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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犞犛菱形搜索运动估计算法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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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原有菱形匹配算法，在此基础上采取由粗到精的方法，对其中的运动估计部分进行优化。首先，

以包括一个搜索窗口中心点在内的７个点开始匹配；然后，再根据一定的原则搜索其他匹配点。实验结果表

明，改进算法在保证一定搜索精度的同时，能进一步减少匹配点，提高搜索速度。

关键词：移动视频编码标准（ＡＶＳ）；运动估计；菱形搜索；ＳＡＤ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ＡＶＳ（移动视频）是我国自主提出的音视频

编解码标准的第７部分，采用了一系列技术来达

到高效率的视频编码。它面向移动多媒体应用，

对新一代移动多媒体通信、数字多媒体广播、便携

式视听消费电子产品等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运动估计是视频压缩编码的关键部分，能有

效地去除序列图像的帧间冗余。在ＡＶＳ的编码

过程中，运动估计无疑是复杂度和运算量最高的

部分，因此，多模式的块匹配运动估计技术是提高

ＡＶＳ编码效率的最主要原因。在所有的块匹配

运动估计算法中，搜索精度最高的是全搜索算法

（ＦＳ）。它搜索特定范围内的所有点，并选择其中

匹配误差最小的，其计算复杂度相当高，是实时视

频编码所不能接受的。

为了减少运算量，许多学者提出了快速块匹

配运动估计算法，如通过减少搜索点数来进行快

速搜索的二维对数算法（２ＤＬＳ）、三步法（ＴＳＳ）和

十字搜索算法（ＣＳ）等，但是它们第一步搜索步长

较大，不利于估计小的运动且搜索容易陷入局部

最小。还有利用运动矢量的中心偏置特性，采用

中心倾向的搜索算法，如新三步法（ＮＴＳＳ）
［１］、高

效三步法［２］、四步法（ＦＳＳ）
［３］、菱形算法（ＤＳ）

［４］、

六边形搜索算法（ＨＥＸＢＳ）
［５］以及改进的小菱形

算法［６］和改进的全局运动估计算法［７］等。这些快

速搜索算法与全搜索法相比，虽然搜索精度有所

下降，但由于搜索点数减少，降低了运动估计的计

算量。尽管如此，运动估计的速度和精度仍然存

在很大的改进空间。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在原有

菱形匹配算法的基础上，采取由粗到精［８］的方法

对其中耗时较多的运动估计部分进行了改进和优

化。对各种测试序列进行实验的结果表明，优化

后的算法能在保证一定搜索精度的前提下，进一

步减少匹配点，提高搜索速度。

１　算法原理

块匹配算法是通过对图像序列中两帧图像间

子块的匹配来进行运动估计的。块匹配算法中，

图像被分割成子块，子块中的所有像素的运动矢

量都被认为是相同的，其几何结构如图１所示。

当前帧图像被分割为犿像素×狀像素大小的矩形

块（称为子块，通常取犿＝狀），每一个子块犠 在参

考帧内预先确定的一个搜索区域犛 进行块匹配

运算，搜索区域大小犛＝（犿＋２犱）×（狀＋２犱），其

中，犱为垂直和水平方向的最大位移。

块估计运算中的匹配误差在搜索范围内构成

了误差函数，搜索采用的匹配准则是求和绝对误

差，该误差函数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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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块匹配算法的几何结构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Ｂｌｏｃｋ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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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犽 狓，（ ）狔 －犳犽－１ 狓＋犻，狔＋（ ）犼

（１）

式中，犻，（ ）犼 为位移矢量；犳犽和犳犽－１分别为当前帧

和上一帧的灰度值；犿×狀为宏块大小。每一个

子块只需计算一个运动矢量，该函数的全局最小

点即对应着最佳运动矢量。由于这个误差函数通

常不是单调的，所以搜索窗口太小，就容易陷入局

部最小；搜索窗口太大，又容易导致错误的搜索路

径。因此需采用一个合适的窗口来进行匹配搜索。

２　算法优化

２．１　原有菱形匹配算法

菱形算法（ｄｉａｍｏ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ＤＳ）具有简单、鲁

棒和高效的特点，是移动视频编码标准中的一种

快速运动估计算法。ＤＳ算法使用两个搜索模板，

其中一个包含９个候选位置如图２所示，称为大

菱形搜索模板（ｌａｒｇｅｄｉａｍｏ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ｔｔｅｒｎ，

ＬＤＳＰ）；另一个包含５个候选位置如图３所示，称

为小菱形搜索模板（ｓｍａｌｌｄｉａｍｏ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ＤＳＰ）。搜索时先采用大模板ＬＤＳＰ对搜

索中心点周围的９个点进行匹配运算，当最小块

误差为中心点时，则自动转换为小模板ＳＤＳＰ搜

索策略。对中心点周围的其他５个点进行匹配运

算，５点中的最优匹配点即为所求点。如果在采

用大模板ＬＤＳＰ搜索时，最优点不在中心点，那么

就以该最优点为中心点重新采用大模板ＬＤＳＰ进

行搜索，直到最优匹配点为中心点时，再转换为

小模板ＳＤＳＰ搜索，最终找到最优匹配点。其匹

配搜索点的选择示意图如图４所示。

从上面的讨论可知，原有的菱形搜索算法始

终有着比较大的搜索步长和搜索范围，在搜索区

中存在大量的搜索空区，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计算

资源浪费，使其在匹配速度上仍达不到满意效果。

图２　大菱形搜索模板

Ｆｉｇ．２　ＬａｒｇｅＤｉａｍｏ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ｔｔｅｒｎ

图３　小菱形搜索模板

Ｆｉｇ．３　ＳｍａｌｌＤｉａｍｏ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ｔｔｅｒｎ

图４　菱形搜索中匹配点的选择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ｉａｍｏｎｄ

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２　改进的菱形匹配算法

改进的菱形搜索算法是一种由粗到精的搜索

方法。它首先以７个点开始匹配（其中包括一个

搜索窗口中心点），以后搜索的匹配点根据一定的

原则进行选择，其匹配搜索点的选择示意图如图

５所示，搜索算法描述如下。

图５　改进菱形算法匹配点的选择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Ｄｉａｍｏｎｄ

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１）搜索匹配点组成一个６边形窗口，如图５

所示的①组成的图形。初始的７个匹配点为６边

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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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６个顶点以及６边形的中心点。对每个点计

算ＳＡＤ值，选取ＳＡＤ最小的点。如果该点是此次

搜索窗口的中心则到步骤３），否则到步骤２）。

２）以ＳＡＤ最小的点为新的６边形匹配点窗

口的中心点，其余匹配点的选取原则为：① 如果

ＳＡＤ最小的点是当前搜索窗口的顶点，采用６边

形模板，则只需取与该点不相邻的另外３个点，如

图５中形如②的点。选取ＳＡＤ最小的点，并到步

骤３）；② 如果ＳＡＤ最小的点是在当前搜索窗口

的中点，则到步骤３）。

３）选取周围的４个点作为匹配点，步长改为

１，如图５中的黑点。选取ＳＡＤ最小的点作为最

终目标点。

通过上述分析，将改进的搜索算法与原有菱

形搜索算法相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第一次搜索时，改进菱形搜索算法的搜索

匹配点组成一个６边形窗口，搜索点更靠近中

心点。

２）以后的每一次搜索中，菱形搜索根据上一

次搜索匹配点的位置不同，需搜索５个、３个或４

个点，而改进菱形搜索法只需搜索３个、４个点。

由此可知，改进搜索算法的搜索匹配点要少。

３）改进菱形搜索算法采用正方形模板，充分

利用了图像本身的特性来搜索到较匹配的块。

３　实验与分析

选取３个具有不同运动程度的ＱＣＩＦ标准视

频序列Ｓｉｌｅｎｔ、Ｃａｒｐｈｏｎｅ和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１７６×１４４，

１０帧）进行实验。其中，Ｓｉｌｅｎｔ空间细节较少，运

动较缓慢；Ｃａｒｐｈｏｎｅ运动变化中等，背景复杂度

一般；Ｆｏｏｔｂａｌｌ中全程的运动量都很大。利用

ＷＭ３．３ａ参考代码进行优化，使用 ＶｉｓｕａｌＣ＋＋

６．０编译器，量化参数为３２，在一台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２

（２．２ＧＨｚ）、２Ｇ内存、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的ＰＣ机上对ＦＳ、ＴＳＳ、ＤＳ以及本文

算法进行了比较和验证，以ＰＳＮＲ和编码速度作

为评价指标，结果如表１、图６所示。

表１　４种搜索算法的性能对比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ＰＳＮＲ犢／ＤＢ ＰＳＮＲ犝／ＤＢ ＰＳＮＲ犞／ＤＢ ＰＳＮＲ犢犝犞 编码速度／（帧·ｓ－１）

Ｓｉｌｅｎｔ

ＦＳ ３５．７９ ３８．８１ ４０．３２ ３６．７１ ０．５７

ＴＳＳ ３５．７７ ３８．８０ ４０．３２ ３６．７０ １．６２

菱形算法 ３５．７９ ３８．８１ ４０．３２ ３６．７１ ２．３０

改进算法 ３５．８０ ３８．８０ ４０．３２ ３６．７１ ２．３８

Ｃａｒｐｈ

ｏｎｅ

ＦＳ ３６．６９ ４０．６７ ４０．６４ ３７．６５ ０．４８

ＴＳＳ ３６．４９ ４０．４５ ４０．５１ ３７．４６ １．４５

菱形算法 ３６．５９ ４０．５１ ４０．５５ ３７．５４ ２．１１

改进算法 ３６．５６ ４０．５１ ４０．５４ ３７．５３ ２．２５

Ｆｏｏｔ

ｂａｌｌ

ＦＳ ３３．２３ ３６．８８ ３８．６６ ３４．２８ ０．２５

ＴＳＳ ３２．９１ ３６．９４ ３８．６４ ３４．００ １．１７

菱形算法 ３３．２１ ３６．９３ ３８．６２ ３４．２６ １．９５

改进算法 ３３．２１ ３６．９４ ３８．６４ ３４．２６ ２．０８

图６　菱形搜索法和本文算法的比较

Ｆｉｇ．６　Ｉｍ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Ｅｎｃｏｄｅｄｂ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ｉａｍｏｎｄ

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从表１和图６可以看出，对局部微小变化的

视频序列，改进的算法几乎不影响图像的质量，但

搜索速度明显提高；对于变化较剧烈和相对复杂

的视频序列，本文提出的改进算法虽然与全搜索

算法相比图像质量略有下降，但搜索速度明显得

到提高，与原有的菱形搜索算法相比，能够在保证

图像质量不下降的情况下使搜索速度提高３％～

７％。

４　结　语

本文在原有的菱形搜索算法的基础上对其中

耗时较多的运动估计部分进行了改进与优化。第

一次搜索时，搜索匹配点组成一个６边形窗口，使

得搜索点更靠近中心点。而在以后的每一次搜索

中，改进的菱形搜索算法根据上一次搜索匹配点

位置的不同，只需搜索３、４个点，有效降低了搜索

点数。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算法在保证编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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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性能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地降低 ＡＶＳ运动估

计过程的复杂度，从而提高编码速度。因此，本文

提出的改进算法是一种适合 ＡＶＳ的、速度快而

且性能好的运动估计算法，与现有大多算法相比，

具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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