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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Ｈ．２６４的参考模型ＪＭ中犘帧差错隐藏算法的不足，设计了改进的犘帧差错隐藏方案。介绍了

该方案中算法的理论基础及实现原理，并基于ＪＭ８６平台对改进方案和原方案进行了对比测试，验证了改进

方案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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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压缩码流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或无线信道中传输

时，受信道带宽及信道稳定性的影响，会发生数据

包的丢失，尤其是在基于运动补偿的视频编码标

准［１］中，一帧数据中发生的错误不仅影响到当前

帧的图像重建质量，而且会延续到随后而使得大

量的视频信号发生错误。因此对视频图像进行有

效的差错控制和差错隐藏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重

要课题。

差错隐藏技术［２］属于解码后期处理，是指解

码器在不需要从编码器得到额外信息的前提下，

试图用主观可接受的、近似原来质量的视频数据

来遮盖差错受损数据，其实质是用己有的视频数

据来代替丢失的数据，设法使这些差错在视觉上

不被察觉出来，从而达到差错隐藏的目的。差错

隐藏的依据是自然景物的低频特性，即视频图像

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高度相关性和平滑性，因此可

分别在空域、时域或频域内进行隐藏。其中，空域

差错隐藏技术［３］主要利用了视频序列的空域相关

性，通过有效邻域的空间插值算法来估计出当前

丢失的宏块；时域差错隐藏技术［４］则主要利用了

视频序列的时域相关性，首先通过某种算法估计

出丢失的运动矢量，然后再进行运动补偿；频域差

错隐藏技术［５］则主要利用周围图像块频谱上的相

关信息。由于差错隐藏技术在解码端工作，并不

需要增加额外的码流开销，所以在视频数据的差

错控制中，差错隐藏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本文针对最新的国际视频压缩标准 Ｈ．

２６４
［６］的特点，提出了采用自适应的时域和空域相

结合的差错隐藏技术，不同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差

错隐藏方法，因此对差错信号有更好的恢复效果。

实验结果验证了该算法的优越性。

１　犑犕中采用的犘帧差错隐藏算法

参考模型ＪＭ中的时域隐藏采用的是运动矢

量帧间预测法，ＪＭ 中的时域差错隐藏过程只针

对１６×１６宏块大小。其差错隐藏算法的分析过

程如下所示。

１）只使用丢失宏块空间相邻的上下左右４

个宏块的运动矢量信息和参考帧信息。

图１中所示的犞犻是８×８的，每个犞犻包含４

个４×４块，也就是４个４×４的运动矢量，还有一

个参考帧，犞犻的计算公式为：

犞犻 ＝ （犕狓，犕狔，犚）＝ （Ｍｅａｎ（犞犻（１），

犞犻（２），犞犻（３），犞犻（４））） （１）

式中，（犕狓，犕狔）代表犞犻块运动矢量；犚代表犞犻块

的参考帧；犞犻（１），犞犻（２），犞犻（３），犞犻（４）分别是８×８

块中相对应的４×４块的运动矢量；犞犻是这４个运

动矢量的平均值。如果当前帧中的运动矢量的平

均值大于预定义的阈值，那么就采用候选运动矢

量｛犣，犞１，犞２，犞３，犞４，犞５，犞６，犞７，犞８｝来掩盖丢失的

宏块。犣表示零矢量，当采用零矢量时，丢失的宏

块由前一帧相同位置的宏块来替代。

２）边界匹配法（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ｌｇ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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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丢失宏块的候选运动矢量

Ｆｉｇ．１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ＬｏｓｔＭＢ

ｒｉｔｈｍ，ＢＭＡ）。选择边界像素和误码块周围相邻

的像素差值最小的块。在上面的９个候选运动矢

量中，使ＢＭＡ的值最小的运动矢量作为丢失宏

块的运动矢量，由此得到的预测块作为丢失宏块

的掩盖块。

２　改进的犘帧差错隐藏算法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ＪＭ 中的犘 帧差错

隐藏算法有很多不足。首先，针对犘帧只采用了

时域差错隐藏方法，而没有考虑空域差错隐藏算

法，因为在犘 帧中也有一定的帧内编码宏块；其

次，运动矢量帧间预测法中采用的候选运动矢量

太少；然后，ＪＭ中的时域差错隐藏过程只针对１６

×１６宏块大小，如果对于图像比较平滑的区域，

这种方法的效果比较好，但是对于有很多丰富细

节的图像，则效果较差。

针对ＪＭ 中的犘帧差错隐藏算法的不足，本

文提出了改进的犘帧差错隐藏算法。

２．１　算法分析

首先采用运动矢量帧间预测法，改进的时域

差错隐藏算法的分析过程如下所示。

１）采用外边界匹配法（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ＥＢＭＡ）。外边界就是计算

参考块的外部相邻像素和丢失块的外部相邻像素

的差异。外边界匹配法的代价函数为：

ｃｏｓｔＥＢ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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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狓０，狔０）是丢失宏块左上像素点的坐标；

（狏狓，狏狔）是候选的运动矢量；犘狓和犘
狉
狓分别表示丢

失宏块所在的当前帧和参考帧；犖 表示参与计算

的像素点的个数。

ＪＭ中给出的ＢＭＡ准则，是计算预测宏块的

边界像素值与丢失宏块的外部相邻像素的差异，

参与计算差异的像素个数较少，容易受到噪声的

干扰。而且，如果本来宏块边界就存在物体边缘，

ＢＭＡ的匹配效果将大打折扣。而ＥＢＭＡ是计算

参考块和误码块的外部相邻像素的差异，所以容

易恢复出物体的边缘部分。

２）不仅采用丢失宏块的相邻宏块的运动矢

量和参考帧，而且还采用前一帧中的对应宏块的

运动矢量和丢失宏块的相邻宏块的编码模式。

３）丢失宏块将基于不同的块大小进行差错

隐藏，如图２所示。模式１是１６×１６的块大小，

模式２由两个１６×８的块组成，模式３由两个８

×１６的块组成，模式４由４个８×８的块组成。

图２　块分割模式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ｌｏｃｋ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

假设已经检测到丢失宏块的位置，并且相邻

宏块已经被正确接收或者已经被差错掩盖。本文

的方法将分为两步：

１）首先根据丢失宏块周围宏块的编码模式

估计出丢失宏块的编码模式，然后依据估计的编

码模式对丢失宏块进行差错隐藏；

２）根据不同的宏块编码模式，可以用４种不

同宏块分割模式来进行差错隐藏。

２．２　宏块模式和运动矢量

由图２可以看出，本文中将丢失宏块按４种

宏块模式来采用４种不同的差错隐藏算法。

模式１　 在丢失宏块的相邻宏块中，如果上

邻块和下邻块的编码模式不是帧间８×８或８×

１６，而且左右宏块的编码模式不是帧间８×８或

１６×８，那么估计出丢失宏块的编码模式为帧间

１６×１６，时域差错隐藏将选择图２中的模式１。

模式１也就是ＪＭ 采用的时域差错隐藏的模式，

丢失宏块将以一个１６×１６的宏块来进行差错隐

藏，丢失宏块的候选运动矢量是：

块０：｛犣，犞１，犞２，犞３，犞４，犞５，犞６，犞７，犞８，犞犘｝

犞犻（犻＝１，…，８）如图１所示，其中犞犘表示前一帧

７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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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丢失宏块相对应的宏块的运动矢量。

模式２　在丢失宏块的相邻宏块中，如果上

邻块和下邻块的编码模式不是帧间８×８或８×

１６，但是左右宏块的编码模式是帧间８×８或１６

×８，那么估计出丢失宏块的编码模式为帧间１６

×８，时域差错隐藏将选择图２中的模式２。在这

种情况下，丢失宏块将分成两个１６×８块来进行

差错隐藏，每一块的候选运动矢量如下所示：

块０：｛犣，犞１，犞２，犞３，犞７｝，块１：｛犣，犞４，犞５，犞６，

犞８｝

模式３　在丢失宏块的相邻宏块中，如果上

邻块和下邻块的编码模式是帧间８×８或８×１６，

但是左右宏块的编码模式不是帧间８×８或１６×

８，那么估计出丢失宏块的编码模式为帧间８×

１６，时域差错隐藏将选择图２中的模式３。在这

种情况下，丢失宏块将分成两个８×１６块来进行

差错隐藏，每一块的候选运动矢量如下所示：

块０：｛犣，犞１，犞３，犞４，犞５｝，块１：｛犣，犞２，犞６，犞７，

犞８｝

模式４　在丢失宏块的相邻宏块中，如果上

邻块和下邻块的编码模式是帧间８×８或８×１６，

而且左右宏块的编码模式是帧间８×８或１６×８，

那么估计出丢失宏块的编码模式为帧间８×８，时

域差错隐藏将选择图２中的模式４。在这种情况

下，丢失宏块将分成４个８×８块来进行差错隐

藏，每一块的候选运动矢量如下所示：

块０：｛犣，犞１，犞３｝，块１：｛犣，犞２，犞７｝

块２：｛犣，犞４，犞５｝，块３：｛犣，犞６，犞８｝

当确定出丢失宏块的编码模式以及候选运动

矢量后，利用上一节提到的外边界匹配算法来作

为运动矢量的挑选标准，根据式（２），代价函数最

小的运动矢量作为丢失块的最佳运动矢量，那么

最佳运动矢量在参考帧中的预测块则作为丢失块

的差错隐藏的代替块。

上面提到的方法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假

设已经检测到丢失宏块的位置，并且相邻宏块已

经被正确接受或者掩盖。那么如果假设已经检测

到丢失宏块的位置，并且相邻宏块也丢失了，那么

受损宏块的相邻宏块也受损，不能提供可靠的运

动矢量，这时可以引入前一帧的相对应的宏块的

运动矢量以及对应宏块的相邻宏块的运动矢量作

为丢失块的运动矢量。该方法可以在ＪＭ 的模型

上加以修改，将ＪＭ 中丢失宏块的候选运动矢量

修改为：零矢量、相邻４个宏块的运动矢量、前一

帧对应宏块的候选运动矢量、前一帧对应宏块的

相邻４个宏块的运动矢量。

２．３　自适应时／空域差错隐藏

时域和空域差错隐藏可以得到不同的重建图

像质量，尤其在犘 帧中也有一定的帧内编码宏

块，如果只采用了时域差错隐藏方法而不考虑空

域差错隐藏算法，那么差错隐藏将达不到最佳的

效果。一般在检测到丢失宏块的存在后，应由决

策程序进行时域或空域差错隐藏的选择。

在 Ｈ．２６４草案所建议的差错隐藏方法中，对

所有的Ｉｎｔｒａ帧采用空域差错隐藏，对所有的Ｉｎ

ｔｅｒ帧采用时域差错隐藏。对于场景变换或者不

规则运动的视频序列，由于不能正确估计丢失宏

块的编码模式，从而不能较准确地恢复像素值，导

致重建的质量不理想。

本文采用一种增强的编码模式估计算法，自

适应地将空域与时域掩盖的优越性结合在一起。

这种算法基于 Ｈ．２６４的块编码特性，依据４个相

邻宏块中正确接收块的编码模式来估计丢失区域

的空域与时域活动性。受损宏块最近的两个宏块

对中：① 至少有一对是正常可用的；② 至少有两

个是Ｉｎｔｒａ模式的。把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宏块

估计为Ｉｎｔｒａ宏块，否则估计成Ｉｎｔｅｒ宏块。Ｉｎｔｒａ

宏块采用空域隐藏，Ｉｎｔｅｒ宏块采用时域隐藏。

３　实　例

本文提出的改进的犘帧差错隐藏算法，更好

地适应了 Ｈ．２６４中运动估值时可变块的特性，能

够对丢失宏块达到更好的差错隐藏效果。采用

Ｆｏｒｅｍａｎ序列，改进后的犘 帧差错隐藏效果如

图３（ｂ）所示。

图３　两种方案比较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Ｍａｎｄ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图４截取自Ｆｏｒｅｍａｎ测试序列，图３（ａ）是原

ＪＭ方案解码重建的第１５帧，图３（ｂ）是根据本文

的改进方案解码重建的对应帧。可以看出，在下

巴和脸部部分，改进方案比原方案在视觉效果上

有了提高。零矢量预测法、ＪＭ 中采用的方法、本

文采用的方法的客观比较如图４所示。

８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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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３种方案ＰＳＮＲ比较曲线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ｓ

对于运动中等的Ｆｏｒｅｍａｎ序列，采用本文的

方法与采用零矢量差错隐藏方法以及ＪＭ 中的方

法相比，得到的 ＰＳＮＲ值都有明显的提高。将

１００帧的序列解码完毕后，ＪＭ 方案的亮度ＰＳＮＲ

（峰值信噪比）为３３．３４ｄＢ，改进方案的ＰＳＮＲ为

３４．８６ｄＢ，提高１．５２ｄＢ。

４　结　语

本文根据最新视频压缩标准 Ｈ．２６４的新特

点，提出了基于不同分块模式的差错隐藏算法，并

且考虑了自适应的时空域差错隐藏，提高了差错

隐藏的效果。本文的算法完全基于解码端，不需

要反馈信道，没有改变 Ｈ．２６４的码流结构，具有

广泛的实用性。

虽然大部分差错控制工作是以牺牲码率增大

传输负担为代价的，但是在特定的应用下仍然有

其优势。编解码端的有效配合也是进行差错控制

的重要方法之一，所以下一步的工作主要针对将

解码端差错隐藏与编码端的鲁棒编码方法结合在

一起，更好地进行差错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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