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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低码率实时应用领域的特点，对 Ｈ．２６４的新编码特性进行了分析选择，提出了一套合适的编码

方案，在编码性能和编码复杂度之间平衡；利用ＢＳＰ１５ＤＳＰ芯片硬件的特点，设计了 Ｈ．２６４编码器，并在

ＤＳＰ上实现。实验结果表明，Ｈ．２６４编码器对ＣＩＦ大小的图像实现了实时编码。

关键词：Ｈ．２６４；视频；ＢＳＰ１５；编码器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３９１；ＴＰ７５２

　　Ｈ．２６４是面向多比特率的视频编码标准
［１］，

也称ＪＶＴ／ＡＶＣ标准，既可用于高码率的 ＨＤＴＶ

和数字存储系统，也可用于低码率的实时通信系

统或 无 线 环 境。与 Ｈ．２６３＋
［３］ 和 ＭＰＥＧ４

（ＡＳＰ）
［４］类似，Ｈ．２６４也是基于运动估计／运动补

偿和变换编码的混合编码方法［２］，同时具有许多

新的特性，如其估计有７种分块模式，它支持多参

考帧选择和１／４像素精度的运动矢量；增加去块

斑滤波器；采用４×４点的整数变换和基于上下文

自适应变长编码（ＣＡＶＬＣ）。这些新的特性使其

具有高效的压缩效率和巨大的计算复杂度。在相

同的图像质量下，Ｈ．２６４比 Ｈ．２６３＋和 ＭＰＥＧ４

可以节省２０％～５０％的码率
［５］。就其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而言，编码器的复杂度是 Ｈ．２６３的１０倍左右
［６］。

Ｈ．２６４的网络友好性和高的编码效率使它成为

许多应用的首选，但其巨大的运算量却成为广泛

应用的瓶颈。本文提出了一套适用于低码率实时

应用（可视电话和视频会议）的编码方案，并在

ＢＳＰ１５上实现。

１　犎．２６４的编码性能与时间复杂度

分析

　　Ｈ．２６４的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ｐｒｏｆｉｌｅ主要应用于视频

会议、可视电话、无线通信等低码率实时通信，其

算法集是ＣＡＶＬＣ熵编码、Ｉ帧和Ｐ帧编码、环流

滤波、１／４像素的运动估计、１６×１６到４×４的块

模式、多达１６帧的多帧参考。如果实现所有这些

算法，编码器无法做到实时。Ｈ．２６４协议只对解

码器进行了严格规定，而编码器是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灵活处理的。本文只对计算复杂度大的

多参考帧选择、７种帧间块模式选择和多种帧内

预测模式，结合低码率实时通信的特点进行分析。

以 Ｈ．２６４参考代码ＪＭ９２
［７］作为测试平台，

选用低码率、低延时图像通信的经典图像序列

Ｐａｒｉｓ、Ｃｌａｉｒｅ（１００帧，３５３×２８８ＣＩＦ大小）进行测

试。其中，Ｃｌａｉｒｅ是典型的头肩序列，运动比较缓

慢；Ｐａｒｉｓ纹理比较复杂，且运动大些。

首先测试多参考帧，使用了所有的块模式、

ＵＶＬＣ熵编码、１／４像素精度的运动矢量、大小为

１６的运动矢量搜索范围、全搜索的运动估计方

案、率失真的编码控制策略，ＩＰＰＰＰＰＰ的序列类

型选取以１帧、２帧、５帧作为参考帧进行比较。

图１反映了以１帧、２帧、５帧作为参考帧的编码

效果。

图１　多帧参考性能比较

Ｆｉｇ．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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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可以看出，当使用１个、２个、５个参考

帧相比较时，信噪比下降得很少，三条曲线接近重

合，多重参考帧选择并没有带来较大的编码增益。

而选取５帧作为参考帧，运动估计所占的时间约

为７５％；选取１帧作为参考帧，运动估计所占的

时间约为４７％，即使两个参考帧的运动估计时间

也是一个参考帧的两倍多。可见，多帧参考选择

带来的计算量是非常大的。多参考帧选择只对具

有周期性运动的视频序列可以提供更加准确的预

测，带来高的编码效益，所以 Ｈ．２６４实时编码器

选择１帧作为参考帧。

下面测试１６×１６、１６×８、８×１６、８×８、８×４、４

×８和４×４多种块模式运动估计，各种模式的组

合见表１，测试结果见图２。从图２可以看出，方案

１和方案２相比，信噪比（ＰＳＮＲ）下降最大，也就是

图像质量下降最大，而方案２、３、４在相同码率下，

信噪比相差很小，特别是码率越小，差别越小。这

主要是因为随着码率的减小，由于图像本身的头信

息、运动信息和容错信息必不可少，所以它们所占

带宽的比例就越来越多，相应的用来描述图像纹理

信息的比特数据就越来越少。如果此时再使用更

小的块，必然会增加运动矢量的个数，也就更进一

步地减小了可以用来描述图像纹理的比特数据，所

以图像质量提高微乎其微。其次，在低码率实时应

用场合（如可视电话与视频会议），图像一般是基于

头肩像的，没有很复杂的运动，图像大小通常是

ＣＩＦ（３５２×２８８）、ＱＣＩＦ（１７６×１４４）的小图像，本身细

节就不如大图像丰富，所以８×８以下的小块没有

优势。可见，在低码率情况下，选用１６×１６、１６×８、

８×１６和８×８四种模式就足以带来较大的系统增

益，而且可以保持好的图像质量。

表１　块模式的不同组合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ｌｏｃｋＭｏｄｅ

方案 块模式的组合 块大小

１ 模式１ １６×１６

２ 模式１到模式４ １６×１６，１６×８，８×１６，８×８

３ 模式１到模式４、模式７１６×１６，１６×８，８×１６，８×８，４×４

４ 模式１到模式７
１６×１６，１６×８，８×１６，８×８，

８×４，４×８，４×４

图２　多种组合方案的性能比较

Ｆｉｇ．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ｃｈｅｍｅ

　　 Ｈ．２６４的帧内预测可以在取得高信噪比的同

时极大地节约比特数，但对所有预测模式进行选择

需要大量的计算，特别是４×４块的９种预测模式。

经测试发现，９种预测模式最终编码时使用比例较

高的只有水平预测、垂直预测、ＤＣ预测三种。

综合上面的分析，选用的编码方案是１６×

１６、１６×８、８×１６和８×８四种模式，１个参考帧，

水平、垂直、ＤＣ三种４×４帧内预测模式、ＣＡＶ

ＬＣ熵编码、Ｉ帧编码、Ｐ帧编码、环流滤波、１／４采

样的运动估计。

２　基于犅犛犘１５犇犛犘的犎．２６４编码

器的实现

２．１　犅犛犘１５犇犛犘的特点

ＢＳＰ１５ＤＳＰ是 ＥＱＵＡＴＯＲ公司推出的一

款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器，其处理器是一种超级

流水线超长指令字（ＶＬＩＷ）体系结构，它包括４

个整数型 ＡＬＵ、２个６４位 ＡＬＵ 和２个１２８位

ＡＬＵ，可以支持最高达５００亿次运算／ｓ。

ＢＳＰ１５有变长编码／解码的协处理器 ＶＬｘ，

配置有４ｋｂ指令存储器和４ｋｂ数据存储器，可

以减少ＶＬＩＷ 核工作任务。它还配备有８ｋｂ缓

存器的６４通道ＤＭＡ控制器，可以进行ＶＬＩＷ 核

处理器和 ＶＬｘ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ＤＭＡ 控

制器在没有ＣＰＵ参与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数据传

输，能够大量地节省数据传输的时间。ＢＳＰ１５的

指令都是基于整数的操作，可以对６４位、１２８位

数据进行成组操作。

２．２　编码器的设计

Ｈ．２６４编码是以宏块为基本单位的，其编码

过程如图３所示。一个宏块输入，首先判断帧内

或帧间编码；若是帧内编码，则要选择帧内预测模

式，得到预测块；若是帧间编码，则选择帧间预测

模式进行运动估计，得到预测块。原始图像块与预

测图像块的对应像素差即为残差块，也就是需要进

行编码的数据。对残差块先进行整数变换，然后量

化、Ｚｉｇｚａｇ扫描，进行变长熵编码，形成码流输出。

量化后的残差块同时还经过逆量化、整数逆变换

得到残差块，与参考图像进行运动补偿，得到重建

图像块，作为下一帧编码时的预测图像保存。

２．２．１　并行设计

根据ＢＳＰ１５ＤＳＰ的特点，让 ＶＬＩＷ 核负责

处理运动估值、ＤＣＴ和量化等核心模块，ＶＬｘ协

处理器则负责变长编码和比特流生成。ＶＬｘ处

理当前宏块时，ＶＬＩＷ 核可以处理下一个宏块，这

７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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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Ｈ．２６４编码器的结构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２６４Ｅｎｃｏｄｅｒ

样利用协处理器和主处理器并行处理，节省了很

多处理时间，提高了编码效率。

在ＶＬｘ协处理器的并行实现过程中，其同步消

息主要为发送序列头参数集、发送图像头参数集、发

送条带头数据、发送条带数据、ＧｅｔＢｉｔｓｅｎｇｉｎｅ清空。

２．２．２　数据存储分配

ＢＳＰ１５ＤＳＰ的存储空间映射为片内、片外和

外设端口三部分。片内存储器由３２ｋｂ的数据存

储器和３２ｋｂ的程序存储器构成，有１２８Ｍｂ的片

外存储空间。对高频率的ＣＰＵ而言，存储器访问

的开销非常大，由于访问片外存储器通常要比片内

存储器慢，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视频编码速

度，就必须尽量将要操作的数据放在片内存储器。

Ｈ．２６４基于块的编码方法，为使用片内存储

器提供了方便。图４是 Ｈ．２６４编码过程中ＤＳＰ

存储器的分配示意图。在这一分配方案中，将所

有基于块操作的对象、系统堆栈、中间变量、码表、

码流缓冲区等放在片内。对视频处理中的大数据

变量，如参考帧、原始图像帧、重建图像帧，由于其

数据量远超过了片内存储空间，所以放在片外。

对这些数据的简单运算，如半像素插值，也会因频

繁地访问片外存储器而变得异常费时。解决此问

题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分页处理。分页处理是将大

数据变量分为许多大小相等的页，并在片内为页

开辟缓存，使用ＤＭＡ完成数据在片内、片外存储

器间的传送，通过对缓存的多次操作来完成对大

数据变量的操作，从而提高编码运算速度。

２．２．３　数据传输

由于访问片内存储器要比访问片外存储器

快，因此必须尽量将即将要处理的数据放在片内

处理。利用ＤＭＡ控制器设置两个缓冲区，在对

一个缓冲区的数据进行处理时，对另外一个缓冲

区的数据进行ＤＭＡ传输，这样就能使数据的传

输和处理同时进行，减小运行时间。由于ＢＳＰ１５

ＤＳＰ的ＤＭＡ控制器是６４通道的，不会出现通道

不足的情况，保证了数据的最高效传输。

图４　ＤＳＰ上的数据存储分配

Ｆｉｇ．４　Ｄａｔａ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Ａｒｒａｎｇｅ

２．３　犎．２６４编码器核心模块的实现

Ｈ．２６４编码器的核心模块包括运动估计和

模式选择、整数变换、量化、变长熵编码等。变长

熵编码由协处理器 ＶＬＸ完成，可以完全按参考

代码处理。

２．３．１　运动估计和模式选择

运动估计是编码器最耗时的模块，也是视频

编码能否实时的关键，其算法选择尤其重要。运

动估计有全搜索和快速算法，其中全搜索能够使

图像质量达到最佳，但最耗时，所以在实际应用中

往往选用一些次优的快速算法。常见的快速运动

估计有三步法、二维对数法、四步法、六边形法、钻

石搜索法等。根据文献［８］可知，钻石搜索法不但

能有效地减少计算复杂度，同时还可获取较好的

搜索性能，特别适合于运动幅度不大的序列，所以

选用钻石搜索法来完成 Ｈ．２６４编码器的运动估

计，并添加提前终止搜索策略（ＳＡＤ小于某一门

限值就结束搜索）。Ｈ．２６４有多种编码模式，ＪＭ

代码是对每一种模式都进行运动估计，把ＳＡＤ最

小的模式作为最佳编码模式，这样计算是无法实

时编码的。对编码模式的选择，采用的方法如图

５所示，首先以每个宏块４个８×８块为单位进行

快速运动估计，得到４个ＳＡＤ，然后把多个８×８

块组合成对应的１６×１６块、１６×８块、８×１６块、８

×８块。用同样的方法组合８×８块的ＳＡＤ，得到

对应块的ＳＡＤ，并据此ＳＡＤ来确定编码块模式。

运动估计中的ＳＡＤ、插值计算都用ＢＳＰ１５的多

媒体指令集实现。

图５　模式选择中ＳＡＤ计算

Ｆｉｇ．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ＤｏｆＭｏｄ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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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整数变换

ＢＳＰ１５为定点的数字信号处理器，为了使用

其多媒体指令，必须对整数变换的系数左移１１

位，重新生成整数变换系数矩阵。在实现行变换

的过程中，每行变换的结果按列存放，自动实现转

置过程，使用ＢＳＰ１５提供的指令ｈｍｐｖ＿ｓｓｅｔｉｎ

ｐｒｏｄ＿ｐ３２ｓ１６＿ｐｓ１６＿ｒｓ１１＿ｒｅ＿ｓ可处理数据为１２８

ｂｉｔ的内积和。在实现列变换的过程中，每列变换

的结果按行存放，同样自动实现了矩阵转置，从而

输出结果，即变换的最后结果。这样安排避免了

矩阵转置的运算，提高了运算速度。

３　实验结果

在ＢＳＰ１５开发板上，采用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ｏｏｌ

（ＢＳＰ１５专用开发发工具）实现上述编码器，并对

其进行测试。测试采用序列Ｐａｒｉｓ，３００帧，图像

格式为ＣＩＦ（３５２×２８８），１个参考帧。表２给出

了测试结果。

表２　犅犛犘１５上犎．２６４编码器的测试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２６４ＥｎｃｏｄｅｒｏｎＢＳＰ１５

码率／ｋｂ·ｓ－１ 帧率／帧·ｓ－１ ＰＳＮＲ

１２８ ３８ ２９．２

２５６ ２９ ３２．３

３８４ ２７．５ ３３．９

５１２ ２６．３ ３５．４

７６８ ２５．５ ３７．９

１０２４ ２４ ３９．８

　　由表２可以看出，在保持一定图像质量的条

件下，Ｈ．２６４编码器基本可以实现实时编码。

本文针对低码率实时图像通信提出的Ｈ．２６４

编码方案可以用于可视电话、视频会议等领域，充

分利用ＤＳＰ硬件特性的思路也适合于其他ＤＳＰ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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