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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众多基于内容的影像检索机制中 , 标准影像和待检索影像之间的比较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当前 , 影

像比较的一个最大障碍是如何定义影像的相似性问题。现有的影像相似性系数的定义基本上是基于影像距

离函数的 ,这些参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本文从一个影像检索的实际应用问题出发 , 提出了一种基于变

差函数的描述影像相似性的参数 ,并设计相应的算法 ,不仅很好地解决了实际问题 , 而且为影像相似性的描述

提供了一个新的参数。

关键词:影像比较;变差函数;空间统计学;影像相似性;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

中图法分类号:P231.5;TP751;P237.4

　　随着网络技术 、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 ,图像

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数据源 ,而图像获取技术的进

步与普及 ,使图像获取的周期大大缩短 ,数量又前

所未有地增加 。要合理地管理 、科学地分析和有

效地利用海量图像数据 ,必须要对其有效地组织 ,

建立影像数据库 ,方可方便有效地进行浏览 、查询

和检索(brow sing , searching and ret rieval)。影像

检索(image retrieval)是 2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一

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Rui Y , et al , 1999;Lew

M S , et al , 1998;Berman P A , et al , 1999;Cha G

H , et al ,1999),主要由数据库和计算机视觉领域

的研究者从两个大的方面研究这个课题 ,并由此

派生出影像检索的两大机制:基于文本的(tex t_

based)影像检索和基于视觉的(visual_based)影像

检索 。

基于文本的影像检索可以追溯到 70年代后

期 ,当时的做法是先根据影像的内容对影像的特

点进行文字注释 ,然后按照基于文本的数据库管

理系统(DBMS)进行影像检索 。此后 ,虽然在这

个方面有很大的进展 ,但基于文本的影像检索始

终摆脱不了以下两个缺点(尤其对大的影像库来

说):①注释的工作量非常大;②由于不同的影像

都有自己的内容 ,而人们对这些内容的理解又有

主观性 ,从而导致同一影像由不同的人来注释时 ,

得到的文本有所不同 ,这种不一致性可能会在后

续的检索过程中出现不匹配的情况 。这一点尤为

重要 。

随着大规模影像数据库的出现 ,上述两个问

题越来越突出 ,于是 90年代初期提出了基于内容

的影像检索。这种影像检索并不需要对影像作注

释 ,而是根据影像的视觉特性 ,比如色彩和纹理 ,

来检索影像。此后 ,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计算机

视觉类的杂志上发表[ 1] ,一些试验型的 、基于内

容的影像检索系统也纷纷出现 。一般来说 ,这些

系统支持以下的一些检索方法:①随机浏览;②根

据例子影像检索;③根据草图检索;④根据文本检

索(包含关键词或语音);⑤根据特定的影像类别

在网上搜索(navigation wi th customized image cat-

egories)。

根据例子影像进行检索 ,实际上是影像比较

的问题 ,即从影像数据库中检索和标准影像(例子

影像)相似的那些影像 ,因此 ,必须定义一个合适

的相似性测度 。实际上 ,这种相似性测度的定义

也是用来评价压缩算法的一种手段(Wilson , et

al ,1997)。对灰度或彩色影像 ,有两类图像比较

方法:①通过设置阈值 、分割 、边缘检测或形状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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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等方法提取感兴趣的目标 ,然后比较这些目标;

②将图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比较。第一种方法需

要对图像进行识别 ,而第二种方法则需要对图像

进行分析(Di Gesu , et al , 1999)。但不论哪一种方

法 ,定义影像相似性是必不可少的 。

影像距离函数(image distance functions ,

IDFs)是衡量影像相似性的一种方法 ,但对其定

义却没有统一的函数形式 。Di Gesu(1999)在分

析对比了多种影像距离函数后 ,提出了 4种函数

形式:Hausdo rf f影像距离 、局部影像距离 、整体影

像距离 、对称影像距离。虽然这 4种距离都在不

同程度上结合了影像的局部和整体特征 ,但从其

定义式来看 ,对局部和整体结构特性的描述还不

充分 ,算法开销较大 。比如这 4种方法中 ,算法复

杂度最低的也有 O(N
2
),且基于这 4种距离的影

像比较还有一个限制 ,即标准影像和被比较的影

像之间的大小要一致 ,因为这 4种距离的定义式

中 ,无一例外地有相应像素之间的四则运算。

　　本文从分析空间统计学中变差函数的性质入

手 ,定义了一个基于变差函数的新的影像相似性

系数 ,充分结合影像的整体和局部结构性 ,将它应

用到实际问题中 ,并分析了该方法的优点。

1　变差函数的定义及特点分析

笔者曾对变差函数作过简单的论述[ 1] 。这

里从影像比较的角度出发 。为使读者对变差函数

的物理含义有清晰的理解 ,再考虑到本文的完整

性 ,我们从变差函数最原始的定义出发对其进行

分析 。

为了引出变差函数的严格的数学定义 ,需要

从随机过程的平稳性概念出发 。

定义　设复值随机过程 XT ={X(t), t ∈T}

存在有限二阶矩 E X(t) 2 <∞, T为实数集或

其子集 ,既可以是时间域 ,也可以是空间域。若

XT 满足:

EX(t)=m ,(m 为常数) (1)

E{X(t)X(s)}= G(t -s) (2)

则称 XT 为平稳随机过程 。根据式(1)、(2),易

得:

B(t -s)=E{(X(t)-m)(X(s)-m)}

=G(t -s)-m
2

(3)

称为 XT 的协方差函数 。

式(1)表明 , XT 的均值不随时间或空间位置

而改变 ,即均值函数取常数值 ,且 X(t)与 X(s)

间的二阶统计特征(协方差函数)仅与两者的时间

或空间间隔(t -s)有关 ,而与具体的点位 t 或 s

无关 。通常将上述平稳性称为二阶平稳 、宽平稳 、

弱平稳或广义平稳 。如果要求 XT 的高阶矩甚至

一切有限维分布随时间或空间的推移不变 ,便是

比上述定义要求更强的平稳性 。一般的随机过程

理论研究的多是时间域上的二阶平稳过程 ,但实

际上对于空间域中的一些数据集(包括图像数

据),有时连二阶平稳性都不能满足 ,这时 ,空间统

计学中提出一个本征随机过程(int rinsic random

process), 它的前提是假设 XT 的增量 X(t)-

X(t+h)满足下列两个条件:

①在整个定义域内 ,有:

E(X(t)-X(t +h))=0 (4)

　　②增量的方差函数存在且平稳(即不依赖于

t ,而只与位移 h 有关):

var(X(t)-X(t +h))=E(X(t)-

X(t +h))
2
-{E(X(t)-X(t +h))}

2
=

E(X(t)-X(t +h))2 =2γ(h) (5)

式(5)中 , r(h)就是变差函数。

下面就空间域对变差函数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空间统计学的角度来看 ,数字化图像数据集是

某个随机函数(随机过程粗略地定义为只有一个

时间变量的随机函数)的一个实现 ,这个随机函数

就是以图像坐标为自变量的灰度函数。当图像坐

标确定以后 ,这个随机函数就变成一个随机变量 ,

这是随机性的体现;另一方面 ,相隔 h 个像素的

两个点之间具有相关性(因为有相关函数存在),

这种相关性反映了某种程度的连续性 ,这是数据

集中具有某种结构性的体现。

在实际应用中 ,对某个数据集的分析 ,往往需

要发掘数据集中的某种结构性 。如上所述 ,结构

性的一个体现就是某种程度的连续性。变差函数

能够反映这种连续性 ,从而能够体现由此而导出

的结构性。空间统计学中 , 连续性是在均方

(mean square)意义上给出的 ,一个随机函数在均

方意义下的连续性定义为:

lim
h※0
E(X(t)-X(t +h))2 (6)

对照式(5)可知 ,变差函数刻划了均方意义下的连

续性 ,从而是某种结构性的描述。实际上 ,变差函

数最初的提出并不是在空间统计学中 ,而是在研

究湍流的结构性时 , 并一度称之为结构函

数[ 12 , 13] 。对于数字化图像数据集来说 ,结构性是

影像纹理的一种反映。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 ,自

然影像的很多部分往往缺少清晰的边缘[ 4] 。在

这些部分 ,影像的特征往往可以用影像的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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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描述 ,这种结构性可以和服饰的纹理相类比。

因此 ,这里所指的影像的结构性涵盖通常意义上

的影像纹理特性 。事实上 ,基于变差函数的雷达

影像纹理分类已经展开了研究[ 5 ,6] 。

这个结论对定义一种新的影像相似性系数非

常重要:基于变差函数的相似性系数不仅能描述

影像灰度值 ,而且还能描述影像中具有的某种结

构性 ,对于这种结构性的准确刻划 ,将是影像整体

比较的一个重要指标 。

2　基于变差函数的影像相似性系数

的定义

　　对平面二维数据的结构性的描述 ,通常首先

是计算实验变差函数。对一幅连续的灰度图像 ,

设在点(x , y)处和点(x +h , y +h)处的灰度值

分别是 G(x , y)和 G(x +h , y +h),则变差函数

的定义为[ 11] :

2γ(h)=∫x∫y[ G(x , y)-
G(x +h , y +h)]

2
dyd x (7)

由于使用的都是数字图像 ,在实际计算时 ,要将上

式进行离散化 ,得到以下的实用公式:

γ(h)=
1

2N(h)∑
N

i=1
[ G(x , y)-G(x +h , y +h)] 2

(8)

其中 , N 是相隔h 的像素对的个数 ,与 h 有关;h

是以像素为单位的像元点(x , y)和(x +h , y +

h)之间的欧氏距离 。计算得到的实验变差函数

进一步作理论模型的拟合后 ,便可进行空间统计

学的后续研究。笔者定义的相似性系数完全基于

变差函数的基础上 ,因此 ,需要对变差图(即变差

函数相对于步长 h 的函数图)作简单的分析。

图 1是一个典型的针对图像的变差函数图。

对于图像数据来说 ,变差函数值在原点处通常为

零 ,随 h 的增加 ,其值增大 ,但到一定的时候趋于

平稳[ 7] 。将变差函数值趋于平稳时的 h 称为变

程 ,超过这个长度的两个空间点之间的相关性消

失了 ,将这个稳定的变差函数值称为基台值 。由

于 h 实际上是一个矢量 ,它还有一定的方向性 ,

因此沿不同的方向 ,计算得到的变差函数图可以

是一样的 ,也可以是不一样的。变差函数图一样

时 ,称为这个数据集是各向同性的(iso tropic),否

则就是各向异性的(anisot ropic)。

如果两幅影像完全相同 ,那么无论哪个方向

上的变差函数均相同 ,否则 ,如图 2示 ,在同一方

向上的两个变差图 ,形态上会有所不同 ,这种不同

反映了两幅影像在结构上的差异 ,是定义影像相

似性系数的基础。

图 1　典型的变差函数图

Fig.1　A Typical Vario graph

图 2　在同一方向上的两幅影像的变差函数图

F ig.2　Tw o Vario graphs of Two Images

along the Same Direction

　　变差函数的计算以及相关参数的确定(如变

程 、基台值等)均有快速和自动算法 。常用的是基

于最小二乘准则的曲线拟合[ 12] 。

下面来考察标准影像(假设其变差函数是图

2中的实线所示)的变程和基台值。图 2中 , OB

即为变程 , BA 即为基台值 ,设∠AOB 为θ。延长

BA 与另一影像(也就是待比较的影像)同一方向

的变差函数交于 C点 ,设∠COB 为 β(图中没有

标出),那么 ,如果待比较影像和标准影像之间的

结构性差异越大 ,角 θ与角 β之间的差异也越大 。

定义

ρ=
tanθ
tanβ

=
BA
BC

(9)

则 ρ是一个无量纲的系数 ,并且 ρ越偏离 1 ,待比

较影像和标准影像间的差异越大;越接近 1 ,两影

像就越相似;当 ρ=1 时 ,两影像完全相同。这

样 ,系数 ρ是一个能够反映影像结构性差异的新

的相似性系数 。和基于直方图交叉等相似性系数

比较 ,它具有很强的反映结构性差异的能力 ,这种

能力完全得益于变差函数的特性。如果计算几个

方向上标准影像和待比较影像的变差函数 ,据此

依公式(9)计算与这几个方向对应的 ρ值 ,就可

以给定不同的阈值(比如 0.7≤ρ≤1.3)来确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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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影像和标准影像的相似程度 。另外 ,这个系

数至少有以下 3个方面的优点 。

1)反映结构差异的敏感性。在一般的空间

统计学专著中 ,对于变差函数反映的空间结构特

性有非常详细的论述。总地说来 ,用它来指示空

间结构性是准确有效的 ,因此对结构的差异反映

也很敏感 。

2)算法的最高复杂度是 O(N 2),比 Di Gesu

定义的四种相似性距离的算法复杂度都要低 。如

果在变差函数的计算方面加上一些小技巧 ,则算

法复杂度还可降低。

3)对成像光照条件没有特别的要求 ,即使标

准影像和待比较影像之间的光照条件有较大的差

异 ,只要两影像在结构上有所不同 ,也能反映出

来。这是由于变差函数本质上是一个滑动平均统

计量 ,但其滑动窗口的尺寸随步长 h 而改变 ,使

得变差函数有一定程度的稳健性(robustness)。

而且 ,这个系数不要求相互比较的两影像有相同

的大小 ,而 Di Gesu定义的 4 种相似性距离都要

求相比较的影像有相同的大小 。

3　实例研究

本文实例研究来自我国铁路部门。在我国 ,

稍具规模的火车站均有检测火车车轮状况的专门

工人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所有进站停靠的火车

检查其车轮是否正常 ,其中重点检查每个车轮上

的刹车 ,一旦发现问题 ,必须在火车启动之前报

告 ,以便及时排除故障。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长

期以来铁路部门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的自动化。

如果采用一个 CCD摄像机 ,在火车进站的时

候 ,对火车车轮进行摄像 ,用图像处理的技术识别

刹车 ,并量测其厚度 ,则整个过程将实现自动化。

然而按照每秒种抓取 6帧左右的速度计算 ,一列

火车有近 1 000 幅图像(通常在出站处一列火车

通过摄像头的时间为 3min),这些图像多数是没

有用的 ,因为他们拍摄到的不是火车车轮 。所以

要实现自动化的首要条件是挑选这些图像 ,把能

够拍摄到火车车轮的图像选出来。

这实际上就是图像检索的问题 。由于火车车

轮有其特定的几何形态 ,用基于形状的检索技术

识别这些几何特征成为首选。但由于摄影时火车

做变速运动 ,这些几何特征容易变形 ,且变形没有

规律可言 ,使得用Hough变换这样的一些算法来

检测圆时(图 3所示),因为半径未知 ,所需的计算

量很大 ,实际是不可行的;若采用选定的标准图像

和未知图像进行灰度匹配 ,则对成像时的光照过

于敏感 ,所以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些

问题 。另外 ,还要有一个辅助的检测工作 ,即检测

火车车厢的连接处。这不仅是检测连接处是否正

常的需要 ,同时也是为了确定检测到的火车车轮

属于哪一节车厢。而火车连接处几乎不能找出任

何几何特征 ,见图 4。

　　另外 ,还必须考虑运动产生的模糊和重影(如

图 5所示),这类图像也是应该剔除的。采用现有

的运动图像的分析方法均难以胜任 ,主要原因是

火车进站和出站都是变速运动 ,且整个检测过程

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要在 8min内完成。

如果从灰度匹配(area_based image matching)

的角度出发 ,计算待判别图像和标准图像间的灰

度相关性在速度上能够满足实际要求 ,但检测的

效果非常差 ,在所有检测出的图像中 ,大约只有

(a)典型的火车车轮图像　　　　　　　　　　(b)经 S obel算子检测并二值化后的图像

图 3　用 Sobel算子进行检测并二值化后的图像

Fig.3　Edge Detection Using Sobel Operator and Binarized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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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和标准图像比较符合 。这是在预料之

中的 ,因为如果计算两幅整幅图像之间的相关性

(不管采用什么相似性指标),那么这种只考虑整

体灰度分布而不考虑图像结构性差异的指标肯定

不能满足要求。

实验还表明 ,用小波变换和基于直方图重叠

的影像比较算法相结合 ,能够有效地剔除运动模

糊的影像 ,但对影像的结构性描述不足 ,致使挑选

出来的结果影像的数量大大超出应有的范围 。比

如 ,假如 1 000 幅影像中有 30幅是有用的 ,用这

种方法却能挑选出上百幅甚至几百幅影像来 。虽

然有用的影像都包含在其中 ,但这种方法实际上

不实用。

本文提出的算法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

挑选出的影像中 ,有用影像和总的挑选出的影像

之比称为“检出率” ,那么对算法的有效性的评价

包含两方面:①有用的影像是否完全在挑选出的

影像中;②检出率的多少。

图 4　典型的火车连接处图像　　　　　　　　图 5　典型的运动模糊图像

Fig.4　Typical Image of Connection of Different Railroad Cars　　Fig.5　Typical Image With Motion Blurring

　　笔者对不同成像条件下获得的火车车轮图像

进行检测 ,利用本算法可以挑选出全部有用的影

像 ,且检出率稳定在 90%左右(对车轮的检测和

对连接处的检测均能稳定在这个数字上),对一列

火车的影像来说 ,能在 6min 内完成 ,完全满足了

实际生产的要求 。

4　结论和讨论

本文从变差函数的原始数学定义出发 ,充分

利用了变差函数既能反映数据集空间结构性又能

反映其随机性的特点 ,设计了一种新的影像比较

算法 。与传统的基于影像距离函数的影像比较算

法相比 ,本文提出的算法有三个优点:对影像结构

的敏感性 、算法的低时间复杂度和对成像条件的

无特殊要求。笔者用这种算法解决了一个用传统

方法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 ,证明了该算法的有效

性 ,为基于内容的影像检索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虽然变差函数在遥感影像处理中的应用已有十余

年的历史 ,但在近景摄影影像处理中的应用还没

有见到报道。在这方面笔者做了具有开创性的研

究工作。

笔者正在就更多的应用实例进行研究 ,在算

法的时间复杂度上也在做进一步的改进 。

说明:本文引用的火车车轮影像由某铁路部

门提供。未经作者书面同意 ,不得复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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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Approach for Image Similarity Defini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mage Retrieval

MA Hongchao
1　LI Deren

1

(1　Nat ional Laboratory for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Su rveying ,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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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use of semivariog ram as a parameter for image comparison ,

which is a commonly used method for content_based image ret rieval.The concept of semivari-

og ram originates from spatial statistics a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ameters fo r spatial data

analy sis.The use of this parameter for spatial pat tern analysis in remotely sensed data dates back

to the late 1980' s ,however , few literature has pointed out i t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to close_range

photog raphic image analy sis.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 s recent literature of image comparison , with the emphasis on global

image comparison and distance_based image ret rieval techniques.Then a practical problem , image

choosing of t rain wheels of a moving t rain , is presented.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 r each Chinese

railw ay station to check the status of the w heels of a t rain w hen i t is boarded in that station.The

main task is to check each brake apparatus attached w ith each train w heel and report to relat ive

division immediately if there are any problems.Usually , this w ork is done manually and mistakes

are often made , especially in hot summer days w hen hot and humid w eather makes w orkers light_

headedness.To implement this procedure automatically is of great value.

A video_recorder is used in the railway station to take photog raphs of wheels when the t rain

is coming.Digital images are captured simultaneously at the rate of 6 frames per second.In o rder

to replace manually checking the brake apparatus of each train w heel ,digital image analysis meth-

ods are used to check the status of the brake apparatus.However , the first step of this procedure is

to pick out useful images because there are usually about 1 000 digital pictures can be captured for

a sing le train and most of them are useless.

　　To choose out useful images is actually a problem of image retrieval.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difficulties of solving this problem when conventional image retrieval methods are used.The main

difficulties lie in:(1)detecting features of a brake apparatus , for the image is usually moving de-

formed;(2)de_noiseing the moving blurring no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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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comparison , is used to retrieve useful images.The diff iculty arising here is the def ini-

tio n of image similari ty.Many parameters are proposed to def in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w o im-

ages ,which are proved to be invalid in this application due to the dif ficult ies listed above.

A new parameter based on semivariog ram is put forw ard by the authors.Semivariog ram is a

parameter w hich describes not only the global st ructure of a data set but also the local continuity

of the data set.Based on this property , a new index for image similari ty is constructed and a prac-

tical prog ram using this algorithm is developed by the authors.The resul ts show that this algo-

rithm has the follow ing merits:① high correctness.All the useful images are picked out , with a

few useless images mixed.The “ratio_of_picking_out” (see the definition in the paper)is around

90%;②high efficiency.It can finish the choosing procedure w ithin 6 minutes ,which completely

satisfies the operational need;③ high robustness to lightening conditions.Because the calculation

of semivariog ram of an image is actually based on statist ics , it show s high robustness w hen light-

ening condi tions are changed slightly .

This paper not only ex tends the use of semivariog ram from remotely sensed images to close_

range photog raphic images ,but also puts fo rw ard a new parameter to describe image similarity.

Key words:image comparison;semivariogram;spatial statistics;image similarity ;content_based;

image ret 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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