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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５０万像素以上的大尺寸遥感图像基于内容检索的需要，通过将大尺寸图像按照区域类别分块，用

灰度共生矩阵法对各子块提取出纹理特征，并利用类似 Ｈｕ的不变矩的方法对各子块纹理信息进行统计，从而

提取出与大尺寸图像中各纹理的空间位置相关的一组纹理特征值。该方法对传统的共生矩阵法进行了改进，使

其适用于大尺寸图像多区域类别的纹理特征提取，可用于大尺寸遥感图像的基于内容的检索和初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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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图像纹理的算法有很多，灰度共生矩阵

法就是其中一种十分常用的方法。但与大多数纹

理特征提取方法相同，它所提取的是整幅图像的

纹理特征，在小尺寸的切片图像上能取得较好的

效果。但对于５０万像素以上的大尺寸图像，无法

表现出图像中各类纹理在图像中所处的空间位置

关系，因此，它只适合于具有单一纹理特征的图

像。而现代遥感影像具有单景图像覆盖面积大、

背景复杂、不同空间地域位置的不同纹理特征区

别明显等特点，因此，必须对这些方法进行改进，

研究与图像中多类纹理及其空间位置信息相关的

特征提取算法，自动半自动地对单景大尺寸遥感

影像提取多类纹理特征。

１　纹理特征提取方法

１）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的纹理提取法。灰度

共生矩阵法［１］是目前较常见和广泛应用的一种提

取方法。多年的研究表明，它对于遥感影像的纹

理特征提取有较好的效果。在基于遥感图像纹理

的检索中，主要使用了灰度共生矩阵中的二阶角

矩、逆差矩、熵３种统计特征
［２］。

２）改进的纹理特征提取方法。灰度共生矩

阵法所提取的特征是整幅图像的纹理特征，而通

常的图像检索系统需检索、分类的图片往往不具

有整幅图像同一纹理的性质，而是图像的各区域

均有不同的纹理，由这些不同的纹理共同组成一

幅图像。这样，用来区别不同纹理效果较好的灰

度共生矩阵法在实际的大尺寸遥感图像检索中并

不适用。为此，需要对这种灰度共生矩阵法进行

改进，使其能体现出图像中不同纹理的空间信息。

为了使提取的纹理信息能与纹理的空间位置

有关，先将大图像划分为一些正方形子块图像。

设图像犑的大小为犕×犖，子块的大小为 犎×

犎，则共分得子块数为
犕－１［ ］犎（ ）＋１ ，“［狓］”表示

取狓 的整数部分。设 犕′＝
犕－１［ ］犎

＋１，犖′＝

犕－１［ ］犎
＋１，则图像子块数为犕′×犖′。

对这犕′×犖′个子块分别采用灰度共生矩阵

法提取各子块的二阶矩、逆差矩和熵这三个纹理

特征。整幅图像共可得到３×犕′×犖′个子图像

块纹理特征值，将它们分别记为：① 二阶角矩矩

阵犃１［犕′，犖′］；② 逆差矩矩阵犃２［犕′，犖′］；③ 熵

矩阵犃３［犕′，犖′］。将如此多的特征值直接用于

图像检索显然是不符合实际要求的。为此，本文

采用了类似 Ｈｕ的不变矩的统计方法来对这些纹

理特征进行与纹理的空间位置相关的统计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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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的７个不变矩
［３］是用来提取图像空间灰

度特征的方法。在 Ｈｕ的不变矩公式中，统计的

图像特征是数字图像各点的像素灰度值。同样，

完全可以使用这７个矩来统计大尺寸图像的子块

纹理特征值。具体方法是将获得的子块图像的二

维纹理特征矩阵 犃１［犕′，犖′］，犃２［犕′，犖′］和

犃３［犕′，犖′］视为数字图像，将各子块图像的共生

矩阵特征值犃［犿，狀］视为该图像的像素灰度值，

通过使用Ｈｕ的７个不变矩的方法，对于图像的

每一种纹理特征，套用不变矩公式，就能得到７个

该纹理特征的不变矩。由于７ 是用于识别镜面

图像的，在此不用，则可得到３×６＝１８个与大图

像局部纹理及其空间位置相关的图像纹理特征。

由于加入了图像纹理的空间位置信息来对各子块

纹理信息进行了加权，从理论上说应能提高检索

的查准率 。

由于Ｈｕ的不变矩所得的矩本身就具有旋转

不变性。同时，共生矩阵法是通过提取图像的８

个方向上的共生矩阵叠加而得，如果图像发生旋

转，那么这１８个纹理特征的旋转不变性应与普通

的共生矩阵法所提取的纹理特征相同。但是，图

像划分子块应尽量保证所有子块大小的同一性，

如果边缘子块大小与图像内部子块大小不同，则

在图像旋转后，所划子块的区域就可能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提取的子块纹理特征有所差异，造成特

征的旋转不变性发生恶化。如图１所示，图像旋

转了１８０°后，由于子块划分方法的不合理，造成

各子块内的图像有较大的差异，从而造成提取的

子块纹理特征的差异。

图１　图像子块划分误差

Ｆｉｇ．１　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ｌｏｔｔｉｎｇＩｍａｇｅ

另外，当图像的亮度发生变化时，根据参考文

献［１］所述提取的灰度共生矩阵的二阶角矩、逆差

矩和熵的公式，三种统计量均只与图像中各像元

的灰度差有关，而与各像元本身的灰度值无关。

所以，该纹理特征不敏感于图像的亮度变化。

２　试验及分析

２．１　试验模型

试验在笔者设计的一个小型遥感影像检索数

据库平台上进行。

试验中采用了普通共生矩阵算法和本文所述

的改进的纹理提取算法来进行对比。计算特征向

量间距离犇，即图像间的不相似程度的公式如下：

犇＝∑
犻∈犔

狑犻×
犃犻－犃′犻

狘犃犻狘＋狘犃′犻（ ）狘
２

（１）

式中，狑犻是各特征维的权重系数；
犃犻－犃′犻

｜犃犻｜＋｜犃′犻（ ）｜
２

是两幅图像的某维特征向量的规一化距离，因此，

犇是两幅图像的各维特征的规一化加权距离和，

即两特征向量间的距离。

２．２　试验方法

　　试验中采用了如图２所示的４幅１０２４像素

×１０２４像素的大尺寸遥感图片，它们在各区域

上的纹理都是不同的。图２（ａ）左下角为体育场，

右上角为农田，其他为民居；图２（ｂ）图像的左上

角为树林，其他部分是城市；图２（ｃ）图像的大部

分均为树林，其间点缀着部分建筑物；图２（ｄ）图

像大部分均为农田，右上部有部分农居。每张图

片分别进行少量旋转、灰度变化后得到５张同类

图片，分别记做犪１、犪２、犪３，…，共２０张图片样本分

别基于共生矩阵法和本文所提的改进方法进行纹

理特征的图像检索试验。各图像样本的大小均为

１０２４像素×１０２４像素，提取灰度共生矩阵的灰

度级为１６。

图２　样本图像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Ｓａｍｐｌｅ

采用灰度共生矩阵法时，提取二阶角矩、逆差

矩和熵这三个特征，分别记为犃１、犃２、犃３。采用本

文所述的改进的纹理提取法时，取图像子块大小

为３２像素×３２像素，使用第二节所述方法，使用

Ｈｕ矩
［３］中的１、２、３ 这３个不变矩统计子块纹

理特征，共得到９个纹理特征，记为犃１１、犃１２、犃１３、

犃２１、犃２２、犃２３、犃３１、犃３２、犃３３。

２．３　试验结果

用４类图片中的各一张图片做模板，分别用

两种算法进行图像检索试验，取距离最小的前５

幅图像为查询结果。查询数据库，记录图像间的

距离于表１、表２中，表中的数字代表相应图像样

本与检索的图像模板间的距离。

采用公式１
犖∑犻∈犔

犇犻来计算同类各样本、不同

１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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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各样本与检索模板的平均距离犿 和犿′；通过

计算犿′／犿 得到不同类图像与同类图像的距离

比；根据距离数据，取距离最小的前５幅图像为检

索结果，通过公式

查准率 ＝

查询结果中与查询模板同类的样本图像数

５
×１００％

（２）

计算每次查询的查准率，并对４次查询的查准率

进行算术平均，得到４次查询的平均查准率。

由表１可算出，同类各图像样本平均距离

犿＝０．１３３，不同类的各图像样本的平均距离

犿′＝０．５１６，不同类图像与同类图像的距离比犿′／

犿＝３．８７，４次检索平均图像查准率＝７０％。从表

２算得，同类各图标样本平均距离犿＝０．１８３，不

同类的各图像样本的平均距离犿′＝０．９８５，不同

类图像与同类图像的距离比犿′／犿＝５．３８，４次检

索平均图像查准率为９０％。

表１　灰度共生矩阵法获得的图像特征距离值

Ｔａｂ．１　Ｉｍａｇ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模板
图像样本

犪１ 犪２ 犪３ 犪４ 犪５ 犫１ 犫２ 犫３ 犫４ 犫５

犪１ ０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１２ ０．０４９ ０．６３ ０．７８ ０．３１ ０．６３ ０．７５

犫１ ０．６５ ０．５ ０．５７ ０．３９ ０．６３ ０ 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０１８０．３４

犮１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３４ ０．２８ ０．３１ ０．５１ ０．６６ ０．２６ ０．５１ ０．７３

犱１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６２ ０．３６ ０．４１ ０．６９ ０．７２ ０．５８ ０．２２ ０．５４

犮１ 犮２ 犮３ 犮４ 犮５ 犱１ 犱２ 犱３ 犱４ 犱５

犪１ ０．２５ １．０１ ０．４８ ０．４ ０．４６ ０．４６ ０．３５ ０．４７ ０．２６ ０．５８

犫１ ０．５１ ０．５２ ０．２３ ０．５１ ０．３８ ０．６２ ０．３１ ０．８ ０．６２ ０．３８

犮１ ０ ０．４２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６２ ０．７１ ０．５２ ０．５８ ０．７４

犱１ ０．４１ １．１ ０．６９ ０．６１ ０．５４ ０ ０．１７ 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９

表２　改进的特征提取方法获得的图像特征距离值

Ｔａｂ．１　Ｉｍａｇ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ＡｂｏｖｅＭｅｔｈｏｄ

模板
图像样本

犪１ 犪２ 犪３ 犪４ 犪５ 犫１ 犫２ 犫３ 犫４ 犫５

犪１ ０ ０．２４ ０．３２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８５ ０．８２ ０．９２ ０．８７ ０．８６

犫１ ０．８２ ０．７６ ０．７８ ０．８７ １．１６ ０ ０．２ ０．３５ ０．４９ ０．２３

犮１ １．０１ ０．８２ ０．８ ０．９８ １．１４ ０．７ ０．６２ ０．４３ ０．６８ ０．６

犱１ １ １．３ １．０３ １．０３ １．２３ １．２６ １．２９ １．２３ １．３１ １．３５

犮１ 犮２ 犮３ 犮４ 犮５ 犱１ 犱２ 犱３ 犱４ 犱５

犪１ １ １．１ １．０２ １．１５ １．０１ １．０３ １．０５ １．１６ １．０３ ０．９６

犫１ ０．４８ ０．８８ ０．７ ０．７１ ０．７３ １．２３ ０．７５ ０．９８ １．１８ ０．７５

犮１ ０ ０．２８ ０．４９ ０．１２ ０．０８ １．３ ０．８１ ０．９４ １．２７ ０．６７

犱１ １．３１ １．３５ １．３７ １．２４ １．１８ ０ ０．４２ ０．３４ ０．２ ０．１８

２．４　结果分析

从测试结果数据中可以看出，由于改进的灰

度特征提取方法中加入了纹理的空间位置信息，

从而拉大了各样本图像间的距离。但是，通过不

同类图像与同类图像的距离比犿′
犿
变大可以看出，

这种距离的拉大对于不同类图像的效果要比对同

类图像的效果显著，从而有利于图像初分类和提

高检索的查准率。

同时，由两个表中的距离数据可以看出，由于

灰度共生矩阵法统计的是图像全局纹理特征，造

成不同类图像间的距离较近，某些模板的同类图

像与不同类图像间的距离相近，而无法区分它们，

从而使得检索查准率低，在只有２０幅图像样本的

情况下，查准率也仅为７０％。而本文所提出的改

进的纹理特征提取方法不仅提取了纹理特征，同

时也考虑了该纹理在图像中所处的位置，使得不

同类图像间的距离较大。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距

离相近的不同类图像比使用普通共生矩阵法的要

少得多，使得在相同样本图像数下的查准率提高

到了９０％。这十分有利于后续的大尺寸图像初

分类。

但是，由于本方法先对图像进行了分块处理，

再对各子块的纹理特征进行统计，如果图像较小，

纹理信息本来就比较单一，划分子块就没有什么

意义，因此本算法不适合用于对小图像进行特征

提取，而更适合于较大的、各区域具有不同纹理的

大尺寸图像的特征提取。

２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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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精密三角高程代替一等水准测量的研究　　　　　　　　　　　　　张正禄，等

 均方根信息滤波和平滑及其在低轨卫星星载ＧＰＳ精密定轨中的应用 赵齐乐，等

 ＧＩＳ中空间数据不确定性的混合熵模型研究 史玉峰，等

 ＧＩＳ中曲线误差的模型与试验研究 郭同德，等

 基于坐标模式的广义网平差模型研究 姚宜斌，等

 基于标点随机过程的遥感影像道路提取 余长慧，等

 线与线之间的空间拓扑关系组合推理 郭庆胜，等

 论空间数据处理与空间数据挖掘 王新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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