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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 ITU_T H.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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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上的实时视频信号采集 、视频编解码 、视频输出系统的可行方案。讨论了 H.263 实

时视频编解码器在 TM1300 上定点实现的关键技术和难点问题 , 详细论述了 H.263 编解码算法的代码优化

技术。测试表明 ,本文的实现及优化技术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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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单一的媒体服务已经

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 ,如何在现有的通信

网络条件下提供更好的多媒体服务已经成为倍受

关注的话题。 I TU_T 的 H.263 标准[ 1]是用于低

于 64kbit/s的窄带通信信道的视频编码协议 ,可

用于可视电话等极低比特率的编解码器中。在

ITU_T 多媒体通信协议系列中 ,基于局域网的

H.323系统和基于 PSTN 网络的 H.324系统都

采用了H .263作为其视频部分的编解码标准。

基于 PC机方式的 H.323视频会议系统必须

要有计算机支持 ,而且在使用时要占据 CPU 的绝

大部分处理时间 ,在很多应用场合不适合采用这

种方式。

目前市场上有多种用于多媒体信息处理的

DSP(dig ital signal processing)芯片 ,如美国 ESS

公司的 LVP 系列 , TI 公司的 TMS320C80系列 ,

台湾华邦公司的 W9960CF 套片等。使用通用

DSP 作为主处理器而构成的独立系统 ,具有可扩

展性与兼容性 、易于与其他产品集成 、价格相对较

低 等 优 点 。 TriMedia 1300 (以 下 简 称

TM1300)[ 2 , 3]是 Philips公司推出的多媒体处理芯

片系列产品中的一种。本文采用 TM1300 数字

信号处理器实时实现了 ITU_T H.263视频编解

码标准 ,并通过了 ITU_T 提供的编码和解码测试

序列 。

1　H.263视频编解码器在 TM1300

上的实现

1.1　系统原理简介

H.263视频编解码器是一种经典的图像编解

码方法。视频编解码系统由信源编解码器 、视频复

用编解码器 、发送接收缓冲区 、打包解包器以及编

码控制单元等部分构成。视频信源编解码器完成

从视频图像序列中提取视频特征信息和根据视频

特征信息重建视频图像序列的功能。其核心是基

于运动补偿的帧间预测编码 ,以消除视频信号在时

域上的冗余;基于DCT 变换的变换编码 ,以消除时

域处理后的剩余图像信号在空间上的冗余。

TM1300是一款性能优良的媒体处理芯片 ,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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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是 32

位的处理器 ,能够进行 32 位的线性寻址 ,寻址能

力可达到 4GB。同时它含有 128个通用寄存器 ,

这些寄存器不像其他 DSP 的寄存器那样分段 ,所

有的操作都可以使用这些寄存器。其核心处理器

采用的是 VLIW(very long inst ruction w ord)超长

指令字结构 ,可以在每一个时钟周期内同时进行

5个操作。VLIW 结构还可以减少处理器的工

作量 ,核心CPU的运行由实时操作系统内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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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相互独立的多媒体输入输出单元可以接收

和输出格式化的数据。 TM1300 内部有专用的

16K字节的数据高速缓存和 32K字节的指令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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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TM1300还带有一些专用的协

处理器和专用的多媒体指令 ,其内部和功能单元之

间通过一个高性能的总线和存储系统进行通信 ,开

发者可以充分利用 TM1300硬件体系结构的特性 ,

提高视频 、音频编解码算法的运算速度 。

　　多媒体应用要求系统资源和活动得到高效的

管理 , TM 1300处理器支持 pSOS 实时多任务操

作系统内核。pSOS 操作系统由美国系统集成公

司(Integ rated System Inc)开发 。它基于开放式

操作系统标准(open system standard),并且针对

多媒体应用作了专门的优化。pSOS 真正实现了

抢先式 、基于优先级的任务调度及合理的中断处

理。内核保证在任何时刻 ,正在运行的任务在所

有准备好的任务中具有最高的优先级 ,更高优先

级的外部事件可以抢先改变调度的行为 ,通过改

变抢先特性 ,或调度任务时间片 ,用户可以改变调

度的行为。pSOS 还具有以下特点:动态的 、基于

对象的多任务及动态的存储分配;灵活的计时管

理和时钟服务;先进的错误处理和故障恢复等。

pSOS操作系统在内核层将与硬件有关的操作放

在一个模块中 ,对系统服务层以上则屏蔽了具体

的硬件特性。

1.2　系统调度

本文采用的编解码系统是一种实时系统 ,为

使其更高效合理地运行于 TM1300嵌入式系统 ,

本系统选用 pSOS这种实时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作

为操作平台。

在本系统中 ,H.263 视频编解码算法模块是

作为一个任务出现的 。任务的代码段必须驻留在

内存 ,可以固化在 ROM 中 ,也可以在启动或创建

时装入 RAM 。父任务先通过系统调用 t_create来

创建任务 ,传递的参数有用户指定的名称 、调度用

的优先级 、堆栈尺寸和工作标志。然后建立一个

任务控制块(TCB),分配一段足够大的内存 ,用于

任务的监控栈和用户栈 ,同时 ,建立任务的页面描

述块以及其他必要的扩充域。

系统调用 t_start 而进入 pSOS 内核 ,提供新

任务的启动地址 ,控制其初始执行行为的方式字

以及一张可选的自变量表。任务启动后 ,处于就

绪态 ,随后按其优先级参与调度 。调用 t_delete将

删除一个已创建的任务 ,释放其他资源 。

每个任务间的协调采用了 pSOS 信号灯的形

式来管理。这样不仅使系统控制简单合理 ,而且

更能有效地利用 TM 1300系统资源 ,提高系统的

运行效率 。

1.3　视频处理的实现

TM1300视频的输入和输出分别是由视频输入

单元(video in unit)和视频输出单元(video out unit)

来完成的。与 CCIR656/CCIR601 兼容的设备都可

以直接和视频输入单元相连接 ,其他的设备要通过

一个数字视频解码芯片来连接。视频输入单元从片

下单元获取数字视频后 ,将复合的 YUV数据分离 ,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进行子采样 ,然后回写到SDRAM

中。TM1300的视频输出单元 ,从 SDRAM中分离的

YUV数据结构中产生复合的 YUV数据流 ,然后将

数字视频数据输出到输出设备。视频输入输出缓冲

器都在 SDRAM 中 ,这样可以提高数据交换速度 ,有

利于进行实时处理。

图像协处理器 ICP能用于水平或垂直的图像滤

波和任意图像的缩放 ,能提高图像处理速度 ,节约处

理器的资源。变长解码器 VLD可减轻 TM1300用

于霍夫曼解码的工作量 ,有助于高比特率的MPEG_1

及MPEG_2解码。在低码率的视频通信系统中可通

过软件来实现而无需采用硬件 VLD。

视频处理主要包括视频的编码与解码。视频数

字信号直接送入 TM1300 ,与经过压缩编码后的语音

信号一起送入网络。在接收端 ,TM1300将接收到的

编码过的视频信号解码 ,然后输出。由于 TM1300

本身速率的限制 ,笔者采用 H.263标准完成低码率

的视频通信。视频的编解码在整个系统中占用资源

最多 ,因此在进行视频编解码软件开发时 ,尽量优化

程序 ,使之尽可能少地占用系统资源。视频编解码

系统的简化流程见图1。

　　由于在编码算法中也包括了大部分的解码算

法 ,因此编解码过程中的重点在于编码算法 。本

文视频编解码子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系

统控制部分实现子系统的启动 、退出 、编解码算法

切换以及与其他模块的数据交互和命令交互;核

心算法和公共工具函数部分实现码率控制 、编码

模式自适应选择 、快速 DCT/ IDCT 、运动估值 、去

块斑滤波 、环路滤波 、色彩格式转换 、图像内插和

亚采样 、累加绝对差和变差计算 、帧间预测和运动

补偿 、缓冲链表管理 、位流缓冲区管理 、FEC纠错

成帧 、视频编码码流的打包和解包等功能模块。

以往的 DSP 编程通常使用与硬件关系较密切的

汇编语言 ,对于 TM 1300 芯片则有相应的 C语言

编译器和集成开发调试环境 ,能帮助多媒体开发

者开发高度并行和高性能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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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视频编解码系统框图

Fig.1　Outline Blo ck Diagram of the V ideo Codec

2　H.263视频编解码器在 TM1300

上的优化

　　TM1300平台下的编译系统支持 ANSI C 及

C
++
代码。此外 , TM1300系统还提供了一些专

用的多媒体指令 ,称为定制运算(custom opera-

tions)。由于本编解码系统有较高的实时性要求 ,

因此必须根据 TM 1300系统的硬件及编译系统

特点 ,运用各种方法对H .263编解码算法的代码

进行优化 ,提高算法的执行效率 ,以满足实时性的

要求 。根据对硬件特点的研究和开发过程中的经

验 ,本文主要用以下方法对代码进行优化。

2.1　使用定制运算

定制运算是针对 TriM edia 系列的 CPU体系

结构而专门设计的 ,这些高度并行的定制运算大

大加速了数字信号处理和多媒体应用中常见的特

殊运算的性能 。定制运算提供了类似 C 函数调

用的方式 ,源代码里的访问语法和 C 语言保持一

致。视频编解码算法中相当多的计算都有对应的

定制运算 。在移植中采用这些定制运算替换标准

C 中的对应部分 ,可以充分利用 TM1300微处理

器的并行性 ,大大提高常用算法的运行速度。

例如 ,子像素预测插值中可以用 iavgonep 、

quadavg 等定制运算来代替 a=(A+B +1)/2之

类的操作 。关于加 、减 、乘 、除等运算 ,也有一些相

应的定制运算来代替 ,但是有时候用定制运算会

有一些额外的存储操作 ,产生一些影响速度的负

面效果 ,对这种情况要综合考虑 ,进行多次调试。

也可以用 C 语言中其他一些常规的提高效

率的技巧提高程序运行的速度 。

2.2　循环优化处理

循环展开(loop unrolling)可能会增加代码量 ,

但如果使循环内每条代码之间不存在依赖关系 ,就

可以利用 TM1300微处理器的并行特性 ,增加程序

的并行程度 ,提高运行速度。如果再利用 TriMedia

中的一些定制运算 ,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

一般情况下 ,对于次数确定的循环 , TriM edia

编译系统可以进行自动解开循环 ,但用人工循环

展开往往有更好的效果。对于次数不确定的循

环 ,由于编译时难以确定循环次数而不能自动展

开 ,因此将变长循环改为定长循环 ,能够取得较好

的效果 。在图像编解码的过程中 ,很多地方要用

循环 。在进行手工优化时 ,将循环展开 ,虽然降低

了程序的可读性 ,但却大大提高了效率 。

2.3　变量及函数处理

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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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

节省了访问时间 。函数调用需要一些额外的开

销 ,程序设计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函数调用 ,以节省

系统开销 。

编译器自动对内存变量进行别名分析(alias

analysis),如果它检测到两个内存单元不相同也

不相互重叠 ,编译器就试着削弱内存操作的强度 ,

使更多的操作并行执行。

在程序设计的过程中 ,使用数组指针比直接

使用数组运行速度要快。对于同时使用的几个数

组指针 ,如果使用系统提供的受限指针(rest ricted

pointer),编译器就不会对其进行别名分析 ,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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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指针所指向的对象互不依赖 ,就可以增加程

序的并行程度。

2.4　决策树的处理

在 TriM edia系统中 ,当控制流从一个决策树

转向另一个决策树时 ,才有中断发生 。当一棵决

策树的长度过长时 ,可能会发生寄存器溢出的现

象 ,导致程序执行效率降低 。使用 #pragma

TCS_break_dtree 指令可以限制决策树(基本的程

序控制块)的长度 ,避免出现溢出现象。

H.263编解码算法的程序结构流程相当复

杂 ,有许多大的程序控制块。如果在程序设计过

程中 ,恰到好处地加入一些#pragma TCS_break_

dtree指令 ,便能够限制决策树的长度 ,达到提高

程序运行效率的目的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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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优化级上可以对编译器的优

化行为进行不同的控制。TriMedia 编译器可以

自动进行循环展开 、函数内联(funct ion inlining)、

代码嫁接(Graft:用代码复制来代替分支转移)、

局部公共表达式消除等。

例如 ,在一个循环变量为 i 的循环中 ,表达式

8/3×i的运算效率就要比 8×i/3 高 ,因为编译

系统可以对前者自动进行局部公共表达式消除 ,

也就是说在整个循环过程中只计算一次 8/3的除

法 ,而后者要计算多次的除法 。

2.6　算法优化

首先是使用快速编解码算法。笔者利用可视

电话序列的特点和 DCT/ IDCT 行列变换的规律

来综合利用 TriMedia 的并行性。DCT 变换时选

择使用 Lee 快速算法[ 5 ,6] ,这是因为该算法有利

于改进为并行算法 。在具体代码的编写上 ,考虑

到计算的次序 ,将算法做一些改进 ,以提高算法的

并行程度 。

对于运动估值算法 、图像内插及亚采样算法 、

累加绝对差及变差计算算法 、帧间预测算法和运

动补偿算法等 ,考虑到编译系统的特性 ,适当改变

搜索和计算的次序 ,就能充分利用系统的循环展

开以及一些定制运算 ,如双重加(dspidualadd)、四

重取大(quadumax)等 ,以大大提高运算速度 。

优化方法还有一些 ,但任何一种方法并不都

是绝对有效的 。在优化过程中 ,只有在具体情况

下通过比较 ,才能判断何种方法在何种情况下更

有效 。

3　试验结果与结论

本研究采用MDS TM 1300 IREF 板对 H.263

算法进行了实时测评 。针对标准 QCIF 测试图像

序列 ,分别取得了优化前和优化后的测试结果 ,见

表 1。

表 1　测试结果

Tab.1　The Test Result

图像序列　　 图像帧数
优化前

耗时/ s 速度/(帧·s-1)

优化后

耗时/ s 速度/(帧·s-1)

Suzie序列 149 7.07 21.07 4.85 30.72

Foreman序列 239 13.01 18.37 8.29 28.83

Claire序列 493 17.10 28.83 14.64 33.67

　　通过综合运用以上各种方法对 H.263代码

进行优化后 ,可以看出 ,优化后的代码在 TM 1300

上的运行速度比优化前的 ANSI C代码有了显著

提高 ,从而使本套系统基本达到了实时性的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 , 上表中的测试数据只是在

TM1300的调试环境中取得的 , 只有相对意义。

同时考虑到 CIF 图像的结果(速度是 QCIF 的 1/

4),H.263编解码器还需进一步的优化 。

本文提出的图像编解码系统实用性很强 ,可

应用于可视电话 、多媒体终端 、视频会议等领域。

它在 TM 1300 上图像编解码算法实现和优化的

要点和技巧 ,对于在 TM1300上的其他方面也有

借鉴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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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TU_T recommendation H.263 specif ies a coded representation that can be used for

compressing the moving picture component of audio_visual services at low bit rates.The basic con-

f ig urat ion of the video source coding algorithm is based on Recommendation H.261 and is a hybrid

of inter_picture predict ion to utilize temporal redundancy and transform coding of the remaining

signal to reduce spatial redundancy.

TM1300 is a media processor for high_performance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that deals w ith

high_quality video and audio.TriMedia' s DSPCPU family delivers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and

high_level language programmability for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through the use of its V LIW ar-

chitecture.TriM edia' s V LIW architecture combines innovations in compiler and sof tw are design

w ith advances in logic design.

pSOSystem is a modular , high_perfo rmance real_time operating system designed specif ically

for embedded microprocessors.It provides a complete multitask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open

sy stems standards.

The feasible video codec running on TM 1300 is designed acco 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rdware st ructure.It includes real_time video signal sampling , video codec , video playing and so

on.The emphatically key technologies and problem of the real_t ime implementation of H .263

video codec on TM 1300 are discussed.The optimizat ion technical is given in detail to the H.263

encoding and decoding algo rithms for this hardware and compile system.This paper also describes

several optimizat ion w ays , such as using custom operation , loop unrolling , disposing variable and

function , decision tree graf ting , compile and algori thm optimization , and various optimization

methods suppo rted by the TriMedia compilation sy stem as w ell as techniques for exploiting the

fine_grain parallelism of the TriMedia architecture.The test results are listed in the end.

Key words:video codec;real time operating sy stem;cod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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