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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M1300的 G .723.1语音编解码器的实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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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介绍了 G.723.1 编解码算法原理和 TM1300 定点 DSP芯片 ,针对该芯片的硬件结构特点 ,设计

了一套运行于 TM1300 之上的实时语音信号采集_编解码_播放的可行方案。讨论了 G.723.1 语音编解码器

在定点 TM1300 上实时实现的关键技术及在具体实现过程中的问题 ,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试验结果

表明 ,单片的 T riMedia 1300 能实现至少 5 路实时 G.723.1 语音编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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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723.1 是目前 I TU_T 颁布的语音压缩标

准中码率最低的一种标准 ,主要用于各种网络环

境中的多媒体通信 。在 ITU_T 多媒体通信协议

系列 H.324中采用了 G.723.1作为其语音部分

的编解码标准 ,可用 V.34 M odem 在 PSTN上实

现实时可视电话业务 。

TriMedia 1300是 Philips公司推出的多媒体

DSP 系列产品中的一种 。TM 1300核心处理器采

用V LIW(超长指令字)结构 ,在运行过程中的每

一个时钟周期内 , DSPCPU 发出一条“长指令” ,

每条指令可包括 5个操作 。因此在一个时钟周期

内允许 5个操作并行运行 。TM1300支持 16KB

的数据高速缓存和 32KB 的指令高速缓存 ,并且

数据高速缓存是双端口的 ,允许同时进行双向访

问。特别针对数字视频和音频应用进行了结构优

化 ,集成有视频输入 、输出接口 ,音频输入 、输出接

口以及通信线路接口等外围设备 。此外 ,

TM1300还带有一些专用的多媒体指令 ,可以充

分利用 TM 1300 硬件结构体系的特性 , 加快视

频 、音频算法的运算速度 。

本文采用 TM1300 数字信号处理器实时实

现了 I TU_T G.723.1语音编解码标准 ,并实现了

活动语音检测(VAD)、不连续传输(DTX)和舒适

噪声生成(CNG)等包含于该标准附录 A 内的所

有功能 ,通过了 ITU_T 提供的全部编码和解码测

试序列。

1　G .723.1语音编解码原理

语音编码器基于线性预测 ABS(合成分析)

编码原理 。其数据输入是经 8kHz 采样的 16bit

线性 PCM 语音信号 ,分成长度为 30 ms的语音

帧 ,每个语音帧又分为 4个等长的语音子帧 ,通过

对原始语音进行分析提取 CELP 参数 (LSP 参

数 、码本索引和增益等 )。为降低码率 ,只将最后

一个子帧的LPC参数转换成 LSP 参数 ,并进行预

测分裂矢量量化。对得到的各子帧的残差信号进

行矢量量化 ,即固定码本搜索 。对于高码率 ,使用

多脉冲最大似然量化(MP-MLQ)方法 ,低码率

则采用代数码本激励线性预测(ACELP)方法。

将这些参数编码后加以传送。

解码器也是基于语音帧的 。首先将线谱对参

数插值并转化成各子帧的 LPC 系数 ,构成 LPC

合成滤波器。再对每一个语音子帧 ,解码自适应

码本激励和固定码本激励得到各子帧的激励信

号 ,将激励信号通过合成滤波器以获得合成语音

信号 ,将合成语音信号经共振峰后置滤波器和增

益控制形成最终的重建语音。

在语音通话过程中并不总是连续的有声语

音 ,还存在着静音的间隔 ,对此 G.723.1附录 A

提供了基于活动语音检测(VAD)及在非语音片

段中使用不连续传输(DTX)和舒适噪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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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的静音压缩方案 ,自动检测当前信号帧语

音的有无 ,并根据检测结果在静音时插入人工噪

声 ,大大地降低了传输过程中对信道的实际占用

带宽和运算复杂度。

2　G .723.1语音编解码器的软件优

化

　　在实时多媒体网络通信中 ,由于人对语音的

延时和连续性最为敏感 ,决定了在语音 、视频 、数

据等多种媒体信息的复用传输中 ,语音的优先级

最高 ,因此 ,首先要保证语音的实时通信。此外 ,

为了使 DSPCPU 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处理视频信

号和其他数据 ,在保证语音实时通信的前提下 ,应

尽可能地减少语音的编解码时间 。为此 ,需要对

语音编解码器进行优化 ,以满足实时性的需求。

对G.723.1语音编解码器的优化是从代码优化

和算法优化两个方面进行的。

2.1　G.723.1语音编解码器的代码优化

TriMedia平台下对 G.723.1 语音编解码器

的代码优化 ,必须根据 TriMedia 系统的硬件及编

译系统特点运用各种方法来进行。

TriMedia DSPCPU 每个时钟周期分为 5 个

时间片(slot),每个时间片内可执行一个操作 。在

理想情况下 ,一条长指令中的 5 个操作可在 5个

时间片中被发起执行 ,相当于 5个操作并行执行。

但实际上的并行性要受到硬件结构的限制:在

TM DSPCPU中的 27个功能单元被分配给 5个

时间片中某些特定的时间片 ,即只能在特定的时

间片内使用这些硬件单元(常用功能单元分配情

况见表 1)。因此 ,许多操作并不是可使用任何时

间片 ,而必须等待一个或多个时钟周期才能被执

行 ,造成了许多时间片内的空操作 。由此 ,代码优

化的总原则是尽可能使每个时钟周期内的 5个时

间片被充分利用 ,减少空操作。为此运用了以下

方法对代码进行优化 。

1)使用定制操作(custom operation)。Tri-

Media系统提供了一些针对其 CPU 体系结构而

专门设计的专用多媒体指令 ,称为定制操作 ,旨在

增强 CPU 处理多媒体计算的能力 , 能充分利用

TM1300微处理器的并行性能。

2)循环展开(loop unrolling)。虽然解循环增

加了代码量 ,但可减少循环内代码之间的依赖关

系 ,从而可利用 TM 1300 微处理器的并行性。

TriMedia编译系统可以进行自动解循环 ,但手工

循环展开往往效果更好。

表 1　TriMedia DSPCPU 功能单元的时间片分配

Tab.1　T riMedia DSPCPU Functional

Unit Slo t A ssignments

功能单元
可使用的

时间片数量

时间片的分配

1 2 3 4 5

Constant 5      

Integer ALU 5      

Load/ Store 2   

DSP ALU 2   

DSP MU L 2   

Shif ter 2   

　　3)变全局变量为局部变量 。全局变量不能

分配给寄存器 ,从内存中读取全局变量需要 3个

时钟周期。变全局变量为局部变量 ,可以利用寄

存器对变量进行操作 ,节省访问时间。

4)去掉函数调用。函数调用需要一些额外

的开销 ,去掉函数调用可以节省一些开销。

5)使用 #pragma TCS_break_dtree 来限制决

策树(基本的程序控制块)的长度。限制决策树长

度 ,可以避免因寄存器溢出而导致程序执行效率

降低的情况发生。

6)使用 Restricted指针。在编译时编译器认

为使用 Restricted 指针所指向的对象互不依赖 ,

从而可以增加并行性 。

7)将变长循环改为定长。一般情况下 ,对于

次数确定的循环编译器能自动地进行循环展开 ,

但对于变长循环 ,由于编译时难以确定循环次数

而不能自动展开 。改变长循环为定长 ,能够取得

人工循环展开的效果 。

8)编译优化 。TriMedia 的编译系统能够自

动进行寄存器分配 、指令流分析和各种优化处理。

其编译器提供了 6级优化 ,可以自动进行循环展

开 、函数内联(Inlining)、代码嫁接(Graf t ,用代码

复制来代替分支转移)及对内存变量进行别名分

析(减少变量之间的依赖性)。但由于编译系统本

身的局限性 ,手工优化是必不可少的 。编译优化

是通过指定编译参数由编译系统自动完成的 。

2.2　G.723.1语音编解码器的算法优化

G.723.1语音编解码算法运算量大而且不均

衡 ,高码率的多脉冲最大似然量化要比低码率的

代数码本激励线性预测算法复杂得多 。要在

TM1300上实时实现 G.723.1编解码算法 ,必须

对 6.3kbit/ s码率时编码算法进行改进 。算法优

化的原则是尽量消除不必要的计算 。

2.2.1　高码率码本搜索算法的优化

此算法要计算预测残差信号 r[ n] ,需进行

29第 1 期　　　　　　　　　刘伟豪等:基于 TM1300 的 G.723.1 语音编解码器的实时实现　　　　　　　　　　　



复杂的卷积运算 ,这时可根据算式的特点把卷积

运算变为简单的加减运算 ,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

乘法运算 。由于当前激励系列 v [ n] 除了 M 个

幅度相等的脉冲外 ,其余位置全为零 ,因此有:

r[ n] =∑
n

j=0
h[ j ] ×v[ n -j]

由 v[ n] =G∑
M-1

k=0
αkδ[ n -mk]

有: r[ n] =G∑
M-1

k=0
αkh[ n -mk]

式中 , G 是脉冲的幅度;αk和 mk 分别表示脉冲的

符号和位置;δ[ n-m k]为单位脉冲序列;h[ j ]为

冲激响应系列 。事先算出 ∑
M-1

k=0
αkh [ n -m k] ,然后

只需根据脉冲符号做 360 次加减运算 ,最后进行

一次乘法运算即可 ,而不必每次都进行乘法运算。

此外当 n<m 1 时 , r[ n]的值恒为零 ,此时可直接

将 r[ n]赋零值 ,不必计算 r [ n] ,进一步减少了

计算量。

在码本搜索中计算当前插入脉冲的响应时 ,

需要从互相关信号中减去前一个插入脉冲的响

应。由于所有脉冲的幅度都相同 ,所以可事先计

算出 G·R [ j ] (0≤j ≤59), R [ j ]为 h[ j ]的自相

关。这样 ,在由当前脉冲的位置来确定后面脉冲

的位置时 ,可直接从当前位置 k 的互相关值中减

去R[ k -j ] ,而不必每次都计算 GR[ k-j] ,减少

了大量的乘法运算。

2.2.2　消除求模运算

在定点 DSP 上实现求模运算要消耗大量的

运算时间 ,用减法运算来代替可使运算时间大为

减少。例如 ,在解码基音信息时要计算激励信号

e [ n] ,其部分定义如下:

e [ n] =e[(nmod Li)-L i] ,2 ≤n ≤63

式中 ,mod为取模运算 ,可用减法运算代替。经对

上式的分析可知 ,当闭环基音周期 L i<62时 , e 

[ n+2] =e[ 2+n -L i] (L i≤n ≤61),此时可直

接赋值而不用进行求余运算。

本系统对 G.723.1定点算法作上述改进 ,并

通过了 ITU_T 提供的所有测试序列 。

3　系统的软件设计

要使本系统的软件结构设计合理 ,必须结合

TM1300的硬件特性 ,同时考虑到系统要满足实

时性的要求来进行。本系统软件部分包括系统控

制程序 、中断服务程序 、语音编/解码程序。

3.1　系统的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部分的中断服务程序须结合

TM1300的音频输入输出原理来设计。 TM 1300

的音频输入(采集)和输出(播放)是由其音频输入

输出单元 ,通过中断服务的方式不断地向两个同

等大小的缓冲区中写入采样数据(读出处理过的

数据)来完成的 。audio in unit(AIU)的功能是连

续地将采集数据输入到 DSPCPU 提供的双缓冲

区中 ,而 audio out unt(AOU)则连续地从双数据

缓冲区中读取处理过的数据进行播放 。因此 ,中

断服务程序的功能是负责语音数据的采集/输出 、

数据的交换以及为音频输入/输出单元及时提供

缓冲区。

系统控制程序不断地将采集到的语音数据送

入编码器 ,将编码码流写入信道以及将接收到的

码流送入解码器解码后回放。考虑到本套语音编

解码系统的应用环境是嵌入式系统 ,设计系统控

制程序可采用两种方法:①采用循环控制语句对

系统进行直接控制 ,不使用操作系统;②在嵌入式

操作系统的基础上来编写控制程序 。本系统的系

统控制程序采用后一种方法 ,使用美国系统集成

公司(ISI)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 pSOS 。

pSOS是由 IS I公司开发的一个高性能的 、面

向对象的模块化实时操作系统(RTOS),它采用

了先进的模块化体系结构 ,主要分为内核层 、系统

服务层 、用户层 。

pSOS内核是一个面向对象的操作系统内核 ,

它负责任务的管理与调度 、任务间通信 、内存管

理 、中断服务。系统服务层包括若干个组件 ,每个

软组件都包含一系列的系统调用 ,这是用户进入

pSOS内核的惟一手段 。用户层中的用户指的是

用户编写的应用程序 ,它们是以任务的形式出现

的。任务通过系统调用而进入 pSOS 内核 ,并为

pSOS内核所管理和调度 。

在本系统中 ,G.723.1 语音编解码算法模块

是作为任务出现的 ,通过系统调用 t_create来创建

任务 ,系统调用 ts_start进入pSOS 内核 ,它们与其

他任务间的协调采用了 pSOS 信号灯的形式来管

理。

对于本系统的主控程序而言 ,采用第一种方

法也是可行的 ,但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 ,本系统

主要用于多媒体通信终端 ,在这些场合除了语音

处理外 ,还有视频编解码 、码流复用 、同步控制等

多种处理任务 ,这时 ,若仍采用这种方法将使系统

控制软件复杂度变得极为不合理。第二种方法用

嵌入式操作系统来负责系统的资源分配 、调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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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控制并协调各种活动 ,使控制程序结构简单合

理 ,能更有效地利用 TM 1300的系统资源 ,提高

系统的运行效率 ,而且具有良好的扩充性 ,使得本

套语音编解码系统能方便地与其他功能相结合 ,

应用于各种多媒体通信终端中 。

3.2　系统的整体软件结构体系

在系统中断服务程序 、系统控制程序 、语音编

解码程序基础上 ,笔者构造出一套基于 TM 1300

上的 “语音采集_编解码_回放”软件结构 。

本文采用 pSOS 系统的多任务管理模式来管

理系统的运行 ,采用信号灯的形式来协调任务之

间的活动 ,并且建立一个公共缓冲区供任务之间

进行数据交换 。在编码方建立 3个任务:语音编

码任务 ,写码流任务 ,由 audio in unit的中断服务

方式形成语音采集任务。语音编码任务启动后等

待获取编码信号灯(sm_p),AI 单元采满数据后释

放编码信号灯(sm_v),编码任务获取了编码信号

灯后开始编码数据并释放写码流信号灯 ,同时将

编码信号灯计数值减 1以等待下次获取编码信号

灯;写码流任务获取写码流信号灯后将编码码流

写入信道并等待下次获取写码流信号灯。同理 ,

解码方也建立读码流数据 、语音解码 、语音播放 3

个任务。读码流任务从信道读取码流数据后释放

解码信号灯 ,解码任务在获取解码信号灯后开始

对码流数据解码并将解码后的数据写入公共缓冲

区中让语音播放任务来播放 ,同时将解码信号灯

计数值减 1以等待继续获取解码信号灯 。编码方

和解码方的系统软件运行结构框图分别如图 1和

图 2所示 。

由图 1 、图 2可以看出 ,采用以上软件结构体

系体现了以下特点:

1)使得语音采集/播放和语音编解码能够并

行进行;

2)利用信号灯来协调各任务之间的活动 ,使

软件流程控制高效合理 ,并简化了对公共数据缓

冲区的管理 ,不会因此而产生数据丢失现象;

3)采用 pSOS嵌入式操作系统能充分合理地

利用系统的软硬件资源 ,提高了系统运行的效率 ,

且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3.3　系统实现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

G.723.1语音编解码使用 8kHz采样的单声

道语音样本 ,虽然 TM1300的音频输入输出单元

的采样频率是可编程的 ,但笔者所使用的 MDS

TM1300 IREF 板卡上与 TM 1300音频输入/输出

单元相配套的 A_D/D_A 转换芯片是 Philips

UDA1344TS ,该芯片支持的采样率范围是 16kHz

到48kHz。两者间的采样率不一致 ,需要进行采

样率的转换 。若以 16kHz来采样数据 ,则需将原

始采样样本按 2∶1抽取转换为 8kHz的采样数据

后再编码 ,而解码后的数据需按 1∶2 插零值转换

成 16kHz的数据再输出。但经上述转换后会产

生高低频率相互混叠现象 ,造成混叠失真 ,这时输

出语音有尖锐的啸叫声 ,必须设法予以消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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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 ,可采用正交镜像滤波器组来消除频率

混叠 ,图 3是正交镜像滤波器的高 、低频率子带幅

频特性 ,阴影部分为频率混叠部分。当两个滤波

器满足一定条件时 ,混叠分量可以完全相互抵消 ,

进而消除混叠失真。

图 3　正交镜像滤波器的幅频特性

Fig.3　Amplitude_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of

O rthogonal M irrorimage Filter

　　对采样数据的正交镜像滤波要耗费一定的计

算时间 ,会降低软件的运行效率。但笔者通过在

软件结构框图中合理地安排数据滤波程序 ,将滤

波放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 ,实验表明这对系统

的运行效率没有任何影响 ,从而消除了因加入滤

波程序而对系统的实时性带来的影响。

TM1300对 DSPCPU 提供给音频输入输出

单元的双缓冲区大小限制为 64个采样样本的倍

数。而语音编解码中基本数据处理长度为语音

帧 ,其长度并不是 64个采样样本的倍数 ,因此编

解码任务中每次编解码的数据量大小需与 AI

(AO)缓冲区大小相匹配 ,以简化对公共缓冲区队

列的管理以及避免数据丢失。

4　试验结果

为了测试 G.723.1 语音编解码器的软件优

化效果 ,笔者用 TriMedia系统提供的仿真工具进

行机器代码级的仿真测试 ,以优化前 、后编码一段

语音文件所需 TM1300机器周期数为衡量标准 ,

得到较好的代码优化效果 。优化前所需机器周期

数为 35 256 872 ,优化后为 3 147 967 ,代码优化效

率提高 91.07%。对于算法优化 ,优化前所需机

器周期数为4 523 139 ,优化后为 3 797 107 ,算法

优化效率提高 16.05%。

由以上数据看出 ,软件优化的效果非常显著。

对经过软件优化后的 G.723.1算法 ,笔者采

用 MDS TM 1300 IREF 板进行了实时测评。用

PC机上的声卡播放的语音经过音频线输入到板

上的 audio line in口 ,并进行实时的编解码后经板

上 audio line out 口播放 。结果表明 ,用单片的

TM1300芯片在低码率(5.3kbit/ s)时可以完成 6

路语音编解码 ,高码率(6.3kbit/s)时可实现 5路

语音编解码。

5　结　语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在 TM1300上定点实时

实现 G.723.1算法的解决方案 。该方案应用于

多点电视会议系统中 ,各终端的音频处理可以用

嵌入式系统实现而不需要 PC 机的支持。由于充

分发挥了 TM 1300强大的多媒体处理能力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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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简单 ,运行效率高 ,单片 TM 1300至少能实

现5 路 G.723.1语音编解码 。文中论述的有关

在 TM 1300 上定点语音编解码算法实现的一些

要点 ,对于在 TM1300 DSP 上实时实现图像编解

码以及其他方面的应用也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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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ITU_T G.723.1 en-

coding &decoding algorithms is firstly carried out.Subsequently , some main features about the

fixed_point DSP chip TM 1300 such as hardware st ructure , the principles of audio input and out-

put , embedded operat ing system running on TM1300 DSPCPU are int roduced.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introduction , this paper designs a set of feasible project running on TM 1300 fo r real

time speech sampling , speech encoding , decoding and playing aim to hardw are st ructure charac-

teristic of the chip.In o rder to come up to the real time requirement , the fixed_point algorithm of

G.723.1 is improved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of passing all test sequences provided by ITU_T .

The key technologies with real time implementat ion of G.723.1 speech coder on TM1300 is dis-

cussed emphatically in this paper;which most ly include the design wi th systemic overall f rame-

work , material algorithm opt imizations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g ram code optimizations w hich is

generalized acco rding to the st ructural feature of TriMedia DSPCPU.At the same t ime , some

problems which are met in the process of specif ic realization are also discussed.In addition , the

corresponding resolution are brought forw ard in this paper.

The experiment show s that at least 5 ways of speech encoder and decoder can be carried out

on single TriMedia 1300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speech encoding;embedded system;real t ime operat ing sy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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