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論文

應用在影像壓縮上的樹狀編碼簿技術

Fast constructing tree structured vector quantization
for image compression

研究生：鍾潤世 撰
指導教授：李錫智 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

摘要
多媒體的資料盛行的今日，如何有效傳輸成為重要課題。除了擴大頻
寬外，另一途徑就是壓縮檔案，因此不同的壓縮技術紛紛出籠。我們
的工作重心放置在靜態影像的壓縮技術上，運用的方法稱為 tree
structure VQ(Vector quantization) ，這是屬於 VQ 中的一種方法，
目的是提高壓縮的速度。首先，我們會利用一個以 distortion 為基
礎的 adaptive resonance theory 2（ART2）方法建構一個樹狀的編
碼簿，接著我們運用較有效率的搜尋方法，利用這個編碼簿將原有的
圖片取代成一連串的編號，接收到檔案的使用者，就可以利用編碼簿
還有編號將原來的圖片還原。在我們的方法中，我們可以較有效率的
建構一個樹狀的編碼簿，並利用這個編碼簿節省編碼所需的時間，達
到較快的壓縮速率和較佳的壓縮效果。

關鍵字 ：tree structure vector quantization，ART2，code-book，
code-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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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ovel approach of vector
quantization using a merge-based hierarchical neural network.
Vector quantization（VQ）is known as a very useful technique
for lossy data compression. Recently, Neural network（ NN）
algorithms have been used for VQ. Vlajic and Card proposed a
modified adaptive resonance theory (modified ART2）[1] which
is a constructing tree structure clustering method. However,
modified ART2 has disadvantages of slow construction rate and
constructing many redundant levels. Therefore, we propose a
more efficient approach for constructing the t ree in this paper.
Our method establishes only those required levels without
losing the fidelity of a compressed image.

Key-word ：tree structure vector quantization, modified ART2,
code-book, code-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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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簡介

多媒體的資料盛行的今日，為豐富檔案的表現，加入了大量的聲
音與影像變成不可或缺的方法。但同時因為加入了這些影音效果，而
使得檔案的大小也急劇的膨脹。雖然儲存的裝置容量日益增加，網路
的頻寬也日益的加大，但需要備份的資料總是不停的出現而且檔案大
小也越來越可觀，此外，上網的人口日益增加，網頁的內容也豐富精
采。林林總總的因素形成了空間的大小總跟不上檔案龐大的內容的現
象。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除了加大儲存空間及頻寬，另一個方向就
是壓縮檔案。
檔案的種類繁多，不一樣的類型有不一樣的壓縮技術。如果就影
像上的檔案來區分，我們可以粗略的將壓縮的技術區分為靜態以及動
態影像壓縮兩大類，靜態指的是單張或或無連續性的圖片，而動態則
是指連續性的影片。而我們處理的技術則是專注在靜態的灰階影像檔
案上。
目前處理影像壓縮的技術可以區分成四大類，分別是 vector
quantization、transform coding、subband coding、wavelet coding
等[6]，我們的研究重心放置在 vector quantization（VQ）上[5]。
此外，若依據 lossy 與 lossless 來區別壓縮技術，則 VQ 是一種 lossy
的方法，因為 VQ 所壓縮的影像在處理後，會有所失真，並無法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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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VQ 不只是獨立可行的技術，同時它也可以配合其他方法（例
如 wavelet），改善壓縮技術 [11] [14] 。

1.1

VQ 的基本介紹

我們可以將 VQ 解釋為一種 mapping 的作用[5]。其原理在一個 k
維的空間中，替每一筆資料 x ∈ X 找到在 Y = {y1 ,..., y N } 中的代表
值。 Y 被稱為 code-book， y i ,i ={1 ,...,N } 稱為 code-vector，而 X 的每一
個向量稱為輸入資料或向量。如果將 VQ 以方程式來表示，可以寫成
VQ： X → Y 。
在 VQ 中，相似度的判斷最常用的量測方法是距離，距離被定義
為：

X −Y = X −Y

2

[

]

= ( X − Y )t (X − Y )

這樣的距離判斷 ，除了用來做編碼時量測方法， 同時也應用於
code-book 建構過程中，資料 clustering 時的相似度判斷。
假設我們所要壓縮的檔案是一張 N x * N y 像素大小的灰階圖
片，如圖 1.1，首先我們必須先將它轉換成向量資料，因此我們必須
將檔案做切割，若我們採取的大小是 n x * n y 大小的方塊（block）
，將
原圖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切割，會切割成 ( N x * N y ) /( n x * n y ) 個方塊，
2

我們可以依序將其編號為 B1 至 B m ( m = ( N x * N y ) /( n x * n y )) ，如圖
1.2。接著將方塊同樣由左至右，由上而下將像素值展開成向量。將
這些向量當成資料，我們可以對這些資料進行類似 clustering 的處
理動作以萃取出 code-book。

圖 1.1 影像 Lena

圖 1.2 影像切割後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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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利用 VQ 進行壓縮，還原及傳輸，我們利用圖 1.3 來解釋。
建立出 code-book 後，對於原始圖片進行 VQ 的處理，此時切成一個
個 block 的資料會經由編碼器(encoder)，被轉換成 code-vector 的
編號，這個 code-vector 也就是 code-book 中，與資料最相近的，編
碼器的作用就如同 VQ 的運作。這樣的動作處理完，一張圖片也就變
成了一連串的編號，利用這些編號來代表原來的圖片，就可以達到壓
縮的目的。壓縮後的圖片，被傳送給接收的使用者，使用者利用解碼
器(decoder)還原圖片。解碼器還原圖片的方法就必須倚靠壓縮的圖
檔中的編號去對照 code-book，找出編號對應的 code-vector，還原
成 block 形式的資料，將這些 block 組合成圖片，也就完成圖片的還
原。

圖 1.3 運用 VQ 的壓縮，還原及傳輸

1.2

code-book 的區別

VQ 的方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建立 code-book，利用這個
4

code-book 中的有限量的 code-vectors，可以取代欲壓縮的圖片中的
所有區塊，達到壓縮的目的，所以 code-book 的好壞影響壓縮圖片的
效果。若以壓縮的效率來區分 VQ 的方法，我們可以將其區分為單層
以及樹狀的架構。最先開始研究的 VQ 是單層架構，單層的架構有如
其名般，所有的 code-vector 都被視為同樣地位，當一筆資料進入
encoding 程序時，它會被逐一比對，找出其中最相似的 code-vector
然後被其 index 所取代，如圖 1.4 的方式，這樣的方式，我們稱其為
單層 code-book 的 full search。這樣的程序通常耗時以及耗費電腦
效能，但是可以找出最接近的 code-vector，達到較佳的壓縮品質。

圖 1.4 單層 code-book
樹狀結構的 code-book 架構則會增進壓縮的效率，利用其樹狀的
分佈，先行將 code-vector 分門別類。當一筆資料進入時，就會利用
每一分支的資訊，使其僅需沿某些路徑達到 leaf node，也就是
code-vector，如此一來就僅需少數的比較次數，就可以找到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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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vector。樹狀結構的 code-book 的架構就如圖 1.5。但是壓縮
後還原圖片的效果通常較利用單層 code-book 的 full search 差，因
為在路徑上可能走入錯誤的支線 ，造成無法找到最適合的
code-vector。例如在圖 1.5 中，這棵 tree 是利用 bottom up 的
merge-based 方式建立，在第四層，最接近的 node 是編號 5，但當在
第三層時，2 號 node 反而跟資料較相似，而不是 5 號 node 的上一層
連接的 3 號 node，這樣的現象跟 3 號 node 的其他子 node 拉扯有關。
而走入錯誤的支線情況會發生在當我們由上層逐層搜尋至下層時，在
第三層找到的是 2 號 node，此時由 2 號的連接的子 node 中挑選，結
果選到 4 號 node，造成最後的錯誤。所以必須另行配合路徑搜尋的
演算法，才能達到較佳的品質。

圖 1.5 樹狀 cod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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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壓縮品質的評量

我們所採用的方法是 lossy 的壓縮技術，因此有失真的現象。為
了評估影像壓縮品質的高低或判斷 code-book 表現好壞，最常採用的
方法是 mean square error(MSE)以及 signal-to-noise ratio(SNR)
或 peak signal-to-noise ratio(PSNR)。以我們先前所舉的圖 1.1
的架構為例，原來每一個像素的值 xij ，經壓縮還原後 xˆij ，則

1
MSE =
N1 N 2

∑ ∑ (x
N1

N2

i =1 j =1

ij

− xˆij )

1 N1 N2 2
∑ ∑ xij
N 1 N 2 i=1 j =1
SNR = 10 log 10
MSE
255 2
PSNR = 10 log 10
MSE

MSE 的意義由算式我們就可以看出，這是在觀察還原後與原本的
圖片，每一個 pixel 的的平均偏差量。因此 MSE 的值越小，代表還原
的圖可能越接近原圖。相反的 SNR 則是考量 MSE 對 pixel 平均值的影
響，所以 MSE 在 SNR 及 PSNR 的算式中，均位在分母處。處理同一張
圖時，當不同的壓縮情況下，原圖的 pixel 平均平方值是固定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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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MSE 的值會因而改變，所以 MSE 越小，SNR 及 PSNR 的值越大，在
MSE 值越小時，還原圖越接近原圖情況下，SNR 及 PSNR 值越大，代表
還原的圖應該是越接近原圖。當然這都是數值上的觀點，最佳的還原
狀態還是希望以人的視覺觀點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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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VQ 方法介紹

VQ 的發展其實是多采多姿的，不管是單層或結構化的 VQ 都有許
多的變化。在建構單層的 code-book 方法上，有最簡單的 LBG，還有
將平均值與餘數分開進行 VQ 的方法[18]，或者特別為了保留影像中
一些邊緣地帶資訊而發展的方法[19]，以及應用 fuzzy 的 LVQ[21]。
結構化的 VQ 則有最常見的二元樹結構。在最早 tree structure
VQ[9]的方法中，是利用 LBG[7][8][12][13]的方法來建造二元樹的
code-book，二元樹的 code-book 中還另有 unbalanced 的結構，稱為
variable rate tree structure VQ[23]。之後有人利用重複萃取餘
數的方式，也就是對資料進行 VQ 後，取出餘數，再對餘數進行 VQ 處
理 ， 重 複 這 樣 的 動 作 ， 將 其 code-book 的 架 構 改 變 成 了 類 似
finite-state VQ [15] [20]的方法，這種方式可以降低 code-book
的大小，但是會犧牲品質。
不只上述的方法，其他 neural network 的方法也相繼的被應用
來建立 code-book。在本章我們將會介紹三種 VQ 的方法，第一種為
建構單層 code-book 的方法，這是一種改變 LBG 建法，希望突破 local
minimum 困境的方法，稱為 ELBG。第二及第三種則為建構樹狀結構
code-book 的方法，第二種是利用 SOM 建立 code-book 的方法，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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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OM[10] [16]，第三種則為利用 ART2 建構的方法，稱為 modified
ART2[4] [17]。我們將介紹它們的做法以及探討其優缺點。

2.1

Enhanced LBG(ELBG)

這是一個建構單層 code-book 的方法，是 LBG 的改良。在談 ELBG
前 ，我們要先談到 LBG。 LBG 也可以被稱為 generalized Lloyd
algorithm(GLA)，是由 Linde 在 1980 [7] 年改良 Lloyd 的方法
[8] ，由單維的 scale quantization 延伸至 k 維空間的 VQ，方法
因而以創造者的名字來命名。LBG 基本的演算法和 k -means 的方法相
似，在 MacQueen[12]與 Forgey[13]的方法中皆有提到。LBG 基本上
受到起始所設定的 cluster 的中心點影響頗重，因此往往會落入
local minimum，但這是一種頗為簡單且易於完成的方法，所以至今
仍廣泛可見。
LBG 的演算法如圖 2.1 所 示， 其方法一開始可能隨意產生
code-book 或者隨意從資料中挑選一部分當作 code-book Y 0 。再將
所有的訓練資料依照與 code-vector 距離遠近做分群的動作。接著利
用 分 群 後 的 資 料 計 算 新 的 cluster 的 中 心 點 ， 也 就 是 新 的
code-vector。然後計算整體的 distortion。看看 distortion 變動
是否侷限在我們預設的起始條件 ε 內，如果是，就停止訓練過程，
否則重新由分群的步驟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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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LBG 流程圖
為了解決 LBG 易落入 local minimum 的問題，ELBG(2001) [2] [3]
被提出。它在 LBG 方法中加入了一個新的步驟，在圖 2.1 中的 new
code-book calculation 的步驟後，加入了一個重新整理 cluster 的
動作，稱為 ELBG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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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ELBG 的流程圖

這個步驟是要將 distortion 較小的 cluster 合併，然後將
distortion 較大的 cluster 分解，以求在不改變整體的 cluster 數
目時可以降低整體的 distortion。ELBG 考量到這樣的處理產生了新
12

的 cluster 分布，所以讓 LBG 的歸類和計算 cluster 中心再重新運
作，以求達到收斂。

圖 2.3 ELBG block 的流程圖

進行 ELBG block 前必須先有一段 cluster 的處理，首先必須計
算 每 一 個 cluster 個 別 的 distortion D i 以 及 整 體 平 均 的
distortion D mean ，接著將全部的 cluster 分成兩群，第一群是
distortion 大於 D mean 的 G over ，其餘的 cluster 則是 G below 。將
cluster 分成兩群後，就是進行圖 2.3 中的 ELBG block。第一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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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檢查 G below 中是否仍有 cluster，如果有，整個步驟才會繼續重新
進行，否則就結束。第二步驟則是從 G over 中挑出 distortion 最大
者 c i 和從 G below 中挑出最小的一個 c l ，並另行找到和 c i 相鄰的
c p 。再來則是把 c i 切割成兩個 cluster，並把 c l 和 c i 兩者合併，

三個新的 cluster 重新整理。第三和第四步驟就是重新記算三個新的
cluster 的整體 distortion，在流程圖中 D mean

_ 3

指的是三個新的

cluster 的 distortion，並檢查是否較未處理前低，低的話則確定新
的三個 cluster 取代原來的三個 cluster，並將它們從 G below 和
G over 中移除，如果高的話，代表失敗，還是維持原來的 cluster，

並將 c l 從 G below 刪除。
這樣的設計確實可以改善 LBG 的 local minimum 的問題，因為
cluster 可以在小幅度的範圍內，改變包含的空間大小和中心點的位
置 ，但是起始的位置影響其實還是存在的 ，所以要達到 global
minimum 還是有問題。

2.2

Hierarchical SOM

在 unsupervised 的 clustering 方法中，SOM 是相當有名的一
種，同樣也有人將其應用來作為 hierarchical VQ 的方法[10]。HSOM
是利用 top-down 的方式，由上而下，逐層分裂（split）成一個樹狀
的 code-book。在論文[10]中提到，如果在建構樹狀結構的 code-book
過程中，我們讓一個 node 分裂成十個子 node，那麼一個三層的
14

code-book 架構就如圖 2.4 般。

圖 2.4 HSOM 的 code-book 架構

在應用 HSOM 的論文[10]中提到的方法，其概念為 top-down 的建
構方式。首先預定每一個 node 將分裂的子 node 的數目，以及 SOM 訓
練時的相關參數。接著第一層的 cluster 就是將所有的資料分群，利
用 SOM 的方法使 cluster 達到穩定，達成第一層的 nodes。接著就每
一個 cluster，分別利用同樣的訓練方法建立下一層的 cluster，建
成第二層的 cluster，也就是最後被用來編碼的 code-book。上述所
提的 HSOM 方法寫成演算法，就如以下所述。

設定 code-book 的階層數，每一次分裂的 sub-map 數目 n spl ，SOM 方
法中的 neighborhood 的範圍和起始的 weight w ini 的設定方式以及
訓練的次數。
Step1 設定目前要建立的 level 為第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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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設定起始的 w ini ，輸入資料 x i 與所有 node 比較，找出最相
∗

似的 w i 。
∗

Step3 利 用 SOM 的 基 本 調 整 方 法 ， 調 整 w i 以 及 所 有 落 在
neighborhood 的 w i 。
Step4 重複 step2 至 step3 步驟，直到所有資料皆輸入為止。
Step5 將所有訓練的資料歸屬到最相似的 w i ，形成 cluster。
Step6 將每一個包含超過一筆資料的 node 分裂，重複 step1
至 step4 以訓練 sub-map。
Step7 重複 step6，直到起始設定的階層數達到為止。

HSOM 的方法有兩個最大的問題:
第一，其建法並無法準確建立需要大小的 code-book。當我們在應用
VQ 時，通常會考慮到二進位的 index 可以對應的 code-book 大小，
例 如 當 我 們 的 index 的 大 小 為 八 個 bit 時 ， 我 們 就 可 以 利 用
2 8 = 256 大小 code-book 來進行壓縮，但 HSOM 方法中並未考慮到

這一點，而僅定義 code-book 的階層數以及每一次分裂的數目，那麼
當我們需要 256 大小的 code-book 時，若採用二分裂的方式，就起碼
必須建構八層，但是可能發生建構到某一層時（非最後一層）
，某些
node 已經只包含一筆資料而無法分裂了，所以在第八層時，不見得
會有 256 個 code-vectors。
第二，code-book 未能反應資料的實際分布。其方法讓每一個 cluster
繼續分裂同樣數目的子 cluster 以建成最後一層的 code-book，但是
這樣並未反映出資料分布的實際狀況，例如某些第一層的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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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資料量較大，如果再繼續分裂，可能需要較多的 cluster 來描
述，而某些 cluster 可能就相反，不需要預定的分裂數目那麼多的子
cluster 來描述。這些情況，就會造成最後的 code-book 不能妥善的
表現要壓縮的圖片了。

2.3

modified ART2

modified ART2[4] [17]是另一種用來建造樹狀結構 code-book
的方法。這種方式是建立在 ART2 的 unsupervised 的機制上，這種機
制是以相似度判斷來區分資料中可以分成幾個 cluster，在 training
次數少時，這種方式其實可以相當準確的找出 cluster 的分佈，不過
因為控制的因素是相似度，所以並無法肯定建立的 cluster 數目。因
此若要限定資料只可以分成指定數目的 cluster 的時候，就必須依靠
調整相似度的 threshold 了，在 modified ART2 的方法中，它應用的
方式就是將 threshold 起始的值設為零，利用逐次增加數值 0.5，讓
threshold 可以緩慢調整。
我們將 modified ART2 用圖 2.5 來表示，在 modified ART2 起始
時，會先設定最後一層的 cluster 數目 n wanted

或者 threshold 的最

大值 ρ max ，然後將全部 A 筆資料輸入，每一筆輸入的資料包含了
x i 以及資料大小 k i ，利用 ART2 的方法建立第一層（建立單層的步

驟稱為 learning，將在下一段詳述），接著檢查 cluster 的數目是否
為 n wanted

或者 threshold 達到 ρ max ，否則 threshold 值增加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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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將新建立的這一層 N 個 cluster 的中心點 w n 以及大小 k n 當
作資料，用來建立下一層的 cluster，這樣重複建立下一層的步驟會
一直進行到 n wanted

達成了或 ρ max 達到了。

圖 2.5 modified ART2 的流程圖

在 圖 2.5 中 的 步 驟 learning ， 是 利 用 ART2 的 方 法 進 行
clustering。處理的方法是，資料被一筆一筆輸入，當第一筆資料輸
18

入時，第一個 cluster 依據它而建立。下一筆資料進來時，就會與已
建立的 cluster 做相似度的判斷，如果有夠接近的 cluster，那麼資
料就會被併入，否則新的 cluster 會依據資料建立，這樣的步驟重複
至資料完全被處理過。我們將這些步驟用演算法來表示如下。

Learning:
step1 設定起始的相似度 threshold ρ ,需 要 的 cluster 數 目
n wanted

。

step2 以第一筆資料建立第一個 cluster，cluster 的中心點則為資
料 的 數 值 w1 = ξ

,cluster 的 size 為 data 的

size k 1 = k ξ 。
step3 輸入下一筆資料 ξ ，比較與現已建立的 cluster 的相似度。
step4 判斷最相似的一個 cluster s 是否夠接近，若是，將資料併
入，調整 cluster 的資料

w s = ( k s /( k s + k ξ )) ξ + ( k ξ /( k s + k ξ )) w s
ks = k s + kξ

，跳至 step6，若否，進行 step5。
step5 設定 w new = ξ ， k new = k ξ 。
step6 檢查資料是否全數檢驗完，若是，結束所有動作，若否，回
到 ste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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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ART2 所用的方式，運用逐漸增加 threshold，其實過
於緩慢，因為要逐次增加所需耗費的時間其實頗長，而且在第一個回
合時，資料量大，建立的 cluster 多，比對的數目也就多，造成剛開
始的時候速度會較慢。如果可以找到調適的方法就可以減少建立
code-book 的時間；另一方面，它是利用建立的 cluster 為下一回合
的資料，而且代表 cluster 的資料只有中心點，這樣其實在建立
cluster 的過程中，無法表現出 cluster 的大小，所以如果某一個資
料與兩個 cluster 都夠接近，但是某個 cluster 龐大許多，則資料併
入龐大的 cluster 與併入小的 cluster 所產生的效果就差異頗大了，
而且 modified ART2 的方式是以新產生的階層去建造下一層，實際上
建立出的階層數其實相當多，造成建立的階層越多，誤差可能越大。
另外，在修正 cluster 的中心點時，往往較早餵進的資料會因為中心
點移動而逐漸被擠到 cluster 的邊緣，這時候很有可能會落入其他
cluster 範圍中，增加 encoding 時的錯誤。

20

第三章 我們的方法
我們的方法區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樹狀結構的 code-book 的
建立，第二個部分則是如何有效 encoding 的部分。
l Construction
我們建立的 code-book 是一個五層的架構，從頂層至底層，分別是
32､64､128､256､512 等，每一層其實是一個可以獨立的 code-book，
但是我們可以在建構的過程中將它們連結在一起，達到多層的架構。

圖 3.1 利用我們的方法所建立的樹狀 code-book
在我們的樹狀 code-book 中，可以發現它是有多重鏈結性的，一個上
層的 node 有可能與下層多個 node 連結，這是因為我們的方法是
merge-base 的架構，所以上層的 node 是由下層的 node 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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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注意到這樣的架構其實有兩個好處，第一，當然是我們
在先前講到的可以用來加速 encode 的速度，這是樹狀結構最直接的
好處，第二，動態從五層 code-book 裡挑選某一層，改變壓縮所需傳
送的資料量，以應付需要。因為現在網路的流量不一定，如果可以隨
時改變壓縮的大小，也就可以隨著頻寬或者網路壅塞程度傳輸不同的
檔案大小，如此一來，雖然會犧牲壓縮品質，但卻有較大的機會成功
傳輸檔案。
在我們談論建構 code-book 的過程中，因為建構的方法就等同於
進行 clustering，所以我們在文中所用的 cluster 的重心或中心點
指的就是 code-vector。

3.1

樹狀 code-book 的建立

在建構第一層時，我們會將原有圖片以 n x * n y 的方塊大小切割，
然後將每一方塊轉換成向量，然後將這些向量當做第一層的 training
data，利用單層的學習機制（one level learning），訓練出我們所
需要大小的 code-book，而單層的學習機制還是建立在 ART2 的精神
上。當第一層的 code-book 建立後，我們會以第一層的 code-book 為
訓練資料，建立第二層，如此反覆，直到五個階層都建立。建構的流
程圖如圖 3.2。在建構第一層前，我們會先設定此層的 code-book 大
小 n 1 wanted

= 512 ， ρ = 0 . 5 （我們取 ρ 介於 0 到 1 間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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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對結果的影響不大，在我們的實驗五中可以看出），然後進入單
層學習機制，ρ 將被動態調整以建立 size 為 512 的單層 code-book，
單 層 學 習 機 制 將 在 3.2 節 說 明 。 當 第 一 層 完 成 後 ， 設 定
n 2 wanted

= n 1wanted

/ 2 ， ρ 2 會等於最後建構第一層的 ρ 1 ，接著

才將第一層的 cluster 當成資料，開始建構第二層的步驟。而 ρ 2 會
延續上一層最後的結果是因為我們將第一層 cluster 當成新的資
料，所以 cluster 之間關係應該會與 ρ 1 有關。後續的三層，也是以
類似的步驟進行。

圖 3.2 我們的方法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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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單層的學習(one level learning)

單 層 code-book 建 立 的 流 程 圖 如 圖 3.3 ， 當 訓 練 的 資 料
ω i (i ∈ A ) 被餵進來，首先就是調整成適合在 learning 步驟中處理

的數量的資料 ω
覆用 ω

n

(n ∈

N

n

(n ∈

N

) ，接著利用動態調整

threshold ρ ，反

) 建立 cluster，直到 cluster 的數量達到要求。這

些 cluster 將會利用 k-means 的方式訓練兩次以求更加的準確。

圖 3.3 單層 code-book 的建法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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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要談到 adjust training data 步驟，這個步驟主要是
在訓練資料相對於我們想要訓練的 code-book size 大於兩倍以上
時，將訓練資料縮減以利學習步驟（learning）時速度加快。當訓練
資料相對於 code-book size 很大時，對於我們的動態調整 threshold
以達到需要的 code-book 的方式很不利，因為我們調整的公式跟訓練
資料數量有關係，所以比較適合的資料數量是在 code-book size 的
兩倍左右。我們調整的方式是將資料反覆縮減二分之一，直到達成我
們需要的資料量大小。
Adjust training data 的做法如圖 3.4，當訓練資料進入後首先
就 是 檢 查 資 料 ω i (i ∈ A ) 的 數 量 S node 是 否 大 過 於 兩 倍 的 最 終
code-book size T node ，是才有處理的必要，否則就離開處理的程
序。接著是設定縮減後的資料數量 T temp 等於 S node /2，然後進入
learning 步驟，後續我們會反覆調動 threshold ρ 以達成 T temp ，
且容許有最後資料量與 T temp 有 0.01* T temp 的些許差異空間。達到
後，我們將利用 ω i (i ∈ A ) 重新執行 learning 步驟（會執行這個步
驟主要是因為我們可能會重複上述的步驟以逐層縮減，但是我們不希
望重蹈 modified ART2 因逐層建立而增加誤差的問題），接著我們會
檢查新的資料 ω

n

件，否則將利用 ω

(n ∈
n

N

(n ∈

) 是否已符合低於或等於兩倍 T node

的條

) 為資料重新上述步驟。learning

以及

N

adjust threshold 兩個步驟將在下兩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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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adjust training data 的流程圖

處理資料後，進入學習步驟（learning），學習步驟我們以演算
法表示。

cluster 和資料的相關參數有中心點 x i ， size k i ， distortion
dist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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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一筆新資料輸入，檢查資料與現有的 cluster 的相似程度，
挑出其中相似程度超過預先設定 threshold 的 cluster。
如果沒有，跳至 step4。
step2：對所有 step１中挑出的 clusters 做 distortion 檢查，挑出
其中最小者。
step3：將新資料併入 step２中所挑出的 cluster，更新 cluster 的
參數，

k a * X a + kb * X b
ka + kb
= ka + kb

X new =
k new

distnew

1 m+n
=
(xk − X new )2
∑
m + n k =1

m * (dista + X a ) + n * (distb + X b )
2
=
− X new
m+n
2

2

跳至 step5。
step4：建立新的 cluster，令新 cluster 的相關參數為新資料的參
數。
step5: 如果資料均已輸入完畢，結束，否則跳至 step1。

建立的方式基本上還是沿習 ART2 的精神，但為了增加壓縮的準
確度，也為了減少 cluster 的中心點因為新進資料的拉扯而移動過
大，造成先餵進的資料後來遭到遺忘，我們在 learning 步驟中加入
distortion 的評估機制。此外，原先 modified ART2 的方法中，是
27

以每個回合， 將 threshold 緩慢增加 ，直到訓練出需要大小的
code-book，造成回合數頗多。因此，我們採用動態調整 threshold
的方式，減少訓練的回合數。最後，當單層的 code-book 被訓練出來
後，我們會以剛進入單層學習時的訓練資料讓它再重新學習兩次，重
新學習的機制是採用 k-means 的學習方法，會採取重新學習是因為這
樣的 code-book 也只是一個初步的 cluster 落點的判斷，藉由重新學
習可以增加 code-book 的準確度，所以會有重新學習的必要，所以我
們建議起碼重新學習一次。而我們歸類的次數是兩次而不是多次，則
是因為當我們測試多次歸類的樹狀 code-book 時，會在利用單層的
code-book 或樹狀 code-book 壓縮時，還原圖的 MSE 或 SNR 值開始有
震盪的情形出現，這樣的情況最常出現在 size 為 64 或 32 的階層或
是由這些階層搜尋至 512 node 階層的時候發生，這是因為在我們讓
code-book 重新學習時，除了 512 這個階層是直接面對原始的資料，
其他階層其實是面對一個個 cluster 的重新 clustering，所以其中
若有資料有轉移 cluster 的情形，代表的是一群資料的轉移，而非只
是單一筆資料，所以才有這樣震盪的情形。因此我們在一次的學習
後，僅多加一次，而不是繼續反覆震盪。
關於 Learning 步驟中的 Distortion 檢查機制，其實每一個
cluster 的 distortion 可以被視為是 cluster 的 variance，經由這
個 distortion 的觀察，就可以觀察到它們的變異度。併入變異度較
小的 cluster，也就可以避免資料差異過大的 cluster 出現，讓每一
個 cluster 的中心可以妥善代表它們。
在論文[9]中提到，當一個樹狀 code-book s 要壓縮效果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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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希望 distortion 要小，壓縮後的檔案小，也就是編碼要短。但是
這是一個兩難的情況，因為編碼短，代表 code-book 小，而 code-book
小， distortion 也就會上升，所以需要一個平衡。我們可以將這樣
的狀況寫成一個 Lagrangian function

J (s ) = D (s ) + λ R (s )

D 為 distortion， R 為編碼的長度。

在其方法中是利用分裂（split)的方式長成 tree，所以必須考慮從
哪一個 leaf node 進行分解，所以他計算每一個 leaf node 的分裂後，
distortion 相對於編碼增加的長度，稱為 MR。

MR =

decrease _ in _ overall _ distortion _ by _ splitting _ t
increase _ in _ overall _ rate _ by _ splitting

若應用在我們的 tree 的建法上，當建構 tree 中的單一層時，此層的
size 早已固定，所以分母的部分對所有的 node 都是一樣的，所以我
們將其視為常數，此時考慮的就剩分子的部分，這時在我們的方法
中，我們考量的，就是在與輸入的資料夠像的 cluster 中，哪一個將
資料併入後，在這些 cluster 中，可以造成最小的整體 distortion，
如果我們將這個 distortion 當成分子的部分，那麼我們就可以求出
合併一筆資料時，MR 的值為多少，將其視為合併的條件。
29

Adaptive threshold 的 步 驟 是 在 調 整 threshold ， 調 適
threshold 關係到建立合適大小的 code-book，而且若能減少調整的
次數，也就能加快建立 code-book 的速度。在調整 threshold 時，因
為不曉得什麼樣的 threshold 是合適的值，而我們又不能給予零，因
為這等於建立了跟資料一樣大小的 code-book，在我們的演算法中，
後續的調整上會造成 threshold 沒有變動，所以在建立第一層時，我
們給予的起始值是 0.5，這是一個比零稍大的值。當第一層建立後，
我們會以第一層的 code-book 為輸入的資料，此時，起始的 threshold
會被設定成建立第一層的 threshold 後在進行第二層的建立。接下來
的階層，都是依據上一層的 threshold 做起始設定。
當我們在調整 threshold，起始時資料量的大小是離需要建立的
code-book 最大的，因此 threshold 在這個時候需要增加一個較大的
數值。但是在後續調整步驟中，我們建立的臨時 code-book 大小會越
來越接近需要的 code-book，這時我們就需要減緩 threshold 調整的
量， 因為這樣才能逼近適合的值 。我們會有以下三種參數 ,最終
code-book 的 size: W size ,資料的數目: S size ，目前的 threshold
建立出的 cluster 的數目: N

(N

size

− W size ) /( S

size

size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樣的式子

− N

size

)

來達成上述的特性。調整的方式就如圖 3.5 般，我們會檢查 N
否等於 W size ，如果是的話，就結束處理，否則檢查 N

size

是小於 W size ，然後採取增加或減少 threshold 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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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是

是大於還

圖 3.5 threshold 的調整方式的流程圖

3.3

編碼的方法(algorithm for encoding)

樹狀 code-book 建立後，如何運用 code-book 以達到比較佳的壓
縮品質就是我們所關心的重點。我們所建構的樹狀 code-book 所尋求
的是可以以較少的搜尋數達到 one-level 的 full search 所達到的效
果。但是因為樹狀結構的關係，搜尋方法就有一些不同的變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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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最簡單也最直接的方法，也就是單一路徑的搜尋方式。
單一路徑的演算法:
step１：將資料與第一層的 32 個 code-vector 做逐一比對，找出最
接近者。
step２：檢查目前最接近者是否位於想要用的 code-book 層，是則停
止並取出 code-vector 的 index，否則進行 step３。
step３：與最接近者的 descended code-vectors 做比對，找出最接
近者。跳至 step２。

但這樣的壓縮品質通常是最差的 ， 因為在第二層的最相似
code-vector 不見得是第一層最相似 code-vector 的 descended
code-vector。同理第三､第四､第五層也會也這樣的情況出現，所
以單一路徑的搜尋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為了增加壓縮的品質，第二種搜尋的方式就是增加搜尋的數
目，也就是 M 搜尋路徑的方法。

M 搜尋路徑的演算法:
step１：將資料與第一層的 32 個 code-vector 做逐一比對，找出最
接近的 M 個。
step２：檢查目前最接近的 M 個 code-vector 是否位於想要用的
code-book 層，是則從 M 個中挑出最接近者，然後停止，否
則進行 step３。
step３：與最接近的 M 個 node 的 descended code-vector 做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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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最接近的 M 個。跳至 step２。

雖然 M 路徑的搜尋方式可以增加比較的 code-vector 數和可能的
路徑，但在降低壓縮的 error 的同時，卻也同時增加了一些沒有必要
的比較，造成比較的次數增高。為了在提高壓縮的品質時也能避免一
些不必要的搜尋，我們提出了動態的比較法。

動態搜尋路徑的演算法：
設定一個 threshold 值 σ
step１：將資料與第一層的 32 個 code-vector 做逐一比對，先找出
最接近者及其與資料的距離 ε ， 將其他與資料距離小於
ε ∗ σ 的 code-vector 找出。
step２：檢查目前最接近者是否位於想要用的 code-book 層，是則停
止，否則進行 step３。
step３：與接近者的 descended code-vector 做比對，找出最接近者
及其與資料的距離 ε ，將其他與資料距離小於 ε ∗ σ 的
code-vector 找出。跳至 step２。

對於資料而言，在我們的方法中，除了第一層外，其餘的階層需
搜尋的 node 數目皆是不一定的，這完全是看以資料為中心點，最接
近者的距離倍數為半徑所畫的空間中，有多少的 code-vector 散佈在
其中而定。其實在每一次的搜尋中，如果最接近的 code-vector 距離

33

不大，那麼我們尋找的範圍也就不大。當我們運用 M 路徑演算法時，
在實驗過程中觀察發現，一筆資料在某一層時，與 Cwi 及 Cw j 都相當
相似，其中最接近的是 Cwi ，但是在下一層最接近的 node 卻反而是
與 Cw j 連接的 node。因此若能調適搜尋的範圍，也就能減少 M 路徑
搜尋演算法的盲目增加搜尋數目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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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模擬與分析

我們實驗的對象是五張圖片，分別為 Lena､clown､bird､boat at the
lake（簡稱為 boat）和 peppers。實驗比較我們的方法分別與 modified
ART2 與 HSOM 在 tree structure code-book 上的表現，在實驗中，
我們切割圖片採取的大小為 8*8。 最後則是我們的方法在單層
code-book 上與 ELBG 的表現，這個部分則是切割成 4*4 的大小，主
要是為了減小每一筆資料的大小而增加資料的數量。

實驗一
與 modified ART2 在 tree structure code-book 上的比較:
我們的方法以及 modified ART2 所組成的樹狀結構 code-book 是由五
層的 code-book 組成，大小分別為 32､64､128､256 和 512 node，
我們分別稱其為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第四層､第五層。首先比
較單層 full search 的壓縮效果，以及兩種方法建構的過程中，所需
要的 iteration 數。
我們將列出 MSE 及 SNR 值以及 512 和 256 大小 code-book 所還原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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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a

MSE
mART2

SNR
ours

mART2

ours

512 nodes 15.03

11.41

30.65

31.84

256 nodes 108.21

71.63

22.07

23.87

128 nodes 263.65

178.77

18.21

19.89

64 nodes

391.86

277.40

16.49

17.99

32 nodes

595.34

418.80

14.67

16.20

表 4.1

Modified ART2

ours

圖 4.1 影像 Lena 的 modified ART2 及我們方法的還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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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wn

MSE

SNR

mART2

ours

mART2

ours

512 nodes

59.33

42.56

22.79

24.21

256 nodes

180.58

134.62

17.96

19.23

128 nodes

398.72

264.58

14.51

16.30

64 nodes

589.68

471.70

12.82

13.79

32 nodes

944.40

703.61

10.77

12.05

表 4.2

Modified ART2

ours

圖 4.2 影像 clown 的 modified ART2 及我們方法的還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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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

MSE

SNR

mART2

ours

mART2

Ours

512 nodes

2.07

1.75

39.42

40.15

256 nodes

22.93

14.88

28.97

30.85

128 nodes

65.35

53.06

24.42

25.33

64 nodes

188.81

112.05

19.81

22.08

32 nodes

283.64

277.62

18.05

18.14

表 4.3

Modified ART2

ours

圖 4.3 影像 bird 的 modified ART2 及我們方法的還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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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pers

MSE

SNR

mART2

ours

mART2

ours

512 nodes

23.18

17.51

28.80

30.09

256 nodes

116.17

56.23

21.80

23.09

128 nodes

263.69

189.56

18.24

19.67

64 nodes

497.85

336.06

15.48

17.18

32 nodes

612.64

458.66

14.57

15.83

表 4.4

Modified ART2

ours

圖 4.4 影像 peppers 的 modified ART2 及我們方法的還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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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t

MSE

SNR

mART2

ours

mART2

ours

512 nodes

52.85

33.67

25.81

27.77

256 nodes

210.47

164.01

19.81

20.90

128 nodes

530.36

314.59

15.80

17.65

64 nodes

687.44

553.89

14.67

15.61

32 nodes

898.36

683.90

13.51

14.69

表 4.5

Modified ART2

ours

圖 4.5 影像 boat 的 modified ART2 及我們方法的還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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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表 4.1 至 4.5，我們可以發現，我們的方法所建構出的 code-book
在 MSE 上，均可以達到比 mART2 低，而在 SNR 上，我們的方法也均可
以較 mART2 高，所以若以 MSE 及 SNR 來判斷壓縮的效果，我們的方法
可以說較 modified ART2 來的好。
若直接以壓縮還原後的圖來看，我們所挑選的是 size 為 512 及
256 的兩個 level 壓縮的結果，512 的還原圖，是五個階層中，表現
最好的，256 的還原圖就稍差。從兩種方法共二十張圖來看，我們的
方法在漸層(顏色接近，逐漸由濃至淡的變化)的表現通常較好，例如
Lena､clown 圖中的皮膚，clown 的紅色鼻子，peppers 圖中蔬菜的
表皮。在毛髮或一些變化較大的部分，我們的方法也能較 modified
ART2 保存更多，例如 Lena､clown 圖中的毛髮的部分，boat at the
lake 中的樹葉，bird 圖中的羽毛，這代表著我們的方法產生的
code-vector 間的差異較大，可以將圖片表現的較完整。

建構 code-book 的 iteration 數:
在我們的方法以及 modified ART2 中，建構每一層 code-book 都需要
花費一些時間才能達到需要的 code-book 大小。但是花費的時間通常
跟 iteration 相關，尤其在建構 512 大小這一層時，必須利用最多的
資料來建立最大的 code-book，因此所花費的時間很可觀，所以我們
將 iteration 減少，就可降低建構 code-book 所需的時間。實驗過程
中，花費的比較次數如表 4.6 所示，我們的方法可以有效降建構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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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ation
Lena

clown

bird

peppers

boat

mART

ours

mART

ours

mART

ours

mART

ours

mART

ours

512

142

17

246

7

43

23

272

12

165

7

256

181

12

149

14

124

17

191

14

182

12

128

142

10

175

17

143

8

117

8

134

7

64

117

12

159

12

128

22

131

15

106

9

32

129

37

158

43

99

17

77

31

105

11

表 4.6 五張圖建構樹狀 code-book 時，分別在五個階層花費的回合

實驗二
樹狀架構的比較:
這個部份要比較單一搜尋路徑的方法下，modified ART2 與我們
的方法有何差異，以及 m 路徑搜尋法和動態搜尋法的優劣。
單一路徑的實驗，將分別試驗由第一層搜尋至第五層，減少到第
四層搜尋至第五層為止。並觀察 MSE 及 SNR 和搜尋所需的比較次數(因
表格大小的關係，iteration 我們縮寫為 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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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ART2

Level1∼

ours

MSE

SNR

Ite.

MSE

SNR

Ite.

176.34

19.95

97577

99.30

22.45

56594

145.75

20.78

120533

55.71

24.96

85708

64.82

24.30

172477

35.82

26.88

146552

31.63

27.42

286937

15.14

30.61

271006

level5
Level2∼
level5
Level3∼
level5
Level4∼
level5

表 4.7 圖 Lena 的單一路徑比較
Modified ART2

Level1∼

Ours

MSE

SNR

Ite.

MSE

SNR

Ite.

346.37

15.13

86839

199.47

17.52

53681

199.58

17.52

117473

120.45

19.71

83478

143.56

18.95

171989

71.17

21.99

141816

87.40

21.11

284433

45.56

23.94

267764

level5
Level2∼
level5
Level3∼
level5
Level4∼
level5

表 4.8 圖 clown 的單一路徑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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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ART2

Level1∼

Ours

MSE

SNR

Ite.

MSE

SNR

Ite.

95.88

22.76

69821

51.82

25.43

57309

45.38

26.01

101070

8.85

33.10

86589

7.86

33.62

157123

3.85

36.72

145576

3.85

36.72

278643

1.94

39.69

270533

level5
Level2∼
level5
Level3∼
level5
Level4∼
level5

表 4.9 圖 bird 的單一路徑比較
Modified ART2

Level1∼

ours

MSE

SNR

Ite.

MSE

SNR

Ite.

172.67

20.07

82451

121.83

21.59

53611

142.99

20.86

108533

67.05

24.18

82180

82.10

23.30

163160

39.44

26.49

142995

39.69

26.46

278417

21.76

29.07

267325

level5
Level2∼
level5
Level3∼
level5
Level4∼
level5

表 4.10 圖 peppers 的單一路徑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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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ART2

Level1∼

ours

MSE

SNR

Ite.

MSE

SNR

Ite.

321.90

17.97

93729

217.06

19.68

53244

223.96

19.54

118334

149.27

21.30

81977

188.24

20.30

175787

73.54

24.38

140445

84.41

23.78

287647

48.33

26.20

269475

level5
Level2∼
level5
Level3∼
level5
Level4∼
level5

表 4.11 圖 boat at the lake 的單一路徑比較

從以上五個表來看，我們的方法在四種不同階層數時的搜尋，在
MSE 與 SNR 的表現上都可以比 modified ART2 好，而且比較的次數較
少，這代表著在搜尋時，每一個階層需要的比較的 node 數較少，以
lena 為例，我們取出平均每一個資料在每一層（除了第一層外，因
為均為 32 次）需要比較的次數，在 modified ART2，第二層 8.68 次，
第三層 10.32 次，第四層 17.68 次，第五層 23.24 次，而我們的方法
第二層 9.60 次，第三層 4.85 次，第四層 4.01 次，第五層 4.01 次，
所以在我們的樹狀架構下，平均的連結數較低，可以降低比較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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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
M-路徑搜尋法與動態搜尋法的比較:
我們將比較不同的搜尋法應用在我們的 code-book 上時，影像壓縮的
品質以及搜尋次數上的差異，我們逐漸增大 M-路徑搜尋法的單層搜
尋數和動態搜尋法的 threshold 以增加搜尋次數（我們稱搜尋的次數
為 complexity）。實驗將列出兩種方法在五張圖上， complexity 相
對於 MSE 的關係。

圖 4.6 影像 Lena 的搜尋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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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影像 clown 的搜尋法比較

圖 4.8 影像 bird 的搜尋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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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影像 peppers 的搜尋法比較

圖 4.10 圖 boat 的搜尋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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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實驗結果， 我們可以發現兩種方法的趨勢， 在搜尋的
complexity 較 少時 ， 也就是在圖的左側， MSE 值都頗高 ，但 是
complexity 越高，也就是曲線往右走，MSE 值也就下降，最後平緩，
這是因為已經可以達到和單層 full search 一樣的效果。我們可以
發現在我們的 code-book 架構下，動態的搜尋法可以較快達到平緩的
階段，而且在未達到平緩階段前，同樣的 complexity 下，MSE 都較
M-路徑搜尋法來的小，可以證明動態搜尋法較 M-路徑搜尋法好。

實驗四
我們的方法與 HSOM 的比較:
我們利用原先在[8]中的 code-book 架構來進行比較，因為 HSOM 的方
法無法建構我們原先的 code-book 架構。論文中的架構分成兩層，上
層是 10 個 node，而下層則為 100 個 node。我們將比較 100node 單層
的 full search 以及兩層架構下，單一路徑搜尋法的效果。
HSOM

ours

MSE

SNR

MSE

SNR

Lena

281.10

17.93

210.46

19.18

Clown

460.61

13.89

299.85

15.75

Bird

124.29

21.63

65.56

24.41

Peppers

472.46

16.30

344.07

17.68

Boat

327.73

17.29

240.59

18.63

表 4.12

單層 code-book 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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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OM

Ours

MSE

SNR

Comp.

MSE

SNR

Comp.

Lena

287.59

17.83

20480

263.25

18.21

24243

Clown

476.42

13.74

20480

362.41

14.93

21390

Bird

129.11

21.47

20480

78.58

23.62

23315

Peppers

487.49

16.16

20480

387.36

17.16

21134

Boat

344.13

17.08

20480

275.17

18.05

24806

表 4.13 雙層 code-book 下單一路徑的比較

在單層的 code-book 壓縮比較上，我們的方法已經可以達到較佳
的效果，由表 4.12 就可以看出。在雙層的架構下，利用單一路徑，
我們的方法也可以達到較佳的品質。不過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就是
HSOM 的方法在 multi-level 單一路徑下跟單層的壓縮頗為接近，而
我們的方法就有些差距。但是我們可以發現，HSOM 的做法是由上層，
將資料分類，利用這些已分類的資料，才個別再分類以建立下層，而
且 HSOM 的方式必須經過反覆訓練，所以可以說，資料在最底層會歸
於哪個 code-vector 其實早在建立 code-book 時就已分類出了。而我
們的方法是 bottom-up 的方式建立，所以我們的 code-book 在較下層
的 code-book 會較準確，但要如何運用樹狀結構達到單層的效果，在
search 上就需要多花些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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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
與 ELBG 在單層 code-book 上的比較:
我們比較 ELBG 和我們的方法在建構單一層 code-book 上的表現，
code-book 的大小分別為 512 和 256 的大小。在這個實驗中，我們切
割的大小為 4*4，code-book 的 size 為 256 與 512。ELBG 的方法，我
們依照原論文中的設定，取的是 5 次實驗數據的平均值，停止條件的
threshold 為 0.001。而我們的方法，採取的是 threshold 由 0.1 至
1.0， 取 十 次 的 平 均 值 ， 直 接 而 且 單 純 只 建 立 我 們 需 要 大 小 的
code-book。我們以五張圖為實驗的影像得到結果如下。表格中，列
出平均值以及最大變異度。

ELBG

Ours(2 times)

MSE

SNR

MSE

SNR

512

38.78( ± 0.12%)

26.54( ± 0.02%)

37.81( ± 0.007%)

26.64( ± 0.001%)

256

59.76( ± 0.01%)

24.65( ± 0.002%)

67.14( ± 0%)

24.15( ± 0%)

表 4.14 圖 Lena 單層 code-book 的比較

ELBG

Ours(2 times)

MSE

SNR

MSE

SNR

512

100.64( ± 0.13%)

20.51( ± 0.03%)

92.08( ± 0.01%)

20.88( ± 0.003%)

256

132.25( ± 0.009%)

19.31( ± 0.002%)

141.41( ± 0.007%)

19.02( ± 0.002%)

表 4.15 圖 clown 單層 code-book 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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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BG

Ours(2 times)

MSE

SNR

MSE

SNR

512

13.8( ± 0.22%)

31.21( ± 0.03%)

9.40( ± 0.002%)

32.84( ± 0.0003%)

256

18.07( ± 0.05%)

30.01( ± 0.007%)

20.14( ± 0.003%)

29.54( ± 0.0005%)

表 4.16 圖 bird 單層 code-book 的比較

ELBG

Ours(2 times)

MSE

SNR

MSE

SNR

512

37.52( ± 0.12%)

26.72( ± 0.02%)

35.43( ± 0.002%)

26.95( ± 0.0003%)

256

58.68( ± 0.02%)

24.76( ± 0.003%)

63.39( ± 0.003%)

24.43( ± 0.001%)

表 4.17 圖 peppers 單層 code-book 的比較

ELBG

Ours(2 times)

MSE

SNR

MSE

SNR

512

92.68( ± 0.2%)

23.40( ± 0.03%)

82.85( ± 0.004%)

23.86( ± 0.001%)

256

120.32( ± 0.05%)

22.24( ± 0.01%)

136.87( ± 0.01%)

21.68( ± 0.002%)

表 4.18 圖 boat 單層 code-book 的比較

由表 4.14 至 4.18 中，我們可以看出，在 512 大小的 code-book
時，我們的方法在 MSE 和 SNR 的表現上較 ELBG 好，但在 256 的
code-book 時，ELBG 的方法反而較佳。其實在觀察實驗過程中，我們
可以發現，資料量相對於 code-book 的 size 不大時，跑 ELBG 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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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就容易會有資料量少或空的 cluster 的現象，這時，對於
採用預先亂數挑選 code-vector 的方法，就顯得較不利。但相反的狀
況時，ELBG 就可以有較多的機會調整所有 cluster 的狀態，而產生
比較佳的 code-book。
由表中數據來看，我們的方法變動的幅度較小，，ELBG 雖然可
以達到較 LBG 好的實驗結果，但是還是會受到起始點選擇的影響，實
驗的結果還是會有變動。相對來講，我們的方法則無太大的起伏，只
要圖片切割的順序一樣，我們的方法在結果上就無太大變化，較為穩
定。
256

512

ELBG

ours

ELBG

ours

Lena

137.30

168.97

235.06

171.10

clown

110.16

123.76

242.01

126.94

Bird

165.02

160.35

242.22

151.76

peppers

124.64

160.23

264.50

161.64

Boat

142.73

189.41

298.56

194.48

表 4.19 建構時間的比較(單位:秒)

我們在表 4.19 列出 modified ART2 與我們的方法的建構的時間
比較，在 512大小的 code-book建構上，我們的方法均可以較modified
ART2 早完成。我們的方法雖然在 256 的 code-book 的表現上較 ELBG
差，但差距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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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利用 ART2 的方法來將資料分類效果是相當好的，但是 ART2 可以
設定的參數是相似度 threshold，所以如何建構固定數目的 cluster
是一個問題。前人的方法是利用重複固定微小的增加 threshold 的方
式，但是這造成建構的過程非常冗長。又或者利用 SOM 的方法來建構
樹狀結構 code-book，卻因為固定住了每一個 node 的分裂數目，而
造成最後的 code-book 無法妥善代表資料的分布。我們的方法建立
cluster 的精神是 ART2，加上在建立樹狀 code-book 的過程中，輔以
distortion 的參考資訊，所以我們的 code-book 可以相當優異的表
示資料的分布 ；此 外採用動態調整 threshold 的 方 式， 可以較
modified ART2 的方法更快速的建成需要大小的 code-book，一方面
節省下寶貴的時間，另一方面也不失去建立需要大小 code-book 的功
能。
在第四章中的實驗結果看來，利用我們的方法可以快速的建立樹
狀結構的 code-book，而且在比較單層或利用樹狀結構的壓縮效果
時，我們的方法也可以較 modified ART2 好。在與 ELBG 的比較上，
雖然我們的方法並不是專注在單層的壓縮效果上，但也有較其優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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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目前我們的 code-book 界定為 local code-book（利用某影像
本身產生的編碼簿，壓縮原圖）
，但是往更佳的應用面來看待，就必
須朝 global code-book（以公用的編碼簿壓縮所有影像）的方向發
展，才能達成更全方面也更實際的應用，這應是未來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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