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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给出了一种在加快编码速度同时能调节图像质量的方法。首先用一种比基本分形编码方案具有更大

压缩比的加速方法加速基本分形编码，得到一组基本编码。对此基本编码进行解码，得到一个解码图像。然

后用原始图像与此解码图像相减得到一个差值图像，对该差值图像进行分块、量化、编码，得到一组附加码。

附加码与前面得到的基本编码共同构成原图像的编码。该方法比基本分形编码方法速度快，在一定的范围内

还可在提高编码速度的同时调整ＰＳＮＲ值与压缩倍数，使解码图像适合不同环境的需要。

关键词：图像压缩；分形 ；速度；ＩＦＳ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７５１

　　分形是一种很有潜力的图像压缩方法。

Ｂａｒｎｓｌｅｙ首先提出用迭代函数系统 （ｉｔｅｒａｔ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ＦＳ）对图像进行压缩编码
［１］，但

未能给出适用于所有图像的自动生成变换算法。

Ｊａｃｑｕｉｎ提出了一种基于局部迭代函数系统

（ＰＩＦＳ）可以真正自动实现图像压缩的分形块编

码［２］算法。

分形块编码方法编码的速度慢，在选取较大

的值域块时虽然能取得较高的压缩比，但是解码

后的图像质量不好，ＰＳＮＲ值较低。许多学者都

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改进，但是这

些研究还是以Ｊａｃｑｕｉｎ的方法为基础。加快分形

编码的方法可以分为无损与有损（都是相对于基

本分形算法而言）加快方法，在图像质量较好的情

况下，无损加快算法加快的速度不高，值域块很大

时，基本算法得到的图像质量很低［３６］。有损加快

是一种以牺牲图像质量来换取编码时间减少的方

法，因为分形编码是一种基于拼贴定理的方法，这

种方法本身就是有损的。有损加快方法得到人们

更多的关注，已成为加快分形编码的主流，但有时

图像质量损失很大，会对编码的适用范围带来较

大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一种改善这个问题的方

法。

１　分形编码的基本方法
［４］

１）假设原图像为犃（狓，狔，犳（狓，狔）），首先把

犃分成狀个互不相交的值域块犚犻，犻代表值域块

的编号，且有∪
狀

犻＝１
犚犻＝犃。分形编码就是要对值域

块进行编码。

２）在犃中选取定义域块犇犼，使定义域块犇犼

的边长大于值域块的边长，一般情况下是值域块

的２倍，定义域块可以重叠，因此其数量非常大。

以一幅２５６×２５６的图像为例，若定义域块的大小

为１６×１６，则定义域块可有（２５６－１６＋１）×（２５６

－１６＋１）＝５８０８１个。图１、图２分别给出了值

域块与定义域块的划分示意图。把定义域块划分

成２×２的互不相交的小块，对每小块中的４个像

素求平均值，使其收缩为一个像素点，以获得与值

域块大小相同的块。对每个收缩后的定义域块进

行８种变换（４个旋转和４个反射），变换后的块

构成 码 本 块，这 样 得 到 的 码 本 块 的 数 目 为

５８０８１×８个。

３）在码本块中搜索与值域块相似的块。假

设第犻个值域块的各像素点的像素值分别为犪１、

犪２、…、犪犿，某 一 码 本 块 的 值 为犫１、犫２、…、犫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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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图像的值

域块的划分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

ＲａｎｇｅＢｌｏｃｋｏｆｔｈｅＩｍａｇｅ

　

图２　图像的定义

域块的划分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

ａｉｎＢｌｏｃｋｏｆｔｈｅＩｍ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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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犮为比例因子，其取值范围为［－１，１］，对取

值范围超过［－１，１］的犮值进行截断处理；狅为平

移因子。

在所有的码本块中寻找使得犱狆 最小的码本

块。找到该码本块后记录此时的犮值与狅值。该

码本块是由某个定义域块经收缩并通过８种变换

中的一种而来的，记录相应的定义域块的位置与

变换的种类，即完成对一个值域块的编码。对每

一个值域块进行编码，直到完成对图像中所有的

值域块的编码，则完成对该图像的编码。

２　改善方法

分形编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编码的速度慢，

原有的加速方案大多是以牺牲解码图像质量为代

价的。在这些方案中，分层编码的思想经常被用

到，本文的改善方法也是利用这一思想。在一定

范围内，本文方法不但可以提高编码的速度，还可

以较高地提高压缩比和解码图像的质量。

首先选取一种加速的分形编码算法。与基本

分形算法相比，该算法要有较快的编码速度，但是

比基本分形编码算法有更大的压缩比。用这种方

法对图像编码后，得到基本分形编码。然后对基

本分形编码结果进行解码，得到解码图像犃１，计

算犃２＝犃－犃１。最后采用适当的方式对犃２进行

编码，得到一组附加编码。附加编码与前面得到

的基本分形编码共同构成图像的编码。

对利用本文方法编码的图像，在解码时，首先

对基本编码进行解码得到解码图像犃１，然后对附

加编码进行解码得到犃２０（这里不用犃２表示，因

为对犃２的编码是误差较大的有损编码），最后计

算犃２０＋犃１＝犃０，犃０即为最终的解码图像。实验

表明，采用本文方法，可以在提高编码速度的同时

提高压缩比与ＰＳＮＲ值，并且能保持分形方法解

码速度快的特性。

本文实验选用在压缩领域常用的２５６×２５６

×８Ｌｅｎａ灰度图像作为原始图像，用 犃（狓，狔，

犳（狓，狔））表示该图像。

１）划分图像的值域块与定义域块。本文图

像的值域块犚大小为８×８（犅＝８），定义域块犇

的大小为１６×１６（犅＝１６）。在本文的编码方案

中，每间隔８个像素取一个定义域块，即步长值τ

为８，如图３所示。定义域块通过４邻域收缩得

到与值域块大小相等的块，收缩后的块不再进行

８种变换，直接由收缩后的块构成码本块。这样

码本块减少必然会导致计算量的减少，由此可获

得更大的编码速度，并且由于在编码时不用记录

８种变换的类型，可以减少编码的长度，因而可获

得比基本分形编码方法更大的压缩比。

２）按照基本分形编码方案中对值域块搜索

相似块的方法，对每一个值域块，在所有的码本块

中搜索与之相匹配的码本块，并记录下与码本块

相应的定义域块位置犮与狅值。本实验中，犮取值

范围限定在０．１～０．８，用３ｂｉｔ进行编码。在此

范围以外的小于０．１的取值为０．１，大于０．８的

取值为０．８。狅值用９ｂｉｔ进行编码，其取值范围

为［－２５６，２５６］。每个定义域块的位置用１０ｂｉｔ

表示。重复２）对所有的值域块进行编码，得到图

像的基本分形编码。

３）对步骤２）得到的分形编码进行解码，得到

解码图像犃１。

４）原始图像犃－犃１得到差值图像犃２（狓，狔，

犳２（狓，狔））。

５）对差值图像犃２进行编码。具体编码步骤

如下。

① 对犃２（狓，狔，犳２（狓，狔））进行量化，量化因子

为犫＝１２。对犺＝犳２（狓，狔）／１２所得的值向最近整

数圆整，圆整后如果犺∈（－∞，－３），则犺＝－３；

犺∈（４，＋∞），则令犺＝４。经过上述处理后得到

犃３（狓，狔，犳３（狓，狔））。

　　② 把犃３（狓，狔，犳３（狓，狔））划分为８×４的互不

相邻的小块，也就是把原来的值域块分为两个大

小相等的块，划分方法如图４所示。然后计算每

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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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定义域块的划分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

ＤｏｍａｉｎＢｌｏｃｋｏｆｔｈｅＩｍａｇｅ

　
图４　８×４的块与８×８的块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ｏｆ

８×４ａｎｄ８×８

个块中元素值的平方和。设定一个阈值犜，犜 值

的大小根据实际需要而定。对块中元素平方和大

于此阈值的块进行编码。在本文中对每个元素用

３ｂｉｔ进行编码，记录块的编码要用１１ｂｉｔ，编码一

个这样的块一共要用１０７ｂｉｔ。对所有符合此条

件的块进行编码，得到一组称之为附加码的编码。

６）由在２）得到的基本分形编码与５）得到的

附加码共同构成图像犃０（狓，狔，犳（狓，狔））的编码。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表１、表２中分别给出了采用基本分形方法

与本文方法对Ｌｅｎａ图像进行压缩后得到的各项

参数值。由表１、表２可以看出，在达到相同的信

噪比时，本文方法的速度和压缩比都有很大提高。

在相同情况下（τ＝８），文献［３］中给出的加速算法

使编码速度提高了４．４１倍，但是压缩比并没有提

高。文献［５］、文献［７］中在同等情况下编码速度

提高了３倍左右，压缩比也没有提高。图５分别

给出了犜为３２、２０、９时的解码图像。

表１　基本方法对犔犲狀犪图像编码后得到的各项参数值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ｏｄｅｄｂｙＢａｓ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Ｌｅｎａ

τ＝２ τ＝４ τ＝８

ＰＳＮＲ／ｄＢ 编码时间／ｓ 压缩比 ＰＳＮＲ／ｄＢ 编码时间／ｓ 压缩比 ＰＳＮＲ／ｄＢ 编码时间／ｓ 压缩比

犅＝４ ３５．５３ ４２７．０７ ４．４ ３４．４７ １０６．８ ４．７ ３３．２９ ２６．３６ ５．１２

犅＝８ ２８．６ ３０６．６３ １７．６６ ２７．９６ ７６．７５ １８．９６ ２７．２ １９．２５ ２０．４８

图５　解码图像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ＤｅｃｏｄｉｎｇＩｍａｇｅ

表２　本文方法对犔犲狀犪图像编码后得到的参数值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ｏｄｅｄ

ｂ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ｏｆＬｅｎａ

τ＝８ 压缩比 ＰＳＮＲ／ｄＢ 编码时间／ｓ

犅＝８，犜＝１９０ ２０．４５ ２７．２２ ４．４０

犅＝８，犜＝３２ ６．８４ ３３．３２ ４．４０

犅＝８，犜＝２０ ５．７２ ３４．５７ ４．４２

犅＝８，犜＝９ ４．８ ３５．１８ ４．４３

　　由表１、表２可知，本文方法的另外一个优点

是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调节ＰＳＮＲ值而不影响编

码的速度。

４　结　语

基本的分形编码消耗时间长，大部分改善分

形编码速度的算法都会伴随着图像质量的下降，

否则编码速度提高不大。本文给出的方法先降低

基本分形编码的图像质量，以加快分形编码的编

码速度，再采用对差值图像编码的方法提高解码

图像质量，以达到提高速度但不降低ＰＳＮＲ值的

目的，为无损提高（相对于基本分形编码为无损）

分形编码的速度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本文算法

的优点还在于可以根据需要调节参数犜的值，在

较大范围内调节ＰＳＮＲ值与压缩倍数，而此时程

序只需改动犜 值，其他部分无需改动，并且基本

不会影响编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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