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构实时语音视频 SDK 全球测试方法

设置参数

在测试以前，要设置音视频参数：分辨率、码率、和帧率。设置好音视频参数以后，在测试

过程中，参数要保持不变。推荐使用使用下面两组参数分别进行测试。

参数设置 分辨率 帧率（fps) 码率(kbps)

Profile1 640*360 15 600

Profile2 1280*720 15 1500

即构科技的测试报告的设置条件如下：

测试对象 即构实时语音视频 SDK

参数设置 Profile1

测试设备 iPhone6

评估指标

我们使用音视频技术方案的三个关键指标来评估其表现：延迟时间、流畅度、和清晰度。

延迟时间 采用客观的评估方法。以毫秒为单位，测量单向通讯的延迟时间。

流畅度 采用主观的评估方法，MOS 评分法，分数范围为 1 分至 5 分。

清晰度 采用主观的评估方法，MOS 评分法，分数范围为 1 分至 5 分。

延迟时间比较适合采用客观的评估方法，单位为毫秒，只需要测量单向音视频数据流从推流

端到拉流端所耗费的时间即可。这个方法十分直观，也广为接受。

流畅度和清晰度完全是用户体验的主观反馈，而且不流畅或者不清晰的技术原因有多源性的

特点，无法简单地通过技术指标来衡量。因此流畅度和清晰度比较适合采用主观的评估方法，

这里推荐用 MOS 评分法来评估。

MOS （Mean Opinion Score）是一种在通讯工程中用来评估 QoE（Quality of Experience）的

方法。它是一个有统计意义的数量样本空间的算术平均值。需要组建一个人数有统计意义的

测试团队，对测试对象的质量根据主观体验进行打分，分数范围为 1 分至 5 分，1 分最差，

5 分最好。建立打分结果的数量样本空间以后，计算其算数平均值，就可以得到 MOS 值。

MOS 作为一种主观的质量评估方法，被广泛的应用于音频、视频、和音视频的质量评估中。

对于 MOS 的评分梯度和标准，ITU-T 在 P.800.1 中有详细的方法建议。



为了简单和可操作期间，下面采用 ACR（Absolute Category Rating）来为 MOS 定义评分梯度：

MOS 评分 描述

5 Excellent，十分流畅，或者十分清晰

4 Good，十分偶然有卡顿或者花屏，但不影响整体体验。

3 Fair，偶有卡顿，或者偶有花屏/马赛克，但是还能接受

2 Poor，卡顿，或者花屏/马赛克出现的频率较多，但是还算可用。

1 Bad，完全卡住，或者画面不可辨，完全不可用。

在测试某个指标表现的时候，请保持其它方面的条件不变。

现网测试

1. 为纯粹测试技术方案的真实表现，而不受其他因素干扰测试效果，因而没有使用专线，

不加任何外部辅助，在公共互联网上进行真实的测试。

2. 测试没有避开互联网使用的高峰时段，有些测试时段和高峰时段重合，从而导致表现数

据相对欠佳，因此本报告采用最优的表现数据来呈现效果。

3. 流畅度和清晰度的评估采用主观的评估方法：MOS 评分法，最低 1 分，最高 5 分。

1. 跨运营商网络测试（中国）

不同的运营商网络之间是存在带宽瓶颈的。本测试的目的是评估即构实时语音视频通信方案

在跨运营商网络情况下的表现。

跨网组合 延迟时间（ms） 流畅度（MOS） 清晰度(MOS)

电信-联通

电信-移动

移动-联通

2. 跨国网络测试（全球）

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光纤是存在带宽瓶颈的。本测试的目的是评估即构实时语音视频

通信方案在跨国跨洋网络情况下的表现。（下图内容为示意数据）

用户 A 用户B（国外） 国外省市 网络类型
分辨率/码

率/机型

流畅度

（MOS）

延迟

（ms)

中国深圳 美国 纽约

中国深圳 加拿大 蒙特利尔

中国深圳 阿联酋 迪拜

中国深圳 肯尼亚 Zuk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bsolute_Category_Rating


模拟测试

根据现网测试的结果和客户运营的反馈，添加了模拟测试的设计。模拟测试是通过网损设备

模拟各种网络损伤的情形，在实验室进行测试。以下的测试数据是在中国国内进行的模拟测

试的结果。

1. 上行网络丢包测试

上行丢包率 延迟时间（ms） 流畅度（MOS） 清晰度(MOS)

5%

10%

20%

30%

50%

2. 下行网络丢包测试

下行丢包率 延迟时间（ms） 流畅度（MOS） 清晰度(MOS)

5%

10%

20%

30%

50%

3. 网络抖动测试

网络抖动 延迟时间(ms) 流畅度（MOS） 清晰度（MOS）

50 毫秒

100 毫秒

200 毫秒

4. 带宽限制测试

假设当前推流的码率是 800k bps，对上行带宽进行限制到 500k bps，期望的结果是即构实时

语音视频 SDK 会自动调节码率来适应网络情况，码率会被调整到 500kbps或以下。

限制带宽 码率 延迟时间(ms) 流畅度（MOS） 清晰度(MOS)

不限制带宽 800k bps

限制带宽到

500k bps
500k bps



附录

1. 如何使用专业网损设备

这里使用 PackStorm 200E 作为网损设备来模拟网络损伤。读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

专业网络损伤设备。

1）硬件设备：路由器，PackStorm 200E，和无限网络信号发射器。

图一: PacketStorm 200E
2）PacketStorm 200E：下行丢包率 5%的设置。

图二: 下行丢包率 5%的设置



3）PacketStorm 200E：上行带宽限制为 500kbps 的设置。

图三: 上行带宽限制为 500kbps 的设置

4）PacketStorm 200E：网络抖动为 50 毫秒的设置。

图四: 网络抖动为 50 毫秒的设置

2. 如何使用 iPhone6 模拟网损

有些型号的 iPhone 可以从移动终端的角度模拟网路损伤，为网络模拟测试提供一个十分便

捷而且成本低廉的方法。这里以 iPhone6 为例介绍如何使用 iPhone6 模拟网络损伤。

1）进入网损设置页面【设置】->【开发者】->【NETWORK LINK CONDITIONER】。

2）【NETWORK LINK CONDITIONER】栏目下面有【Status】项目，并且点击入内。

3）把【Enable】项目的开关往右拨打开（变成绿色）。

4）【Enable】项目下面是“CHOOSE A PROFILE”，也就是 Profile 列表。有两类 Profile：Preset
Profile 和 Custom Profile。前者是系统预设的，只可以使用，不可以修改；后者是用户定制

的，可以使用，也可以修改。



图五：第一步 图六：第三步 图七：第四步

5）为了便利，请点击【Add a profile...】，创建并定制一个 Profile。
6）创建并定制 Profile【uplink packet loss】，作为示例，丢包率设置为%5。
7）创建并定制 Profile【downlink packet loss】，作为示例，丢包率设置为%5。
8）iPhone6 无法模拟网络抖动，需要专业的网损设备才能模拟网络抖动。

图八：第五步 图九：第六步 图十：第七步



3. 如何观察延迟时间

1）登录 https://developer.zego.im/site/clock，即可看到以毫秒为单位计时的时钟。这是为了

方便客户测试，即构科技提供的基于北京时间的时钟。

注意：时钟页面经过调整，和下文截图不完全一致。

2）准备两个 iPhone6 手机，在每个手机上都安装即构的 demo app。然后让两个个手机处于

连麦状态。在每个手机的 APP 界面上都可以看到当前的时间。

3）使用第三个手机拍摄这两个手机上的即构 demo app 的界面,捕捉连麦状态下的瞬间镜

头，即可看到音视频连麦双方的 demo app 界面上的时间差距。这个时间差距就是延迟时间。

<The end of document>

https://developer.zego.im/site/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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