
（1）傅立叶变换
将声音数据转换成分贝强度使用的是傅立叶变换。其对应的是客户端项目中的 FourierTransformer 静态类。
源码比较简单，就不贴出来了，大家自己去看。
（2）声音强度显示控件 DecibelDisplayer
DecibelDisplayer 使用的是 PrograssBar 来显示声音强度的大小。
每当有声音数据交给 DecibelDisplayer 显示时，首先，DecibelDisplayer 会调用上面的傅立叶变换将其转换
为分贝，然后，将其映射为 PrograssBar 的对应的 Value。
2.视频显示控件 VideoPanel
VideoPanel 用于表示聊天室中的一个成员，如上图中 1 所示。它显示了成员的 ID，成员的声音的强度（使用
DecibelDisplayer 控件），以及其麦克风的状态（启用、禁用）、摄像头的状态（不可用、正常、禁用）、成员的视
频等。
这个控件很重要，我将其源码贴出来：
API：
public partial class VideoPanel : UserControl
{
private IChatUnit chatUnit;

private bool isMySelf = false;
public VideoPanel()
{
InitializeComponent();
}
public string MemberID
{
get
{
if (this.chatUnit == null)
{
return null;
}
return this.chatUnit.MemberID;
}
}
/// <summary>
/// 初始化成员视频显示控件。
/// </summary>
public void Initialize(IChatUnit unit ,bool myself)
{
this.Height = 200;// this.toolStrip1.Height + 180;
this.Width = 234;
this.pictureBox_Camera.Size = new Size(32, 32);
this.pictureBox_Mic.Size = new Size(24, 24);
this.chatUnit = unit;
this.isMySelf = myself;
this.toolStripLabel_displayName.Text = unit.MemberID;
this.decibelDisplayer1.Visible = !myself;
//初始化麦克风连接器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Mute = myself;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SpringReceivedEventWhenMute = myself;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ConnectEnded += new
CbGeneric<ConnectResult>(MicrophoneConnector_ConnectEnded);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OwnerOutputChanged += new
CbGeneric(MicrophoneConnector_OwnerOutputChanged);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AudioDataReceived += new
CbGeneric<byte[]>(MicrophoneConnector_AudioDataReceived);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BeginConnect(unit.MemberID);
//初始化摄像头连接器
this.chatUnit.DynamicCameraConnector.SetViewer(this.skinPanel1);
this.chatUnit.DynamicCameraConnector.ConnectEnded += new

CbGeneric<ConnectResult>(DynamicCameraConnector_ConnectEnded);
this.chatUnit.DynamicCameraConnector.OwnerOutputChanged += new
CbGeneric(DynamicCameraConnector_OwnerOutputChanged);
this.chatUnit.DynamicCameraConnector.BeginConnect(unit.MemberID);
}
//好友启用或禁用摄像头
void DynamicCameraConnector_OwnerOutputChanged()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BeginInvoke(new CbGeneric(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_OwnerOutputChanged));
}
else
{
this.ShowCameraState();
}
}
private ConnectResult connectCameraResult;
//摄像头连接器尝试连接的结果
void DynamicCameraConnector_ConnectEnded(ConnectResult res)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BeginInvoke(new CbGeneric<ConnectResult>(this.DynamicCameraConnector_ConnectEnded),
res);
}
else
{
this.label_tip.Visible = false;
this.connectCameraResult = res;
this.ShowCameraState();
}
}
/// <summary>
/// 综合显示摄像头的状态。
/// </summary>
private void ShowCameraState()
{
if (this.connectCameraResult != OMCS.Passive.ConnectResult.Succeed)
{
this.pictureBox_Camera.BackgroundImage = null;
this.pictureBox_Camera.BackgroundImage = this.imageList2.Images[2];
this.pictureBox_Camera.Visible = true;
this.toolTip1.SetToolTip(this.pictureBox_Camera, this.connectCameraResult.ToString());
}
else

{
this.pictureBox_Camera.Visible = !this.chatUnit.DynamicCameraConnector.OwnerOutput;
if (!this.chatUnit.DynamicCameraConnector.OwnerOutput)
{
this.pictureBox_Camera.BackgroundImage = this.imageList2.Images[1];
this.toolTip1.SetToolTip(this.pictureBox_Camera, "摄像头被主人禁用！");
return;
}
}
}
//将接收到的声音数据交给分贝显示器显示
void MicrophoneConnector_AudioDataReceived(byte[] data)
{
this.decibelDisplayer1.DisplayAudioData(data);
}
//好友启用或禁用麦克风
void MicrophoneConnector_OwnerOutputChanged()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BeginInvoke(new CbGeneric(this.MicrophoneConnector_OwnerOutputChanged));
}
else
{
this.ShowMicState();
}
}
private ConnectResult connectMicResult;
//麦克风连接器尝试连接的结果
void MicrophoneConnector_ConnectEnded(ConnectResult res)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BeginInvoke(new CbGeneric<ConnectResult>(this.MicrophoneConnector_ConnectEnded), res);
}
else
{
this.connectMicResult = res;
this.ShowMicState();
}
}
/// <summary>
/// 综合显示麦克风的状态。
/// </summary>
private void ShowMicState()

{
if (this.connectMicResult != OMCS.Passive.ConnectResult.Succeed)
{
this.pictureBox_Mic.Visible = true;
this.toolTip1.SetToolTip(this.pictureBox_Mic, this.connectMicResult.ToString());
}
else
{
this.decibelDisplayer1.Working = false;
this.pictureBox_Mic.Visible =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OwnerOutput;
this.decibelDisplayer1.Visible =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OwnerOutput && !this.isMySelf;
if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OwnerOutput)
{
this.pictureBox_Mic.BackgroundImage = this.imageList1.Images[1];
this.toolTip1.SetToolTip(this.pictureBox_Mic, "麦克风被主人禁用！");
return;
}
this.pictureBox_Mic.Visible = !isMySelf;
if (this.chatUnit.MicrophoneConnector.Mute)
{
this.pictureBox_Mic.BackgroundImage = this.imageList1.Images[1];
this.toolTip1.SetToolTip(this.pictureBox_Mic, "静音");
}
else
{
this.pictureBox_Mic.Visible = false;
this.pictureBox_Mic.BackgroundImage = this.imageList1.Images[0];
this.toolTip1.SetToolTip(this.pictureBox_Mic, "正常");
this.decibelDisplayer1.Working = true;
}
}
}
/// <summary>
/// 展开或收起视频面板。
/// </summary>
private void toolStrip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if (this.Height > this.toolStrip1.Height)
{
this.toolStripButton1.Text = "展开";
this.toolStripButton1.Image = Resources.Hor;
this.chatUnit.DynamicCameraConnector.SetViewer(null);
this.Height = this.toolStrip1.Height;
}

else
{
this.toolStripButton1.Text = "收起";
this.toolStripButton1.Image = Resources.Ver;
this.Height = 200;// this.toolStrip1.Height + 180;
this.Width = 234;
this.chatUnit.DynamicCameraConnector.SetViewer(this.skinPanel1);
}
}
catch (Exception ee)
{
MessageBox.Show(ee.Message);
}
}
}
（1）在代码中，IChatUnit 就代表当前这个聊天室中的成员。我们使用其 MicrophoneConnector 连接到目标成员
的麦克风、使用其 DynamicCameraConnector 连接到目标成员的摄像头。
（2）预定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AudioDataReceived 事件，当收到语音数据时，将其交给 DecibelDisplayer
去显示声音的大小。
（3）预定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ConnectEnded 和 OwnerOutputChanged 事件，根据其结果来显示 VideoPanel
控件上麦克风图标的状态（对应 ShowMicState 方法）。
（4）预定 DynamicCameraConnector 的 ConnectEnded 和 OwnerOutputChanged 事件，根据其结果来显示
VideoPanel 控件上摄像头图标的状态（对应 ShowCameraState 方法）。
3.MultiVideoChatContainer 控件
MultiAudioChatContainer 对应上图中 3 标注的控件，它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1）在初始化时，加入聊天室：通过调用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hatGroupEntrance 属性的 Join 方法。
（2）使用 FlowLayoutPanel 将聊天室中每个成员对应的 VideoPanel 罗列出来。
（3）当有成员加入或退出聊天室时（对应 ChatGroup 的 SomeoneJoin 和 SomeoneExit 事件），动态添加或移除
对应的 VideoPanel 实例。
（4）通过 CheckBox 将自己设备（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的控制权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启用或禁用我们自
己的麦克风或扬声器。
（5）注意，其提供了 Close 方法，这意味着，在关闭包含了该控件的宿主窗体时，要调用其 Close 方法以释放
其内部持有的麦克风连接器、摄像头连接器等资源。
在完成 MultiAudioChatContainer 后，我们这个聊天室的核心就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弄个主窗体，然后把
MultiVideoChatContainer 拖上去，初始化 IMultimediaManager，并传递给 MultiVideoChatContainer 就大功告成了。

三.源码下载
上面只是讲了实现多人视频聊天室中的几个重点，并不全面，大家下载下面的源码可以更深入的研究。
VideoChatRoom.rar
最后，跟大家说说部署的步骤：
（1）将服务端部署在一台机器上，启动服务端。
（2）修改客户端配置文件中的 ServerIP 为刚才服务器的 IP。
（3）在多台机器上运行客户端，以不同的帐号登录到同一个房间（如默认的 R1000）。

（4）如此，多个用户就处于同一个聊天室进行视频聊天了。

（08）—— OVCS 视频会议系统 Demo
OVCS 是我们基于 ESFramework 和 OMCS 实现的一个视频会议系统的 Demo。OVCS 主要功能有：
1.多人 视频/语音/文字 会话。
（1）视频编码质量根据网络状况动态调节，且当网络拥塞时，主动弃帧。
（2）优先保证语音质量。
（3）支持回音消除（AEC）、噪音抑制（DENOISE）、自动增益（AGC）、静音检测（VAD） 等语音技术。
（4）最多支持 16 路混音。
2.多人协作 电子白板。
（1）支持常用的视图元素、可插入图片、截屏，可将整个白板保存为位图。
（2）提供观看模式和控制模式两种选择。
（3）断线自动重连，始终保持白板内容为最新。
3.文件共享。
（1）房间内任何一个成员都可以共享自己的文件，其他的成员可以下载这个文件。
（2）可随时取消共享的文件。
4.桌面共享
（1）桌面编码质量根据网络状况动态调节，且当网络拥塞时，主动弃帧。
（2）房间内任何一个成员都可以共享自己的桌面，其他成员都可以观看该桌面。
（3）共享者可以授权给其他成员来操作自己的桌面。
主界面，电子白板 截图：

即时消息 截图：

共享文件 截图：

桌面共享 截图：

源码下载：OVCS.rar
部署说明：
（1）将 OVCS.Server 部署到服务器上，并运行起来。

（2）修改 Client 配置文件 OVCS.exe.config 中的 ServerIP 的值。
（3）运行第一个 Client 实例，以随机帐号进入测试房间。
（4）在别的机器上继续运行 Client，以随机帐号进入测试房间，大家即可在测试房间中进行视频会议。
注意：
1. 语音视频数据都是实时采集、实时播放的数据，所以测试时，服务器的带宽要求最好是独享带宽，共享带宽
一般无法满足实时语音视频的要求。
对带宽的具体要求可参见 OMCS 带宽占用及网络品质测试。
2. 关于视频会议系统中 OMCS 相关视频参数的设置可参见 OMCS 开发手册（08）—— 多人语音/视频 的最
后一部分讲解。
3. 如果视频或声音有卡顿现象，需要检查各客户端到服务器的网络状况（包括上行与下行）。另外，也可以调
整摄像头采集分辨率和帧频以降低对带宽的要求。比如，将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ameraVideoSize 设置为
（160x120），MaxCameraFrameRate 设置为 6 。

OMCS 相关
OMCS 版本变更记录

第 07 次 版本更新
更新时间：2017.01.02
发布版本：OMCS 4.5.0.0
更新列表：
（1）多人语音视频：IChatGroupEntrance 增加 RecheckChatGroupMembers 方法，以支持手动与服务器同步组
成员。
（2）白板课件：IImageConverterFactory 接口的 Support 方法修改为 GetSupportedFileTypes 方法。
（3）修复 bug：针对语音、视频、远程桌面功能，在某些情况下，当 Guest 掉线时，Owner 没有收到对应的通
知，导致设备一直处于采集工作状态。
（4）修复 bug：远程桌面在某些情况下帧频会突然降低的问题。
（5）修复 bug：视频聊天时，偶尔会出现花屏图像的问题。

（6）修复 bug：MicrophoneConnector 的 Mute 属性在连接成功之前设置无效的问题。
（7）其它小细节优化和已发现 bug 的修复。

第 06 次 版本更新
更新时间：2016.01.20
发布版本：OMCS 4.2.0.0
更新列表：
（1）IMultimediaConnector 增加 SetMultimediaManager 方法，以支持允许一个进程中多个 IMultimediaManager
实例。
（2）IMultimediaManager 增加 AudioCapturerFactory 属性，允许注入自定义的声音采集器。
（3）WhiteBoardConnector 增加 GetCurrentImage 方法。并抽取 IWhiteBoardConnector 接口。
（ 4 ） MicrophoneConnector 增 加

AudioDataEncodedReceived 事 件 ；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增 加

FrameEncodedReceived 事件。
（5）电子白板 工具栏重新设计，并暴露与工具类操作完全一致的 APIs。
（6）修复 bug：DynamicDesktopConnector 和 DynamicCameraConnector 在某些情况下，访问 DesktopSize 属
性抛出空异常。
（7）修复 bug：在按需连接模式下，初始化 WhiteBoardConnector 时，抛出空引用异常。
（8）其它小细节优化和已发现 bug 的修复。

第 05 次 版本更新
更新时间：2015.06.09
发布版本：OMCS 4.0.0.0
更新列表：
（01）将 OMCS 中的 UI 控件（如 ChannelQualityDisplayer）、可复用组件抽离出来，形成 OMCS.Boost 类库，
并开放其源码。
（02）电子白板增加课件功能，可以上传课件、打开课件、课件翻页、删除课件，所有操作会自动同步到连接
同一白板的各个客户端。
（03）IMultimediaManager 增加 Advanced 属性，暴露高级选项控制 API。
（04）WhiteBoardConnector 增加自定义功能，可方便定制符合自己特色的电子白板。
（05）完整支持所有类型摄像头。
（06）让多媒体连接器（IMultimediaConnector）继承 IDisposable 接口，并增加 IsDisposed 属性。
（07）IMultimediaManager 增加 JitterBufferDepthChanged 事件，已通知外部抖动缓冲区的深度变化。
（08）删除了 IMultimidiaGateway 接口。
（09）CameraConnector / DesktopConnector 删除了 MaxIdleSpan4BlackScreen 和 DrawBadFrame 属性。
（10）WhiteBoardConnector 增加 ContextMenuEnglish 属性，以控制右键菜单是否显示为英文。
（11）IMultimediaManager 增加 SecurityLogEnabled 属性，以控制是否开启安全日志（比如，记录每次连接器
连接设备的结果、与设备断开的原因等）。
（12）修复 bug：在某些 32 位的电脑上，视频偶尔会出现马赛克。
（13）修复 bug：OMCS 客户端掉线后，有时无法启动自动重连。
（14）修复 bug：电子白板的 WatchOnly 设置为 true 后，还可以插入图片。

第 04 次 版本更新
更新时间：2014.02.11
发布版本：OMCS 3.0.0.0
更新列表：
（01）语音引擎的回音消除效果明显提升。
（02）解决在网络不好的情况下，由于视频丢帧而导致的视频图像出现马赛克的问题。
（03）内部采用了更智能的网络通道判断器，可以预判网络状态，并决定数据帧的发送策略。
（04）MicrophoneConnector 增加 AudioDataReceived 事件，以暴露接收到的语音数据帧。
（05）DesktopDevice 增加 DesktopRegion 属性，可以指定要捕捉的桌面区域。
（06）从多个方面优化语音视频引擎，从而使得在网络不顺畅时，提升用户的视讯通话体验。
（07）数个小 bug 的修正。
（08）OMCS 3.0 增加了一个新的非托管库 dxbase.dll，发布时请记得要把 dxbase.dll 拷贝到运行目录下。

第 03 次 版本更新
更新时间：2012.10.31
发布版本：OMCS 2.2.0.0
更新列表：
（1）全面支持 IPv6。
（2）增加音量放大功能。
（3）优化语音通道选择模型，可根据反馈值自动切换语音通道。
（4）增加 PhotoPanel 控件，用于快速实现拍照功能。
（5）增加 HandwritingPanel 控件，使用该控件可以方便实现手写板和涂鸦板。
（6）解决了在仅安装.NET4 的环境中，音频组件偶尔运行异常的 bug。

第 02 次 版本更新
更新时间：2012.08.03
发布版本：OMCS 2.0.0.0 ，OMCS.WPF 1.2.0.0
更新列表：
（1）增加对 WPF 的支持。
（2）语音引擎增加静音检测的功能。
（3）混音功能从最大支持 4 路增加到 16 路。
（4）支持在运行时，远程桌面的 Owner 可以动态修改屏幕的分辨率。
（5）支持在运行时，可以动态修改 Camera 捕获的视频分辨率。
（6）增加通道选择模型 ChannelMode。
（7）IMultimediaManager 增加 SpeakerIndex 属性，可以设置扬声器设备的索引。
（8）IMultimediaManager 增加 OutputVideo 属性，可以控制是否输出采集的视频。
（9）远程桌面增加显示 Owner 的鼠标光标的功能。

第 01 次 正式发布
发布时间：2012.05.09

发布版本：OMCS 1.0.0.0

OMCS FAQ —— OMCS 常见问题解答
关于在使用语音视频框架 OMCS 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我们做了一个整理总结，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步骤或
方案，大家可以按照指定的步骤发现和解决问题。
首先，我们先明确一下 OMCS 框架中的 Owner 与 Guest 的含义。假设 A 使用一个 CameraConnector 连接到 B
的摄像头，那么，B 就是作为 Owner 方，A 作为 Guest 方。B 是摄像头的 Owner，A 是连接到摄像头的 Guest。当
然，在视频聊天系统中，双方通常是互为 Owner 和 Guest 的。

一.常见错误信息解决
错误 1：试图加载格式不正确的程序。
解答：VS 开发环境->项目->属性->生成->目标平台，设置为 x86。
错误 2：UnabletoloadDLL'dxbase.dll':由于应用程序配置不正确，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
纠正这个问题。
解答：缺少 VC++运行时，点击下载安装即可（压缩包中的两个文件都需要安装）。最好的方案是将 VC++2008、
VC++2010 运行时打包到安装程序中。
错误 3：加载 AudioEngineCore.dll 失败！可能是因为缺少 VC++运行时！
解答：
（1）
缺少 VC++运行时，
点击下载安装即可（压缩包中的两个文件都需要安装）。
最好的方案是将 VC++2008、
VC++2010 运行时打包到安装程序中。
（2）确保运行目录下有如下 3 个非托管库：dxbase.dll、VideoEngineCore.dll、AudioEngineCore.dll。
（3）VS 开发环境->项目->属性->生成->目标平台，设置为 x86。
错误 4：ErroronconnectingOMCSserver.cause:VersionMismatched.
解答：
客户端和服务端的 OMCS 的版本不一致，
必须保证客户端和服务端的 OMCS.dll 这个文件是同一个文件。
错误 5：Timeoutwaitingforreply!
解答：若客户端 IMultimediaManager 的 Initialize 方法抛出此异常，则检查：
（1）客户端和服务端的 UserID 的最大长度是否一致。可查找 GlobalUtil 的 SetMaxLengthOfUserID 静态方法。
（2）ping 一下服务器，看到服务器的网络情况如何。
（3）如果使用的是 OMCS 的试用版本，则检查 SDK 是否已经过期。
错误 6：ErroronconnectingOMCSserver.errorcodeis1678.
解答：OMCS 服务端和客户端的 SystemToken 设置的不一致。
客户端对应 IMultimediaManager 的 SystemToken 属性，服务端对应的是 OMCSConfiguration 的 SystemToken 属
性。它们默认值都是空字符串（String.Empty）。
错误 7：OMCSExpired!Pleasecontacttowww.oraycn.com。
解答：试用版的 OMCS 已经过期，请从官网下载最新的 OMCS 开发包。

二.综合问题
问题 1：如何修改 UserID 的最大长度？
解答：OMCS.GlobalUtil.SetMaxLengthOfUserID()静态方法。
问题 2：如何修改语音视频数据的传输通道（P2P 传送、或经过服务器中转）？
解答：IMultimediaManager 的 ChannelMode 属性。

问题 3：OMCS 与业务要求的权限如何结合？
解答：OMCS 本身并没有任何访问权限的控制，即，只要 A 用户在线，其它任何在线用户都可以连接到 A 的
摄像头、麦克风、桌面。如果要加入访问权限的控制，则需要在 OMCS 之外来做这件事情。比如，可通过 ESFramework
实现类似的需求：B 向 A 发起视频聊天请求，只有收到 A 回复的同意消息之后，B 方的 CameraConnector 才去连接
A 的摄像头。
问题 4：（语音、视频、桌面）连接器如何实现断线重连？
解答：
OMCS 客户端与 OMCS 服务器之间的 TCP 连接断开（掉线）
时，会导致所有的连接器
（如 CameraConnector）
都与目标设备断开。此时，OMCS 客户端会启动自动重连，重连服务器成功后，IMultimediaManager 将触发
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事件。但是，请注意，这个 TCP 重连成功并不会导致已经断开的连接器去自动重连目标
设备。若要实现连接器的重连，我们可以预定 ConnectionRebuildSucceed 事件，在其事件处理函数中，调用连接器
的 BeginConnect 方法即可。

三.摄像头相关：
1.两个人视频聊天的时候，声音卡、视频卡，是怎么回事？
声音卡、视频卡 90%以上都是网络的原因，可按如下步骤排查：
（1）视频对话的双方都持续的 ping 服务器，观察延迟、抖动、丢包等情况。
（2）视频对话的双方都需要测试与服务器之间的上行、下行速度。
（3）OMCS 带宽占用及网络品质测试一文中有对上述测试方法的详细描述。双方在测试过程中，请多截几张
图。
如果按上述排查后，仍然有疑惑，则可将双方测试结果的截图发给我们客服，同时将类似下面更具体的情况告
诉我们，我们会协助您分析。
（4）摄像头分辨率为多大？视频图像的清晰度如何？（对应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ameraVideoSize 和
CameraEncodeQuality 属性）
（5）是一方卡，还是双方都卡？
（6）仅仅进行语音对话，是否也卡？
（7）电脑上是否有同时运行其它占用网络的软件（如下载软件、在线看电影等）？观察任务管理器，看看是
否有其它软件消耗了大量的 CPU？
（8）如果装有杀毒软件、防火墙，则关掉它们试试。
（9）双方都下载我们的 OrayTalk 客户端，使用 OrayTalk 进行语音视频聊天，对比一下效果。
2.看不到对方的视频图像？
如果 CameraConnector（或 DynamicCameraConnector）连接到对方的摄像头，但是却看不到视频图像，则可按
照以下步骤排查：
（00）如果用的是 OMCS 免费版，则连接器的连续工作时间为 20 分钟，20 分钟后会自动断开到目标设备的连
接。
（01）在对方（即摄像头的 Owner），使用设备测试程序，测试一下目标摄像头（即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ameraDeviceIndex 指示的摄像头）是否正常？
CameraDeviceIndex 被设置错误是最常见的，比如电脑上只有一个摄像头（index 为 0），而 CameraDeviceIndex
却被设置为 1。
或者，存在多个摄像头（比如虚拟摄像头等），但是 CameraDeviceIndex 指向的那个摄像头是无效的。
日志中可能有类似这样的日志：Currentcamera[index:1]isinvalid!
（02）预定 CameraConnector 的 ConnectEnded 事件，看看该事件参数的值：连接的结果是失败了？

（03）查看 CameraConnector 的 Connected 属性，确保连接器已经连接上了 Owner 方的摄像头。
（04）查看 CameraConnector 的 OwnerOutput 属性，看 Owner 是否禁止了视频输出。（或查看 Owner 方的
IMultimediaManager 的 OutputVideo 属性）。
（05）分别查看 Owner 方和自己到服务器的上下行网络是否通畅？（如果走的是 P2P，则查看自己和 Owner
之间的网络是否通畅？）参考：OMCS 带宽占用及网络品质测试
（06）查看自己和 Owner 方的日志文件。（OMCS 框架会将错误和异常自动记录到默认的日志文件，即运行目
录下的 omcsLog.txt 文件）
（07）如果对方日志文件中有类似“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ExceptionfromHRESULT:0x80070003)”这样的
日志，
那么，
就是 VideoEngineCore.dll 这个文件损坏了（很可能是杀毒软件干的）
，把 dxbase.dll、
VideoEngineCore.dll、
AudioEngineCore.dll 三个文件都覆盖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 baidu 资料。
（08）双方都把 dxbase.dll、VideoEngineCore.dll、AudioEngineCore.dll 这三个文件重新替换一下试试。
3.视频图像闪烁
如果使用的是 DynamicCameraConnector，在控件或窗体的表面上绘制，则该控件或窗体必须开启双缓冲机制。
或者，直接使用 OMCS 提供的开启了双缓冲的 Panel 控件：OMCS.Passive.Video.VideoPanel。
4.如何设置摄像头的采集分辨率？帧频？视频编码清晰度？
（1）客户端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ameraVideoSize 属性，用于设置和修改摄像头采集的分辨率。
（2）客户端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ameraEncodeQuality 属性，用于设置视频的编码清晰度，取值 0~31，取
值越小，清晰度越高。
注意：如果 IMultimediaManager 的 Advanced 的 VideoQualityProtectEnabled 属性为 true，则 OMCS 内部会自动
将设置的值修正到 2~15。
（3）客户端 IMultimediaManager 的 MaxCameraFrameRate 属性，用于设定摄像头采集的帧频。
--注意，如果网络拥塞，OMCS 内部会自动丢弃某些视频帧，所以 MaxCameraFrameRate 参数设定的是可能的
最大帧频。
如果 AutoAdjustCameraEncodeQuality 属性设置为 true，
OMCS 框架会根据网络情况自动调整视频编码的清晰度。
5.导致视频不清晰（有锯齿、毛边、小方块）的原因？
（1）摄像头采集的分辨率小于显示窗口的尺寸。比如，采集的分辨率为 320x240，而显示窗口大小是 640X480，
那就相当于把图片放大了 4 倍，就不可能清晰了。
（2）视频编码质量的参数（CameraEncodeQuality）设置得低。如 3 所述，视频质量默认是自动调节的。我们
可以将 AutoAdjustCameraEncodeQuality 设置为 false 以关闭自动调节，
并将 CameraEncodeQuality 设置为 2（高清晰）。
这样做的前提是，通信双方之间的网络质量良好。

四.麦克风相关：
1.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如果 MicrophoneConnector 连接到对方的麦克风，但是却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则可按照以下步骤排查：
（00）如果用的是 OMCS 免费版，则连接器的连续工作时间为 20 分钟，20 分钟后会自动断开到目标设备的连
接。
（ 01） 在麦 克风的 Owner 方， 使用 设备 测试 程序， 测试 一下 目标 麦克风 （即 IMultimediaManager 的
MicrophoneDeviceIndex 指示的麦克风）是否正常？
（02）在自己一方，使用设备测试程序，测试一下目标扬声器（即 IMultimediaManager 的 SpeakerIndex 指示的
扬声器）是否正常？

（03）预定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ConnectEnded 事件，看看该事件参数的值：连接的结果是失败了？
（04）查看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Connected 属性，确保连接器已经连接上了 Owner 方的麦克风。
（05）查看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Mute 属性，看当前的麦克风连接器是否被静音了？
（06）查看 MicrophoneConnector 的 OwnerOutput 属性，看 Owner 是否禁止了语音输出。（或查看 Owner 方的
IMultimediaManager 的 OutputAudio 属性）。
（07）分别查看 Owner 方和自己到服务器的上下行网络是否通畅？（如果走的是 P2P，则查看自己和 Owner
之间的网络是否通畅？）
（08）查看自己和 Owner 方的日志文件。（OMCS 框架会将错误和异常自动记录到默认的日志文件，即运行目
录下的 omcsLog.txt 文件）
（09）如果日志文件中有类似“Unabletofindanentrypointnamed****inDLL‘AudioEngineCore.dll’”的信息，则
是 AudioEngineCore.dll 这 个 文 件损 坏 了（ 很可 能 是杀 毒 软件 干的 ） ，把 dxbase.dll、 VideoEngineCore.dll、
AudioEngineCore.dll 三个文件都覆盖一下。
（10）双方都把 dxbase.dll、VideoEngineCore.dll、AudioEngineCore.dll 这三个文件重新替换一下试试。
2.声音不连贯？
当网络不够顺畅或者繁忙时，语音对话的同时还在进行视频聊天或远程桌面，声音就可能会断断续续，除了信
道分离这一方案外，还可以通过设置一些属性，来达到优先保证语音连贯的目的：
（a）IMultimediaManager 的 VideoFrameDisardedMode 设置为 FrameDisardedMode.DiscardWhenNeed。
（b）IMultimediaManager 的 AutoAdjustCameraEncodeQuality 设置为 ture。
（c）降低摄像头的采集分辨率，其是由 IMultimediaManager 的 CameraVideoSize 属性控制的。
（ d ） 如 果 存 在 桌 面 共 享 ， 则 降 低 桌 面 的 分 辨 率 或 清 晰 度 。 桌 面 的 清 晰 度 由 IMultimediaManager 的
DesktopEncodeQuality 属性控制。
对于多人语音视频（视频会议）系统，还可考虑以下相关因素：
（a）IMultimediaManager 的 AllowDiscardFrameWhenBroadcast 属性设置为 true。
（b）考虑关闭视频和远程桌面，只进行语音通话。
如果上述方案施行后，效果还不够理想，那就要从服务器部署、网络拓扑、服务器带宽方面进行网络调优，这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目标用户主要分布在哪些城市？在哪个地方或哪些地方（分布式方案）部署服务器对整体
目标用户而言综合效果最为理想？如何部署？是否需要支持双线或多线（电信、联通、移动、铁通等）？等等。
3.声音延迟大？
听到对方的声音延迟很大，这种情况除了网络延迟这一原因外，还有两个额外的延迟：
（1）Owner 方会攒够多个音频帧之后，再将它们打包发送。
在 OMCS 中，一个音频帧的长度为 20ms，默认会攒够 6 个音频帧一起发送，这样导致的额外延迟就是
6x20=120ms。
通过设置 IMultimediaManager 的 Advanced 的 EncodedAudioFrameCountInPackage 属性可以修改每次发送的音频
帧的个数。
（2）OMCS 使用的 JitterBuffer（抖动缓冲区）机制会导致额外的延迟。
可以通过设定 IMultimediaManager 的 Advanced 的 MinJitterBufferSize（默认值 20）和 MaxJitterBufferSize（默
认值 200）属性来限制 JitterBuffer 导致的最大延迟。在默认情况下，由 JitterBuffer 导致的额外的最大可能延迟为 200
ｘ20=4000ms，即 4 秒钟。
4.在同一个房间中，多个人语音/视频聊天时，OMCS 如何对发言控制权进行支持？
在类似于视频会议系统或在线培训系统中，通常涉及到多人同时语音的场景。首先，OMCS 是支持多路混音的，

也就是说在一个房间内，多个人可以同时发言，房间中的其它的人可以听到这几个人的声音。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
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做：
（1）区分发言人和听众。
（2）同一时刻的发言人不超过 2~3 个，最好是 1 个。如果同一时刻很多人在说话，那听众根本就听不清楚说
话的内容了。
（3）通常，发言人和听众的角色是动态变换的。
（4）
通过动态设定 IMultimediaManager 的 OutputAudio 属性，来协同（3）的角色变换。若是发言者，
其 OutputAudio
就设为 true；如果是听众，其 OutputAudio 就设置为 false。
（5）如果某人没有说话，但是其 OutputAudio 设置为 true，那么其麦克风采集到的背景噪音对其它听众也是一
种干扰。所以要谨慎，只有必要时，才将 OutputAudio 设置为 true。

五.远程桌面相关：
1.看不到对方的屏幕图像？
如果 DesktopConnector（或 DynamicDesktopConnector）连接到对方的桌面，但是却看不到视频图像，则可按照
以下步骤排查：
（00）如果用的是 OMCS 免费版，则连接器的连续工作时间为 20 分钟，20 分钟后会自动断开到目标设备的连
接。
（01）桌面的 Owner 方：使用的是 vps 虚拟机或是没显示器？或者，系统启动了屏幕保护？或者，屏幕被锁定
（Ctrl+Alt+Delete）？
（02）桌面的 Owner 方的应用程序是 windows 服务？或是没有 UI 的应用程序？这样的程序是没有权限获取屏
幕图像的。（日志中会有类似“句柄无效”的记录）
（03）预定 DesktopConnector 的 ConnectEnded 事件，看看该事件参数的值：连接的结果是失败了？
（04）查看 DesktopConnector 的 Connected 属性，确保连接器已经连接上了 Owner 方的桌面。
（05）预定 DesktopConnector 的 Disconnected 事件，以随时得知自己到 Owner 桌面的连接已断开的通知。
（06）查看 DesktopConnector 的 OwnerOutput 属性，看 Owner 是否禁止了桌面图像的输出。（或查看 Owner
方的 IMultimediaManager 的 OutputDesktop 属性）。
（07）分别查看 Owner 方和自己到服务器的上下行网络是否通畅？（如果走的是 P2P，则查看自己和 Owner
之间的网络是否通畅？）参考：OMCS 带宽占用及网络品质测试
（08）由于屏幕视频图像的数据量较大，所以当网络缓慢时，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出现屏幕图像。
此时，可考虑降低屏幕图像的清晰度：设定 Owner 方的 IMultimediaManager 的 DesktopEncodeQuality 属性。
（09）查看自己和 Owner 方的日志文件。（OMCS 框架会将错误和异常自动记录到默认的日志文件，即运行目
录下的 omcsLog.txt 文件）
（10）双方都把 dxbase.dll、VideoEngineCore.dll、AudioEngineCore.dll 这三个文件重新替换一下试试。
2.远程桌面延迟是怎么回事？
（1）
首先，
我们要检查一下 OMCS 客户端设置的桌面采集帧频（即 IMultimediaManager 的 MaxDesktopFrameRate
属性）。这个值意味着在网络通畅的情况下，实际能达到的最大帧频。推荐 MaxDesktopFrameRate 的配置值：广域
网设为 3~5，局网设为 6~10。
（2）接下来我们分析经常碰到的一个场景：A 用户操作 B 的电脑桌面，有时反应很慢--就是 A 做一个操作，
要过几秒才能看到操作后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了？
在这个场景中，有两个方向的数据：（1）A 方发操作命令经过 Server 到达 B 方；（2）B 方将自己的屏幕图像
经过 Server 发送给 A 方。

一般而言，操作命令的数据量非常小，只要网络通畅，延时会很小。而桌面图像数据虽然经过了编码压缩，但
仍然还是很大，这就就对带宽有较高的要求。
###B 会上传自己的桌面图像数据到 Server。（上行）
###同时，Server 会将图像数据转发给 A。（下行）
上行和下行是同时进行的，无论是哪个慢，都会导致延迟增大。
（3）另外，即使对同一个用户而言，其上行和下行的速度差别可能是非常大的。我们有过很多这样的经验：A
操作 B 的桌面很流畅，延迟 1~2 秒；但是反过来，B 操作 A 的桌面就很慢，延迟达到 10 秒甚至以上。这就说明：
（1）A 的下行很好，B 的上行也很好；（2）A 的上行很慢，或者 B 的下行很慢，或者 A 的上行和 B 的下行都很
慢。
很慢的意思是：发送较大的数据量时，能达到的最高速度不高（因为路由上最窄的那个节点被塞满了）。但是，
这种情况下，发送小块数据，也许很快。
如何测试网络品质和监控网络品质，可以参考 OMCS 带宽占用及网络品质测试。如果网络确实很慢，有什么办
法可以减少延迟了？那只有降低桌面图像的流量，有两个方案：
###将桌面的分辨率调低，或者只共享部分桌面区域（对应 IMultimediaManager 的 DesktopRegion 属性）。
###降低桌面图像的编码清晰度（对应 IMultimediaManager 的 DesktopEncodeQuality 属性，可以动态调节）。
3.屏幕图像闪烁
如果使用的是 DynamicDesktopConnector，在控件或窗体的表面上绘制，则该控件或窗体必须开启双缓冲机制。
或者，直接使用 OMCS 提供的开启了双缓冲的 Panel 控件：OMCS.Passive.RemoteDesktop.DesktopPanel。
4.远程桌面控制失效
（1）如果被控方是 win10 系统，当其打开任务管理器时，远程操作暂时失效，关闭任务管理器后，远程操作
恢复正常。
这是因为被控端程序的执行权限不够导致的。解决方法：在 win10 机器上，以管理员身份运行（选中客户端程
序->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被控端即可。
（2）如果不是（1）描述的情况，则查看被控端的电脑是否启动了 360 安全卫士等杀毒软件，可以退出它们后
再次尝试。
这些杀毒软件会将远程控制当作是木马命令，进行拦截。要避免被杀毒软件拦截，可将开发的应用程序提交给
杀毒软件官方进行认证。比如 360 的认证在这里。
5.如何实现屏幕图像缩放？
如果要让 屏幕图像的绘制始 终填满整个控件的表 面（自动拉伸图像 ），那可以 将 DesktopConnector 的
AdaptiveToViewerSize 属性设置为 true。
如果要让屏幕图像的绘制依据控件尺寸的大小进行等比缩放，并居中显示，则可借由 OMCS.Boost（OMCS 的
增强库，可下载源码）提供的 AutoScaleContainer 快速实现：
（1）在 Form 窗口上拖放一个 AutoScaleContainer 控件。
（2）在刚才的 AutoScaleContainer 控件上拖放一个 DesktopConnector 控件。
（3）将 DesktopConnector 的 AdaptiveToViewerSize 属性设置为 true。
（ 4） 在 DesktopConnector 的 ConnectEnded 事件处理函 数中，判断连接 是否成功。如 果成功，则调 用
AutoScaleContainer 控件的 Initialize 方法进行初始化：
API：
void desktopConnector1_ConnectEnded(ConnectResult result)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BeginInvoke(new CbGeneric<ConnectResult>(this.desktopConnector1_ConnectEnded), result);
}
else
{
if (result != ConnectResult.Succeed)
{
MessageBox.Show("连接失败!" + result.ToString());
return;
}
this.autoScaleContainer1.Initialize(this.desktopConnector1, this.desktopConnector1.DesktopSize);
}
}

六.电子白板相关：
1.如何使用白板的课件功能？
2.如何支持课件类型：word、pdf、ppt？
3.如何自定义工具栏？

OMCS 带宽占用及网络品质测试
对一个实时的网络语音视频系统而言，网络的品质对该系统的用户的体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正式部
署系统之前，进行较全面的网络测试和网络调优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我们为这些工作提供所需的基础信息以
供参考。

一. OMCS 带宽占用大小
OMCS 的语音、视频、电子白板、远程桌面等功能对网络带宽的要求分别如何了？
我们先假设一种常见的场景：假设 N 个在线用户同时进行 1 对 1 的多媒体沟通（即分为 N/2 组），在不考虑
P2P 通道的情况下，带宽的大致占用如下表所示：

对于视频和远程桌面而言 -帧

频： 8~10 fps 。

普通质量：对应 EncodeQuality 取值为 8 左右。
高 质 量：对应 EncodeQuality 取值为 4 左右。
1.流量对称

在 1 对 1 的多媒体沟通中，对服务器而言，上行、下行的流量是对称的；对客户端而言，进、出的流量几乎也
是对称的。上表中列出的只是单向的流量。
2.正比推算
以视频为例，如果视频的尺寸不是 320x240，那么可以按比例推算带宽的占用。假设视频大小为 640x480，那
么，带宽的占用将增加 4 倍（(640x480)/(320x240)）。
3.考虑图像的复杂度及变化程度
如果视频图像很简单，而且视频过程中，图像的内容变化很小，那么，带宽的占用会极大地降低。上述数据是
基于复杂图像以及图像变化程度较大的情况的测试结果。
4.考虑 P2P
如果启用了 P2P 通道，那么，服务端带宽占用会减小，但客户端带宽占用保持不变。假设 P2P 的成功率为 70%，
则服务端的带宽占用将减少至原来的 30%。
5.视频会议
上面的数据是基于 1 对 1 的多媒体沟通，如果是类似视频会议的场景，则沟通就是多对多的，这时，带宽的占
用就会增加，服务器的上下行的流量也不再对称。
比如，有 M 个用户在一个视频会议室聊天，每个用户的视频都要广播给其它的(M-1)个用户，而且，每个用户
都要接收其它(M-1)个用户的视频数据，所以带宽的占用就会增加很多。
6.在线教学
在线教学系统中老师讲课时，通常老师的声音视频需要发给多个学生，而老师不需要听到和看到学生，这种情
况就是 1 对多，也就是 1：N 的广播，此时，上行和下行就不是对称的了，上行只需要 1 个单位，而下行是 N 个单
位。

二.服务器共享带宽与独享带宽
语音视频数据都是实时采集、实时播放的数据，除了对服务器带宽的速度有要求外，更要求服务器带宽通信质
量的稳定性，即网络延时小、网络抖动小。很容易理解，如果网络抖动较大，听到的声音就是断断续续的（OMCS
内置了抖动缓冲区 JitterBuffer，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内减轻这个问题）。
所以，服务器的带宽要求必须是独享带宽，共享带宽无法满足实时语音视频的要求。对实时语音视频而言，100M
的共享带宽，还不如 5M 的独享。这也就是为什么通常租服务器时，IDC 会免费送你 100M 的共享带宽，而租 5M
的独享带宽，却一年要花几千块钱。
另外，要注意：
（1）IDC 服务器带宽的单位是 bits/s，而我们通常说的网速的单位是 bytes/s。它们之间是倍的关系 -- 比如，
服务器的带宽是 1M 的，说明下载的速度最多可以达到 120kB/s 左右。
（2）IDC 服务器带宽指上行和下行的总和。比如，服务器的带宽是 1M，说明在同一时刻，下载的速度和上传
的速度加起来不会超过 120kB/s。

三.网络品质测试与监控
1.客户端网络抖动
在服务器的带宽质量得到保证后，参与语音视频会话的各个客户端，如果希望都能达到比较流畅的体验，则需
要达到以下亮点：

（1）客户端到服务器的 ping 延时低于 100ms。
（2）ping 的最大抖动范围不超过 20ms。
注：ping 命令加上 -t 就可以连续不断地 ping。如 ping 192.168.0.123 -t
其中，网络抖动对流畅性的影响更大。在测试时，建议将到服务器的 ping 打开，如此可以观察 ping 对语音视
频流畅性的影响。

2.观察网络流量
测试时，推荐在各个客户端机器上安装 NetLimiter 网络监控软件，可以实时查看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上下
行流量、以及客户端与客户端之间的 P2P 通道上的网络流量。
通过将网络流量监控与 ping 结合起来，就能很容易地测试网络的实时状态。
3.测试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网络速度
通过 windows 自带的远程桌面的拷贝文件功能，结合上面的 NetLimiter 监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测试出客户端
电脑与服务器之间的网络速度。
（1）在客户端电脑上，使用 windows 自带的远程桌面功能（如 win7 下，开始菜单->所有程序->附件->远程桌
面连接），连接到目标服务器上。
（2）上行拷贝：从当前电脑拷贝一个 50M 以上的文件到服务器上。
（3）下行拷贝：从服务器上拷贝一个 50M 以上的文件到当前电脑。
（4）在拷贝正在进行过程中，打开 NetLimiter 的界面，持续观察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传递的网络速度。
（5）测试时，建议持续观察 5 分钟以上，观察时请特别注意：（1）上下行速度分别是多少？（2）速度是否
稳定？
（6）如果是类似视频会议这样的系统，假设需求一般是 4 个人在同一个会议室，那么，可选择 4 个代表性的
用户，然后在这 4 个人的电脑上同时进行这一测试，分别记录这 4 个测试结果。
（7）进行此测试时，可以同时观察到服务器的持续的 ping 值。
然后逐一分析每一个结果看其是否能满足 OMCS 的带宽要求。
NetLimiter 截图如下所示：

附：带宽计算示例
即时通讯：
我有 1000 个客户端同时在线，同时进行视讯的人数为 100，请问服务端大概需要租多少带宽？
解：假设摄像头视频尺寸为 640*480，音、视频为普通质量，P2P 成功率为 75%。
则 640*480 尺寸的视频一路带宽占用是：20*（(640x480)/(320x240)）= 80KB/s
一路音频由表中数据得知为 5KB/s
故总共需要 100*（80+5）*8/1000*25% =17Mbit/s 服务器带宽。
视频教学：
我有 100 个客户端，其中 1 个人是老师，老师将自己的桌面和声音广播给 99 个学生，这种情况需要多少服务
器带宽？
解：假设老师桌面分辨率为 1024*768，音频为高质量
则一路音、视频所占带宽为 100 + 8 = 108KB/s
故总共需要 100*108*8/1000 = 86.4Mbit/s 服务器带宽
视频会议：
我有 10 个人进行视频会议，每个人将自己的视频广播给其他的 9 个人，服务端需要多少带宽？
解：假设摄像头视频尺寸为 320*240，视频质量为高质量。
则每个人上行 1 路下行 9 路，10 个人则上行 10 路下行 90 路。下行合起来是 100 路，即 10*10 路。
则总共需要 100*35*8/1000 = 28Mbit/s 服务器带宽

浅谈网络语音技术
当我们使用像 Skype、QQ 这样的工具和朋友流畅地进行语音视频聊天时，我们可曾想过其背后有哪些强大的
技术在支撑？本文将对网络语音通话所使用到的技术做一些简单的介绍，算是管中窥豹吧。

一.概念模型
网络语音通话通常是双向的，就模型层面来说，这个双向是对称的。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讨论一个方向的通道
就可以了。一方说话，另一方则听到声音。看似简单而迅捷，但是其背后的流程却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将其经过的
各个主要环节简化成下图所示的概念模型：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模型，由五个重要的环节构成：采集、编码、传送、解码、播放。
1.语音采集
语音采集指的是从麦克风采集音频数据，即声音样本转换成数字信号。其涉及到几个重要的参数：采样频率、
采样位数、声道数。
简单的来说：采样频率，就是在 1 秒内进行采集动作的次数；采样位数，就是每次采集动作得到的数据长度。
而一个音频帧的大小就等于：（采样频率×采样位数×声道数×时间）/8。
通常一个采样帧的时长为 10ms，即每 10ms 的数据构成一个音频帧。假设：采样率 16k、采样位数 16bit、声道
数 1，那么一个 10ms 的音频帧的大小为：（16000*16*1*0.01）/8=320 字节。计算式中的 0.01 为秒，即 10ms。
2.编码
假设我们将采集到的音频帧不经过编码，而直接发送，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其所需要的带宽要求，仍以上例：
320*100=32KBytes/s，如果换算为 bits/s，则为 256kb/s。这是个很大的带宽占用。而通过网络流量监控工具，我们
可以发现采用类似 QQ 等 IM 软件进行语音通话时，流量为 3-5KB/s，这比原始流量小了一个数量级。而这主要得益
于音频编码技术。
所以，在实际的语音通话应用中，编码这个环节是不可缺少的。目前有很多常用的语音编码技术，像 G.729、
iLBC、AAC、SPEEX 等等。
3.网络传送
当一个音频帧完成编码后，即可通过网络发送给通话的对方。对于语音对话这样 Realtime 应用，低延迟和平稳
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的网络传送非常顺畅。
4.解码
当对方接收到编码帧后，会对其进行解码，以恢复成为可供声卡直接播放的数据。
5.语音播放
完成解码后，即可将得到的音频帧提交给声卡进行播放。

二.实际应用中的难点及解决方案
如果仅仅依靠上述的技术就能实现一个效果良好的应用于广域网上的语音对话系统，那就没什么太大的必要来
撰写此文了。正是有很多现实的因素为上述的概念模型引入了众多挑战，使得网络语音系统的实现不是那么简单，
其涉及到很多专业技术。当然，这些挑战大多已经有了成熟的解决方案。首先，我们要为“效果良好”的语音对话
系统下个定义，我觉得应该达到如下几点：
（1）低延迟。只有低延迟，才能让通话的双方有很强的 Realtime 的感觉。当然，这个主要取决于网络的速度
和通话双方的物理位置的距离，就单纯软件的角度，优化的可能性很小。
（2）背景噪音小。
（3）声音流畅、没有卡、停顿的感觉。

（4）没有回音。
下面我们就逐个说说实际网络语音对话系统中额外用到的技术。
1.回音消除 AEC
现在大家几乎都已经都习惯了在语音聊天时，直接用 PC 或笔记本的声音外放功能。殊不知，这个小小的习惯
曾为语音技术提出了多大的挑战。当使用外放功能时，扬声器播放的声音会被麦克风再次采集，传回给对方，这样
对方就听到了自己的回音。所以，实际应用中，回音消除的功能是必需的。
在得到采集的音频帧后，在编码之前的这个间隙，是回音消除模块工作的时机。

其原理简单地来说就是，回音消除模块依据刚播放的音频帧，在采集的音频帧中做一些类似抵消的运算，从而
将回声从采集帧中清除掉。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而且其还与你聊天时所处的房间的大小、以及你在房间中的位
置有关，因为这些信息决定了声波反射的时长。智能的回音消除模块，能动态调整内部参数，以最佳适应当前的环
境。
2.噪声抑制 DENOISE
噪声抑制又称为降噪处理，是根据语音数据的特点，将属于背景噪音的部分识别出来，并从音频帧中过滤掉。
有很多编码器都内置了该功能。
3.抖动缓冲区 JitterBuffer
抖动缓冲区用于解决网络抖动的问题。所谓网络抖动，就是网络延迟一会大一会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发送
方是定时发送数据包的（比如每 100ms 发送一个包），而接收方的接收就无法同样定时了，有时一个周期内一个包
都接收不到，有时一个周期内接收到好几个包。如此，导致接收方听到的声音就是一卡一卡的。
JitterBuffer 工作于解码器之后，语音播放之前的环节。即语音解码完成后，将解码帧放入 JitterBuffer，声卡的
播放回调到来时，从 JitterBuffer 中取出最老的一帧进行播放。

JitterBuffer 的缓冲深度取决于网络抖动的程度，网络抖动越大，缓冲深度越大，播放音频的延迟就越大。所以，
JitterBuffer 是利用了较高的延迟来换取声音的流畅播放的，因为相比声音一卡一卡来说，稍大一点的延迟但更流畅
的效果，其主观体验要更好。
当然，JitterBuffer 的缓冲深度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根据网络抖动程度的变化而动态调整的。当网络恢复到非
常平稳通畅时，缓冲深度会非常小，这样因为 JitterBuffer 而增加的播放延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4.静音检测 VAD
在语音对话中，要是当一方没有说话时，就不会产生流量就好了。静音检测就是用于这个目的的。静音检测通
常也集成在编码模块中。静音检测算法结合前面的噪声抑制算法，可以识别出当前是否有语音输入，如果没有语音
输入，就可以编码输出一个特殊的的编码帧（比如长度为 0）。

特别是在多人视频会议中，通常只有一个人在发言，这种情况下，利用静音检测技术而节省带宽还是非常可观
的。
5.混音算法
在多人语音聊天时，我们需要同时播放来自于多个人的语音数据，而声卡播放的缓冲区只有一个，所以，需要
将多路语音混合成一路，这就是混音算法要做的事情。即使，你可以想办法绕开混音而让多路声音同时播放，那么
对于回音消除的目的而言，也必需混音成一路播放，否则，回音消除最多就只能消除多路声音中的某一路。
混音可以在客户端进行，也可以在服务端进行（可节省下行的带宽）。如果使用了 P2P 通道，那么混音就只能
在客户端进行了。如果是在客户端混音，通常，混音是播放之前的最后一个环节。
综合上面的概念模型以及现实中用到的网络语音技术，下面我们给出一个完整的模型图：

本文是我们在实现 OMCS 语音部分功能的一个粗略的经验总结。在这里，我们只是对图中各个环节做了一个最
简单的说明，而任何一块深入下去，都可以写成一篇长篇论文甚至是一本书。所以，本文就算是为那些刚刚接触网
络语音系统开发的人提供一个入门的地图，给出一些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