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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維雙模提升式離散小波轉換在超大型積體電路架構設計中常因運算時產生訊號誤差影響
的問題。有鑑於此，本文改善其硬體架構以解決上述問題並針對其硬體作有效地設計：第一，
以乘數與乘積共用暫存器的方式取代了傳統內部所有使用到乘法器部分之架構，達到面積與運
算複雜度兩者兼顧的優勢；第二，在考慮提升式架構下因臨界路徑過長所產生硬體運算時間過
長的問題，提出平行架構結合管線式架構以解決其 VLSI 設計的問題。由實驗結果得知，本文所
提出上述的混合式 VLSI 架構可達到降低運算誤差值至 5.68%以及提升 17%的硬體使用率，適合
應用於嵌入式硬體平台。
關鍵詞：
關鍵詞： 訊號誤差影響、16×16 位元乘法器、離散小波轉換、管線與平行架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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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D Dual-mode Lifting-based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LDWT) often experiences a wordlength
effect during computation in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VLSI). Thus, this work improved the
hardware architectur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with an effective design. First, common multiplier and
product registers replaced all conventional internal multipliers to improve area and computation
complexity. Second, to combat long computation times due to long critical paths, parallel and pipeline
architectures were combined to solve the VLSI problems. As results, show that the hybrid VLSI
architecture proposed in this work could reduce computation errors to 5.68% and increase hardware
usage by 17%, making it perfect for embedded hardware platforms.
Keywords: Wordlenght effect, 16×16 bit multiplier,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Pipeline and Parallel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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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並產生訊號的誤差。Sowjanya et al. [5]提

一、前 言

出管線架構(Pipeline architecture)以達到最佳

離散小波轉換(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化硬體資源，他們使用了五級的管線架構，但

DWT)被廣泛應用於各類領域，它具有多重解

也造成了乘法器使用數量增加，也產生暫存器

析(Multiresolution)訊號的特性把訊號(Signal)

(Register) 增 加 以 及 運 算 時 間 較 長 的 問 題 。

由時間或空間域(Time/Spatial domain)轉換至

Hsieh et al. [6] 利 用 三 級 管 線 架 構 來 完 成

頻率域(Frequency domain)，將每個像素視為獨

LDWT，有效縮短臨界路徑(Critical path)，但

立數值，利用鄰近數值做高頻(High Frequency,

因此架構僅能使用於 5/3 模式，然而在 9/7 模

H.F.) 訊 號 的 預 測 (Prediction) 以 及 低 頻 (Low

式下之 LDWT 處理而言，除了實用性方面受

Frequency, L.F.)訊號的更新(Update)近而取得

到限制外，臨界路徑的問題也無法解決。

DWT 之係數。但實現於超大型積體電路(Very

Chandrashekhara et al. [7]使用管線架構，並提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VLSI)時，容易產生臨

高速度，但相對地運算速度的提升，使得內部

界路徑(Critical path)較長與其硬體成本較高此

暫存器元件也隨之增加。

問題。近年來，有許多文獻針對一維提升式離

然而，乘法器在數位積體電路設計的應用

散 小 波 轉 換 (One-Dimensional Lifting-based

越來越廣，且存在於各大電子產品中中央處理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1-D LDWT) 的

單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的算術邏

VLSI 架構作改良與探討。

輯單元(Arithmetic/Logic Unit, ALU)。也因為手

根據文獻[1] 提出之有效的雙模式 1-D

持式裝置的普及使得其電路面積有所限制，故

LDWT ， 論 文 中 使 用 移 位 相 加 (Shifter and

要設計能應用於嵌入式系統(Embedded system)

Adder, SAA) 的 方 式 來 取 代 傳 統 乘 法 器

的架構設計，成為目前相當重要的研究趨勢。

(Multiplier)以節省硬體面積；但導致訊號在運

Lin et al. [8]提出自適性乘法器，其自適性保留

算過程中部分訊號因位元精準度處理不良而

邏輯電路(Adaptive hold logic)架構使用最少資

產生訊號失真，以至於產生訊號誤差的現象

源的乘法器，但延遲的時間較長。

(Wordlenght effect)。文獻[2]亦為了要節省硬體

Vijayalakshmil et al. [9]使用的是 Vedic 乘法器

成本，使用 SAA 取代乘法器，但其架構運算

(Vedic Multiplier, VM)，其演算法是將乘數與

有浮點數(Fraction part)的位元限制。在文獻[3]

被乘數都分成最高有效位元(Most Significant

中提出以平行分佈式運算(Parallel distributed

Bit, MSB)與最低有效位元(Least Significant

arithmetic) 的 架 構 ， 配 合 乘 法 器 和 累 加 器

Bit, LSB)各一半，其交叉相乘後再相加並以乘

(Accumulator)的功能實現其 VLSI架構；然而，

積右移與不同的加法器(Adder)作實現，最後

其 架 構 中 廣 泛 使 用 查 表 法 (Look-Up Table,

其實驗結果較文獻[8]減少其硬體面積，但是

LUT)來取代硬體成本較高的乘法器，但隨著

運算的複雜度相較為高。文獻[10]改良 VM 的

取樣資料量的增加帶動著記憶體(Memory)空

架構，將 VM 加法器改為進位節省加法器

間增加，對於 VLSI 硬體架構的成本與所需面

(Carry Save Adder, CSA)，減少中間的進位傳

積均為一大問題。Nagabushanam et al. [4]所提

輸時間，相反地，也增加其硬體面積。Soni1 et

出的 FPGA 架構中，在 DWT 硬體架構上使用

al. [11]提出一個布斯乘法器(Booth Multiplier,

了乘法器的架構，但相對的為了節省硬體成本， BM)，其建置一個 LUT 架構，根據 LUT 進行
此方法在乘法器內部運算使用六位元的 SAA

乘加器(Multiplier and Adder Converter, MAC)

取代之；相對地，在計算的同時也會捨去較多

運算和移位。雖然其設計可減少運算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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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增加許多硬體面積。BM 演算法雖然可以

g[k](Low-pass filter)，如式(1)所示；相對地，將

降低運算複雜度，但是乘數若為 01 或 10 狀態

長度為 n 的原始訊號 X[n]輸入進行運算，可以

時，配合 LUT 時會產生最大的延遲。以上乘

得到較高頻的輸出 H[n] ，其中 h[k](High-pass

法器雖然具有較快的速度，但其面積較大，未

filter)高通濾波器，如式(2)所示。

來應用於低成本(Low cost)的嵌入式系統平台


[] = ∑
[2 − ] [ ]

(1)


[] = ∑
[2 − ]ℎ[ ]

(2)

上的考量較不適用。
由上述文獻得知，雖然前人提出諸多方式
來解決 VLSI 硬體使用率與處理時間的問題；
但是在雙模式下的訊號精準度、硬體面積、臨
界路徑等問題還可以做有效地提升。因此，我
們提出以一維雙模 LDWT(9/7 與 5/3 小波係數
濾波器)VLSI 硬體架構設計，可以增加其應用
的範圍。針對乘法器產生訊號精準度與臨界路

圖 1. 1-D DWT 基本架構

徑的缺點，本文加入計數器與時脈訊號，利用
輸入為 16 位元的乘法器以增加其浮點數並維
持訊號位元之運算。由結果得知，可以解決前
人[1]提出的 VLSI 架構所產生訊號誤差之問題。

2.2 提升式架構
傳 統 一 維 迴 旋 積 式 (Convolution-based)

另外，利用乘數與乘積共用暫存器的設計以減

DWT 架 構 的 硬 體 使 用 效 率 相 較 提 升 式

少面積。最後，採用提出改良是乘法器架構並

(Lifting-based)架構只有 50%[1-2]。一般 LDWT

配合管線架構(Pipelining architecture)兼顧訊

主要由四個部分所組成，即為分離模組(Split

號與速度的效能，以便未來應用於低成本的嵌

phase)、預測模組(Predict phase)、更新模組

入式平台使用。

(Update phase) 、 以 及 調 整 模 組 (Scaling

本論文分為五個章節，在第二章將簡單的

function)，如圖 2 所示。

介紹傳統 LDWT 以及乘法器的演算法；接著

1) 分離模組：用於將原始訊號 X[n]分為奇數訊

在第三章中，說明本文所提出的 VLSI 硬體架

號 Xo[n]與偶數訊號 Xe[n]。

構與其分析；第四章則是探討其硬體設計的模

2) 預測模組：將奇數訊號經過一預測單元產

擬結果與比較；最後，在第五章做結論。

生偶數訊號的差值訊號，進而得到高頻離散小
波係數 d[n]。

二、一維提升式
一維提升式離散小波轉換
提升式離散小波轉換與乘
離散小波轉換與乘

d[n]= Xo[n] + P × (Xe[n])

(3)

3) 更新模組：將 d[n]之訊號，經過一個低通係
數，再將其結果與奇數訊號相加後產生低頻離

法器演算法
法器演算法

散小波係數 s[n]。
s[n]= Xe[n] – U × (d[n])

2.1 傳統離散小波架構
傳統離散小波架構

(4)

4) 調整模組：最後，將高、低頻訊號做一個

傳統 1-D DWT 架構如圖 1 所示，我
們先將取樣長度為 n 的原始訊號 X[n]輸入並
進行運算，可以將訊號的高頻部分濾除並且只
低頻訊號輸出 L[n] ，又其中低通濾波器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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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有的部分乘積同時產生並且組成一個矩
陣，運用多組部分乘積相加來計算最終的乘積，
其方法如圖 3 所示。這一組運算對應到電路，
所 形 成 的 結 構 稱 為 矩 陣 乘 法 器 (Array
Multiplier, AM)。例如，以 4×4 位元計算最為

圖2. 提升式架構

基本說明(本文利用 16×16 位元為主)，利用兩
項數值進行運算，Z= X×Y，其 Z 為乘積

2.3 雙模提升式 5/3 與 9/7 離散小波轉換

(Product)、X 為被乘數(Multiplicand)，即 X=
x3x2x1x0 與 Y 乘 數 (Multiplier) ， 即 Y=

1-D LDWT 依據應用可分為兩種模式
(Dual mode)，即 9/7 與 5/3 濾波器。前者採用

y3y2y1y0 的計算過程。

浮點數運算的 DWT，而 5/3 濾波器採用整數


Z= ∑
 Z2

(Integer point)DWT。然而，提升式演算法具有




= (∑
 X2 )(∑ Y 2 )

規則而有效的矩陣結構特性，每一個係數只須



= ∑
 (∑ XY2 )

經由簡單的 MAC 運算，即可產生高頻或低頻


其 X= ∑
 X2 ，X 的值由二的補數表示；Y=

係數輸出。假設連續的一維原始訊號為 s[0], d[0],


∑
 Y 2 ，Y 的值由二的補數表示；i 為第幾

s[1], d[1], …, s[n]；若要獲得 d[0]的高頻訊號，則

個位元；Xi、Yi，ε{0、1}。

d[0]1= d[0]+ (-1/2) ×(s[0]+s[1])，如式(5)所示。相

由乘數的最右邊位元向最左邊位元逐一

同地，若要求得低頻訊號 s[1]，則須先將所求

進行處理。判斷目前所處理的位元是 0 或 1；

得的 d[0]與 d[1]之高頻訊號代入式中，如式(6)

當判斷為 0 時，即不改變部分乘積(Partial

所示：

product)的值，把被乘數左移一位；反之，當

d[n]1= d[n]0- 1/2× (s[n]0+ s[n+1]0)

(5)

判斷為 1 時，則是將當時被乘數的值加入部分

s[n]1= s[n]0+ 1/4× (d[n-1]1+ d[n]1)

(6)

乘積並持續將被乘數左移一位。最後，完成所

提升式 9/7 濾波器演算法較 5/3 濾波器演

有被乘數的加法之後，即可得乘積結果。以數

算法多一倍之運算量才能得到一維離散小波

學公式作進位(Carry)以 c 表示。

係數的輸出結果，其運算式如(7-10)式所示。

z0 = x0 y0

d[n]1= d[n]0+ a× (s[n]0+ s[n+1]0)

(7)

z1 = x1 y0 + x0 y1

s[n]1= s[n]0+ b× (d[n-1]1 + d[n]1)

(8)

z2 = c1 + x2 y0 + x1 y1 + x0 y2

H[n]2= d[n]1+ c× (s[n]1+ s[n+1]1)×1/k[n]

(9)

z3 = c2 + x3 y0 + x2 y1 + x1 y2 + x0 y3

L[n]2= s[n]1+ d× (H[n-1]2 + H[n]2)×k[n]

(10)

其

a=

-1.586134342059924 ;

z4 = c3 + x3 y1 + x2 y2 + x1 y3
z5 = c4 + x3 y2 + x2 y3

b=

-0.052980118572961 ; c= 0.882911075530934 ;

z6 = c5 + x3 y3

d= 0.443506852043971; 1/K[n]= 0.81293066 ;

z7 = c6

K[n]= 1.230174104914001.

2.4 傳統乘法器演算法
傳統乘法器演算法
乘法器的基本概念就是直式算法的過程，
以 2's 補數進行運算，在進行直式計算的過程
圖 3. 乘法器運算方式(以 4×4 位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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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 面 映 射 方 式 處 理 邊 界 延 伸 (Boundary
extension)[1-2,12]以適用於 JPEG2000 壓縮系

三、提出之一維雙模提升式離散小
波轉換 VLSI 架構

統。如圖 4 所示，本文提出三級管線架構設計
出一個具有雙模 DWT 硬體架構；其架構中可
以依照使用者需求，來進行 9/7 或 5/3 濾波器

在此章節中，將提出本文所設計之 VLSI

組係數的切換，同時將其輸入訊號的原始奇數、

架構，並討論電路中所提出的兩個 VLSI 架構

偶數訊號經過一次計算後，再將其輸出小波值

設計的概念，其中分為：1)管線與平行架構設

迴授至輸入端。而下一次的奇數、偶數原始訊

計、以及 2)改良式乘法器架構設計。

號又接著輸入至系統，交互依序的進行交換計

3.1 管線與平行之混合式
管線與平行之混合式架構設計
與平行之混合式架構設計

算。使用如此的管線架構設計，相較於傳統
VLSI 的架構而言，可以節省一半的硬體使用

管線架構處理可以將高頻與低頻各自獨

面積並增加使用率，且無須額外設置選擇線控

立分開處理，並且將後續計算單元利用並列以

制輸入訊號值到正確的係數路徑。

及平行架構來進行運算，以達到節省運算時間
之目的。在進入 DWT 模組運算前，本文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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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本文所提出之高精度電路系統：(a) VLSI 架構設計；(b) 管線架構暫存器與時序之關係；(c) 乘法器
觸發時序

由圖 4(a)所示，本文提出以乘法器取代

效的提升準確度。如圖 4(b)所示，R1、R2 與

MAC 架構，當利用選擇器所選出的係數進行

R3 為三個不同階層的管線，在此視為為了確

計算時，因文獻[1]之電路所使用 SAA 架構，

保訊號的正確性所設立的暫存器，而此暫存器

會產生訊號誤差(Wordlenght effect)。而本文提

的作用為統一所有管線所完成的時間，當全部

出改良式乘法器進行運算，因浮點數(Fraction

管線都完成計算動作後，再同步將所有各級管

part)部分所能被計算的位元數增加，故可以有

線的值往下一階層傳遞，此作法同時也能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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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階層的正確性。在圖 4(c)中，本文亦使用
利用除頻器的架構，將一個時序劃分為兩個，
其原因為乘法器在進行運算時，每一個位元需
要用到一個時脈(Clock, Clk)來進行運算與儲
存，且為了達到其省時間之目的。本文將乘法
器所使用的時序與 DWT 模組使用的時序分別
獨立，其優點在於當 DWT 模組在進行運算時，

(a)

乘法器也能進行同步運算，並且兩者間不會因
為時序所導致的延遲而有所干擾。

3.2 改良式乘法器設計
改良式乘法器設計
由上述得之，乘法器在 VLSI 架構設計上
的硬體成本與訊號精準度都是以來的問題。因
此，本文提出一個改良式乘法器的 VLSI 設計
提升訊號的完整性。一般的 AM，除了進行被
乘數、乘數、以及乘積的輸出入宣告外，還要

(b)

比改良的乘法器多用一個乘數暫存器，故會增

圖 5. 以 4×4 為例作為改良式乘法器示意：(a) 其直

加硬體成本的缺點。部分乘積每次最多有 N

式算法示意；(b) 節省乘數暫存器

個位元作加法運算，在完成第 i 次的加法後，
其中最右 i 個位元不再需要作後續的運算。被
乘數左移的功用，只是要讓其 LSB 對應到部
分乘積的較高一位元，也就是從右邊數來第二
個位元，以針對下一個處理位元進行運算，以
圖 3 所示。
在本文所提出的改良之乘法器，因為乘
數與乘積共用一個暫存器。每次完成處理位元
的運算後，立即把部分乘積右移一個位元以維
持運算的正確性，如圖 5(a)所示。其改良式乘
法器有以下的優點：1) 利用右移之後的部分
乘積與被乘數相加法即可完成；2) 被乘數長
度維持為 N 位元；3) 部分乘積的一半與乘數
共用一個暫存器，可節省一個 N 位元暫存器
的電路。另外，共用暫存器動作原理，如圖
5(b)所示。
圖 6. 本文提出改良乘法器之流程

另外，為了節省乘法器的硬體面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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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元的被乘數暫存器、2N 位元的乘積暫存器、
N

Shelke et al. [13]在 VM 架構中增加了節省進

以及 log2 + 1 位元的計數器，如圖 6 所示。

位加法器(Carry Save Adder, CSA)，亦或是[10]

首先，將乘數儲存在乘積暫存器之 LSB 的一

布斯乘法器(Booth’s Multiplier, BM)中提出的

半(儲存在 b3-b0)，並清空乘積暫存器之 MSB

LUTs 方法，在比較下本文大幅減少硬體面積

一半的值(清空 b7-b4)。接下來，若乘積暫存

(Number of slice)與硬體使用資源(Number of 4

器的 LSB 是 1，就把被乘數與乘積暫存器之

input LUTs)。

MSB 的一半(b7-b4)相加，接著把乘積暫存器

依據表 2 所示，本文所提出的架構，與

的值向右移位 1 位元；若乘積暫存器的 LSB

近年的文獻[1]架構相比，在硬體的使用率上

為 0，即直接把乘積暫存器的值右移 1 位元。

明顯有提升性了 17%。另外，同時也能夠達到

接下來，計數器的值從 0 開始。每完成一次上

輸出誤差率相對降低的優勢。最後，本文相較

述過程，則計數器加 1；最後，重複上述步驟

於文獻[1, 4-7, 14-16]下，其硬體與處理時間上

N 次。

均能有權衡(Trade-off)的表現。我們輸入一張
128×128 之灰階 Lena 影像進行測試，並針對
輸出訊號的像素(Pixel)作能量統計，如圖 7 所

四、實驗分析與比較

示。雙實線部分是在 64 位元 Windows 7 作業

本文提出的 1-D LDWT 之 VLSI 架構設計， 系統下利用 Matlab 編譯 1-D LDWT 演算法所
利用 Verilog 硬體描述語言開發配合 Xilinx ISE

得之輸出值；虛線部分則為近年論文[1]所得

編譯器做功能模擬。輸入訊號為 16 位元，且

到經過硬體處理過 16 位元之 MAC 後之結果；

為了提升訊號的精確度，在輸出、入間設置位

實線部分為本文所提出的高效能 16 位元之

移位暫存器保持為 32 位元的整數與 16 位元

MAC 硬體架構之結果。由圖可知，利用改良

的浮點數，故輸出為 16 位元的精準的小波訊

式乘法器的架構其運算的結果值與一般 1-D

號值。最後在 Xilinx FPGA 晶片為 Spartan3 系

LDWT 輸出較為接近，故能夠有效提升準確度，

列的 XC3S50 作為測試。

其相對於一般 64 位元所得到的 1-D LDWT 平

表 1 中，可以發現因為使用了改良乘法
器方法，相較 Soni1 et al. [11]使用 VM 架構中

均誤差值為 5.68％優於文獻[1]，明顯可以發
現本文獲得有效改善約 6%的平均準確度。

將乘數與被乘數分成一半相乘再相加以及
表 1. 提出之改良式乘法器比較

Methods

[10]

[11]

[12]

This work

# of slice

456

345

310

52

# of 4 input LUTs

799

622

541

72

# of bonded IOBs

64

64

64

67

表 2. 1-D LDWT 硬體使用率之比較

Architecture
# of adder

[1]

[4]

[5]

9

4

8

[6]

[7]

[14]

[15]

[16]

4

12

11

1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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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multiplier
Critical path

0

2

8Ta

4Ta

6
8Ta +
6Tm

2

2

0

N/A

4Ta

11Ta

9

5

2

4Ta +

8Ta +

6Tm

5Tm

4Ta

*Ta 為訊號經過加法器的運算時間、Tm 為訊號經過乘法器的運算時間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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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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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ork

SAA-based [1]

圖 7. 本文與近年文獻低頻誤差的比較

硬體架構，在未來適合實現於低成本的嵌入式

五、結論

平台。

本 文 提 出 有 效 的 硬 體 架 構 以 解 決 1-D
LDWT 的 VLSI 架構以及訊號精準度問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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