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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通知定向帧内预测模

式集合中的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编码装置

(100)，所述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包括预定定

向帧内预测模式和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

所述编码装置(100)包括：模式映射单元(101)，

用于选择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所选预定

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与帧内索引相关联，以及用于

将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映射到所述所选

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信令单元(103)，用于生

成包括所述帧内模式索引和标志值中至少一项

的信令指示符；帧内预测单元(105)，用于基于所

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对矩形视频编码块的

像素的像素值进行帧内预测，以提供预测的矩形

视频编码块；以及编码单元(107)，用于基于所述

预测的矩形编码块对所述矩形编码块进行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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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编码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编码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所述编码装置(100)

用于通过信令指示符来通知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中的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定向

帧内预测模式集合包括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和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编码装

置(100)包括：

模式映射单元(101)，用于根据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从所述定向帧内预测模式

集合中选择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与帧内模式索引相关

联，以及用于将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映射到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

信令单元(103)，用于生成包括所述帧内模式索引和标志值中至少一项的所述信令指

示符，所述标志值指示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到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映

射，其中，当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时，使用所述标志值；

以及用于将所述信令指示符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

帧内预测单元(105)，用于基于与所述信令指示符相关联的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

式，对所述矩形编码块的像素的像素值进行帧内预测，以提供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以及

编码单元(107)，用于基于所述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对所述矩形视频编码块进行编

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编码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每个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均

与预定定向范围内的预定定向相关联，其中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与互补定向范围内

的互补定向相关联，其中所述互补定向范围与所述预定定向范围不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编码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

所述互补定向与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所述预定定向相反。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中任一项所述的编码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所述互补定向范围

与所述预定定向范围相邻。

5.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编码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所述标志值为二进

制值。

6.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编码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所述信令指示符包

括最可能模式(MPM)指示符。

7.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编码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视频编码

块为编码单元(CU)、预测单元(PU)或变换单元(TU)。

8.一种用于解码编码矩形视频编码块的解码装置(200)，其特征在于，所述解码装置

(200)用于处理与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的信令指示符，所述信令指示符包括帧内

模式索引，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所述解码装置(200)包括：

帧内预测单元(201)，用于基于与所述信令指示符相关联的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

式，对所述编码矩形编码块的像素的像素值进行帧内预测，以提供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

以及

恢复单元(203)，用于基于所述编码的矩形视频编码块和所述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

恢复矩形视频编码块。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解码装置(200)，其特征在于，所述信令指示符还包括标志值，

所述标志值用于指示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到所述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映射，其

中，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115035 A

2



当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时，所述标志值被使用。

10.一种用于编码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编码方法(300)，其特征在于，所述编码方法(300)

用于通过信令指示符来通知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中的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定向

帧内预测模式集合包括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和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编码方

法(300)包括：

根据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从所述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中选择(301)预定定向

帧内预测模式，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与帧内模式索引相关联；

将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映射(303)到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

生成(305)包括所述帧内模式索引和标志值中至少一项的所述信令指示符，所述标志

值用于指示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到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映射，其中，

当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时，使用所述标志值；

将所述信令指示符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307)；

基于与所述信令指示符相关联的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对所述矩形编码块的像

素的像素值进行帧内预测(309)，以提供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以及

基于所述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对所述矩形视频编码块进行编码(311)。

11.一种用于解码编码矩形视频编码块的解码方法(400)，其特征在于，所述解码方法

(400)用于处理与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的信令指示符，所述信令指示符包括帧内

模式索引，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所述解码方法(400)包括：

基于与所述信令指示符相关联的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对所述编码矩形编码块

的像素的像素值进行帧内预测(401)，以提供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以及

基于所述编码的矩形视频编码块和所述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恢复(403)矩形视频编

码块。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解码方法(400)，其特征在于，所述信令指示符还包括标志

值，所述标志值用于指示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到所述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映

射，其中，当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时，所述标志值被使

用。

13.一种包括程序代码的计算机程序，其特征在于，所述程序代码用于在计算机上运行

时执行权利要求10至12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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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通知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中的扩展定向帧内预测

模式的编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一般而言，本发明涉及视频编码领域。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一种通过信令指示符

来发送视频编码块的定向帧内预测的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编码装置以及一种用于处

理所述信令指示符的解码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数字视频通信和存储应用由各种各样的数字设备来实现，例如数码相机、蜂窝无

线电话、笔记本电脑、广播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等。视频压缩是这些应用中最重要也最具挑

战性的任务之一。视频压缩的任务复杂，并且受到压缩效率和计算复杂度这两个相互冲突

的参数限制。ITU-T  H.264/AVC或ITU-T  H.265/HEVC等视频编码标准提供了良好的参数折

衷。由于这个原因，支持视频编码标准几乎是对任意视频压缩应用的强制性要求。

[0003] 现有视频编码标准基于将源图片划分成视频编码块(或短块)。这些块的处理取决

于它们的尺寸、空间位置和编码器指定的编码模式。根据预测类型，可将编码模式分为两

组：帧内预测模式和帧间预测模式。帧内预测模式使用相同图片(也称为帧或图像)的像素

来生成参考像素以计算正在重构的块的像素的预测值。帧内预测也称为空间预测。帧间预

测模式旨在用于时间预测，并使用前一个或后一个图片的参考像素来预测当前图片的块的

像素。在预测阶段之后，对预测误差(即原始信号与预测信号之间的差值)进行变换编码。然

后，使用熵编码器(例如，用于AVC/H.264和HEVC/H.265的CABAC)对变换系数和边信息进行

编码。最近通过的ITU-T  H.265/HEVC标准(ISO/IEC  23008-2：2013，“信息技术-异构环境中

的高效率编码和媒体传送-第2部分：高效率视频编码”，2013年11月)宣布了一套最先进的

视频编码工具，提供了编码效率和计算复杂度之间的合理折衷。在《IEEE视频技术电路和系

统汇刊》2012年12月第22卷第12期中的Gary  J .Sullivan的《高效视频编码(HEVC)标准概

述》中给出了ITU-T  H.265/HEVC标准概述。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0004] 与ITU-T  H.264/AVC视频编码标准类似，HEVC/H.265视频编码标准将源图片划分

成块，例如编码单元(coding  unit，简称CU)。可以进一步地将每个CU分成更小的CU或预测

单元(predicting  unit，简称PU)。PU可以根据应用于PU的像素的处理类型进行帧内或帧间

预测。在帧间预测的情况下，PU表示运动补偿通过为PU指定的运动矢量处理的像素面积。对

于帧内预测，将相邻块的相邻像素用作参考像素来预测当前块。PU指定从该PU中包含的所

有变换单元(transform  unit，简称TU)的帧内预测模式集合中选择的预测模式。TU可以具

有不同的大小(例如4x4、8x8、16x16和32x32像素)，并且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处理。TU

中进行变换编码，即利用离散余弦变换或离散正弦变换对预测误差进行变换(在HEVC/

H.265标准中，将其应用于帧内编码块)并进行量化。因此，重构的像素包含量化噪声(其可

能会因为，例如，单元之间的块效应、环状伪影以及尖锐边缘等而变得明显)，环路滤波器如

解块滤波器(Deblocking  Filter，简称DBF)、样本自适应偏移(Sample  Adaptive  Offset，

简称SAO)和自适应环路滤波器(Adaptive  Loop  Filter，简称ALF))等试图抑制这种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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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复杂的预测编码(例如，运动补偿和帧内预测)和分割技术(例如，HEVC/H.265标准中用

于CU和PU的四叉树及用于TU的残差四叉树以及从版本JEM-3.0开始的用于JEM参考软件的

四叉树加二叉树)使标准化委员会能够显著减少PU中的冗余。

[0005] 根据HEVC/H.265标准，图5所示的帧内预测模式包括平面模式(帧内预测模式索引

为0)、DC模式(帧内预测模式索引为1)和33种定向模式(帧内预测模式索引为2至34，用实线

表示)。通过将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之间的步进角按因子2减小，将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扩

展到65个模式(几乎翻倍)。图5中的虚线表示在JEM软件中引入的角度模式。

[0006] 对于JEM-3.0软件，提出了一种基于四叉树和二叉树(称为QTBT)的新的分割机制。

QT和QTBT分割机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通过基于四叉树和二叉树的划分，不仅可以

实现正方形块，而且可以实现矩形块。图6示出了使用QTBT进行块划分和对应树结构的示

例，其中实线表示四叉树分割，虚线表示二叉树分割。在二叉树的每个分区节点中，分区类

型用0(水平分区)或1(垂直分区)表示。

[0007] 与HEVC/H.265标准中使用的传统四叉树分割相比，QTBT分割的代价是编码器端会

有一些信令开销并且计算复杂度会增加。尽管如此，基于QTBT的分割具有更好的分割性能，

并且编码效率显著高于传统四叉树(《EE2.1：四叉树加二叉树结构与JEM工具集成》，2016年

5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三次JVET会议的文献JVET-C0024，作者Han  Huang、Kai  Zhang、

Yu-Wen  Huang、Shawmin  Lei)。然而，QTBT分割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可用的定向帧内预测模

式集合没有相应改变。因此，QTBT框架使用的矩形块的不对称性质尚未被考虑，如图7所示，

即沿矩形块的短边和长边使用相同数量的参考像素。因此，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数量既不

取决于块的纵横比，也不取决于当前实现QTBT框架时参考像素的实际可用性。

[0008] 有鉴于此，需要用于视频编码的装置和方法，能够有效地处理矩形视频编码块。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用于视频编码的装置和方法，其结合定向帧内预测机制

高效处理矩形视频编码块。

[0010] 上述目的及其它目的通过独立权利要求的主题来实现。根据从属权利要求、说明

书以及附图，进一步的实现形式显而易见。

[0011] 下面的发明内容使用了多个术语，在各实施例中，这些术语具有以下含义：分

片——独立编码/解码的图片的空间上不同的区域。分片头——用于发送与特定分片关联

的信息的数据结构。视频编码块(或短块)——像素或样本的MxN(M列×N行)阵列(每个像

素/样本与至少一个像素/样本值相关联)，或变换系数的MxN阵列。编码树单元(Coding 

Tree  Unit，简称CTU)网格——用于将像素块划分为宏块以便进行视频编码的网格结构。编

码单元(Coding  Unit，简称CU)——亮度样本的编码块，具有三个样本阵列的图片的两个对

应的色度样本的编码块，或者黑白图片的样本的编码块或通过三个单独的色彩平面和用于

对所述样本进行编码的语法进行编码的图片的样本的编码块。图像参数集(Picture 

Parameter  Set，简称PPS)——包含语法元素的语法结构，所述语法元素应用于零个或多个

全编码图片，所述编码图片由每个片段头中发现的语法元素确定。序列参数集(Sequence 

Parameter  Set，简称SPS)——包含语法元素的语法结构，所述语法元素应用于零个或多个

全编码视频序列，所述编码视频序列由所述PPS中发现的语法元素的内容确定，所述PP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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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语法元素由每个片段头中发现的语法元素所引用。视频参数集(Video  Parameter 

Set，简称VPS)——包含应用于零个或多个全编码视频序列的语法元素的语法结构。预测单

元(Prediction  Unit，简称PU)——亮度样本的预测块，具有三个样本阵列的图片的两个对

应的色度样本的预测块，或者黑白图片的样本的预测块或通过三个单独的色彩平面和用于

预测所述预测块样本的语法进行编码的图片的样本的预测块。变换单元(Transform  Unit，

简称TU)——亮度样本的变换块，具有三个样本阵列的图片的两个对应的色度样本的变换

块，或者黑白图片的样本的变换块或通过三个单独的色彩平面和用于预测所述变换块样本

的语法进行编码的图片的样本的变换块。补充增强信息(supplemental  enhancement 

information，简称SEI)——可以插入视频比特流以增强所述视频的使用的额外信息。亮

度——指示图像样本亮度的信息。色度——指示图像样本颜色的信息，可以用红色差色度

分量(Cr)和蓝色差色度分量(Cb)来描述。

[0012] 一般而言，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改进QTBT框架内的所述定向帧内预测机制的装置

和方法。更具体地，本发明根据待预测块的纵横比扩展可用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根据参

考像素的可用性启用或禁用一些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通过模式映射和1位标志发送包含在

扩展子集中的定向帧内预测模式。

[0013]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以下优点：在将该技术集成到编解码器中之后获得额外的

编码增益、广泛应用于与HM软件和VPX视频编解码器系列兼容的混合视频编码范例以及现

有及下一代视频编码框架(分别为所述JEM软件和VPX/AV1视频编解码器系列)、降低编码器

端和解码器端的硬件和计算复杂度、在使用传统定向帧内预测机制的编解码器中易于实

现。

[0014] 根据第一方面，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编码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编码装置。所述编码

装置用于通过信令指示符来通知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中的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

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包括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和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编

码装置包括：模式映射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从所述定向帧内预测模

式集合中选择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与帧内模式索引相

关联，以及用于将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映射到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信

令单元，用于生成包括所述帧内模式索引和标志值中至少一项的所述信令指示符，所述标

志值指示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到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映射，其中，当

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或映射到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

模式时，使用所述标志值，以及用于将所述信令指示符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

联；帧内预测单元，用于基于与所述信令指示符相关联的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对所

述矩形编码块的像素的像素值进行帧内预测，以提供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以及编码单

元，用于基于所述预测的矩形编码块对所述矩形编码块进行编码。

[0015] 举例而言，所述模式映射单元从所述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中选择所述预定定向

帧内预测模式可以使得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互补定向与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

预测模式的预定定向相反。为此，可以应用镜像过程。

[0016] 根据所述第一方面，在所述编码装置的第一种实现方式中，每个预定定向帧内预

测模式均与预定定向范围内的预定定向相关联，其中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与互补定

向范围内的互补定向相关联，其中所述互补定向范围与所述预定定向范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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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就此而言，术语“定向”是指所述视频编码块内的方向，用于所述视频编码块内的

定向帧内预测。术语“定向范围”是指覆盖多个所述定向的范围。

[0018] 根据所述第一方面的所述第一种实现方式，在所述编码装置的第二种实现方式

中，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所述互补定向与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所述

预定定向相反。

[0019] 根据所述第一方面的所述第一种实现方式或所述第二种实现方式，在所述编码装

置的第三种实现方式中，所述互补定向范围与所述预定定向范围相邻。

[0020] 根据所述第一方面或所述第一方面的任一前述实现方式，在所述编码装置的第四

种实现方式中，所述标志值为二进制值。

[0021] 根据所述第一方面或所述第一方面的任一前述实现方式，在所述编码装置的第五

种实现方式中，所述信令指示符包括最可能模式(most-probable-mode，简称MPM)指示符。

[0022] 根据所述第一方面或所述第一方面的任一前述实现方式，在所述编码装置的第六

种实现方式中，所述矩形视频编码块为编码单元(CU)、预测单元(PU)或变换单元(TU)。

[0023] 根据第二方面，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解码编码矩形视频编码块的解码装置，所述

解码装置用于处理与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的信令指示符，所述信令指示符包括帧

内模式索引，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所述解码装置包括：帧内

预测单元，用于基于与所述信令指示符相关联的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对所述编码的

矩形视频编码块的像素的像素值进行帧内预测，以提供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以及恢复

单元，用于基于所述编码的矩形视频编码块和所述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恢复矩形视频编

码块。

[0024] 根据所述第二方面，在所述解码装置的第一种实现方式中，所述信令指示符还包

括标志值，所述标志值指示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到所述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映

射，其中，当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或映射到所述扩展定

向帧内预测模式时，使用所述标志值。

[0025] 根据第三方面，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编码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编码方法，所述编码

方法用于通过信令指示符来通知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中的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

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包括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和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编

码方法包括：根据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从所述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中选择预定定

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与帧内模式索引相关联；将所述扩展定

向帧内预测模式映射到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生成包括所述帧内模式索引和标

志值中至少一项的所述信令指示符，所述标志值指示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到所述所

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映射，其中，当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

式相关联或映射到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时，使用所述标志值；将所述信令指示符与

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基于与所述信令指示符相关联的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

测模式，对所述矩形编码块的像素的像素值进行帧内预测，以提供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

以及基于所述预测的矩形编码块对所述矩形编码块进行编码。

[0026] 所述编码方法可以由所述编码装置执行。所述编码方法的进一步特征直接来自所

述编码装置的特征或功能。

[0027] 根据第四方面，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解码编码矩形视频编码块的解码方法，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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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方法用于处理与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的信令指示符，所述信令指示符包括帧

内模式索引，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所述解码方法包括：基于

与所述信令指示符相关联的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对所述编码的矩形视频编码块的

像素的像素值进行帧内预测，以提供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以及基于所述编码的矩形视

频编码块和所述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恢复矩形视频编码块。

[0028] 所述解码方法可以由所述解码装置执行。所述解码方法的进一步特征直接来自所

述解码装置的特征或功能。

[0029] 根据所述第四方面，在所述解码方法的第一种实现方式中，所述信令指示符还包

括标志值，所述标志值指示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到所述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映

射，其中，当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或映射到所述扩展定

向帧内预测模式时，使用所述标志值。

[0030] 根据第五方面，本发明涉及一种包括程序代码的计算机程序，所述程序代码用于

在计算机上运行时执行所述第三方面或所述第三方法的任一实现方式或者所述第四方面

或所述第四方面的任一实现方式提供的所述方法。

[0031] 本发明可以硬件和/或软件的方式来实现。

附图说明

[0032] 本发明进一步的实施例将结合以下附图进行描述，其中：

[0033] 图1示出了用编码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编码装置的示意图；

[0034] 图2示出了用于解码编码后的矩形视频编码块的解码装置的示意图；

[0035] 图3示出了用于编码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编码方法的示意图；

[0036] 图4示出了用于解码编码后的矩形视频编码块的解码方法的示意图；

[0037] 图5示出了展示不同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视频编码块的示意图；

[0038] 图6a和6b示出了使用四叉树加二叉树(quad-tree  plus  binary-tree，简称QTBT)

进行块划分和对应树结构的示例；

[0039] 图7a和7b分别示出了四叉树(quad-tree，简称QT)和四叉树加二叉树(QTBT)框架

中定向帧内预测机制的实现方式；

[0040] 图8a和8b示出了根据给定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纵横比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

[0041] 图9示出了根据给定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纵横比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的示意

图；

[0042] 图10示出了根据给定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纵横比保留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基数的

示意图；

[0043] 图11示出了使用四叉树加二叉树(QTBT)进行块划分和对应树结构的示例，其中矩

形视频编码块中沿长边的可用参考像素的数量小于其长度的两倍；

[0044] 图12示出了根据给定矩形视频编码块的参考像素的可用性启用或禁用定向帧内

预测模式集合；

[0045] 图13示出了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信令机制的第一步；

[0046] 图14示出了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信令机制的第二步；

[0047] 图15示出了通过应用信令机制对定向帧内模式索引进行解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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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图16示出了应用于编码装置的信令机制的实现方式的示意图；

[0049] 图17示出了应用于解码装置的信令机制的实现方式的示意图；

[0050] 图18a和18b示出了应用于增强型帧内预测(Enhanced  Intra-Prediction，简称

EIP)机制的信令机制的实现方式的示意图；

[0051] 图19示出了包括模式映射单元、信令单元和帧内预测单元的编码装置的示意图。

[0052] 在各附图中，相同的或至少功能等同的特征使用相同的标号。

具体实施方式

[0053] 以下结合附图进行描述，所述附图是描述的一部分，并通过图解说明的方式示出

可以实施本发明的具体方面。可以理解的是，在不脱离本发明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其它

方面，并可以做出结构上或逻辑上的改变。因此，以下详细的描述并不当作限定，本发明的

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书界定。

[0054] 例如，可以理解的是，与所描述的方法有关的内容对于用于执行方法的对应设备

或系统也同样适用，反之亦然。例如，如果描述了一个具体的方法步骤，对应的设备可以包

括用于执行所描述的方法步骤的单元，即使此类单元未在图中详细阐述或说明。此外，应理

解，除非另外具体指出，否则本文中描述的各种示例性方面的特征可彼此组合。

[0055] 图1示出了用于编码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编码装置100的示意图。所述编码装置100

用于通过信令指示符来通知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中的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定向

帧内预测模式集合包括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和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编码装

置100包括：模式映射单元101，用于根据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从所述定向帧内预测

模式集合中选择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与帧内模式索引

相关联，以及用于将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映射到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

信令单元103，用于生成包括所述帧内模式索引和标志值中至少一项的所述信令指示符，所

述标志值指示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到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映射，其

中，当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或映射到所述扩展定向帧内

预测模式时，使用所述标志值，以及用于将所述信令指示符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

相关联；帧内预测单元105，用于基于与所述信令指示符相关联的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

式，对所述矩形编码块的像素的像素值进行帧内预测，以提供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以及

编码单元107，用于基于所述预测的矩形编码块对所述矩形编码块进行编码。

[0056] 图2示出了用于解码编码后的矩形视频编码块的解码装置200的示意图。所述解码

装置200用于处理与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的信令指示符，所述信令指示符包括帧

内模式索引，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所述解码装置200包括：

帧内预测单元201，用于基于与所述信令指示符相关联的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对所

述编码的矩形视频编码块的像素的像素值进行帧内预测，以提供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

以及恢复单元203，用于基于所述编码的矩形视频编码块和所述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恢

复矩形视频编码块。所述信令指示符还可以包括标志值，所述标志值指示所述扩展定向帧

内预测模式到所述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映射。

[0057] 图3示出了用于编码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编码方法300的示意图。所述编码方法300

用于通过信令指示符来通知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中的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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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内预测模式集合包括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和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编码方

法300包括：根据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从所述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中选择301预定

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与帧内模式索引相关联；将所述扩展

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映射303到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生成305包括所述帧内模式

索引和标志值中至少一项的所述信令指示符，所述标志值指示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

到所述所选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映射，其中，当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所述扩展定向帧

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或映射到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时，使用所述标志值；将所述信令

指示符与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307；基于与所述信令指示符相关联的所述扩

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对所述矩形编码块的像素的像素值进行帧内预测309，以提供预测的

矩形视频编码块；以及基于所述预测的矩形编码块对所述矩形编码块进行编码311。

[0058] 图4示出了用于解码编码后的矩形视频编码块的解码方法400的示意图。所述解码

方法400用于处理与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的信令指示符，所述信令指示符包括帧

内模式索引，所述帧内模式索引与预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相关联。所述解码方法400包括：

基于与所述信令指示符相关联的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对所述编码的矩形视频编码

块的像素的像素值进行帧内预测401，以提供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以及基于所述编码的

矩形视频编码块和所述预测的矩形视频编码块恢复403矩形视频编码块。所述信令指示符

还可以包括标志值，所述标志值指示所述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到所述预定定向帧内预测

模式的映射。

[0059] 图5示出了展示不同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视频编码块的示意图。图5所示的帧内预

测模式包括平面模式(帧内预测模式索引为0)、DC模式(帧内预测模式索引为1)和33种定向

模式(帧内预测模式索引为2至34，用实线表示)。通过将定向帧内预测模式之间的步进角按

因子2减小，将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扩展到65个模式(几乎翻倍)。图5中的虚线表示在JEM

软件中引入的角度模式。

[0060] 图6a和图6b示出了使用四叉树加二叉树(QTBT)进行块划分和对应树结构的示例，

其中实线表示四叉树分割，虚线表示二叉树分割。在二叉树的每个分区节点中，分区类型用

0(水平分区)或1(垂直分区)表示。

[0061] 图7a和7b分别示出了四叉树(quad-tree，简称QT)和四叉树加二叉树(QTBT)框架

中定向帧内预测机制的实现方式。这里，沿矩形块的短边和长边使用相同数量的参考像素。

因此，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数量既不取决于块的纵横比，也不取决于当前实现QTBT框架时

参考像素的实际可用性。

[0062] 图8a和8b示出了根据给定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纵横比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

如图8a所示，正方形视频编码块的纵横比为1∶1，采用传统的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对正在

重构的视频编码块的值进行预测。另一方面，矩形视频编码块包括短边和长边，这种不对称

可以通过提高预测精度来改进当前的定向帧内预测机制。如图8b所示，可以沿长边增加可

用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数量。

[0063] 图9示出了根据给定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纵横比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的示意

图。对应的处理步骤可以由所述帧内预测装置100和/或所述帧内预测方法400实现。在图9

中，正方形像素表示用于帧内预测的参考像素，其中所述参考像素可用的概率顺序为：具有

点的参考像素>具有条纹的参考像素>具有对角线的参考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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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新引入的所述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数量可以取决于所述矩形视频编码块的所述

纵横比。包含这些新模式的角度通过以下公式定义：

其中，Lshorter和Llonger分别表示所述矩形视频编码块的所述短边和所述长边的长度。如

图9所示，对于所述矩形视频编码块的垂直方向，Lshorter＝宽度，Llonger＝高度。这些模式的

实际数量可能取决于相邻定向模式之间的角度和由以上公式定义的角度α。

[0065] 在所述JEM软件的最新版本(版本JEM-4.0)中，由帧内预测插值滤波器定义的相邻

定向模式之间的平均角度步长不依赖于块大小，且等于：

[0066] 因此，在均匀间隔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情况下，新引入模式的数量N等于：

其中， 表示向下取整运算。

[0067] 在图9所示的实施例中，参考像素的数量沿长边扩展，且对于短边，参考像素的数

量不会减少。因此，沿长边可用的帧内预测模式的数量(包含这些模式的角度用实线标记)

增加，但沿短边可用的帧内预测模式的数量(包含这些模式的角度用虚线标记)不减少。因

而仅帧内预测模式集合的基数增加，而以下纵横比减小：

另一方面，根据另一个实施例，也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来保留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原

始数量。

[0068] 图10示出了根据给定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纵横比保留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基数的

示意图。如图10所示，沿长边增加的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数量(包含这些模式的角度用实线

标记)可以等于沿短边移除的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数量(包含这些模式的角度用虚线标

记)。因此，所述帧内预测模式集合的基数与正方形块的基数保持相同。

[0069] 根据一个实施例，是否扩展可用的帧内预测模式集合也可以取决于参考像素的可

用性，因为它们需要生成帧内预测。

[0070] 图11示出了使用四叉树加二叉树(QTBT)进行块划分和对应树结构的示例，其中矩

形视频编码块中沿长边的可用参考像素的数量小于其长度的两倍。如图11所示，四叉树加

二叉树(QTBT)分割框架产生分区，其中，如图9和10中的上述示例中所假设的，沿长边的可

用参考像素的实际数量小于其长度的两倍。因此，上述示例中增加所述定向帧内预测模式

的数量的方法可能需要根据图11示例中参考像素的可用性进行调整。

[0071] 图12示出了根据四叉树加二叉树(QTBT)分割框架内给定矩形视频编码块的参考

像素的可用性启用或禁用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其中，灰色矩形区域表示当前处理的视

频编码块，具有对角线的正方形像素表示可用参考像素，具有点的正方形像素表示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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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像素。例如，可以通过从所述集合中移除对应的定向帧内预测模式来实现禁用。

[0072] 使用内插参考像素生成的矩形视频编码块的分数非预测区域P可以计算如下：

其中，Llonger和Lshorter分别表示矩形视频编码块的长边和短边的长度，γ表示属于所述

扩展集合的给定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角度，sblock＝Lshorter·Llonger表示要预测的矩形视频

编码块的面积， 表示非预测区域，即可以不用非内插参考像素预测的

视频编码块的面积，如条纹所标记。

[0073] 因此，帧内预测定向越靠近用虚线标记的对角线，可以不用非内插参考像素进行

预测的余下区域部分就越大。在一个示例中，如果沿长边的非内插参考像素的长度LRSlonger

小于长边的长度的两倍，则不扩展所述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

LRSlonger＜2Llonger。

[0074] 如果扩展了定向帧内预测模式集合，则需要发送新扩展的模式，这通过现有的传

统机制可能无法实现。为此，在图13和14中提出并解释了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两步信

令机制。

[0075] 图13示出了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信令机制的第一步，其中扩展的模式集合通

过镜像过程映射到传统帧内预测模式集合。

[0076] 图14示出了扩展定向帧内预测模式的信令机制的第二步，其中用1位标志来区分

传统的和扩展的定向模式。对于传统模式，所述标志被赋值为“0”，对于扩展模式，所述标志

被赋值为“1”。此外，所述信令机制中的所述标志仅用于那些作为扩展模式的反射的定向模

式。

[0077] 图15示出了通过应用信令机制对定向帧内模式索引进行解码的过程。如图15所

示，所述定向帧内预测的所述扩展模式标记为“1”，具有映射模式的所述传统模式标记为

“0”，其它模式没有额外的信令值。

[0078] 图16示出了应用于编码装置的信令机制的实现方式的示意图。在第一处理步骤

1601中，从比特流中解析帧内预测模式IIPM的索引。之后，在处理步骤1603中，根据解码的帧

内预测模式是否为定向帧内预测模式进行决策。如果在HEVC视频编码的上下文中采用信令

方案，当IIPM大于1时，所述帧内预测模式是定向的。若所述帧内预测模式是定向的，则在处

理步骤1605中，根据解码后的帧内预测模式是否为扩展的进行决策。当IIPM大于Q[π/2+

arctan(Width/Height)]且小于VDIAG_IDX时，扩展所述解码的帧内预测模式，其中，Width

和Height表示解码的矩形视频编码块的短边和长边的长度，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VDIAG 

IDX等于66。然后，对于可以具有映射的扩展代码的传统模式，将标记“ext_dir_mode_flag”

赋值为0(参见处理步骤1607、1609)。在处理步骤1611中，估算传统模式的率失真成本(RD-

cost)。对于扩展模式，将标记“ext_dir_mode_flag”赋值为1(参见处理步骤1613、1615)。在

处理步骤1617中，估算传统模式的率失真成本(RD-cost)。在处理步骤1619中，通过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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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和扩展模式之间找出最低的率失真成本(RD-cost)来确定标记“ext_dir_mode_flag”。

[0079] 图17示出了应用于解码装置的信令机制的实现方式的示意图。在第一处理步骤

1701中，从比特流中解析帧内预测模式IIPM的索引。之后，在处理步骤1703中，根据解码的帧

内预测模式是否为定向帧内预测模式进行决策。如果在HEVC视频编码的上下文中采用信令

方案，当IIPM大于1时，所述帧内预测模式是定向的。若所述帧内预测模式是定向的，则在处

理步骤1705中，根据解码后的帧内预测模式是否为扩展的进行决策。当IIPM大于Q[π/2+

arctan(Width/Height)]且小于VDIAG_IDX时，扩展所述解码的帧内预测模式，其中，Width

和Height表示解码的矩形块的短边和长边的长度，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VDIAG  IDX等于

66。对于扩展的定向帧内预测模式，在处理步骤1707中，从比特流中解析标志“ext_dir_

mode_flag”的值。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该标志被引入到比特流中，以编码是否将所提出的

机制应用于所述预测单元。在处理步骤1709中，如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如果ext_dir_

mode_flag等于1(处理步骤1711a)，则决定采用扩展预测方案来获得预测信号，如果ext_

dir_mode_flag不等于1(处理步骤1711b)，则采用传统预测来获得预测信号。在处理步骤

1709中的所述决策是基于在处理步骤1707中确定的所述标记“ext_dir_mode_flag”的值进

行的。

[0080] 所述信令机制适用于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更广泛的情况。例如，它可以用于减少

由Google为其VPX编解码器系列提出的增强型帧内预测(EIP)技术中使用的扩展的定向帧

内预测模式集合引起的信令开销。需要用这种EIP技术来提高帧间预测图片中的帧内预测

块的压缩效率。EIP是一种用于增加可用预测定向数量的两步机制，其中，首先编码具有良

好帧间预测模式的块，然后填充能够访问更多边界的帧内块。

[0081] 图18a和18b示出了应用于增强型帧内预测(EIP)机制的信令机制的实现方式的示

意图。在图18a和18b所示的情况下，视频编码块的4(2π)和3(3π/2)边分别可用于定向帧内

预测。实线表示主角的方向，虚线表示补角的方向。在这两种情况下，可用的帧内预测模式

集合大于传统情况。

[0082] 如上所述，可以采用相同的两步信令机制，通过1位比特标志来指示选择的定向帧

内预测模式所属的角度。首先，如果从所述互补角度中选择定向模式，则可以将所述定向模

式映射到所述主角上。其次，如果从所述互补角度选择所述方向，则可以将1位标志设置为

“ON”，否则可以将所述标志设置为“OFF”。

[0083] 图19示出了包括模式映射单元101、信令单元103和帧内预测单元105的编码装置

100的示意图。可以类似地实现解码装置200。

[0084] 尽管本发明的特定特征或方面可能已经仅结合几种实施方式或实施例中的一种

进行公开，但此类特征或方面可以和其它实施方式或实施例中的一个或多个特征或方面相

结合，只要对任何给定或特定的应用有需要或有利即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术语“包括”、

“有”、“具有”或这些词的其它变形在详细的说明书或权利要求书中使用，这类术语和所述

术语“包含”是类似的，都是表示包括的含义。同样，术语“示例性地”、“例如”和“如”仅表示

为示例，而不是最好或最佳的。可以使用术语“耦合”和“连接”及其派生词。应当理解，这些

术语可以用于指示两个元件彼此协作或交互，而不管它们是直接物理接触还是电接触，或

者它们彼此不直接接触。

[0085] 尽管本文中已说明和描述特定方面，但应了解，多种替代和/或等效实现形式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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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替代所示和描述的特定方面。该申请旨在覆盖本文论述的特

定方面的任何修改或变更。

[0086] 尽管以上权利要求书中的元件是利用对应的标签按照特定顺序列举的，除非对权

利要求的阐述另有暗示用于实施部分或所有这些元件的特定顺序，否则这些元件不必限于

以所述特定顺序来实施。

[0087] 通过以上启示，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许多替代、修改和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认识到除本文所述的应用之外，还存在本发明的众多其它应

用。虽然已参考一个或多个特定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但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将认识到在

不偏离本发明的范围的前提下，仍可对本发明作出许多改变。因此，应理解，只要是在所附

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的范围内，可以用不同于本文具体描述的方式来实践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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