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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1视频编码协议中 BCH 前向

纠错码的快速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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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大学多媒体网络通信工程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介绍了 H.261 视频编码协议中的 BCH(511 , 493)纠错码的编码和纠错原理 , 分析了采用软件实现经

典算法效率低的原因 ,提出了纠正 2 位随机错误的快速算法。与经典除法算法相比 , 快速算法使整机运算效

率平均提高 20 倍以上 , 能够满足实时视频通信系统的要求。本算法已成功运用在 PSTN 和 ISDN 可视电话

中 ,而且这些快速算法的实现方法对其他运算量较大的纠错编码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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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61视频压缩原理是充分利用视频数据的

空间和时间冗余 ,采用预测与变换的混合编码方

法 ,对残余数据进行编码 ,保证了极大的压缩比。

因此 ,为保证接收方能正确地恢复图像 ,必须保证

视频数据在信道上的可靠传输 ,这对恢复图像质

量至关重要。但在实际信道上传输数字信号时 ,

由于信道传输特性不理想及加性噪声的影响 ,所

收到的数字信号会不可避免地发生错误 ,因此 ,必

须对视频数据进行差错控制。为了保证视频数据

的可靠传输 ,H.261 协议把传输数据按 512位组

成一帧 ,第 1位为帧同步位 ,第 2位为视频数据标

志位。其值为“1”表示本帧为视频数据 ,为“0”表

示本帧为填充数据。第 3位到第 494位为视频数

据位 ,其余 18 位为监督位 ,其中 ,从第 2 位到第

512位共 511位组成 BCH(511 ,493)前向纠错码 ,

它能纠正 2位随机错误。对一帧数据来说 ,它的

字节对齐 。

由于BCH(511 ,493)码运算量很大 ,在实时视

频通信中其运算量占较大比重 ,因此 ,在很多情况

下采用硬件来实现纠错或降低纠错要求(纠错 1

位)。但在低成本通信系统或没有硬件支持的桌面

式通信系统和信道误码率较高 ,要求有更高纠错能

力的情况下 ,首先要解决如何通过软件高效快速地

完成BCH 码计算问题 ,即如何提高 BCH 码的算法

效率 ,以保证实时可靠的视频通信。

1　BCH(511 , 493)编码 、译码和纠错
原理

　　BCH(511 ,493)编码原理实际上就是在一个

493位二进制数据序列之后附加一个 18位二进制

序列(称为检验码),从而构成一个总长为 511位的

二进制序列。设 493位二进制数据序列为 D =

(d492 , …, d0),对应的码多项式为 D(x);18 位二

进制检验码为 R =(r17 , …, r0),对应的码多项式

为R(x);最后得到的 511位二进制序列为 M =

(d492 , …, d0 , r17 , …, r0), 对应的码多项式为

M(x)。附加在数据序列之后的检验码与数据序列

的内容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关系 ,如果因干扰等

原因使数据序列中的某一位或某些位发生错误 ,这

种特定关系就会被破坏 ,因此 ,通过检查这一关系 ,

就可以实现对数据正确性的检验和纠错。

检验码 R(x)是通过对码多项式 D(x)提升

18次幂后除以生成多项式 G(x)得到的 ,然后将

所得余式置于升幂后的信息多项式之后形成监督

码元(即检验码),用码多项式形式表示为:

x
18
D(x)

G(x)
= Q(x)+

R(x)
G(x)

R(x)=Re
x
18
D(x)

G(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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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Q(x)为商式;x 18D(x)表示将数据序列 D

左移 18位(即在 D 的末尾再增加 18 个 0 位);

G(x)=(x 9+x 4+1)(x 9+x 6 +x 4+x
3+1),与

之相对应的 19位二进制序列为(1 ,0 ,0 ,1 ,0 , 0 ,1 ,

0 ,1 ,0 ,1 ,1 ,1 ,0 ,0 ,1 ,0 ,0 ,1);Re[ ]表示取余式运

算 , 这 些符 号 的 含 义 下 同 。由 此 得 到 的

BCH(511 , 493)系统码多项式为:

M(x)= x
18
D(x)+R(x)

　　BCH(511 , 493)译码纠错的基本原理分为 3

步:①由接收到的码多项式 B(x)来计算余式

Re(x);②由余式 Re(x)确定错误图样 E(x),且

余式 Re(x)与错误图样 E(x)是一一对应的 ,若

余数 Re(x)为 0 ,则表示接收到的数据序列没有

发生错误 ,否则表示接收到的数据序列发生了错

误;③将错误图样 E(x)与 B(x)相加 ,纠正错误

恢复原始数据 。其中余式 Re(x)计算也是采用

除法求余的原理 。其表达式为:

B(x)
G(x)

=
M(x)+E(x)

G(x)
= Q(x)+

Re(x)
G(x)

(2)

或 Re(x)=Re
B(x)
G(x)

2　快速算法的基本思路

从式(1)、式(2)可以看出 , BCH(511 , 493)纠错

编码庞大的计算量主要集中在编码 、译码的除法求

余和查找错误图样上。经典的算法在求余数时以

比特位为单位访问视频缓冲区 ,而计算机则是以字

节为单位来组织存储器中的数据 ,取比特位的操作

要涉及到大量比较 、移位及或运算等辅助运算 ,而

BCH(511 ,493)码码长较长(511位),故总的运算量

较大 ,这正是该算法计算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另

外 ,经典算法在查找 2位错误图样时 ,平均需要比

较1万次以上才能获得错误图样 ,这也影响了整体

的计算效率。所以 ,要提高编码 、译码 、纠错的软件

运行效率 ,必须找到一个高效的求余算法和查找错

误图样的算法。

提高软件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改

进求余算法的效率。减少对视频缓冲区的访问次

数和位操作次数 ,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字节操作运

算 ,以字节为单位访问视频数据缓冲区 ,提高访问

视频缓冲区的效率 ,这是提高求余算法运算效率

的关键之所在 ,也是改进算法的出发点 。

把式(1)展开 ,得到式(3):

x
18
D(x)

G(x)
=

d492 x
510 +…+d0 x

18

G(x)
=
d 492 x

510

G(x)
+…+

d 0 x
18

G(x)

Re
x
18
D(x)
G(x) =Re

d 492 x
510

G(x)
+…+Re

d 0 x
18

G(x)
=R 492 +…+R 0

(3)

　　只要求出当 d492 , …, d0 依次为 1时 ,各自对应

的余数 R492 , …, R 0 ,并将其依次存放在指定的码表

中 ,就可根据二进制序列(d492 , …, d0)中每位值(0

或1)的情况 ,通过用查表求和的方法得到余数。对

译码器来说 ,余数应再加上监督码元(18位二进制数

据序列)。通过建立码表 ,保证了能以字节为单位访

问视频缓冲区中的数据 ,这种思路对应§3中的求余

算法1。另外 ,式(3)还可表示为:

Re
x
18
D(x)

G(x)
=Re

d 492 x
510 +…+d486 x

504

G(x)
+Re

d485 x
503 +…+d 478 x

496

G(x)
+…+

Re
d 13 x

31 +…+d6 x
24

G(x)
+Re

d 5 x
23 +…+d 0 x

18

G(x)
=R

＊
61 +R

＊
60 +…+R

＊
1 +R

＊
0 (4)

式中 , R61
＊=R 492 +…+R 486 ,共有 128 种不同

的余数;R 0
＊=R 5+…+R 0 ,共有 64种不同的余

数;R 60
＊=R 485+…+R478 , … , R 1

＊=R13 +…

+R 6 。R 60
＊
, … , R 1

＊
共有 60 项 ,每一项有 256

种不同的余数项 ,把 R 61
＊ , … , R 0

＊按顺序依次存

放在指定的码表中。考虑到 H.261 协议中一帧

图像数据的长度为 512bi t ,64个 byte ,第一位为帧

同步位 ,不包括在 BCH(511 ,493)纠错码中 ,这样

安排 R 61
＊ , … , R 0

＊有利于以字节为单位访问视

频缓冲区中的数据 ,提高访问效率 。与§3中求

余算法同样的道理 ,可以根据二进制序列(d492 ,

…, d 0)中值的情况 ,通过用查表求和的方法得到

余数。对译码器来说 ,余数同样应再加上监督码

元(18位二进制数据序列)。这种思路对应§3中

的求余算法 2。

提高软件运行效率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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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查找错误图样的效率 ,而找到错误图样实

质上就是获取二进制序列中发生错误的位置 ,从

而纠正相应位的错误。因此 ,这里构造一个码表

和一个索引表。码表用来存放每个错误位的余

数 ,索引表用来存放位置索引。码表中的值依次

为 R 492 , …, R 0 , R′17 , …, R′0 ,其中 R 492 , … , R 0

的含义与前面所叙述的相同;R′17 , …, R′0 的值

依次为 18位的二进制序列(1 ,0 , … ,0),(0 ,0 , …,

1)。索引表中的值与码表中的值对应关系依次

为:R 492 0 , … , R′0 510 ,然后对码表进行排序 ,

并相应地调整索引表顺序 ,这样就可以通过折半

搜索法访问码表 ,进而通过索引表得到二进制序

列中发生错误的位置索引 ,通过位置索引值纠正

相应错误位。用折半搜索法可以大大提高程序的

运行效率 , 它的时间复杂度为 O(log2n)(n =

511)。

一般来说 , BCH(511 , 493)码中出现 1位错误

的概率较 2位错误的概率高(尤其在 ISDN 线路

上),而寻找 2位错误的位置索引又较 1位错误复

杂得多 ,因此 ,首先假设只发生 1位错误 ,用折半

搜索法通过码表和索引表查找错误位置索引 。若

找到错误位置索引 ,表示这种假设成立 ,否则表示

超过 1个数据位发生错误 。对于发生 2位随机错

误的情况 ,如果采取查表的方法 ,码表需要占用

521 220个存储单元 , 与之对应的索引表也要占

用521 220个存储单元 ,这对系统来说内存开销

太大 ,尤其不太适于存储空间受限的嵌入式系统。

因此 ,当发生 2位错误时 ,纠错算法宜采用循环折

半搜索方法 ,它的具体思路是:译码器所计算的余

数为 R 492 , …, R 0 , R′17 , …, R′0 中对应的两项之

和 ,先假设接收到的码序列(d 492 , … , d0 , r17 , …,

r0)中前 493位依次有 1位发生错误 ,再用折半搜

索法在码表中寻找另一个错误位置 ,进而得到相

应的 2 个错误位的位置索引 。采用这种纠错策

略 ,从平均效果上来看 ,软件的运行效率将有明显

的提高 ,且又不降低纠错能力 。

3　运算速度的估计和性能分析

经典求余算法　对视频的访问以位为单位 ,

访问视频缓冲区 511 次 ,比较 986 次 , 移位 511

次 ,加法 494次 ,还有大量其他辅助运算 ,这种算

法运行效率不高 。

求余算法 1　占用 2 048个存储单元 ,对视频

数据缓冲区的访问只有 64次 ,且以字节方式访

问 ,无位访问操作 ,查表 493次 ,比较 493次 ,移位

493次 ,加法 493次。实践表明 ,它比经典的除法

算法效率提高 10倍以上。这种算法占用存储空

间也不大(2 048个单元),可以很方便地移植到

其他系统内存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甚至是单片

机系统中 。

求余算法 2　占用 62 224 个存储单元 ,对视

频的访问为 64次 ,且以字节方式访问 ,无位访问

操作 ,查表只有 62次 ,加法 63次 ,无移位和比较

运算 ,从实际运行效果上来看 ,它比算法 1要快 7

倍以上 ,比经典的除法算法效率提高 70倍以上。

与算法 1相比 ,其缺点是占有较大的存储空间 ,但

对于内存资源丰富的系统来说 ,应是一个较好的

选择 。

比较经典除法求余算法与以上 2种求余算法

可以看出 ,改进后的快速算法效率高的主要原因

就在于对视频数据的访问效率上 ,以字节为单位

访问视频缓冲区的效率高 。算法 1的循环次数是

算法 2的 8倍 ,所以算法 2比算法 1 效率高 7倍

以上 。

经典的纠错算法 ,在纠正 1位错误时 ,平均查

表 247次 ,在纠正 2位错误时 ,平均查表 1万次以

上。由此可见 ,在纠正 2位错误时 ,这种算法计算

量很大 ,因此一些系统采用只纠正 1 位错误的方

法 ,以牺牲纠错能力为代价来保证视频通信的实

时性 。

改进后的纠错算法 ,在纠正 1位错误时 ,用折

半查表法 ,平均查表 9次;在纠正 2位错误时 ,用

循环折半查表法 ,平均查表 2 218.5次 ,其运行效

率明显高于经典的纠错算法。

4　试验测试结果

4.1　测试环境

采用标准的嵌入式 C语言设计算法 ,编译环

境为 GNU ,CPU 为 32位的W90220 ,运算能力为

100M 指令/ s。

4.2　算法运算效率的测试结果

对一帧视频数据进行编码 、译码 ,求余算法测

试结果如表 1所示;纠错算法测试结果如表 2所

示。对比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改进后的快速算

法运行效率明显提高 。

4.3　求余快速算法的正确性测试

设输入的数据为“01111…11”(493bit),比较

经典算法 、快速算法 1和快速算法 2的计算结果 ,

校验位均为“ 011011010100011011”(18bi t),与实

际结果相同。同理 ,改变输入数据重新进行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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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表明 ,3种算法的计算结果与实际结果相同 ,改

进后的求余快速算法是正确的 。

4.4　随机错误的纠正测试

依次改变译码器的输入(共 511 位)值 ,经过

改进的 BCH 纠错算法均能检测到发生错误的准

确位置 ,表明改进后的纠错算法正确 。同理可以

验证 ,改进后的纠错算法可以纠正 2位随机错误。

表 1　求余算法测试结果

Tab.1　Test Result of Computing Remainder A lgorithm

求余算法 编码时间/ms 译码时间/ms

经典算法 0.4 0.4

快速算法 1 0.028 0.028

快速算法 2 0.004 0.004

表 2　纠错算法测试结果

Tab.2　Test Result of Error_correcting Algo rithm

纠错算法 纠正 1位错误耗时/μs 纠正 2位错误耗时/m s

经典算法 10 0.8

改进算法 0.3 0.2

5　快速算法在 ISDN/PSTN 可视电

话中的应用

　　在笔者研制的 ISDN/PSTN 可视电话试验

中 ,CPU 采用 W90220 ,其运算能力为 100M 指

令/ s ,程序存储空间为 4M ,操作系统为SuperTask

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 ,软件采用标准的嵌入式 C

语言设计 ,编译环境为 GNU 。BCH(511 , 493)编

码器 、译码器作为视频模块和复用/解复用模块的

接口函数被复用/解复用模块调用 。

对于窄带 ISDN 可视电话 ,视频的最大传输

速率为 108.8kbi t/ s , 512bi t视频数据的传输时间

约为 4.7ms ,在发生 2个随机错误的情况下 ,快速

算法 1的 BCH(511 , 493)编码 、译码和纠错的时

间共为 0.256ms ,快速算法 2共为 0.208ms ,均远

小于 4.7ms , CPU 的占用率小于 5.5%。由此可

见 ,改进后的快速算法完全能满足 ISDN 可视电

话系统的实时视频通信的要求 。而同样的运算量

经典算法运算时间高达 1.6ms , CPU 的占用率大

于34%,对系统造成很大的压力 ,影响可视电话

的实时实现。

对于 PSTN 可视电话 ,视频最大的传输速率

为 28.8kbit/ s ,同样可以得出 ,改进后的快速算法

完全能满足 PSTN 可视电话系统的实时视频通

信的要求 。

试验表明 ,在 ISDN/PSTN可视电话中 ,用改

进后的软件取代硬件(硬件实现法不占用CPU的

时间)实现 BCH 差错控制 , 运算效率很高 ,CPU

的占用率很小 ,能够满足实时通信的要求 ,且运行

稳定 ,与其他同类产品互通性好 ,而且降低了系统

成本。该算法也可应用到其他需要采用 BCH 差

错控制的视频通信系统中 。

6　结　语

BCH 码是一类很好的线性纠错码类 ,它的纠

错能力很强 ,并且构造方便 ,编码原理简单 ,特别

是具有严格的代数结构 ,因此它在编码理论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 。BCH 码是迄今为止在理论上研

究得最为详尽 ,分析得最为透彻 ,取得的成果最多

的码类之一 ,但在实际应用上 ,由于中长码运算量

极大 ,在实时通信传输中一般采用专门的硬件来

实现 。随着多媒体通信在桌面式系统及低成本多

媒体通信系统中的广泛应用 ,在工程应用上研究

高效率的软件实现算法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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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1 Video Coder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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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BCH is a kind of linear erro r_correcting code w ith good perfo rmance up to now , i t has

been used w idely.But for the relatively longer codes , i t cost large computation , so special hardw are

is alw ayes employed in real_time communication.But in low_cost communication sy stem o r desktop

communication system with no hardw are suppo rt , the most urgent problem is how to complete the

computation of BCH code ef ficiently ,namely the algorithm efficiency of BCH code.In this paper ,

firstly , coding method and error_correction theory of BCH(511 ,493)error_correcting in video cod-

ing recommendation H.261 are introduced , then the low ef ficiency in classical division algorithm

w ith sof tw are completion is analy zed.Subsequent ly , a kind of quick algorithm on correcting 2_bit

random erro rs is offered.With practical evidence , this algorithm can increase the w hole running

speed at least 20 t imes than the classical division algorithm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 in real_time

video communication.It has been successfully used in PSTN and ISDN videophone.

Key words:H.261;BCH error_correcting decoding;quick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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