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多項式內插改善網路串流影像品質 

之方法與實作 

 

 

摘要 
目前發展快速的第三代行動網路通訊服

務所提供的在線觀賞影片與即時視訊畫面通

話，更進一步的拉近了人與人間的距離。然

而，畫面與視訊串流通常都具有非常龐大的資

料量，在儲存設備與有限頻寬的網路傳輸的限

制下，如何降低視訊的資料量一直是國內外學

者研究的重要課題。一般常用壓縮技巧來達到

減少資料量的目的。然而，因為網路環境下無

法保證與控制傳輸的穩定，因此造成畫面傳輸

之不順暢或區塊效應等畫面品質不良之情

形。有鑑於此，本論文提出多項式畫面內插方

法，改善原本網路傳輸畫面張數不足所造成的

畫面延遲與不順暢現象。實驗證明本論文所提

出的方法能夠有效解決上述問題。 

關鍵詞：多項式內插法、視訊壓縮、串流視訊、

畫面遺失、遠端監控 

 

Abstract 
Nowadays, the third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 communication service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It provides a way for 

online video streaming, video conference 

related applications and so on. Consequently, 

it eliminates distance barrier between people. 

However, the amount of video data is still a 

problem in some applications, even after 

application of data compression technology. 

One of them is the application of video 

streaming where transmission bandwidth 

tends to be limited generally and thus fair or 

unsatisfactory visual quality of frames results. 

In this project, a simple and effective 

polynomial-based approach is presented for 

frame interpolation. Through simul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able to relieve the visual quality problem 

when bandwidth is limited. 

 

Keywords: polynomial interpolation, video 

compression, video streaming, frame loss, 

remote viewer 

1. 前言  

全球化的經濟風暴的影響下而衍生出之社

會治安議題下，對於安全監控之系統與產品的

需求比例也越來越受到高度重視。而監控系統

由傳統類比（Analog）影像訊號處理模式進步

到現今以數位（Digital）影像訊號為基礎，加

上硬碟（Hard Disk）記錄儲存媒體為主流應

用，也因此緣故影像壓縮相關研究議題：就成

為產學業界的主要研究與探討的方向，以下說

明影像壓縮相關技術之演進與應用： 

(a) 影像壓縮技術的提升由 MJPEG 的技術發     

展到以 H.264 為主的壓縮技術，進而提升

影像的壓縮率與減少磁碟空間的應用

[1,2,3]。 

(b) 適合網路傳輸之影像高壓縮與低位元傳輸

碼率之串流影像傳輸技術之應用[4]。 

(c) 攝影機結合網路之遠端監控（Remote    

Viewer）應用[5]。 

 

在影像壓縮與網路結合的應用產品，最為

代表性的設備，例如：IPCAM、NVS（Network 

Video Server）、NVR 等。這些設備是可以獨立

工作於網路的任何一個接續點，使用者可利用

網路在遠端透過這些設備來做為即時影像的

監控及記錄儲存影像[6,7]。 

但很不幸的以上所提到的許多結合網路的

應用，其所面臨到同樣的問題就是網路傳輸環

境與頻寬不穩定造成傳輸畫面的問題： 

(a) 畫面遺漏造成視頻播放品質不佳，畫面播

放有延遲，播放時不順暢，造成觀看時的

困擾。 

(b) 串流影像傳輸所需網路頻寬不夠，造成畫

面接收時所需的時間過長，與封包遺失造

成的馬賽克現象。 

針對以上的問題，本論文提出利用多項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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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插[8]之畫面重建方法，利用 DVR 系統平台

作為畫面輸入來源，並將 DVR 輸入的畫面來

源捨棄畫面張數來模擬網路傳輸畫面的環

境，畫面接收與實作本文之方法於 PC 電腦上

之遠端監控軟體。本篇論文的架構如下。在第

二章我們將說明實作所需的相關技術。第三章

為實驗結果與討論。第四章則對此論文所提到

的技術作一總結。 

2. 系統架構與相關技術  

此論文所提到的技術實作的主要採用硬體

平台為作為畫面輸入擷取之用的 DVR（Digital 

Video Recoder）系統平台，此 DVR 平台採用

低價位的韓國 VOC（Vision on Chip）公司所設

計 之 4(8) 通 道 畫 面 錄 影 系 統 晶 片

（VX4(8)CTFN）[9]。此系統晶片除了提供 4(8)

個影像通道的 MJPEG 影像壓縮硬體核心外，

同時也整合了許多 DVR 產品開發中所需要的

周邊硬體功能，如 USB Host Port、PS2-Mouse、

IDE/SATA Interface、Ethernet 等周邊硬體。如

圖 1 所示為 VX4CTFN 晶片內部系統功能架

構。 

 
圖 1.  VX4CTFN 晶片內部系統功能架構 

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與價格的平民化之影

響下，結合網際網路的應用如雨後春筍般的推

出至大眾消費者的手上，串流影像的服務成為

目前消費性應用中最為流行的應用之一。其中

數位家庭[10]的應用是目前最廣為提出討論的

應用之一。有鑑於此我們以 DVR 系統平台做

為影像擷取與影像串之用的流媒體服務器，作

為影像接收與顯示之用的接收終端可為行動

電話、平板電腦與 PC 電腦上。如圖 2 為本論

文以網際網路結合 DVR 系統平台為中心的數

位家庭影音串流服務架構。 

 

圖 2. 數位家庭影音串流服務架構 

本文技術實作的部分是以 PC 電腦架構上

之遠端串流影像接收軟體為主。以下小節中則

說明本文在系統實作上所需要的相關方法與

函數庫。 

2.1 DVR 系統之畫面捨棄與重建 

本論文在系統實作時，考量真實網路傳輸

環境與頻寬不穩定傳輸畫面所造成的問題，如

如前所述。我們利用 DVR 系統平台中對於輸

入影像中的 Frame Control 的方式來修改降低

影像輸入時的每秒畫面輸入張數(FPS)，以節省

網路傳輸串流影像之頻寬，當遠端 PC 軟體接

收到串流影像後，立即將捨棄的畫面重建。我

們稱這種作法為畫面捨棄法，畫面捨棄法簡單

來說，是在送入編碼前的輸入畫面序列經過降

低取樣是用來減少在編碼時的資料量。而解碼

器輸出視訊資料則透過方法將先前移除的畫

面重建回來。如圖 3(a)、圖 3(b)與圖 3(c)為畫

面捨棄法與重建方法之概念圖，系統實作步驟

流程如圖 4 所示。以下簡單說明本文實作中關

於畫面捨棄與重建的實行步驟如下： 

Step 1. 將原始序列影像 S 數入至 DVR 系統

中，利用系統的 Frame Control 降低取

樣(Down Sampling)成序列影像 S１。 

Step 2. 將降低取樣後的影像 S１送入DVR系統

平台中的影像壓縮，並得到重建畫面

序列記為 Ŝ 1。 

Step 3. 將影像序列 Ŝ １，經由多項式內插方法

後得到新重建後影像序列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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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畫面捨棄與重建示意圖 

(a)原始畫面序列 S (b)降低取樣畫面序列 S１ 

(c) 多項式內插法處理後之重建影像序 Ŝ  

 

 
圖 4. 多項式內插法系統實作流程圖 

2.2 串流影像之畫面內插方法 

在本論文所提到的系統實作部分以 PC 電

腦端的串流影音接收軟體為主要的程式實作

部分，其中使用到的技術是多項式內插方法

[8]，其功能是為了增加 PC 電腦終端在接收到

前端 DVR 系統經由網路傳輸之降低畫面數之

影像後，進行畫面內插，增加畫面數，使輸出

的畫面更為順暢。例如，以原本輸入畫面為每

秒 30 張，經由畫面捨棄法後成為每秒 15 張畫

面。在接收端，利用多項式內插方法，增加畫

面數，增強網路串流影像品質，並且節省網路

頻寬的需求。以下為本論文所提到的畫面內插

實行步驟： 

Step 1. 接收原始畫面序列 S。 

Step 2. 將第 N 張畫面乘以 值，N+1 張畫

面乘以 1 ，其中 N = 1, 3, 5, 7,  

9, … ； 10  。 

Step 3. 以多項式線性內插得到內插影像如

下：  

       
21 )-(1 III f      (1) 

其中第 N 張畫面視為 1I ，第 N+1 張

畫面視為 2I 。 

2.3 串流影像格式轉換處理 

在串流影音接收端的 PC 電腦上的軟體實

作處理中，由於作為串流影音與壓縮處理之用

的 DVR 系統平台其硬體平台中，相關影像硬

體模組所擷取下來的影像格式是屬於 YUV 的

影像格式。而在 PC 電腦端上的接收軟體解碼

還原成原始影像資料後，在顯示時則是採用

RGB 影像格式。因此需要實作 YUV 轉 RGB

之轉換公式於系統實作程式中，以利影像資料

顯示於 PC 螢幕上。其實施步驟如下： 

Step 1. 針對個人電腦設備在接收到 DVR 系統

所傳送出來的影像 IP 資料的資料後，

將 IP 封包抽取出 MJPEG 的影像資料。 

Step 2. 將 MJPEG 資料利用 IDCT (Inverse 

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將壓縮資

料還原成 YUV 的影像資料。 

Step 3. 將 YUV 資料利用轉換公式(2)轉換成

RGB 資料，然後將 RGB 資料顯示在

PC 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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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實作與討論 

針對本論文實作之部分，實驗架設環境為

利用 DVR 系統平台與有線電視的節目影像輸

入到 DVR 系統中，以此作為畫面擷取和壓縮

之用，並將畫面藉由系統本身的網路串流功能

將壓縮過的畫面傳輸至 PC 電腦的串流影音接

收軟體端。系實際 DVR 系統架設環境如圖 3。

圖 5(a)為 DVR 系統硬體圖。圖 5(b)為 DVR 系

統所輸入的有線電視即時影像畫面。為了實際

模擬串流畫面在不穩定環境下傳輸串流畫面

所可能之畫面丟失之可能。我們利用 DVR 系

統平台中的 Frame Control 功能來降低畫面張

數數量由標準的 30 FPS (Frame per Second)的

畫面傳輸數量，經由畫面捨棄至 10FPS 後，利

用DVR系統的網路串流傳輸功能到PC電腦接

收與解碼並做後續處理。 

PI 



           
(a)                (b) 

圖 5. 實驗環境架設圖 

(a) DVR 硬體平台 (b)DVR 平台之輸入影像 

圖6(a)及圖6(b)為經由DVR系統平台控制

降低畫面張數之原始串流畫面擷取圖。由於輸

入畫面張數不足，所以畫面上秒針動作的差異

較大，導致在視覺上會有不順暢的現象。這就

是因為畫面張數不足所產生的不流暢問題。接

著，我們使用圖 6(a)及圖 6(b)二張原始畫面，

經由本論文多項式內插之畫面內插技術，得到

一張內插畫面如圖 6(c)所示。在秒針區域，可

看出內插方法所產生的新畫面中，秒針動作變

化，由圖 6(a)、圖 6(b)到圖 6(c)，要比只使用

原始畫面圖 6(a)及圖 6(b)來得順暢。由此可

見，本論文的畫面內插方法，可以改善串流影

像的視覺品質，不僅可以使串流影像更加順

常，而且也可以減輕傳輸頻寬的要求。 

(a)                  (b) 

 

 

 

 

(c) 
圖 6.  (a)原始畫面 1 (b)原始畫面 2 

(c)內插畫面 

在本系統實作中，如上述所提到的技術是

採用畫面複製方法，擷取畫面後，再利用多項

式內插方法取得內插畫面，最後將內插畫面放

到原始畫面中。在線性內插的公式(1)中，內插

參數是由經驗值決定。在系統實作中，如果

設為 0.5，則有明顯的鬼影產生。經由實驗，

我們發現參數值設為 0.7 有不錯的效果。因

此，上述實驗均將參數 設為 0.7。 

4. 結論 

本論文基於多項式內插提出一個畫面內插

方法，藉此改善網路串流影像品質。除此之

外，我們也將所提的方法實作於 DVR 系統環

境中，模擬網路環境不佳造成畫面遺失，所產

生的延遲與不流暢的畫面。由網路傳輸至 PC

電腦端接收後，經過本論文所提出的方法進行

畫面內插，驗證所提方法的可行性。實驗證明

本論文所提出的方法確實能在網路頻寬受限

下，改善畫面傳輸所產生的畫面延遲與不順暢

感受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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