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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遥感影像应用特点，提出了一种遥感影像数据库基于内容检索的模型，重点分析和讨论了该模型

中采用的特征提取算法、多维索引和相关反馈技术，最后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基于内容的检索；遥感影像；图像数据库；特征提取；目标区域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７５１；Ｐ２０８

　　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ｉｍａｇ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ＣＢＩＲ）技术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的，

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图像自身的视觉内容，如颜色、

纹理、形状、空间关系等特征从图像数据库中完成

检索，从而解决了人工注释图像工作量大、主观性

理解和表达造成注释信息不稳定等问题。经过

１０多年的发展，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已经发

展为包括图像和视频信息在内的基于内容的视觉

信息检索技术，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同时，也存

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基于内容的视觉信息检索技术在人脸

识别、指纹识别、医学影像数据库、商标注册等领

域取得了较为成功的应用，如ＩＢＭ 公司的ＱＢＩＣ

系统、ＭＩＴ媒体实验室的Ｐｈｏｔｏｂｏｏｋ系统和 Ｖｉ

ｒａｇｅ公司的Ｖｉｒａｇｅ系统。但是，这些系统在遥感

影像数据库领域的应用还相对匮乏，其主要原因

是遥感影像数据类型繁多、数据量大、数据尺度多

样、数据来源多样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

于内容的视觉信息检索技术在该领域的发展。为

了将基于内容的检索技术应用到遥感影像数据库

应用中，必须解决以下一些问题：① ＴＢ级海量遥

感影像数据的存储；② 设计合理的遥感影像数据

库的物理和逻辑模式，为检索海量影像中感兴趣

的影像提供支持；③ 针对不同类型的遥感影像数

据，采用适合的特征提取算法；④ 采用高效的多

维索引结构维度约减算法降低特征向量的维度，

从而满足检索性能上的需求；⑤ 设计高效而合理

的基于内容检索的搜索引擎。

１　体系结构设计

针对具体应用而言，遥感影像更多的是关心

影像中的目标，如军事、民用、土地资源等目标。

例如，在一幅大尺寸的遥感图像中应用感兴趣的

可能只是尺寸和数量较小的一部分重点目标区

域。因此，模型首先应将这些重点目标区域利用

图像处理中的裁剪工具与原始影像分离、存储，以

ＢＬＯＢ的方式保存重点区域目标影像数据，或以

编目的方式保存重点区域目标影像数据的归档信

息到数据库中，同时与原始图像建立关联。

采用基于颜色、纹理、形状、空间关系或基于

综合特征的特征提取算法对已有的重点区域目标

影像完成特征提取，并建立相应的特征库。为了

提高特征提取的效率，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中多结

点的计算资源，利用并行计算技术改进现有的特

征提取算法，从而快速地建立重点区域目标影像

的特征库，提高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

高效的索引技术是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在大

型图像数据库中发挥优势的关键。针对遥感影像

应用的特点，要快速地从海量数据中检索出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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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影像数据，同样要利用并行计算技术，完成复

杂的维度约减计算和特征匹配计算，构建高效的

遥感影像基于内容检索的搜索引擎。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构建了一个基于内容

检索的体系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遥感影像基于内容

检索的系统框图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

模型主要由遥感影像预处理部分、遥感影像

数据库部分、遥感影像数据库搜索引擎、人机交互

等４个部分组成。

遥感影像预处理部分完成重点目标区域或感

兴趣区域（ＲＯＩ）的选取，选取后的图像作为原始

图像的二级图像，并与原始图像建立关联。针对

这些区域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并对提取的特征建

立多维索引结构。遥感影像数据库部分由特征库

和图像库组成，其中特征库保存根据各种特征提

取算法自动提取出的重点目标区域的特征数据，

如纹理共生矩阵、小波轮廓描述符等；图像库保存

遥感影像元数据和以ＢＬＯＢ方式保存的ＲＯＩ图

像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库搜索引擎是整个体系结

构中的核心部分，为用户提供高效、准确的检索结

果。人机交互部分为用户提供遥感影像基于内容

检索的接口，用户通过例子查询或草图查询为系

统提交查询请求，并在查询过程中引入相关反馈

技术，以提高查准率和查全率。

２　特征提取

２．１　基于纹理的特征提取

纹理是图像的一种重要特征，图像检索用到

的纹理特征表示方法主要有［７］Ｔａｍｕｒａ方法、

ＭＲＳＡＲ（ｍｕｌｔｉ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ｕｔｏ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Ｇａｂｏｒ 变 换、ＰＷＴ（ｐｙｒａｍｉｄ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ＷＴ（ｔｒｅ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基于共生矩阵的描述符
［４］、边缘直方图［４］

等，其中边缘直方图是 ＭＰＥＧ７国际标准推荐使

用的纹理描述符之一。对图像纹理描述符的计算

可以在空域进行，也可以在变换域进行，还可以借

助随机场模型进行计算。

国际标准 ＭＰＥＧ７将边缘直方图描述符划

分在纹理描述符中。实际上，它表达了５种类型

的边缘子图像，分别对应０°、４５°、９０°、１３５°边缘和

无方向边缘。这５种边缘检测算子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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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边缘直方图描述符的步骤如下。

１）将图像划分为４×４共１６个子图像，每个

子图像又分解成一系列的图像块，每个图像块包

含４个子块；

２）对每个子图像分别用以上５种边缘算子检

测是否有这５种对应的边缘类型；

３）分别统计各个子图的边缘直方图，该直方

图包括５个直方条；

４）将１６个子图像的直方条综合起来，得到

整个图像的８０个直方条组成的边缘直方图；

５）以此作为图像的纹理特征进行检索。

２．２　基于形状的特征提取

形状可用面积、离心率、圆形度、形状矩、曲

率、分形维等全局和局部特征来表示。形状描述

与分析方法主要有［３］区域的不变矩、傅立叶描述

符、小波轮廓描述符、自回归模型、向心链码、小波

重要系数法［６］、边缘方向直方图等［６］。

形状通常与目标联系在一起才具有一定的语

义特征，因此，对目标形状的描述比对颜色或纹理

的表达要复杂得多。从不同的视角获取的图像中

目标的形状会有较大的差别，为准确地进行形状

匹配，需要解决平移、尺度、旋转不变性等复杂问

题，而这些在检索应用中都相当重要。

基于区域不变矩的形状特征提取的定义是：

对图像犳（狓，狔）而言，如果它分段连续且只在犡犢

平面上的有限个点不为零，则可以证明其各阶矩

存在，定义其（狆＋狇）矩为：

犿狆狇 ＝∑
狓
∑
狔

狓狆狔
狇
犳（狓，狔） （１）

可以证明，犳（狓，狔）和 犿狆狇两者相互惟一确定，

犳（狓，狔）的（狆＋狇）阶中心矩定义为：

μ狆狇 ＝∑
狓
∑
狔

（狓－珚狓）狆（狔－珔狔）狇犳（狓，狔） （２）

式中，珚狓＝犿１０／犿００，珔狔＝犿０１／犿００ 是重心坐标。

犳（狓，狔）的归一化中心矩可表示为：

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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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狆狇 ＝
μ狆狇

μ
狉
００

（３）

式中，狉＝
狆＋狇
２
＋１，狆＋狇＝２，３，…。

将归一化的二阶和三阶中心矩进行组合，可

以得到以下７个对平移、旋转和尺度变换不变的

矩，将这些矩作为表达目标形状的特征向量进行

检索。

１ ＝η２０＋η０２

２ ＝ （η２０－η０２）
２
＋４η

２
１１

３ ＝ （η３０－３η１２）
２
＋（３η２１－３η０３）

２

４ ＝ （η３０＋η１２）
２
＋（η２１＋η０３）

２

５ ＝ （η３０－３η１２）（η３０＋η１２）［（η３０＋η１２）
２
－

　　３（η２１＋η０３）
２］＋（３η２１－η０３）（η２１＋η０３）

　　［３（η３０＋η１２）
２
－（η２１＋η０３）

２］

６ ＝ （η２０－η０２）［（η３０＋η１２）
２
－（η２１＋η０３）

２］＋

　　４η１１（η３０＋η１２）（η２１＋η０３）

７ ＝ （３η２１－η０３）（η３０＋η１２）［（η３０＋η１２）
２
－

　　３（η２１＋η０３）
２］＋（３η１２－η３０）（η２１＋η０３）

　　［３（η３０＋η１２）
２
－（η２１＋η０３）

２］

（４）

３　多维索引

遥感影像通过上述的特征提取算法获得的特

征矢量具有很高的维数，通常具有１０２的数量级，

这会使特征矢量匹配时具有很高的计算复杂度，

降低了检索的效率。因此，必须首先完成维度约

减，在降低图像特征维度的基础上高效地实现多

维索引算法。

从高维空间到低维空间的映射被称作维度约

减（或降维）。最常用的维度约减方法是ＫＬＴ变

换和列向聚类（ｃｏｌｕｍｎｗｉｓｅ）。ＫＬＴ及其变种已

广泛用于人脸识别、特征图像以及信息分析等领

域中。Ｆａｌｏｕｔｓｏｓ和Ｌｉｎ提出了ＫＬＴ的快速近似

算法［８］进行维度缩减。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实

际数据集（视觉特征向量）可以进行明显的维度缩

减，而且在检索质量上不会引起明显的退化。

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等人发展了一种低秩单值分解（ＳＶＤ）

法［９］，在执行 ＫＬＴ时显得非常有效而且在数值

上是稳定的。由于图像检索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

统，新的图像会不断地添入到图像集合之中，该算

法具有处理动态的索引更新的能力。除ＫＬＴ之

外，聚类是另一种进行维度缩减的有力工具，聚类

技术广泛用于模式识别、语音分析和信息检索。

通常，相似的对象（模板、信号和文档）被聚在一起

以执行识别或者分组，这种聚类称为行向聚类，当

然也可进行列向聚类，以达到维度缩减的目的。

多维度索引技术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

当时引入的方法是犽犱树、四叉树，但其性能远不

能达到要求。由于ＧＩＳ和ＣＡＤ系统中对空间索

引的迫切要求，Ｇｕｔｔｍａｎ提出了犚 树的索引结

构［１０］，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犚 树的多个变种算

法，如犚＋树、犚树等。传统的树索引技术是为库

查询（点查询和区域查询），而不是为图像检索中

的相似查询而提出的，因此，目前的重点是集中在

图像检索中新的特征和需求，即如何标识与改进

适合于表达高维度特征向量的索引技术。一些非

欧拉相似度计算研究尚未成熟，而聚类法和神经

网络法是目前较有前途的两种方法。

４　相关反馈技术

在基于内容的视觉信息检索中，反馈是调整

技术以适应用户需求和检索精度的常用手段，而

常用的反馈方法是相关反馈，它是一种指导性学

习的技术，其主要过程如下。

１）根据相似矩阵和样本图片及数据库中图

片的图像特征，提供一个基于相似度的排序列表。

数据库中图片和样本图片在特征空间中相似程度

越高，则排序越靠前。

２）用户在该列表中选择一组符合检索内容

的正反馈图片和一组不符合检索内容的负反馈图

片，并提交给检索系统。

３）检索系统根据用户的提交信息重新优化

相似矩阵，重复第一步的操作，提交给用户新的检

索结果。实现这种调整的一个典型的迭代公式如

下：

犙犻＋１ ＝α犙犻＋β
１

犖犚∑犻∈犇犚
犇（ ）犻 －γ １

犖犖
∑
犻∈犇犖

犇（ ）犻
（５）

式中，α、β和γ是加权常数；犙犻＋１和犙犻分别对应查

询迭代中第犻＋１和第犻次查询点位置；犇犻为特征

向量；犇犚 和犇犖 分别表示正例图像集合和反例图

像集合特征向量；犖犚 和犖犖 分别表示落在正例图

像集合和反例图像集合中的数量。

因此，检索系统有效地利用用户提供的交互

信息，并通过优化检索向量和相似矩阵来提高检

索的效率和准确度。在图像检索中引入相关反馈

可以给检索系统提供更多的信息，对正确进行检

索过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文根据遥感影像的特点，利用基于内容检

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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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技术，提出了遥感影像基于内容检索的基本

框架，为海量遥感影像的应用提出了一种新的思

路和方式，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是遥感影像

与基于内容检索技术应用相对成熟的人脸库、指

纹库、医学影像库等图像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基于

这些图像数据库的特征提取算法和维度索引算法

不一定适用于遥感影像。因此，需要通过大量的

实验，研究针对遥感影像重点目标区域的特征提

取算法，为遥感影像基于内容检索的应用提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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