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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运动向量重构的方法及

装置，其基于一个运动向量预测子和一个运动向

量差值。根据本方法，接收与包括当前图像中的

当前块的视频序列相关的输入资料。推导出对应

于运动向量差值的所有候选符号对的候选重构

运动向量位置，其中利用运动向量差值的一个候

选符号对，每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被推导为

运动向量预测子与运动向量差值的第一幅度和

第二幅度的向量和。评估用于当前块的模板与用

于每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的相应模板之间

的模板匹配。在所有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中选

择目标候选运动向量位置。使用对应于目标候选

运动向量位置的目标候选运动向量，对当前块进

行编码或者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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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运动向量重构方法，该方法用于视频编码系统，其特征在于，基于一个运动向量

预测子和一个运动向量差值，该方法包括：

接收与包括当前图像中的当前块的视频序列相关的输入数据；

自输入数据确定运动向量预测子以用于该当前块；

确定与该当前块相关的运动向量差值的第一幅度和第二幅度；

推导出对应于该运动向量差值的所有候选符号对的多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其中

利用该运动向量差值的一个候选符号对，每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被推导为该运动向量

预测子与该运动向量差值的该第一幅度和该第二幅度的向量和。

确定用于该当前块的模板，其中该模板自该当前块的多个相邻重构像素形成；

评估用于该当前块的该模板与用于每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的相应模板之间的模

板匹配；

基于包括所有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中的最佳模板匹配的一个或多个性能准则，在所

有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中选择目标候选运动向量位置；以及

使用对应于该目标候选运动向量位置的目标候选运动向量，对该当前块进行编码或者

解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基于包括绝对差之和或者平方差之和的默认准则，评估该范本匹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该一个或多个性能准则还包括先前选择符号对或者先前运动向量预测子的统计的其

他解码器侧的信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若该运动向量预测子或者该运动向量差值具有分数像素精度，则基于该相应模板的多

个附近整数像素位置，评估用于该当前块的该模板与用于每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的该

相应模板之间的该模板匹配。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若用于两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的两个相应模板落入相同位置，则该两个相应模板

的位置被修改以变成分开的。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该两个相应模板的位置被修改以位于该运动向量预测子的左边和右边，或者该运动向

量预测子的上端和下端。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基于一个运动向量预测子与一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之间的距离，修剪一个或多个

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其中若特定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相比于该运动向量预测子更靠

近候选运动向量预测子集中的另一个运动向量预测子，则该特定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被

修剪，并不被评估以用于该范本匹配。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通过发信一控制标志，是否使用该目标候选运动向量编码或者解码该当前块被显性地

开启或者关闭。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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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使用该目标候选运动向量编码或者解码该当前块被隐性地开启或者关闭。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基于应用到该运动向量差值的该第一幅度和该第二幅度的互斥或操作的结果，是否使

用该目标候选运动向量编码或者解码该当前块被开启或者关闭。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对应于该目标候选运动向量位置的所选择符号对用作一预测子以用于编码或者解码

该运动向量差值的多个符号。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使用最短码字，对应于该运动向量差值的该等符号等于该所选择符号对的预测命中条

件被编码。

13.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使用单个二进制位，对应于该运动向量差值的该等符号等于该所选择符号对的预测命

中条件被编码。

14.如权利要求13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使用两个或以上二进制位，对应于该运动向量差值的该等符号不等于该所选择符号对

的多个其他预测条件被编码，其中该等其他预测条件包括水平翻转条件、垂直翻转条件和

对角线翻转条件。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生成以用于与该当前图像中的多个块相关的多个预测条件的二值化位被上下文编码。

1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若该运动向量差值的该第一幅度和该第二幅度中的任何一个为0，则来自于该当前块

的第一单符号与来自于另一块或者来自于另一预测列表中该当前块的第二单符号组合在

一起，以形成联合符号对。

17.如权利要求16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使用单个二进制位或者最短码字，对应于该第一单符号和该第二单符号均被正确预测

的预测命中条件被编码。

18.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运动向量重构方法，其特征在于，

使用两个或以上二进制位，对应于该联合符号对中的至少一个不被正确预测的多个其

他预测条件被编码，其中该等其他预测条件包括第一单符号命中且第二单符号没命中的条

件、第一单符号没命中且第二单符号命中的条件以及该第一单符号和该第二单符号均没命

中的条件。

19.一种运动向量重构的装置，该装置用于视频编码系统，其特征在于，基于一个运动

向量预测子和一个运动向量差值，该装置包括一个或多个电子设备或者处理器，被配置为：

接收与包括当前图像中的当前块的视频序列相关的输入数据；

自输入数据确定运动向量预测子以用于该当前块；

确定与该当前块相关的运动向量差值的第一幅度和第二幅度；

推导出对应于该运动向量差值的所有候选符号对的多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其中

利用该运动向量差值的一个候选符号对，每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被推导为该运动向量

预测子与该运动向量差值的该第一幅度和该第二幅度的向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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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用于该当前块的模板，其中该模板自该当前块的多个相邻重构像素形成；

评估用于该当前块的该模板与用于每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的相应模板之间的模

板匹配；

基于包括所有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中的最佳模板匹配的一个或多个性能准则，在所

有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中选择目标候选运动向量位置；以及

使用对应于该目标候选运动向量位置的目标候选运动向量，对该当前块进行编码或者

解码。

20.一种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其特征在于，存储有多个程序指令，使得一装置的

处理电路执行基于一个运动向量预测子和一个运动向量差值的运动向量重构的方法，且该

方法包括：

接收与包括当前图像中的当前块的视频序列相关的输入数据；

自输入数据确定运动向量预测子以用于该当前块；

确定与该当前块相关的运动向量差值的第一幅度和第二幅度；

推导出对应于该运动向量差值的所有候选符号对的多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其中

利用该运动向量差值的一个候选符号对，每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被推导为该运动向量

预测子与该运动向量差值的该第一幅度和该第二幅度的向量和；

确定用于该当前块的模板，其中该模板自该当前块的多个相邻重构像素形成；

评估用于该当前块的该模板与用于每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的相应模板之间的模

板匹配；

基于包括所有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中的最佳模板匹配的一个或多个性能准则，在所

有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中选择目标候选运动向量位置；以及

使用对应于该目标候选运动向量位置的目标候选运动向量，对该当前块进行编码或者

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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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编码中用于运动向量符号预测的方法及装置

[0001] 交叉引用

[0002] 本发明主张在2016年11月22日提出的申请号为62/425,172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

的优先权，其内容以引用方式整体并入本文中。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涉及用于视频编码的运动向量预测。具体而言，本发明涉及一种运动向量

符号推导或者预测，以提高运动向量编码的编码效率。

背景技术

[0004] 高效视频编码(High-Efficiency  Video  Coding，HEVC)是一种由关于视频编码的

联合合作小组(Joint  Collaborative  Team  on  Video  Coding，JCT-VC)所开发的新的国际

视频编码准则。HEVC是基于混合基于块运动补偿DCT样变换的编码结构。用于压缩的基础单

元，称为编码单元(coding  unit，CU)，是2Nx2N方块，并且每个编码单元可以被递归分割成

四个更小编码单元，直到达到预定义的最小尺寸。每个编码单元包含一个或多个预测单元

(prediction  unit，PU)。

[0005] 为了实现HEVC中混合编码结构的最佳编码效率，存在两种预测模式以用于每个预

测单元，其是帧内预测和帧间预测。对于帧内预测模式，空间相邻重构像素可以用于生成方

向预测。HEVC中存在多达35种方向。对于帧间预测模式，时间重构参考信息框可以用于生成

运动补偿预测。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包括跳跃(Skip)模式、合并(Merge)模式和帧间高级

运动向量预测(Advanced  Motion  Vector  Prediction，AMVP)模式。

[0006] 当以帧间高级运动向量预测模式编码预测单元时，利用可以与用于推导出运动向

量的运动向量预测子(Motion  Vector  Predictor，MVP)一起使用的传输运动向量差值

(motion  vector  difference，MVD)，运动补偿预测被执行。为了帧间高级运动向量预测模

式中的运动向量预测子，高级运动向量预测方案用于在包括两个空间运动向量预测子和一

个时间运动向量预测子的高级运动向量预测候选集中选择运动向量预测子。因此，在高级

运动向量预测模式中，用于运动向量预测子的运动向量预测子索引和相应的运动向量差值

被需要以被编码和传输。另外，用来指定双向预测(bi-prediction)与列表0和列表1相关的

单预测(uni-prediction)的预测方向和用于每个列表的参考信息框索引一起，也应被编码

和传输。

[0007] 当以跳跃模式或者合并模式编码预测单元时，除了所选择的候选的合并索引之

外，没有运动信息被传输。这是因为跳跃模式和合并模式使用运动推理(motion 

inference)方法(即MV＝MVP+MVD，其中MVD为0)，以获得来自于位于同位(co-located)图像

中的空间相邻块(空间候选)或者时间块(时间候选)的运动信息，其中，同位图像是列表0或

列表1中的第一参考图像，其被发信在切片头中。在跳跃预测单元的情况中，参考发信也被

忽略。为了确定跳跃模式和合并模式的合并索引，合并方案用于在包括四个空间运动向量

预测子和一个时间运动向量预测子的合并候选集中选择运动向量预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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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运动向量重构的方法及装置，其在视频编码系统中基于一个运

动向量预测子和一个运动向量差值。根据本方法，接收与包括当前图像中的当前块的视频

序列相关的输入数据。自输入数据确定运动向量预测子以用于当前块。也确定与当前块相

关的运动向量差值的第一幅度和第二幅度。推导出对应于运动向量差值的所有候选符号对

的多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其中利用运动向量差值的一个候选符号对，每个候选重构

运动向量位置被推导为运动向量预测子与运动向量差值的第一幅度和第二幅度的向量和。

确定用于当前块的模板，其中模板自当前块的多个相邻重构像素形成。评估用于当前块的

模板与用于每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的相应模板之间的模板匹配。基于包括所有候选重

构运动向量位置中的最佳模板匹配的一个或多个性能准则，在所有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

中选择目标候选运动向量位置。使用对应于模板候选运动向量位置的模板候选运动向量，

对当前块进行编码或者解码。

[0009] 基于包括绝对差之和或者平方差之和的默认准则，评估范本匹配。性能准则还包

括包括先前选择符号对或者先前运动向量预测子的统计的其他解码器侧的信息。在一个实

施例中，若运动向量预测子或者运动向量差值具有分数像素精度，则基于相应模板的多个

附近整数像素位置，评估用于当前块的模板与用于每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的相应模板

之间的模板匹配。在这种情况中，若用于两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的两个相应模板落入

一相同位置，则两个相应模板的位置被修改以变成分开的。此外，两个相应模板的位置可以

被修改以位于运动向量预测子的左边和右边，或者运动向量预测子的上端和下端。

[0010] 本方法可以包括：基于一个运动向量预测子与一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之间的

距离，修剪一个或多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其中若特定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相比于

运动向量预测子更靠近候选运动向量预测子集中的另一个运动向量预测子，则特定候选重

构运动向量位置被修剪，并不被评估以用于范本匹配。

[0011] 通过发信一控制标志，是否使用目标候选运动向量编码或者解码当前块可以被显

性地开启或者关闭。可选地，是否使用目标候选运动向量编码或者解码当前块也可以被隐

性地开启或者关闭。例如，基于应用到运动向量差值的第一幅度和第二幅度的互斥或操作

的结果，是否使用目标候选运动向量编码或者解码当前块可以被开启或者关闭。

[0012] 对应于目标候选运动向量位置的所选择符号对可以用作一个预测子以用于编码

或者解码运动向量差值的多个符号。使用单个二进制位或者最短码字，可以编码对应于运

动向量差值的多个符号等于所选择符号对的预测命中条件。使用两个或以上二进制位，可

以编码对应于运动向量差值的多个符号不等于所选择符号对的其他预测条件，其中其他预

测条件包括水平翻转条件、垂直翻转条件和对角线翻转条件。生成以用于与当前图像中的

多个块相关的多个预测条件的二值化位(bins)可以被上下文编码。

[0013] 在另一实施例中，若运动向量差值的第一幅度和第二幅度中的任何一个为0，则来

自于当前块的第一单符号可以与来自于另一块或者来自于另一预测列表中当前块的第二

单符号组合在一起，以形成联合符号对，并且使用单个二进制位或者最短码字，可以编码对

应于第一单符号和第二单符号均被正确预测的预测命中条件。使用两个或以上二进制位，

可以编码对应于联合符号对中的至少一个不被正确预测的多个其他预测条件，其中多个其

他预测条件包括第一单符号命中且第二单符号没命中的条件、第一单符号没命中且第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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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命中的条件以及第一单符号和第二单符号均没命中的条件。

[0014] 本发明的方面还提供了一种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存储有多个程序指令，使

得装置的处理电路执行基于一个运动向量预测子和一个运动向量差值的运动向量重构的

方法。在一些实施例中，接收与包括当前图像中的当前块的视频序列相关的输入数据。自输

入数据确定运动向量预测子以用于当前块。也确定与当前块相关的运动向量差值的第一幅

度和第二幅度。推导出对应于运动向量差值的所有候选符号对的多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

置，其中利用运动向量差值的一个候选符号对，每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被推导为运动

向量预测子与运动向量差值的第一幅度和第二幅度的向量和。确定用于当前块的模板，其

中模板自当前块的多个相邻重构像素形成。评估用于当前块的模板与用于每个候选重构运

动向量位置的相应模板之间的模板匹配。基于包括所有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中的最佳模

板匹配的一个或多个性能准则，在所有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中选择目标候选运动向量位

置。使用对应于模板候选运动向量位置的模板候选运动向量，对当前块进行编码或者解码。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基于运动向量预测子和运动向量差值的幅度的运动向量(motion  vector，

MV)重构的示例。

[0016]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使用模板匹配的用于运动向量差值的符号推导的示例。

[0017] 图3是解码器侧使用例如候选符号位置与包括当前运动向量预测子和来自于候选

运动向量预测子集的另一运动向量预测子的运动向量预测子之间的距离的可用信息修剪

(prun)一个或多个候选符号位置的示例。

[0018] 图4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视频编码系统的示例性流程图，其中使用模板匹配推

导出或者预测出运动向量差值的符号。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描述为实施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本描述用于示出本发明的一般原理，并非

用以限定作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当视所附上的权利要求所界定为准。

[0020] 当以帧间高级运动向量预测模式编码当前块(或者预测单元)时，运动向量预测子

索引和用于X分量和Y分量的两个运动向量差值被编码，以表示运动向量。根据HEVC，对于每

个运动向量差值，使用上下文自适应二进制算术编码(Context-Adaptive  Binary 

Arithmetic  Coding，CABAC)熵编码，单独编码幅度和符号。由于不同的统计，总是对幅度部

分使用上下文位进行编码，而对符号部分使用旁路位(bypass  bin)进行编码(即具有均等

概率)。在本发明中，公开了一种方案，以更有效地编码运动向量差值符号(MVD  signs)。

[0021] 当使用运动向量预测子时，在解码器侧，使用运动向量预测子和运动向量差值重

构运动向量。如图1所示，由于运动向量差值的符号未知，每个运动向量存在四种可能性。如

图1所示，absMvdHor和absMvdVer分别是运动向量差值110的X分量和Y分量的绝对值(即幅

度)。如本示例所示，如图1所示，如果运动向量差值的X分量和Y分量的符号均为正，则使用

运动向量预测子加运动向量差值(即MV＝MVP+MVD)，可以推导出运动向量。如果解码器可以

推断出正确的符号，则无需在比特流中编码这些符号。为了正确地执行解码流程，在编码器

侧，也将执行相同的符号推导流程。在图1中，标记为运动向量预测子的圆圈表示运动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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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子所指向的位置。用不同的符号对(即(+,+) ,(+,-) ,(-,+) ,(-,-))标记的四个圆圈对

应于重构运动向量所指向的四个可能的符号位置。在本发明中，为求方便，运动向量差值也

可以指具有运动向量差值X分量和运动向量差值Y分量的向量。

[0022] 在一个实施例中，模板匹配方法用于解码器推导出正确的符号位置。推导出正确

的符号位置的示例如图2所示，其中当前块(即214)的运动向量待解碼。当前块214的相邻重

构像素用于形成范本(即210)。根据运动向量预测子索引，在解码器侧，可以推导出运动向

量预测子。在编码器侧，运动向量预测子将自一个候选列表选择，并且所选择的运动向量预

测子的索引被发信在比特流中。当在解码器侧解碼absMvdHor和absMvdVer时，如用不同符

号对标记的四个圆圈所示，重构运动向量的四个可能位置可以被确定。位于每个可能重构

运动向量位置(在本发明中也称为“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处的相应模板可以被形成。在

图2中，示出了用于对应于(-,+)的可能位置的相应模板(即220)。同样地，用于三个其他可

能位置的模板可以被确定。用与用于当前块的范本相同数量的像素、形状和距离，相应范本

被形成，以为了执行范本匹配。例如，模板210与模板220匹配。在用于所有四个可能位置的

匹配结果被确定之后，基于预定准则(例如，绝对值差之和(sum  of  absolution 

differences，SAD)或者平方差之和(sum  of  squared  differences，SSD))的最佳匹配位置

可以被推断成最终运动向量差值符号位置。在解码器侧可用的任何其他信息也可以用于辅

助符号推导流程，并提高正确性。例如，符号位置、运动向量预测子位置等的先前统计可以

被使用。

[0023] 在另一实施例中，用于四个可能符号位置的模板可以被推导出，而无需使用正确

的运动向量精度(MV  precision)。例如，如果使用四分之一像素精度编码运动向量，则使用

最接近整数位置，可以推导出模板位置。然而，与X方向或Y方向上的“-”符号和“+”符号相关

的两个基于整数的模板位置可以落入到相同位置，特别对于较小的absMvdHor或absMvdVer

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这些基于整数的模板中的任意两个落入相同的位置，则约束或

者规则可以被使用，以确保两个模板相互分开的。例如，如果两个模板落入相同的位置，则

一个应位于运动向量预测子的左手边，另一个应位于运动向量预测子的右手边。可选地，一

个应位于运动向量预测子上端处，另一个应位于运动向量预测子的下端处。

[0024] 在另一实施例中，解码器处的可用信息可以用于提高符号预测推导流程的正确

性。图3示出了一种示例，其中共存在两个运动向量预测子(MVP  1和MVP  2)，且MVP  1由编码

器使用以用于当前块。换言之，MVP  2在候选运动向量预测子集中，但不由编码器选择以作

为用于当前块的运动向量预测子。在解码器侧，根据自符号位置到这两个运动向量预测子

的相应距离，四个可能运动向量差值符号位置中的一个或多个可以被修剪。如本示例所示，

如果(-,+)位置用于重构运动向量，则得到的运动向量位置将更靠近MVP  2位置，而不是MVP 

1位置。因此，符号位置可以被修剪，由于编码器将偏向符号位置与运动向量预测子位置之

间的更短距离(即更小运动向量差值幅度)。如果(- ,+)位置是正确位置，则编码器将选择

MVP  2而非MVP  1。通过修剪一些符号位置，其可以降低选择错误符号位置的可能性，也降低

所需计算，以用于评估范本匹配。

[0025] 在另一实施例中，使用一个显性标志以开启或者关闭，可以发信符号推导流程。

[0026] 在另一实施例中，使用隐性方法以开启或者关闭，可以确定符号推导流程。例如，

当运动向量差值的X分量与运动向量差值的Y分量之间的XOR(即互斥或操作)导致偶数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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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0”)时，以开启本流程，否则以关闭。

[0027] 在另一实施例中，推导符号位置可以使用预测子。使用残差，真实运动向量差值符

号可以被编码。表1示出了码字表以使用符号预测子编码符号残差的示例。根据码字表，如

果由推导符号流程推断的预测子与真实运动向量差值符号位置匹配，则仅一个二值化位

(bins)或者二进制位(即表1中的“0”)需要被编码。另一方面，原始方法将需要两个二值化

位(bins)或者二进制位(bit)(一个用于每个符号)以用于运动向量差值。如果预测子是错

误的，且真实运动向量差值符号位置与推导符号位置的对角线符号位置匹配(称为本条件

的对角线翻转(Diagonal  flipping))，则需要更多二值化位或者二进制位(本示例中的三

个)。然而，无论在本符号残差编码中使用多少二值化位或者二进制位，编码符号将不再使

用具有等概率的旁路位(bypass  bin)。相反，其可以使用具有更有效的自适应概率更新的

上下文编码。表1也包括水平翻转预测条件和垂直翻转预测条件。水平翻转预测条件指的是

真实运动向量差值符号位置与推导的符号位置的水平方向上其他符号位置匹配的条件。垂

直翻转预测条件指的是真实运动向量差值符号位置与推导的符号位置的垂直翻转方向上

其他符号位置匹配的条件。在表1所示的示例中，使用最短码字，与真实运动向量差值符号

位置匹配(即对应于运动向量差值的符号的预测命中条件)的预测子被编码。

[0028] 表1

[0029]

  码字

预测命中 0

水平翻转 10

垂直翻转 110

对角线翻转 111

[0030] 在另一实施例中，当运动向量差值的X分量和Y分量中的任何一个为0时，存在仅一

个运动向量差值符号和用于非0分量的两个可能符号位置。在这种情况中，在表1中，仅一个

码字被需要，以指示预测是命中还是没命中(即错过)。表1中的码字表仍然是可使用的。但

是更有效的变形可以被使用。来自于不同预测列表或者不同块的两个单符号(single 

sign)残差可以被组合成一个，然后使用表2中的码字表。在这种情景中，如表2所示，码字表

将表示不同的语义。

[0031] 表2

[0032]

  码字

均命中 0

第一个命中，第二个错过 10

第一个错过，第二个命中 110

均错过 111

[0033] 在另一实施例中，在编码器侧，在模式决策期间，自符号残差得到的二进制位可以

被考虑，以为了选择最佳模式。此外，在用于搜索运动向量的运动估计期间，其也可以考虑

用于每个运动向量位置的符号残差二进制位。换句话说，运动向量不仅生成最佳预测子以

用于当前块，而且形成更少已编码二值化位以用于运动向量差值符号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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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图4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视频编码系统的示例性流程图，其中使用模板匹

配推导出或者预测运动向量差值的符号。本流程图以及本发明中的其他流程图中所示的步

骤可以被实现为编码器侧和/或解码器侧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例如一个或多个CPU)上可

执行的程序代码。本流程图中所示的步骤也可以基于硬件被实现，例如用于执行该流程图

中步骤的一个或者多个电子设备或者处理器。根据本方法，在步骤410中，接收与包括当前

图像中的当前块的视频序列相关的输入数据。在解码器侧，输入数据可以对应于视频比特

流或者用于视频序列的已压缩数据。在步骤420中，自输入数据确定用于当前块的运动向量

预测子。在视频编码中已知的是，编码器可以自候选运动向量预测子集中选择运动向量预

测子并发信与所选择的运动向量预测子相关的运动向量预测子索引。解码器可以根据运动

向量预测子索引自候选运动向量预测子集中选择运动向量预测子。在步骤430中，确定与当

前块相关的运动向量差值的第一幅度和第二幅度。编码可以自当前运动向量与运动向量预

测子之间的差获得运动向量差值。运动向量差值的幅度被发信在比特流中。解码器可以自

比特流中恢复运动向量差值的幅度。在步骤440中，推导出对应于运动向量差值的所有候选

符号对的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其中每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利用运动向量差值的一

个候选符号对，而被推导为运动向量预测子与运动向量差值的第一幅度和第二幅度的向量

和。此相同步骤在编码器侧和解码器侧被执行。在步骤450中，确定用于当前块的模板，其中

模板自当前块的相邻重构像素形成。随后，在步骤460中，执行用于当前块的范本与用于每

个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之间的模板匹配。在步骤470中，基于包括所有候选重构运动向量

位置中的最佳目标匹配的一个或多个性能准则，在所有候选候选重构运动向量位置中选择

目标候选运动向量位置。随后，在步骤480中，使用对应于目标候选运动向量位置的目标候

选运动向量，将编码和解码应用到当前块。

[0035] 本发明所示的流程图用于示出根据本发明的视频编码的示例。在不脱离本发明的

精神的情况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修改每个步骤、重组这些步骤、将一个步骤进行分离

或者组合这些步骤来实施本发明。在本发明中，已经使用特定语法和语义来示出不同示例，

以实施本发明的实施例。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的情况下，通过用等价的语法和语义来替

换该语法和语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实施本发明。

[0036] 上述说明，使得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在特定应用程序的内容及其需求中实

施本发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所描述的实施例的各种变形将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本文

定义的一般原则可以应用于其他实施例中。因此，本发明不限于所示和描述的特定实施例，

而是将被赋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征相一致的最大范围。在上述详细说明中，说

明了各种具体细节，以便透彻理解本发明。尽管如此，将被本领域的技术人员理解的是，本

发明能够被实践。

[0037] 如上所述的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在各种硬件、软件代码或两者的结合中实现。例

如，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是集成在视频压缩芯片内的电路，或者是集成到视频压缩软件中

的程序代码，以执行本文所述的处理。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也可以是在数字信号处理器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DSP)上执行的程序代码，以执行本文所描述的处理。本发明

还可以包括由计算机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微处理器或现场可程序设计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所执行的若干函数。根据本发明，通过执行定义了本发明

所实施的特定方法的机器可读软件代码或者固件代码，这些处理器可以被配置为执行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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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软件代码或固件代码可以由不同的程序设计语言和不同的格式或样式开发。软件代

码也可以被编译以用于不同的目标平台。然而，执行本发明的任务的不同的代码格式、软件

代码的样式和语言以及其他形式的配置代码，不会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如上所述的

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在视频编码器和视频解码器中实施。视频编码器和视频解码器的组件

可以通过硬件组件、被配置为执行存储在内存中的程序指令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或者硬件

与处理器的组合来实施。例如，一处理器执行程序指令，以控制接收与包括当前图像中的当

前块的视频序列相关的输入数据。处理器被配置有单个处理核或者多个处理核。在一些示

例中，处理器执行程序指令以执行编码器和解码器中一些组件中的功能，以及与处理器电

耦接的内存用于存储程序指令，对应于块的重构图像的信息和/或编码流程或解码流程期

间的中间数据。一些实施例中的内存包括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例如，半导体内存或者

固态内存、随机访问内存(random  access  memory，RAM)、只读存储器(read-only  memory，

ROM)、硬盘、光盘或者其他适当的存储介质。内存也可以是上述列出的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

存储介质中的两个或者以上的组合。

[0038] 本发明可以以不脱离其精神或本质特征的其他具体形式来实施。所描述的例子在

所有方面仅是说明性的，而非限制性的。因此，本发明的范围由附加的权利要求来表示，而

不是前述的描述来表示。权利要求的含义以及相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都应纳入其范围内。

说　明　书 7/7 页

11

CN 109964484 A

11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12

CN 109964484 A

1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3

CN 109964484 A

1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4

CN 109964484 A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DES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