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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图形图像序列压缩编码方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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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远程炒股 、远程教学和远程协同工作中的计算机屏幕共享问题 , 提出了一种对似图形图像序列进

行无损压缩的编码方案。首先将似图形图像转化成索引图像 , 然后对索引图像序列进行帧间行程编码和自适

应预测 Huffman 编码 , 最后再对码流进行 LZ77 编码。实验表明 ,该方案能够有效地压缩似图形图像序列 , 与

一般的无损图像编码方案相比 ,明显地提高了图像的压缩效率 ,压缩比可达到 80∶1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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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许多远程教学 、远程炒股和远程协同工作

应用中 ,常常要收发这样一类图像序列:图像的色

彩分布主要集中在少数几种颜色上 ,且相同颜色

值的像素在空间域上的分布比较集中。这种图像

序列称为似图形图像序列。对于这种图像序列 ,

若采用基于块运动补偿和 DCT 变换技术(MC+

DCT)的传统 图像编 码方案 , 如 H.261[ 1] 、

H.263[ 2] 、MPEG_1[ 4] 、MPEG_2[ 5]等 ,图像质量难

以满足应用的要求。因为这种图像序列中含有很

多边缘信息 ,例如表格线或文字等 ,它们分别对应

于DCT 变换域中的高频分量 ,在量化过程中部分

高频分量的丢失会导致图像中边缘信息的模糊 ,

即文字或线划边缘的模糊 ,严重地影响图像的视

觉效果 。而另一方面 ,若采用通用的无损图像压

缩编码方案 ,如 JPEG2000[ 6]等 ,其压缩比较低 ,

难以满足信息实时传递的要求 。

针对这种特殊的视频序列和应用 ,本文提出

了一种无损或近似无损的图像编解码方案。它利

用了似图形图像序列中颜色数较少的特点 ,首先

将其转化为索引图像 ,然后再对索引图像序列进

行帧间行程编码和自适应 Huffman 编码 。在帧

间编码的过程中 ,由于这种序列基本上没有平移

运动 ,因此没有进行运动估计操作 ,只是根据一定

的规则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宏块替代和帧间预测编

码。同时 ,在行程编码的过程中 ,对图像的索引值

进行了预测编码 。

1　似图形图像序列几种基本的压缩
编码算法

1.1　似图形图像序列的特点分析

似图形图像序列是由一系列似图形图像组成

的序列 ,而似图形图像则是主要由一些简单的图

标 、文字和线划等图形元素组成的图像 。这样的

图像画面虽然简单 ,但如果用传统的图像编码方

案进行编码 ,如 H.263等 ,则压缩后的图像边缘

部分过于模糊而影响图像的主观视觉效果 ,不适

合于这种特殊的图像序列。另外 ,图像的前后帧

之间基本上没有平移运动 ,也就没有必要进行运

动估计 ,但前后帧之间又有强烈的相关性 ,例如画

面上文字或图形的局部变化 ,因此仍然需要进行

帧间预测和补偿。

1.2　似图形图像无损压缩的基本技术

传统的基于块变换编码方案主要是利用正交

变换将图像的能量集中到少数低频变换系数上 ,再

对这些系数进行量化编码 ,从而达到压缩的目的。

这是一种有损压缩方案 ,它会使似图形图像中的文

字和线条变模糊 ,无法满足用户对图像清晰度的要

求。因此 ,本文采用了一种无损或近似无损的压缩

方案 ,该方案中利用了以下几种编码算法。

　　1)行程编码(RLC):由于似图形图像序列中

含有很多颜色值相同的大面积区域 ,因此采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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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编码的压缩效率是很高的[ 8] ;

2)Huffman编码:用来对行程进行编码 ,以

进一步提高压缩效率;

3)预测编码:用来去除相邻两帧在时间轴上

的冗余;

4)LZ77方案:用在熵编码阶段 ,对经过信源

编码后输出的数据流进行压缩 。

2　似图形图像序列压缩方案

2.1　总体方案

对于似图形图像 ,不能进行变换编码 ,因此只

能采取空域中的无损压缩编码方案进行编码 。如

果采集的图像中含有噪声 ,则需在编码之前首先

对输入的图像序列进行去噪处理 ,再转化为索引

图像进行编码 , 如图 1 所示 。对于图像序列中的

第一帧 ,以及收到解码端请求帧内编码信号后的

第一帧图像 ,采用帧内编码 ,其优点在于能够消除

解码端的累积误差 ,并使解码器能及时地从因误

码和丢包所造成的错误状态中恢复过来 ,缺点则

是压缩率较低 。为了提高压缩率 ,对于序列中的

其他图像 ,则采用帧间编码 ,即以前一帧作为参考

帧 ,依据一定的匹配准则进行帧间预测补偿。

2.2　帧内编码

与传统的图像编码方案一样 ,本方案仍然采

用基于块的编码 。因为这种图像的颜色数比较

少 ,首先利用直方图统计的方法提取出图像的背

景色和非背景色 ,这样就将原来的图像简化为二

值图像 ,1 代表背景像素 , 0代表非背景像素 。对

这样的二值图像进行行程编码 ,就完成了像素数

最多的背景色的编码 。再将非背景色的像素按

Raster 扫描方式形成一维数据 ,对这一维的数据

进行行程编码 。在行程编码的过程中 ,对每个新

出现的行程颜色值根据前面的预测编码方法进行

预测编码 ,由于各个行程长度出现的概率不一样 ,

因此 ,对行程长度编码采用 Huffman 编码的方式

可以进一步提高压缩比 ,如图 2所示。

2.3　帧间编码

似图形图像序列中 ,基本上没有传统意义上

的运动 ,因此运动估计不能有效地提高压缩比。

该方案中的帧间编码是基于前后帧相对应的块进

行的。如果前后帧相对应的块完全相同 ,则用前

一帧对应的块来替代当前块;如果它们之间的不

同像素超过一定的阈值(Th 1),则对该块进行帧

内编码 ,否则进行帧间预测编码 ,即只对与前一帧

对应块不相同的像素编码 ,如图 3 所示 。图中 ,

“差异”表示前后帧对应块中不相同的像素数 。帧

间预测编码和帧内编码相似 ,根据比较结果形成

当前宏块的二值图像 , 1表示该像素和前一帧对

应像素值相同 , 0表示该像素和前一帧对应像素

值不相同 ,对此二值图像的编码就完成了相同像

素值的编码。对不相同的像素进行 Raster 扫描

形成一维数据 ,再对一维数据进行行程和 Huff-

man编码 。在解码端反向操作即可。

2.4　码流的 LZ77编码

为了去除码流数据本身的冗余 ,需要对码流

数据再进行 LZ77压缩编码 ,但 LZ77方案的耗时

较大 ,会影响应用的实时性要求 ,因此窗口不做滑

动 ,而是采用 64k大小的固定窗口 。

3　实验结果和分析

为验证本文方案的有效性 ,笔者测试了多种

图像序列 。在用 C 语言实现该方案的过程中 ,选

择图像大小为 1 024×768 ,块的大小定义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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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阈值 Th 1 为 50 ,输入图像为 RGB 三原色图

像。为了减少编码的复杂性 ,在由三原色图像转

化为索引图像的过程中 ,像素的索引值由 RGB的

前三位组合而成 , 即最大颜色数为 512 种。

图 4(a)表示对标志背景和非背景的二值图像进

行行程编码的 Huffman码表;图 4(b)表示对非背

景颜色值行程编码的 Huffman码表;图 4(c)表示

在帧间编码的过程中 ,对用来区分前后帧是否相

同的二值图像进行行程编码的 Huffman码表;图

4(d)表示对前后帧不相同像素进行行程编码的

Huffman 码表。表中的 ESCAPE 表示当行程长

度值不在对应的码表中时 ,就用 ESCAPE 码进行

标志 ,然后再对实际行程长度进行编码 。

　　图 5(a)为一幅原始的似图形图像;图 5(b)为

采用 H.263解码后的图像;用本文方案对图 5(a)

编解码后的图像如图 5(c)所示。本方案编解码

后的图像和原始图像相比 ,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 ,

和H .263 编解码后的图像相比 ,图像质量有了明

显的提高 ,尤其图像中的轮廓信息。由于利用

PSN R值对这样的图像序列进行客观的评价是不

合理的
[ 9]
,因此本文没有利用这样的评价标准。

在远程计算机管理中 ,如果对分辨率为 1 024×

768的屏幕图像传输采用传统的视频图像编解码

方案 ,则对带宽的要求很高 ,而且解码后图像的质

量也很差。如果用本文中的方案 ,则解码后的图

像和原始图像几乎没有差别 ,而且如果屏幕的变

化较小 ,如仅有鼠标的移动 ,则编码数据量会更

小 ,因为根据帧间编码方案大部分图像只需要传

一些标志位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完全满足应用的

实时性要求。

行程长度 码字

1 0

31 10

2 110

ESCAPE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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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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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长度 码字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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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实验中使用的 Huffman 表

Fig.4　The Huffman Table Used in the Experiment

　　(a)　似图形图像　　　　　　　(b)　H.263解码后的图像　　　　　　　(c)　本方案解码后的图像

图 5　采用 H.263 方案与本文方案对似图形图像进行编解码的效果对比

Fig.5　The Effect Contrast of H.263 and Our P roposed Method

4　应用与结论

本文提出的似图形图像序列编解码方案 ,和

一般的视频图像编解码方案相比 ,明显地提高了

图像的压缩效率和解码后图像的质量 ,为远程似

图形图像序列的传输提供了一种可靠的解决方

案。

实践证明 ,该编解码方案不仅稳定 、高效 ,而

且满足了用户对于似图形图像清晰度的要求 。但

是似图形图像序列有许多不同于连续谱图像序列

的特点 ,如果用该方案对连续谱图像序列进行编

码 ,则效果不是很理想。因此 ,当图像序列中包含

连续谱图像和似图形图像两种图像时 ,就需要一

种检测机制来对它们进行区分 。对似图形图像采

用本编解码方案 ,而对于连续谱图像采用 H.261

和H .263等编解码方案 ,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解

码图像序列的整体主观效果。这一工作正在进行

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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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 rder to realize the computer screen share in distant teaching , distant stocking and

distant cooperation wo rking , a compression scheme is proposed fo r graphiclike image sequences

(GISS)in this paper.It first converts the g raphiclike image to index image , then codes them w ith

interframe run leng th algori thm and adaptive predictive Huf fman algorithm , finally w e code

stream with LZ77 algorithm.The scheme employs the intrinsic characters of the G ISS ———the col-

or distribution of the image mainly concentrates on few kinds of color and the pixels w hich have

the same colo r are also adjacent in space.The result of computer simulation show s that our sheme

can compress the GISS effectively and improves the compression ratio obviously relative to the t ra-

di tional lossless compression algorithms.The most compression ratio is 80∶1.

Key words:image coding;data compression;run leng th coding;video compression;Huffman 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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