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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在H.264中，由於在執行移動向量(motion vector)的移動估測(motion estimation)

時，需要花費大量的計算時間。因此，H.264 中執行移動估測的時候，為了讓畫

面可以有更細緻的表現，往往運用了多重參考畫面(multiple reference frame)的技

術。然而，由於參考的畫面變多了，所以在計算移動向量時的計算量也會呈倍數

的成長。因此，在本篇論文中，我們提出了一個選擇器的演算法來先選取較有可

能的最佳參考畫面，再從其中去做移動向量的估測，以達到減少移動估測所需要

計算的時間。其後，再透過使用周期的方式，來減少所有區塊模式在做畫面間預

測時所需的計算量。本論文提出的演算法在 JM14.2 上實現並測試 H.264 編碼的效

能測試。根據數組的測試影像，由實驗結果得知與 Kuo 與 Lu 所提出的方法比較

之下，我們提出的演算法與能在保有不錯的失真率(PSNR)及位元率(bitrate)下，大

幅的降低編碼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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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264, It requires significant encoding complexity to find motion vector in 

motion estimation. In motion estimation, H.264 provides some technologies for 

increasing precision, i.e. the multiple reference frames technology, variable block size 

technology and quarter-pixel motion estimation. Unlike other video coding, H.264 can 

reference more than one reference frame, so it has to pay more computation in motion 

estimation.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n algorithm to select possible frames by the 

motion cycle of the object in foreground, and then we will search further in these 

possible frame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our proposed method is more effective in 

encoding time than, and is similar in PSNR and bit rate to the method proposed by 

Kuo and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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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在現在影音多媒體流行的時代，不管在教育、娛樂或是生活上，常常伴隨色

彩豐富的聲光效果。而這些在網路上流動的多媒體資訊，如何在有限的頻寬中獲

得最好的影像品質，這是我們所追求的。其中，H.264/AVC [1]能提供高效率的視

訊壓縮，及壓縮視訊在各種不同網路環境的有效表示，所以在數位電視、行動視

訊、影音串流、高密度光碟等各項新興多媒體服務中都具有極高的應用價值。 

H.264/AVC 是 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與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 IEC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2,3]等國際標準組織所共同制定的最新視訊編碼標準。此新的視訊標準目的為設

計一個先進具高壓縮率且符合網路應用的標準，在高壓縮率的方面，它有著比

H.263 更低的位元率就可以達到相同品質的畫面，而在不穩定的網路中，它能在

解碼端利用周圍沒有發生錯誤的區塊的資訊將發生錯誤的區塊給修復回來，所以

有著比 MPEG-4 更好的容錯能力，因此在影像傳輸和多媒體儲存方面都能有著很

好的表現，且考慮到網路傳輸時，環境不同，使用者的頻寬都不盡相同，因此

H.264 提供了網路適應層(network adaption layer, NAL)的概念，在編碼端編碼的時

候，可以依照使用者頻寬的需求，在有限的頻寬之中，壓縮出品質最好的畫面。 

 由[1]之中，我們得知由於 H.264 提供了許多的技術，如可變動區塊大小

(variable block size)的動作估計、1/4 像素精確度的動作估計以及多重畫面參考

(multi-reference frame)…等等，來提升編碼時的失真率以及降低編碼時所需的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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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所以 H.264 在編碼的過程中需花費大量的計算時間來做運算。因此過去有許

多提升 H.264 運算速度的方法不斷的被提出，如快速的決定巨集區塊的區塊模式

[4-7]、快速的移動向量估測[8,9]以及多重參考畫面的選擇 Kuo 與 Lu [13]等的演

算法來提升 H.264 編碼的速度。 

 其中在多重參考畫面的選擇中，雖然可以提升大量的計算時間，但在區塊模

式 8X8 時，還是需要花費大量的計算時間來做畫面間預測，因此在本篇論文中，

我們提出了一個選擇器的演算法來先選取較有可能的最佳參考畫面，再從其中去

做移動向量的估測，以達到減少移動估測所需要計算的時間，之後再透過使用周

期的方式，來減少所有區塊模式在做畫面間預測時所需的計算量。最後本論文提

出的演算法會在 JM14.2 上實現並測試 H.264 編碼的效能測試。根據數組的測試

影像，由實驗結果得知與 Kuo 與 Lu [13]所提出的方法比較之下，我們提出的演

算法與能在保有不錯的失真率(PSNR)及位元率(bit rate)下，大幅的降低編碼的時

間。 

本篇論文的結構如下：第二章將介紹畫面間預測的方法與流程，並介紹在畫

面間預測時常用的加速方法，如快速決定巨集區塊模式、快速尋找移動向量演算

法以及多重參考畫面的選擇器。第三章將介紹本篇論文在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提

出的演算法流程。第四章展現本篇論文與先前提出的演算法的實驗結果，並說明

優缺點。最後在第五章為本篇論文的結論及未來進一步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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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技術背景理論基礎與技術背景理論基礎與技術背景理論基礎與技術背景    

本章將說明 H.264 中畫面間預測的過程，透過主要的流程讓讀者了解此篇論

文加速的方向，及先前學者使用的一些方法。首先我們會完整詳細的介紹 H.264

在畫面間預測(inter prediction)的流程，接著介紹先前學者做過的加速演算法。 

2.1 H.264 的畫面間預測介紹的畫面間預測介紹的畫面間預測介紹的畫面間預測介紹 

在本節中，我們會更詳細地介紹在 JVT(Joint Video Team)發布的 JM14.2 中，

畫面間預測所用技術的流程。 

圖 2.1 是 JVT 在 JM14.2 中對一個巨集區塊(MB)做畫面間預測的流程圖。由

於 H.264 提供了可變動區塊的大小，所以 H.264 會針對每一個不同的區塊模式

(mode)來做預測，而在某一個區塊模式(mode)中，對一個 16X16 的巨集區塊會有

各自相對應切割方式，例如：對一個巨集區塊中，區塊模式為 16X8 時，一個巨

集區塊會被切割成上下兩個 16X8 的子區塊(sub-block)，如圖 2.2 所示。所以在做

移動向量估測時，必須在參考畫面中對每一個子區塊(sub-block)尋找它最佳的移

動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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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1 畫面間預測流程圖畫面間預測流程圖畫面間預測流程圖畫面間預測流程圖 

 

圖圖圖圖 2.2  16X8 子區塊示意圖子區塊示意圖子區塊示意圖子區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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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多重參考畫面的技術，JVT 在 JM14.2 的實作方式是先在每一張參考

畫面中尋找子區塊(sub-block)最匹配的移動向量，而 JM14.2 會利用一個陣列將這

些移動向量紀錄起來，以便後面再利用拉格瑞吉碼率失真函式 (Lagrangian 

rate-distortion function)所獲得的失真碼率值(RDcost)，決定此巨集區塊所編碼的區

塊模式是哪一個。而對於每一個子區塊在尋找移動向量的時候，在 H.264 中，會

使用整數像素點、1/2 像素點及 1/4 像素點精確度的移動估測來尋找最匹配的移動

向量。 

2.2 技術背景技術背景技術背景技術背景 

    由上一節可以知道在畫面間預測時，需要大量的計算量來計算每一個區塊模

式中的每一個子區塊在每一個參考畫面中最佳的移動向量，也因此導致在執行

H.264 編碼的時候，無法達到即時編碼的效果。在過去對於 H.264 對於畫面間預

測提出的三大技術，有許多的學者提出了許多的方法來提升編碼的速度，例如，

快速的決定巨集區塊的區塊模式[4-7]、快速的移動估測演算法[8-12]與多重參考畫

面的選擇[13-17]等等。 

2.2.1 2.2.1 2.2.1 2.2.1 快速決定巨集區塊快速決定巨集區塊快速決定巨集區塊快速決定巨集區塊模式演算法模式演算法模式演算法模式演算法    

在快速的決定巨集區塊的區塊模式[4-7]中，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個是利用

周邊己編碼過的巨集區塊的區塊模式來篩選極有可能的區塊模式，另一個為分群

法。在利用周邊己編碼過的巨集區塊的區塊模式來篩選極有可能的區塊模式中，

可能只有一個或兩個區塊模式來做畫面間的預測，如 Fast Inter-Mode Decis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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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H.264/AVC Encoder Using Mode and Lagrangian Cost Correlation[4]。在該方法

中，首先利用與目前編碼的巨集區塊相關度最高的 5 個已編碼完成的巨集區塊來

做篩選，分別是左方、上方、左上方、右上方以及前一張畫面相同位置巨集區塊

的區塊模式，如式(2.1)及(2.2)中的 mright、mup、mupleft、mupright 以及 m-1，再藉由式

子(2.1)及(2.2)來挑選出兩個較有可能的區塊模式(mxs、mxt)，利用這兩個區塊模式

來做畫面間預測，最後會利用拉格瑞吉碼率失真函式去選出較好的一個。 

 

                                      (2.1) 

 

 

 

透過這種方式的最大好處是需要做預測的區塊模式較少，因此可以節省許多

的執行時間。然而，當篩選出來的區塊模式不是最佳解的時候可能會導致編碼碼

率的大幅上升或是畫面品質大幅的下降，所以在這一類的方法通常都會有一個門

檻值來判定預測的區塊模式是否為可接受的。若發現是不可接受的區塊模式時，

演算法會去預測其他所有的區塊模式，以尋找到最佳的區塊模式來作為編碼。如

果最佳的區塊模式不是演算法預測的區塊模式時，將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做其它

的區塊模式預測。所以在利用區塊模式與拉格瑞吉碼率失真函式快速決定畫面間

預測模式(Fast Inter-Mode Decision in an H.264/AVC Encoder Using Mode and 

Lagrangian Cost Correlation) [4]中，利用了前一張同樣位置的巨集區塊的失真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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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值來做為我們選出的區塊模式適不適用的標準。而在[4]中，認為在同一個影

片中影片的內容是差不多的，因此位置相同計算出來的失真碼率值是相近的。 

而分群法是先將 H.264 的區塊模式做分類，分成複雜度高的、移動較大的區

塊，或是複雜度較低的、移動較小的區塊，再利用周圍編碼完區塊的移動向量或

是其他的資訊來判斷目前編碼巨集區塊的複雜度。如利用巨集區塊中移動向量快

速決定區塊模式(Fast Mode Decision for H.264/AVC Based on Macroblock Motion 

Activity) [5]，先利用區塊模式 skip 的失真碼率值來做分類，如果小於門檻值

(Tlow)，就歸於不移動類別(motionless)，而若高於門檻值(Thigh)，就會被歸於高紋

理區域(Highly-textured region)類別，如果是介在這兩個門檻值中間，會再依照區

塊移動長度 (City-Block length)來分成小幅度移動 (slow motion)、中等移動

(moderate motion)以及快速移動(fast motion)三類，最後再依照分類的結果決定某

些區塊模式來做編碼(如表 2.1)。由於這一類每一個分類的群組中所包含的區塊模

式會比較多，因此有較大的機會和最佳的區塊模式符合，所以這種演算法不會另

外設一個門檻值來判定是否要重新預測其他的區塊模式，所以這種演算法可以很

普遍的減少決定區塊模式的時間。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技術背景 

 8

表 2.1 移動量 以及所需預測的區塊模式 

分類 移動量 所需預測的區塊模式 

1 不移動的 SKIP 

2 小幅度移動 SKIP、P16X16 

3 中等移動 P16X8、P8X16 

4 快速移動 P8X8 

(如：8X8、8X4、4X8、4X4) 

5 在快速移動或場景變換時，

複雜度較高的區域 

I4MB、I16MB 

2.2.2 2.2.2 2.2.2 2.2.2 快速尋找移動向量演算法快速尋找移動向量演算法快速尋找移動向量演算法快速尋找移動向量演算法    

在執行區塊匹配的時候，由於希望可以獲得最佳的畫面品質，所以都會在搜

尋視窗中針對每一個搜尋點做計算，也因此造成在區塊匹配的時候需要花費大量

的時間。故而必須利用一些改良的演算法來快速決定移動向量，而在快速的移動

估測中，過去更是有大量的學者在此方面提出了許多的演算法，像是三步搜尋法

(three step search) [8]、四步搜尋法(four step search) [9]、鑽石搜尋法(diamond search) 

[10]…等等的快速尋找移動向量的方法出現。而在過去快速的移動估測中，也能將

搜尋的方法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先由大範圍的搜尋再慢慢的縮小搜尋的範圍

(coarse-to-fine search algorithms)，如三步搜尋法、四步搜尋法，另一類是由中心

慢慢的向較正確的估測點移動(Center-biased fast motion estimation algorithms)，如

鑽石搜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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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搜尋模式的交換器演算法(A Search Patterns Switching Algorithm for Block 

Motion Estimation) [11]，這是結合了上面兩類的演算法。利用中心點和周圍的

SAD(Sum of Absolute Differences)的差異來決定要使用哪一種演算法來做搜尋，如

果差異的比值較大，根據[11]的理論或許最佳的移動向量就在附近，因此只需要

使用中心擴散搜尋(Center-biased search) 的演算法來尋找。反之，最佳的移動向

量是落在較遠的地方，所以會選擇粗略到精細(coarse-to-fine search)的演算法去做

搜尋，這是將兩種不一樣搜尋方法的演算法合併的做法。 

有別於過去其他搜尋演算法中都是以對稱的方法去做搜尋，還有另一種是往

單方向去做搜尋的演算法，如：非對稱單方向搜尋法(Directional Asymmetric 

Search, DAS) [12]，由於[12]之中認為在搜尋視窗中的 SAD 值是呈現單調遞減的，

因此使用對稱的方式去做搜尋會浪費了大量的搜尋時間。在[12]中會希望能使用

單一方向的搜尋方式來尋找移動向量，以期望可以減少大量的搜尋時間。這種演

算法是先由中心點及其周圍八個點來決定移動的方向。方向的決定是依照搜尋過

程中，由失真最高的點指向失真最低的點，再依照這個方向來添加三個新的參考

的移動向量。 

2.2.32.2.32.2.32.2.3 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    

在[13] 中，Kuo 與 Lu 提出了一個演算法來做為一個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

在 Kuo 與 Lu 所提出的方法中，首先利用了區塊模式 8X8 的四個子區塊，到每

一張參考畫面去尋找最佳的移動估測，並記錄這四個子區塊最好的參考畫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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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其他的區塊模式預測的時候，再依照之前紀錄的參考畫面尋找移動向量，如

此一來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參考畫面，而花費多於尋找移動向量的時間。本篇論

文也是植基在 Kuo 與 Lu 所提出的方法，進一步的提出更快選擇參考畫面的改

良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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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多重參考畫面選擇演算法演算法演算法演算法 

本章主要是展示所提出的對於 H.264 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的改良演算法。 

3.1 多重參多重參多重參多重參考畫面選擇考畫面選擇考畫面選擇考畫面選擇演算法演算法演算法演算法 

 在上一章的討論，知道在 H.264 中做移動估測時，往往只參考前一張參考畫

面是不夠的，必須要到每一張參考畫面找出最好的移動向量，因此需要大量的計

算時間。然而當物體的運動是有周期性時，H.264 提出多重參考畫面的技術會浪

費大量的執行時間在錯誤的參考畫面上。因此如果能事先紀錄周期，即可直接到

周期相對的參考畫面去搜尋移動向量。而由圖 3.1 我們可以看出第 N-1 個畫面是

參考往前第 d 張畫面的，而在第 N 個畫面時也是參考它往前第 d 張畫面，所以可

以藉由已編碼畫面的資訊來獲得周期。 

 

 

    

 

圖 3.1 多重參考畫面示意圖 

  

 

 

第 n-3 張畫面 第 n-2 張畫面 第 n-1 張畫面 第 n 張畫面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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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一個畫面當中，大部分的位置都是屬於背景的部分，如果是背景的部

分，那就表示它是移動量較小的，因此只需要到前一個參考畫面去做移動估測即

可。根據 Kuo 與 Lu 提出的方法[13]中，認為如果屬於背景的部分可以由巨集區

塊的四個 8X8 子區塊移動向量的變異數來判斷，淺而易見的當巨集區塊屬於背景

的時候，表示巨集區塊整體聚集在一起的，且整個巨集區塊是移動量小的。因此

利用上述的兩個條件來判斷巨集區塊是否為背景的部分，如果是背景的部分，我

們在執行移動估測的時候可以只到前一張尋找移動向量，反之，才需要利用推估

出來的周期來篩選出有可能為最佳的參考畫面，來更進一步的節省移動估測所需

要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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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2 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流程圖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流程圖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流程圖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流程圖 

 圖 3.2 是提出演算法的流程圖，一開始在畫面間預測，首先預測區塊模式為

將前一張參考畫面

設定為 valid 

計算四個子區塊在集合

S 中的移動向量 

Yes 

計算四個 8X8 子區塊在

前一張參考畫面的移動

向量 

計算四個 8X8 子區塊 的

移動向量的變異數及平均

的移動量是否小於門檻值? No 

將四個 8X8 子區塊最

佳的參考畫面設為

valid 

在設為 valid 的參考畫面裡，

計算其它區塊模式的移動向

將預測結果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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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X8 的模式，利用區塊模式 8X8 的四個子區塊在前一張參考畫面所找到的移動向

量，接著計算四個子區塊移動向量的變異數，由這個變異數和移動向量的大小來

決定這個巨集區塊是否屬於背景的部分，因為四個子區塊的變異數越小的話，就

可以代表這個巨集區塊是屬於整體移動的部分，而如果四個子區塊的移動向量的

位移量也都很小的話，表示目前的巨集區塊是屬於移動較小的部分。透過以上兩

個判斷法，便可將前景與背景部份做有效的區分。 

 如果是屬於背景的部分，由於背景的移動量不多、變化幅度不大，因此只需

要在前一張的參考畫面就能得到與目前編碼的巨集區塊十分相似的畫面即可。反

之，表示目前正在編碼的巨集區塊是屬於較為複雜的運動較激烈的，因此只在前

一張參考畫面去尋找移動向量是不夠的，所以需要更多的參考畫面來維持畫面的

品質。在 Kuo 與 Lu 所提出的方法[13]中，選擇到所有的參考畫面去尋找移動向

量，但到越多的參考畫面去尋找移動向量，就必須花費越多的計算量在執行移動

估測上面。為了修正這個問題，將利用周期的概念去篩選出有可能為最佳的參考

畫面。在圖 3.2 中的 S 集合就是之前紀錄為這個巨集區塊可能的周期，接著 8X8

的子區塊在可能的參考畫面上找移動向量{ Vi
t
 | i=0,1,2,3; t∈S }以及相對應的失真

碼率值值{ C( Vi
t
 ) | i=0,1,2,3; t∈S }，其中 Vi

t 表示區塊模式 8X8 第 i 個子區塊在第

t 張參考畫面的移動向量，C( Vi
t
 )代表相對應的失真碼率值值，再藉由式子 3.1 來

找出最好的參考畫面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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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一段知道需要找出每一個巨集區塊可能的周期 S，觀察圖 3.1 發現，當

周期固定的時候，每一張畫面與它的最佳參考畫面的差距是一樣的，所以會先在

編碼的初期訓練出影片的周期，記錄下初期編碼後的結果，以投票的方式來決定

可能的周期。如此一來可以避免只參考前一張畫面的資訊時，所造成的錯誤傳遞

到下一張畫面。但剛剛有提到周期不一定是固定不變的，因此可以選出投票結果

前三高的周期來當作可能的參考畫面，雖然說是前三高的周期，但如果這個周期

的得票數是 0 的話，將不會把它納入來使用，如此一來可以進一部的提升在區塊

模式 8X8 預測時的速度。 

以上是在執行區塊模式 8X8 畫面間預測時的演算法，而在其它的區塊模式

時，因為區塊模式 8X8 與其它的區塊模式是位於相同的畫面而且是相同的位置，

因此區塊模式 8X8 與其它的區塊模式有很高的相關度，所以利用了區塊模式 8X8

四個子區塊最好的參考畫面，來當作其它區塊模式有可能的參考畫面， 這樣可

以進一步的減少其它區塊模式有可能的參考畫面，如此一來能夠再進一步的減少

移動估測所需要的計算量。 

為了因應周期有可能的改變，加入了一個門檻值來判斷是否需要重新訓練周

期，而根據[4]的理論，目前的巨集區塊的失真碼率值的值應該是與前一張畫面相

同位置的巨集區塊的失真碼率值是十分相近的，因此利用了這個數值來當作判斷

是否要重新訓練周期的門檻值。如果目前的巨集區塊的失真碼率值是小於這個門

檻值，那表示使用的編碼模式是正確的，可以繼續使用這個周期，並且更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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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真碼率值給下一張畫面使用。相反的，如果大於門檻值的話，就表示我們尋找

的編碼模式是有誤的，因此必須重新訓練新的周期，已獲得更正確的週期來讓我

們使用。 

 

 

 

 

 

 

 

 

 

 

 

 

 

 

 

 

 

 

 

 

 

 

 

 

 

 

 

 

 

 

 

 



 

                                       第三章  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介紹 

 17

3.2 分析與比較分析與比較分析與比較分析與比較 

 本篇論文主要是希望可以利用訓練數幾張畫面的結果來找到巨集區塊在多

重參考畫面的周期，讓接下來大多數的畫面可以依照這個周期在可能為最佳的參

考畫面裡找尋移動向量。而在 Kuo 與 Lu 提出的方法 [13]中，是利用巨集區塊

中的 8X8 區塊模式四個子區塊的最佳參考畫面來當作其他區塊模式的參考畫

面，因此在 8X8 區塊模式中，Kuo 與 Lu 提出的方法會到每一張參考畫面去找

尋最佳的參考畫面，然而這需要大量的計算時間來尋找移動向量。而在我們的方

法中，因為事先知道了這個巨集區塊可能的周期，可以只到可能為最佳的參考畫

面去尋找移動向量，如此一來就可以節省許多不必要的時間。 

 由上述可知，在 8X8 的區塊模式中，如果在 H.264 上設定多重參考畫面數為

5 張的話，那在 Kuo 與 Lu 所提出的方法中就需要到這五張參考畫面去找尋移動

向量。而我們的演算法設定可能為最佳參考畫面的數目為三張，那只需要到這三

張去找尋移動向量即可。但或許之前統計結果只會有一張或兩張，因此本論文的

演算法在預測 8X8 區塊模式時可以節省將近一半的時間。而由實驗的結果得知，

在整體的編碼時間可以節省 10%的編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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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實驗結果與數據實驗結果與數據實驗結果與數據實驗結果與數據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本章節主要是呈現並且討論提出之演算法的一些實驗結果。 

4.1  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 

 本篇論文是在 AMD Athlon(tm) 64X2 Dual Processor 5600+ 2.90GHz 處理器上

實現，搭配的記憶體是 2G 的 DDR2 記憶體，作業系統是使用 Windows 7，而使

用的編碼程式是 JVT 所提供的 JM14.2[18]，而模擬的環境如表 4.1，測試的輸入

影片為 container_cif.yuv、foreman_cif.yuv、news_cif.yuv 及 silent_cif.yuv，這些影

片皆為 352X288 的格式大小，圖 4.1 為這些影片的內容。 

 

表 4.1 模擬環境之參數設定 

Profile baseline 

RDO On 

Total frame 100 

GOP structure IPPPPP 

Frame rate 30 

Hadamard On 

Search mode Fullsearch 

Search range 32 

QP 24、28、32 

Coder version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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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影片樣本(a)silent。(b)container。(c)foreman。(d)news。 

 首先選擇 Kuo 與 Lu 所提出的方法 [13]的編碼過程來和提出的方法來做為

比較，在下面會列出在固定的量化係數下 PSNR(Peak Signal-to-Noise Ratio)、編碼

碼率以及編碼時間的差異，其中 PSNR 的計算方式如(4.1),而在計算 PSNR 的差異

時，是採用與 H.264 原始方法來做相減，而在編碼碼率方面，是計算與 H.264 原

始方法提升的百分比，而在編碼時間的部分，是採用與 H.264 編碼時間節省時間

的百分比，式子(4.2)、(4.3)、(4.4)分別代表計算的式子。接著，實驗數據列於表

4.2 至表 4.4。 

(d)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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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24 △PSNR(dB) △Bit rate(%) △Time(%) 

Sequence Kuo 與 

Lu [13] 

proposed Kuo 與 

Lu [13] 

proposed Kuo 與 

Lu [13] 

proposed 

news 0.001 -0.009 0.16% 1.03% 57% 66% 

container 0.003 -0.007 0.33% 1.76% 57% 66% 

foreman -0.020 -0.050 0.99% 3.42% 54% 60% 

silent -0.007 -0.024 0.20% 2.14% 56% 67% 

average -0.005 -0.022 0.42% 2.09% 56% 65% 

表 4.2   固定量化參數下之轉換編碼效能分析(Q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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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固定量化參數下之轉換編碼效能分析(QP28) 

QP=28 △PSNR(dB) △Bit rate(%) △Time(%)         

Sequence Kuo 與 

Lu [13] 

proposed Kuo 與 

Lu [13] 

Sequence Kuo 與 

Lu [13] 

proposed 

news 0.015 

 

-0.011 0.53% 1.11% 53.2% 63.2% 

container 0.006 

 

0.006 0.76% 2.16% 54.1% 63.9% 

foreman -0.079 -0.079 0.26% 1.19% 50.5% 59.0% 

silent 0.001 -0.01 -0.02% 1.36% 53.1% 65.7% 

average -0.003 -0.025 0.38% 1.45% 52.7% 63.0% 

 

 

表 4.4   固定量化參數下之轉換編碼效能分析(QP32)  

QP=32 △PSNR(dB) △Bit rate(%) △Time(%) 

Sequence Kuo 與 

Lu [13] 

proposed Kuo 與 

Lu [13] 

Sequence Kuo 與 

Lu [13] 

proposed 

news -0.003 -0.035 0.21% 0.53% 55% 

 

64% 

container -0.004 -0.022 -0.20% 1.75% 57% 

 

65% 

foreman -0.062 -0.071 0.21% 0.99% 54% 63% 

silent 0.00348 -0.049 0.01% 1.58% 56% 68% 

average -0.016 -0.044 0.06% 1.21% 56% 65% 

                       

 由上面表 4.2 至表 4.4可以發現，提出的方法和 Kuo 與 Lu 所提出的方法[13]

在 PSNR 上略輸一點在 0.02 到 0.03 之間，而 bit rate 上也比較多，大約是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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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左右，不過在編碼的時間上，所需要的編碼時間比他們的節省大約 10%左

右，在要求編碼速度的環境情況下，可以更快速的做完編碼的動作。 

 接著觀察不同量化參數下的效能，藉由觀察碼率失真曲線與編碼時間的降幅

程度來比較效能的差異，利用碼率失真曲線可以了解各種編碼方式編碼後的畫面

品質的差異，而編碼時間可以知道各個編碼方式所需要的時間，進而可以比較不

同編碼方式的快慢。 

 圖 4.2 至圖 4.5，在碼率失真曲線上，方法與原始 H.264 的編碼方式和 Kuo 與

Lu 提出的方法[13]是十分的接近，代表著我們在相同的位元率下的畫面品質是相

差不多的。然而在編碼的時間上，和 Kuo 與 Lu 提出的方法可以更快速的將影片

編碼完成。因此從碼率失真與時間節省來看，提出的改良型演算法是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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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2 不同量化參數下的效能比較圖( news)。 

(a)碼率失真曲線。(b)編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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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3 不同量化參數下的效能比較圖( foreman) 

 (a) 碼率失真曲線。(b) 編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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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4 不同量化參數下的效能比較圖(container) 

(a)碼率失真曲線。(b) 編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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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5 不同量化參數下的效能比較圖(silent) 

(a) 碼率失真曲線。(b) 編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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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數據數據數據數據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由上一節可以知道我們提出的演算法在不影響觀看的畫面品質下，編碼的速

度可以快上60%以上，節省了一半以上的時間，而和Kuo 與 Lu所提出的方法 [13]

比較也是可以快上 10%左右的時間。 

 含原始的編碼方式比較，這是因為在編碼的過程中，不需要浪費時間在不可

能的參考畫面去尋找移動向量，而列出有可能的參考畫面的數目小於等於原始方

式的一半，因此可以快上這麼多的時間，但也多做了一些額外的計算，而這些計

算也是需要花費時間，這也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而和 Kuo 與 Lu 所提出的方法[13]做比較，由於在 inter 8X8 的模式中，利

用了周期的概念，將先前記錄下來的資料，來加快在 inter 8X8 模式的移動估測時

間。因為在 Kuo 與 Lu 所提出的方法[13]中，在做 inter 8X8 模式的時候，需要

到所有的參考畫面去尋找參考畫面。而在我們的演算法中，只需要利用周期到有

可能的參考畫面去尋找移動向量，這樣可以減少在 inter 8X8 中大約 50%的預測時

間。但由於和 Kuo 與 Lu 所提出的方法[13]比較起來在編碼時間僅僅加快 10%左

右，是因為在做 H.264 的編碼的 inter 8X8 畫面間預測外，還有做畫面間其它模式

的預測，以及最後所做的失真碼率值，來判斷哪一個模式是最好的編碼方式。雖

然 inter 8X8 的預測只是占一小部分而已，但和 Kuo 與 Lu 所提出的方法 [13]整

體的編碼時間比較起來，也能節省 10%的編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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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 

    

在本論文中，提出了一個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的演算法，利用這個選擇器可

以加快 H.264 編碼過程的速度，而在決定一個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的時候，更利

用了 H.264 在多重參考畫面技術的特點來篩選可能的參考畫面，進一步的加速一

個多重參考畫面選擇器的決定，而進一步的讓整體的效能做提升。 

而最後實作在 JM14.2 上，可以發現提出的演算法，在做 H.264 編碼的過程

中，和原始的編碼方式比較，能大幅的加快 H.264 的編碼速度，大約可以節省一

半以上的時間，而和 Kuo 與 Lu 的方法 [13]比較在編碼速度上也能有進一步的提

升。未來可以根據本篇論文，深入的探討如何取得更為精確的周期，以減少執行

移動估測的時候，獲得更好的影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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