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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分段线性系数变换函数的编码预处理算法，是在基于小波变换的图像压缩方案中量化步

骤之后，数据进入编码器进行编码之前，增加了一个使用分段线性函数对高频子带的变换系数进行编码前预

处理的步骤。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高倍率图像压缩在编码过程中小变换系数的丢失较多的问题。实验证明，该

算法在主客观质量方面都较解码端高斯纹理信息重建算法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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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于小波变换的图像压缩方案中，经小波

变换后的系数量化后直接进入编码器进行编码。

在压缩倍率较大的情况下，代表纹理等细节的小

系数会被全部舍弃，这就导致在解压图像中细节

信息的大量损失［１］。这些信息的丢失有时会使得

图像失真，让人眼主观上不能接受。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国内外相关工作者提出了如解码端高斯

纹理信息重建算法等多种方法［２３］。本文提出了

一种针对小波变换高倍率图像压缩方案的、保留

小波变换系数的方法———基于分段线性系数变换

函数的编码与处理算法。

１　基于小波变换的图像压缩方案

目前已知的基于小波变换的图像压缩方案其

原理框图大都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小波变换的图像压缩原理框图

Ｆｉｇ．１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ＢａｓｅｄＩｍａｇ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

图１中所进行的小波变换大都采用如图２的

Ｍａｌｌａｔ塔式分解算法，对输入的图像进行多次的

小波变换以得到不同空间分辨率的图像逼近，使

得压缩码流具有空间分辨率可分级的特性［４］。

图２　两级小波 Ｍａｌｌａｔ分解示意图

Ｆｉｇ．２　２ＬｅｖｅｌＷａｖｅｌｅｔＭａｌｌａｔ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小波变换以后，图像被分解为多个子带，这些

子带表征了不同的频率成分，这些系数对重建图

像质量的影响并不相同，必须对系数作出选择。

一般说来，高分解级数的子带比低分解级数的子

带更为重要；低频子带比高频子带重要；高位平面

的比特比低位的比特重要。在压缩倍率一定情况

下，为使重建图像的质量达到最佳，有必要根据最

优化的原理在各个子带之间恰当地分配比特数。

另一方面，小波变换后，系数的分布范围反而比原

图像的灰度分布范围大，需要用更多的比特来表

示，为了使图像减小，一般采用量化处理来降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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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熵值。

经过前述处理之后，小波系数大致上可以近似

看成是零阶马尔科夫序列。根据Ｓｈａｎｎｏｎ的信息

论，对于出现频率高的系数用相对较短的码替代，

反之，对出现频率较低的系数采用长码替代，可以

节省信息表示的总比特数，这个过程就是熵编码。

子带比特平面编码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熵编码。

图３很好地表示了子带比特平面编码的原理。

图像经过小波变换以后的系数大小不一，因此占用

的比特数也不同。将这些系数的最低位对齐如图

３（ａ）所示，就构成了位平面，对比特平面的划分如

图３（ｂ）所示。编码的时候，首先将各个子带的最

高位平面编码，然后顺序编码次高位平面、再次高

位平面直至最低位平面。有损压缩时就可以根据

压缩比率对码流进行截断构成压缩文件。解码也

是按照最高位平面到最低位平面的顺序进行，被截

去的位平面用０代替，这样就构成了图３（ｃ）。图３

（ｄ）则是图３（ａ）与图３（ｃ）的差，也就是压缩失真。

图３　子带比特平面编码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ｕｂｂａｎｄＢｉｔＰｌａｎｅＣｏｄｅｃＳｃｈｅｍｅ

２　基于分段线性系数变换函数的编

码预处理算法原理

　　在图１中可以看到，经过小波变换以后的系

数需要经过量化，然后直接进入编码器进行编码。

本文提出的基于分段线性系数变换函数的编码与

处理算法是经过量化后，在数据进入编码器进行

编码之前，增加了一个使用分段线性函数对高频

子带的变换系数进行编码前预处理的步骤。具体

的框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增加分段线性系数变换的图像压缩原理框图

Ｆｉｇ．４　ＷａｖｅｌｅｔＢａｓｅｄＩｍａｇ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ｉｔｈ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ｃｈｅｍｅ

增加的分段线性系数变换的目的，是将原有

的变换系数中的小系数放大，将大系数缩小，以便

在随后进行的位平面编码中尽可能多地保留代表

细节信息的小系数。其次，为了减少变换的复杂

度，应尽量使用线性变换。考虑到运算的速度，进

行乘除运算的系数数目应尽量少。操作时针对上

述的需求，并考察分段线性系数变换函数：

狔＝犳１（狓）＝

２狓，０≤狓＜犱１

狓＋犱１，犱１ ≤狓＜ （狀－２）犱１，

　　狀＝１，２，３，…

１

２
（狓＋狀犱１），（狀－２）犱１ ≤狓≤狀犱

烅

烄

烆
１

（１）

其中，若将变换系数在正半轴的最大值记为 Ｍａｘ

Ｃｏｅｆｆ的话，就有 ＭａｘＣｏｅｆｆ＝狀犱１，即犱１ 是将０到

ＭａｘＣｏｅｆｆ之间进行狀等分的等分间距。由于变换

系数存在负数，故而在负半轴也要作类似的变换。

狔＝犳２（狓）＝

２狓，０＞狓≥犱１

狓－犱２，－犱２ ＞狓≥－（狀－２）犱２，

　　狀＝１，２，３，…

１

２
（狓－狀犱２），－（狀－２）犱２＞狓≥－狀犱

烅

烄

烆
２

（２）

其中，若将变换系数在负半轴的最大值记为 Ｍｉｎ

Ｃｏｅｆｆ的话，就有 ＭｉｎＣｏｅｆｆ＝狀犱２，即犱２ 是将０到

ＭｉｎＣｏｅｆｆ之间进行狀等分的等分间距。记犱１、犱２

为犱，式（１）和式（２）表示的两个分段线性变换函

数都将｜狓｜≤犱的系数线性放大了２倍，而对（狀－

１）犱＜｜狓｜≤狀犱的系数压缩了２倍，并且涉及乘除

法运算的系数仅占全部系数总数的２／狀，完全符

合设计算法的要求。

在压缩过程中对式（１）和式（２）进行变换后，

在解压的过程中就必须对解码后的数据使用分段

线性系数逆变换函数进行逆变换，以保证小波逆

变换的结果正确。式（１）和式（２）的逆变换为：

狔＝犵１（狓）＝

１

２
狓，０≤狓＜２犱１

狓－犱１，２犱１ ≤狓＜ （狀－１）犱１，

　　狀＝１，２，３，…

２狓－狀犱１，－（狀－１）犱１ ≤狓≤狀犱

烅

烄

烆 １

（３）

狔＝犵２（狓）＝

１

２
狓，０＞狓≥－２犱２

狓＋犱２，－２犱２ ＞狓≥－（狀－１）犱２，

　　狀＝１，２，３，…

２狓＋狀犱２，－（狀－１）犱２ ＞狓≥－狀犱

烅

烄

烆 ２

（４）

若将式（１）和式（２）统一记作狔＝犳（狓），并将式（３）

和式（４）统一记作狔＝犵（狓），将它们绘制到直角坐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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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系中，如图５所示。

图５　分段线性系数变换函数

Ｆｉｇ．５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Ｌｉｎｅ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因为狔＝犳（狓）和狔＝狓在狓＝０、ＭｉｎＣｏｅｆｆ和

ＭａｘＣｏｅｆｆ处相交，所以 ＭｉｎＣｏｅｆｆ和 ＭａｘＣｏｅｆｆ

变换前后是不变的，而函数的分段区间是根据

ＭｉｎＣｏｅｆｆ和 ＭａｘＣｏｅｆｆ确定的，所以无需花费特

别的字节去保存 ＭｉｎＣｏｅｆｆ和 ＭａｘＣｏｅｆｆ。可以看

到，式（１）和式（２）将｜狓｜≤犱的系数放大了２倍，

而对（狀－１）犱＜｜狓｜≤狀犱的系数压缩了２倍。对

于整数小波变换的编码系统，这样的做法可能会

导致较大的子带系数恢复的时候有误差。这是因

为整数小波变换得到的变换系数是整数，编码器

的编码对象也是整数。在进行分段线性系数变换

的时候，对（狀－１）犱＜｜狓｜的系数要进行除法运

算，很多时候是不能整除的，进行某种舍入操作以

后，在解码端不能精确复原而导致出现误差。直

接的表现就是解压图像的ＰＳＮＲ值会有一定程

度的下降。对于浮点小波变换系数，小波变换得

到的变换系数和编码器的编码对象都是浮点数，

舍入误差小一些，因而分段线性系数变换带来的

负面效果会小一些。

从图５中还可以看到，等分数狀直接决定了

等分间距犱的大小，从而直接影响到小变换系数

的保留效果。如果狀太小，固然｜狓｜≤犱的系数的

数目增多，但处于犱≤｜狓｜＜（狀－２）犱之间的变换

系数太少，且（狀－１）犱＜｜狓｜≤狀犱的系数数目也

增多，从而增加了引入量化误差的可能，进一步导

致解压图像的ＰＳＮＲ值会下降得比较多；如果狀

太大，固然处于犱≤｜狓｜＜（狀－２）犱之间的变换系

数数目充足，且（狀－１）犱＜｜狓｜的系数数目也不

多，减小了引入量化误差的可能，但｜狓｜≤犱系数

的数目太少，且放大的幅度不足，仍会被编码器舍

去，就达不到最终的目的。

狀的取值情况还和图像本身有关。假设狀的

取值一定，如果图像的细节信息丰富，经过小波变

换以后的，高频子带中的大变换系数很少，小变换

系数很多且均值较小，此时分段线性系数变换函

数使得占大多数的小系数损失减小很多，从而得

到了较好的效果；反之，如果高频子带中的大变换

系数很多且均值较大，小变换系数很少，此时分段

线性系数变换函数使得大变换系数在量化时引入

了许多误差，所得到的结果就很难让人满意。

另外，由于低频子带中的信息大多数为图像

的轮廓信息，且低频子带中小系数较少，如果使用

这样的变换，不但不会很好地保留小系数，反而会

导致部分轮廓信息丢失，进而使图像的主观视觉

效果大幅度下降，得不偿失。所以这样的操作往

往只在前两次小波变换产生的高频子带中进行。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６给出了采用了基于分段线性系数变换函

数的编码预处理算法的实验结果。实验采用子带

比特平面编码和整数小波变换的软件。测试图像

选用了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的Ｌｅｎａ图像。运用本

文提出的算法将测试图像分别进行１６倍和３２倍

的压缩，然后与没有采用补偿算法的１６倍和３２倍

的压缩图像以及采用解码端高斯纹理信息补偿算

法的１６倍和３２倍的压缩图像进行比较。比较的

标准除了图像的客观质量ＰＳＮＲ以外，还要观察对

于图像细节的保留情况。高斯纹理信息补偿算法

是在解码端根据编码端保留的子带系数分块统计

信息建立一个高斯序列来代替图３（ｄ）中损失系

数的方法。选择高斯纹理信息补偿算法作为比较

对象是因为该算法与本文提出的算法的目的都是

对高倍率图像细节作出补偿，具有可比较性。

从图６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图像的客观质量

（ＰＳＮＲ）还是图像细节情况，本文的算法都要优

于解码端高斯纹理信息补偿算法。从图中可知细

节信息保留最好的是狀＝４的情况，而ＰＳＮＲ的

表现最好的都是狀＝６的情况，但是两者综合表现

最佳的是狀＝５的情况。

由以上的结果分析可知，压缩图像中的细节

信息越多、压缩的倍率越高，本文提出的算法就越

有实用价值。但由于算法是针对纹理子带的，如

果压缩图像中的纹理子带全部被编码器舍弃，算

法将失去作用。与文献［２］中介绍的解码端统计

纹理信息高斯补偿算法相比（图６（ｂ）和图６（ｃ）），

本文提出的算法所保留的细节信息不再是一个随

机序列，图像的客观质量较统计纹理信息高斯补

偿算法的结果有很大改善。

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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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实验结果比较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ａ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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