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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論文設計與實作了一個基於空間與時間

關聯性的快速 H.264 模式選擇演算法，以減少編碼

器選擇切割模式的時間。基本上，此方法原理乃是

從過去的模式選擇樣本中，探勘出巨集方塊之模式

選擇在時間上與空間上的關聯性，藉以預測目標巨

集方塊可能的切割模式，而不對所有可能的模式進

行評估。為了提升預測的準確度，此方法會動態地

調整模式選擇的關聯性規則，並且定期清除過時的

樣本與考慮物件移動的區域性。另一方面，當預測

模式之信心指數不夠時，此方法會從預測模式以及

與目標方塊相鄰之方塊的切割模式中選出一個最

佳的解以降低預測錯誤的機率。我們已經將此演算

法應用於實際的 H.264 編碼器並且進行實際的效能

測試。實驗結果顯示我們所提出的演算法和完全搜

尋方法比較起來，確實能有效大幅減少模式選擇的

時間，並且維持相似畫面品質。 
 
關鍵詞：H.264、模式選擇、空間與時間的關聯法

則、移動的區域性 
 
1. 簡介 

 
近來國際視訊組織已針對不同環境的需求訂

定 出 各 種 技 術 標 準 ， 例 如 ： MPEG-1[2] 、
MPEG-2[3]、MPEG-4[4] 、MPEG-7[5] 、H.261[6]、
H.263[7]、H.263+[8]、 H.264[9][15]等，而其中以

H.264 最受矚目。和目前最常用的 MPEG-4 比較起

來，H.264 不僅具有較優異的壓縮性能，同時也具

有良好的網路親和性，而且編碼後的位元數也較

MPEG-4 少了一半左右。由此可見，H.264 無論在

視訊品質與網路的可靠性上都具有相當的優勢。然

而，雖然 H.264 具有眾多優勢，但其複雜度卻比

MPEG-4 複雜 10 幾倍。主要是因為 H.264 在編碼過

程中需對為每一巨集方塊選擇出最佳的切割模

式，而其過程需對所有可選擇的模式進行動作估計

與補償，加上可選擇的切割模式又有很多種，所以

整個編碼過程所需執行的計算量變得相當龐大。故

對於 H.264 編碼器的效能而言，如何有效降低模式

選擇的時間代價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 
針對這個問題，本研究將切割模式分為十六

種(如圖一所示)，並使用完全搜尋的方法對不同的

視訊包括 container 和 football 進行編碼，然後紀錄

每個畫面裡每個巨集方塊所選擇的模式，並且去統

計每個巨集方塊與其左邊相鄰巨集方塊之模式配

對樣本(pattern of mode pair) 出現次數，以及目標巨

集方塊與其在前一個畫面的模式配對樣本出現次

數。 

 
圖 1 切割模式的種類 

 
以 container 為例，影像中唯一運動的物體只有兩艘

貨輪在跑動，背景部份在畫面中大部份呈現的是為

靜態的狀態，故其結果如圖(2)和圖(3)所示顯示其選

擇的切割尺寸大小模式為 SKIP 模式較為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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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Container 之模式選擇於空間上的關聯性 
 

 
圖 3. Container 之模式選擇於時間上的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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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影像 football 則是呈現眾多美式足球員四

處跑動並爭搶橄欖球的畫面，大部份選擇的切割尺

寸是比較小，所以圖（4）、圖（5）顯示配對 spatial(8,8)
與 temporal(8,8)在每一畫面都比其他配對的多。 
 

 
圖 4. Football 之模式選擇於空間上的關聯性 
 

 
圖 5. Football 之模式選擇於空間上的關聯性 
 
從上述的實驗中，可觀察出不管是影像是靜態還是

動態，其模式配對樣本的出現次數都集中在少數幾

種，而且選擇相同模式的機率很高，因此可以證明

切割模式的選擇在空間和時間上確實都具有很大

的關聯性。如果可以從過去的模式選擇樣本中找出

可信的關聯規則，那麼就不用對每個模式進行評

估，可以很快地選擇出合適切割模式，進而提升編

碼的速度。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可以運算資料探勘

（Data Mining）的關聯性法則（Association Rules）
[14]。 

簡單地說，關聯規則即是在 A 事件發生底下同

時 B 事件亦會發生的條件機率。此規則過去經常用

於市場分析與決策之中，其探勘過程會使用到支持

度和信心度兩個數值，其定義如下： 
(1)支持度(Support):為所有交易記錄(transaction)之
中，出現項目 A（item）百分比，其計算公式如下: 

    
N
Ns A=      (1) 

式(1)中Ｎ代表交易紀錄的總數，而ＮA代表出現項

目A的交易數目。 
 
(2)信心度(Confidence): 為所有出現項目 A 的交易

中，也同時出現項目 B 的百分比機率，其計算公式

如下: 

 
A

BA

A

BA

N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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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 代表交易記錄中，同時出現項目 A 與

項目 B 的交易數目。 
BAN ∩

至於關聯性規則的探勘步驟，則如下所述：首先針

對單一項目的候選樣式（candidate pattern）進行支

持度的統計，然後篩選出支持度超過臨界值的樣式

（亦稱為經常樣式，frequent pattern），接著將篩選

出的經常樣式配對出長度為 2(即包含兩個項目)的
候選樣式，然後再計算這些長度為 2 之候選樣式的

支持度，並再次篩選出支持度超過臨界值的經常樣

式，接著從這些樣式中繼續配對產生長度為 3 的候

選樣式，重複相同的步驟直至無法再產生長度更長

的候選樣式為止。接著，即可利用篩選出的經常樣

式去推算出在經常樣式A出現下經常B樣式也會跟

著出現的信心度。例如：在所有的交易中，有 80%
買光碟機，有 60%會同時買光碟機與光碟片，則買

了光機後也會買光碟片的機率即為 75%。如果此信

心度已超過設定的臨界值，即可推斷”買光碟機後必

買光碟片”的關聯規則。為了解決 H.264 的模式選擇

問題，可將前面實驗之模式配對的數目視為交易的

數目，而將目標巨集方塊的模式與其左邊相鄰巨集

方塊的模式，或者將目標巨集方塊的模式與其在前

一個畫面的模式視為交易的項目，透過相同的資料

探勘過程即可挖掘出有用的空間關聯規則與時間

關聯規則，以作為模式選擇的依據，進而達到縮短

選擇切割模式的時間。 
　 　根據前面所述，本篇論文之目的即在研究開發

一個基於空間與時間關聯性規則（Spatial and 
Temporal Association Rules，STAR）之 H.264 模式

選擇演算法。為了提升關聯規則的準確度，此演算

法會一直動態更新樣式的支持度，並且週期性地將

過時統計結果清除與重新統計樣式的出現次數。另

一方面，由於考慮物體在空間上移動的區域性，此

演算法將畫面分成四個區域（sections），並且分別

針對各個區域進行模式選擇樣本的收集與關聯規

則的探勘，然後用各個區域的關聯規則去對屬於該

區域的巨集方塊進行模式選擇。 
在簡單描述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後，第二章將

討論 H.264 模式選擇的相關研究。第三章則介紹我

們所提出的 STAR 模式選擇演算法。第四章則是

STAR 演算法的效能評估與討論。最後，第五章則

為本論文的結論與未來工作方向。 
 
2. 相關研究 

近年來，許多研究學者提出不少快速的方塊

切割模式決策演算法。在[10]論文中，作者採用了

完全零係數方塊(All Zero Coefficients Block, AZCB)
來快速去除不必要選擇的切割模式，然後對剩餘的

模式進行 RD cost 的評估，並選擇 RD cost 最小的

模式作目標巨集方塊（target macro-blocks）。實驗結

果顯示此演算法所需的時間只有完全搜尋法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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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而且 PSNR 值相差只有 0.011~0.02dB 左右。 
在[11]的研究所提出的演算法則是先用 RD 

cost 來評估所有的外部模式（inter-modes），並令

RD cost 最小者為最佳外部模式。然後計算出用最

佳外部模式對目標巨集方塊編碼之運動補償的殘

餘資料產生所需編碼的平均位元率（Average Rate，
AR），以及目標巨集方塊與相鄰巨方塊的平均邊界

像素錯誤值（Average Boundary Error，ABE）。如果

ABE大於 AR則最佳外部模式即為最佳方塊切割模

式。否則就必須再對所有的內部模式（intra-modes）
進行評估，然後再從內部模式中選擇最佳的切割模

式。經由測試結果顯示此演算法的執行時間比完全

搜尋演算法少了 30％，且 PSNR 品質卻只有相差

0.03dB。 
在文獻[12]的演算法則依據巨集方塊在連續

畫 面 之 間 的 平 均 絕 對 差 值 (Mean Absolute 
Difference，MAD)以及平均絕對畫面差值（Mean 
Absolute Frame Difference，MAFD）為準則來快速

選擇合適的切割模式。如果絕對差值很小的話，表

示這巨方塊為一平坦巨方塊，因此只要選擇較大切

割模式進行運動估計即可。反之，則表示巨方塊具

有激烈的運動特徵，所以需要多選擇更小尺寸的切

割模式達到更佳的位元失真補償。實驗數據顯示此

方法節省的時間最高可達到 48％。 
在[13]研究中，作者所提之切割模式選擇演算

法類似二分搜尋法。首先，分別計算 SKIP 以及

P16x16 的 RD cost。如果前者較小則選擇 SKIP 模

式，不然就再評估 P8x8 的 RD cost。相同地，如果

P16x16 比 P8x8 低且小於臨界值就選擇 P16x16，不

然就再評估 P8x16 及 P16x8，且重選 RD cost 較小

的模式。相反地，如果 P16x16 比 P8x8 大，就必須

再估計 P4x4。如果 P4x4 的 RD cost 比 P8x8 大就選

擇 P8x8，不然就是評估 P8x4 及 P4x8，並將 RD cost
最小的模式當作最後的選擇。整體演算法訂出了一

臨界值以提早與減少選擇的次數。另外，此演算法

在運動估計方面使用了鑽石搜尋法。實驗結果此演

算法比完全搜尋法快了 4 倍之多。 
上述的演算法中大都會設立一些條件以去除

不必要的模式評估次數，而評估次數通常會隨著畫

面物體與背景移動的激烈程度而增加。相對地，本

研究所提出的演算法是從模式選擇樣本去探勘出

可信的空間與時間的關聯性規則，來作為選擇切割

模式的依據，故評估次數比較不受畫面動態程度的

影響。 

 

3. STAR 模式選擇演算法 
 
3.1 考量因素 

在關聯性規則的探勘前，必須累積一定數量樣

本。其實作方法可在連續幾個畫面，使用完全搜尋

來進行切割模式的選擇並將結果紀錄與統計，接著

即可依左邊相鄰（或前一畫面相同位置）之巨集方

塊的模式來找出信心度最高的關聯性規則，以作為

未來決定目標巨集方塊之切割模式的參考。 

由於關聯性規則的正確性程度取決於所採樣

的樣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故運用關聯性規則於

H.264 切割模式選擇時必須考慮兩個因素。一是樣

本採樣的週期，二是畫面分區。 

第一個考量因素是基於時間上的區域性。當畫

面的背景或前景內容有所改變時，之前所紀錄的樣

本已經過時。故先前所挖掘的關聯性規則亦將不符

合未來預測切割模式的需求。解決此一問題必須定

期地將過時的樣本統計予以清除歸零，並重新採樣

統計。意即在連續的幾個畫面中再度使用完全搜尋

方法來選擇切割模式，並統計選擇樣式出現次數。

由於使用完全模式的代價很高，若經常重新採樣則

會危及到編碼的速度。反之，若重新採樣的週期過

長，則模式選擇樣式之統計結果將無法反映出最近

畫面的特性。故必須適當地決定一個適當的樣本採

樣週期。 

　 至於第二個考慮因素則是基於空間上的區域

性。當畫面中物體只有在某一特定區域中運動，而

其他的區域則是屬於靜態的背景居多時（例如：

container）。如果持續的使用整張畫面的模式採樣統

計結果來預測目標巨集方塊的模式時，則會選擇出

不恰當的切割模式。在圖（6）中，紅色橢圓形部

份表示巨方塊中運動較激烈的部份，藍色則表示平

坦且運動較為小的部份。因此在進行巨集方塊 B 與

D 的尺寸大小切割模式選擇的時候，如果分別利用

巨集方塊A與C的採樣結果來進行預測則會容易發

生預測錯誤的情形。以 B 巨集方塊來說，如果利用

巨集方塊 A 採樣結果來進行預測，則很有可能會預

測出 16X8、8X16、或 8X8 幾種可能的切割模式出

現。但其實巨集方塊 B 只需在 SKIP 或 16X16 幾種

可能的切割模式中選擇即可。為了避免這種錯誤的

情況發生，對影像畫面進行分區取樣與預測是有其

必要性的。然而，分區的數目實為一個需要小心決

定的問題。若分區太少，則無法反映出物體在空間

位置的區域性。反之，若畫面切割的越細，則必須

付出更大的記憶體空間的代價來存放樣本統計的

結果，而且越容易發生一個物體橫跨不同分區的情

形。 
 

 
圖 6. 巨方塊的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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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式選擇演算法 
圖 7.為運用 STAR 模式選擇演算法的編碼流

程。首先，在前兩個畫面裡使用完全搜尋演算法來

決定切割模式，並按照先前實驗的 16 種模式分類

將選擇樣式予以統計並記錄於支持表中。例如：假

設目標巨集方塊的模式為 P8x8 (MODE 8) ,與之左

邊相鄰的巨集方塊為 P16x16(MODE 1)，目標方塊

在前一畫面的模式為 SKIP（MODE 0），則空間樣

式支持表[1][8]這個欄位、時間樣式支持表[0][8]

以及空間與時間樣式支持表[1][0][8]都要加 1。 

從第三個畫面開始，即開始使用關聯性規則來

預測目標巨集方塊的切割模式。每個方塊的模式決

定後，會依照其結果將前述的三個表格予以更新，

並繼續下一個方塊模式的預測與選擇直至此畫面

的最後一個方塊編碼為止。當要繼續進行下個畫面

的編碼時，會先檢查是否已經超過了畫面數目限制

ξ。如果是，則將前述三個支持表的統計結果予以

清除，然後在接下來的兩個畫面內再度使用完全搜

尋法來選擇切割模式，並對模式選擇樣式進行統

計。否則就繼續使用關聯規則來預測方塊的切割模

式。 

 

 
圖 7. 使用 STAR 演算法之編碼流程圖 

 
另外，根據3.1節所述，STAR演算法採用了2X2分區

大小進行分區採樣與預測。這是因為對於QCIF影像

來說，採用4X4的分區模式會太細。相對地，如此

的分區模式也意味著前述的三個支持表會有四組。 
STAR模式選擇演算法如圖(8)。首先，利用左

邊巨集方塊的模式（left mode）在空間支持表中找

出支持度最高的模式配對樣式 [left mode][target 
mode]，並檢查其支持度與信心度是否同時高過臨

界值α和β。如果是，則目標巨集方塊的模式即預

測為此配對樣式之target mode。若是支持度超過α

而信心度沒超過β，則從空間與時間支持表中查出

支持度最高的模式配對樣式 [left mode][previous 
mode][target mode]，並檢查此樣式的支持度與信心

度是否超過臨界值γ和δ。如果是，則目標巨集方

塊的模式即預測為此樣式的target mode。如果支

持度超過γ而信心度沒超過δ則預測為left mode。
相對地，如果在空間與時間支持表中找不到支持度

超過γ的配對樣式，即預測目標方塊的模式為

P8x8。 

另一方面，如果一開始在空間支持表中就找不

到支持度超過α的配對樣式，就使用目標巨集方塊

在前一畫面的模式（previous mode）去搜尋時間支

持表裡支持度最高的模式配對樣式 [previous 
mode][target mode]，如果其支持度和信心度超過µ
和ν，目標巨集方塊的模式即預測為此樣式的target 
mode。如果支持度超過µ但信心度沒超過ν，目標方

塊就預測為previous mode。最後，如果兩者都沒超

過臨界值，就預測為目標方塊的模式為P8x8。 
 

 
 圖8. STAR演算法流程圖 

 
圖9. 使用相鄰巨方塊選擇的切割模式進行補償 

 
當使用關聯規則得到一個預測模式（predicted 

mode）後，如果其信心度夠高的話，則此預測模式

為最佳的可能性很高。然而，其預測錯誤的機會還

是有，而且一旦預測錯誤則可能造成後面連續的巨

集方塊都會預測錯誤，直至另一個區域的邊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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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為了避免這種情形發生，進行其他模式的評估

是有其必要的。根據[1]的研究以及我們實驗結果顯

示目標巨集方塊與相鄰巨集方塊具有相同切割模

式的機率是很高的。因此，STAR 演算法會在空間

與時間上參考相鄰巨集方塊的模式選擇進行補

償，如圖(9)所示。編號 1～4 方塊為目前畫面的巨

集方塊，編號 5～9 為前一畫面的巨集方塊。前者

是取空間上的關聯性，後者則是取時間的關聯性。

如果對此九個方塊的模式一一地評估將會耗費很

多時間，故 STAR 演算法只取此九個方塊中出現次

數最多的兩種來評估。加上前面的預測模式，STAR
演算法最少需要二次，最多需要三次 RD cost 評估

即可決定目標巨集方塊的模式。 
 

4. 效能評估 
 

本篇論文，我們已經將 STAR 演算法應用於實

際的 H.264 編碼器[16]，並且進行實際的效能評

估。其測試環境與編碼器之參數則分別如表一與表

二所示。 

表 1 測試平台環境 

Test bed 
CPU Intel Pentium Ⅲ 1.066G 

Memory 256 RAM 
OS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Compiler Visual C++ 
 

表 2 編碼器參數表 

Parameter Name Value 

Frame Rate 30 frame/sec 

Quantization Parameter 28 

Search Range 32 

Reference Frame Number 5 

RD-Optimization Used 

Entropy Coding CAVLC 

Fast Motion Estimation Used 

GOP Type IPPP 

Hadamard transform Used 

 

表 3 實驗測試影像樣本 

測試樣本 

(Image sequence) 
解析度 

(Frame size) 
張數 

(Length)
container 352x288 300 
foreman 352x288 300 
tempete 352x288 260 
football 352x240 125 

salesman 176x144 300 
stefan 176x144 300 

在效能評估中，一共對表三所列之 6個不同的

視訊進行測試模式選擇的測試。在實驗過程中，分

別使用完全搜尋演算法、適應性的方塊切割模式決

策演算法(AMD) [10]以及 STAR 演算法，然後比

較這不同三種演算法的效能。其評估的標準包含：

PSNR 值、壓縮時間、以及 bit-rate。關於 STAR 演

算法所使用的參數值則如表 4所設定。 

 

表 4 演算法參數 

Parameter Parameter value 

α 0.25 
β 0.8 

γ 0.5 

δ 0.6 

μ 0.25 

ν 0.8 

ε 120 

 
4.1 STAR 演算法的有效性 

 

就時間而言，STAR 演算法和完全搜尋法比較

起來，節省了 40~65%的時間，如圖(5)所示。和在

AMD 比較起來，也快了 18~640 秒。其主要原因在

於本論文所採用的方法在選擇切割模式時最多只

做了二到三次切割模式的選擇，而 AMD 演算法會

因為巨集方塊運動激烈程度高低而會多測試其他

更小尺寸的切割模式，因此 STAR 演算法執行速度

比其他兩種快。只有 salesman 是例外，時間較 AMD
演算法多了 13 秒之多。其原因在於 STAR 演算法

選擇了較多 P8X8 的大小切割模式，所以執行時間

較 AMD 演算法來的長。 

就位元編碼來說，AMD 花費在所需夾帶的編

碼位元率上都超出完全搜尋法太多。雖然 AMD 演

算法能夠有效減少選擇切割模式所花的時間，但在

傳送壓縮後的視訊編碼位元組時，其所需的傳輸時

間必會大大增加。相反地，STAR 演算法所產生的

編碼位元組較 AMD 少，尤其對 container 和 saleman
最為明顯。 

最後就 PSNR 值而言，使用 AMD 演算法選擇

與編碼後的視訊畫面品質最佳，比完全搜尋的方法

要好上 0.25~0.53dB。雖然完全搜尋法會選 RD-cost
最小的切割模式，但是所 RD-cost 包含失真代價和

位元率代價，故所選擇的模式不見得對畫面品質是

最好的。相反地，AMD 經常選擇內部模式（intra 
modes）所以獲得畫面品質要比完全搜尋好，不過

也付出了更多的位元率代價。相對地，STAR 演算

法在 PSNR 值幾乎和完全搜尋法表現的一樣。 

綜合以上的結果，可以看出本研究所提出的

STAR 演算法雖然較完全搜尋法付出多一些的位元

率代價，卻可以大幅度地降低編碼的時間，並維持

幾乎相同的畫面品質。和 AMD 演算法比較，STAR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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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不僅使得編碼速度加快，而且也降低了編碼所

需的位元數。 

 

表 5 三種切割模式選擇演算法效能之比較 

（a） 

 
 

（b） 

 
 

（c） 

 

 

4.2 採樣週期對 STAR 演算法的影響 

 
為了得知採樣週期對使用關聯規則預測切割

模式的影響。本研究在編碼過程中分別採用 30 張、

60 張、120 張之採樣週期，搭配 STAR 演算法之模

式預測部分（不進行預測後的補償）來對所有視訊

樣本進行測試。表 6的結果顯示，採樣週期越短可

得到較高的畫面品質。相對地所需花費的運算時間

就越長。這是因為週期越短，採到的模式選擇樣本

越具有代表性，所挖掘出的關聯性規則也就越準

確。然而，執行完全搜尋的畫面數目越多，故編碼

的時間也就越長。至於位元率，通常隨著畫面品質

的好壞而呈反向的增加或減少。 

前面的實驗中，所選擇的採樣週期為 120 張畫

面。其原因在於採用 30 張畫面的週期雖然可得到

的畫面品質極為優良，但執行時間太長。由於本研

究以節省編碼時間為首要目標，所以採用了 120 畫

面的採樣週期。至於，畫面的品質則由預測後的補

償機制來對影像畫面品質做改善。 

表 6. 採樣週期對 STAR 演算法的影響 

(a) 

 

(b) 

 

(c) 

 

 

4.3 畫面分區對 STAR 演算法的影響 
 
除了採樣週期外，本研究亦將畫面分區對關聯

性規則的影響作了評估，其結果如表 7 所示。在

container 和 salesman 中，由於物體的移動都具有相

當程度的空間區域性，故分區採樣與預測確實可以

有效地改善畫面品質。 

相反地，football、foreman 以及 tempete，使用

畫面分區方法所獲得的畫面品質卻比不分區的方

法。其原因在於這些視訊裡的物體其移動激烈且不

規則，移動的區域經常改變，而且改變的速度比演

算法學習的速度還快很多，因此採用分區的關聯性

規則來預測，反而會選到不合適的切割模式。在位

元率方面，則與 4.2 的實驗一樣，畫面品質呈現反

向的變化，亦即畫質好所需的位元數也高。至於執

行時間上，由於對於分區邊界的巨集方塊都會採用

完全搜尋，故分區的執行時間在所有的視訊中都要

比不分區來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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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畫面分區對 STAR 演算法的影響 

(a) 

 

(b) 

 
 

(c) 

 
 
 
4.4 模式補償對 STAR 演算法的影響 

 

最後，本研究對模式補償對 STAR 演算法的影

響作一評估。表 8 是只使用模式補償（不含圖 8.

的預測部分）來決定目標巨集方塊模式的效能。在

執行時間上，只使用模式補償（VMS）來選擇切割

模式要比完整的 STAR 演算法與完全搜尋演算法節

省了更多時間，因為它每次只選擇兩個大小切割模

式進行運算。在畫面品質上，與完全搜尋法相差不

遠。但其所需編碼位元率比起有搭配預測部份的

STAR 演算法還來得高，因此說明了 STAR 演算法

中預測部份的重要性。另外，如果只單純利用 STAR
之預測部份來選擇切割模式所得到的結果如表 8的

Region 部份，其畫面品質跟完全搜尋法相比差距最

多高達將近 3.4dB 左右，但經過模式補償後可減少

至最多只差 0.12dB，表示模式補償也有其存在的必

要性。 

至於執行時間上，只使用模式補償要比預測來

得快的原因，在於模式預測必須根據採樣的統計結

果，而採樣時必須整個畫面使用完全搜尋。相對

地，模式補償只有在邊界的巨集方塊會使用完全搜

尋，其他的巨集方塊只需參考相鄰方塊的模式，故

不需要採樣而且執行完全搜尋的次數也較少。 

綜合以上結果，顯示 STAR 演算法的預測與補

償兩

表 8 模式補償之效能 

（b） 

. 結論與未來工作 

，我們提出一個快速的H.264切割

模式選

STAR 演算法具有良好效果，但是為了保

部份是缺一不可的。不論在時間、畫質與位元

率，兩者結合所產生的效能都要比各自獨立時要來

得好。 

 

（a） 

 
 

 
（c） 

 
 
5

 
在本研究中

擇演算法稱為STAR。此演算法的特點是運

用模式選擇於空間與時間上的關聯性，來決定巨集

方塊的切割尺寸。除此之外，此演算法亦考慮物體

移動的空間於時間的區域性，因此採用分區採樣與

預測以及定期地清除過時的樣本並重新收集。另外

還在空間與時間上參考相鄰方塊的模式選擇，以避

免錯誤之預測模式所造成RD cost的損失。經過效能

評估後，發現本研究所提出的演算法確實能夠快速

的選擇到適當的切割模式，並且保有良好的畫面品

質與較低的位元率。另一方面，實驗的結果顯示，

在模式選擇中考慮物體移動空間與時間區域性，對

STAR演算法是有其必要性，而且模式預測與補償

兩者缺一不可。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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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佳視訊品質而採用了補償機制，多少還是影響

了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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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運算時間，平均多 1~2 次 RD-cost 的計

算。如何能更準確的預測與適當的補償來降低選擇

與運算的時間將是可以繼續改善的地方。另一方

面，考量現今尚未有很不錯的 H.264 硬體壓縮晶片

量產，所以接下來本實驗室也將目標著重在研發一

個即時的平行 H.264 編碼器，一方面從軟體上的平

行技術進行效率的改善，再來則將 H.264 中各個部

份功能逐一使用嵌入式系統的技術逐一實作於晶

片中。以上是我們未來要進行的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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