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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波的犐犆犕不变特征在图像
匹配识别中的应用

余瑞星１　朱　冰１　张　科１　吕梅柏１

（１　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西安市友谊西路１２７号，７１００７２）

摘　要：由于交叉皮层模型（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ｎｇ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ＣＭ）图标信号具有平移、旋转以及尺度不变性，因此，

基于ＩＣＭ的图像匹配算法能够提高实时目标图与基准目标图的匹配率，但根据ＩＣＭ图标信号获取的不变特

征对噪声信号较敏感。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基于ＩＣＭ和小波变换的图像匹配识别算法。仿真结果表明，本

文算法在平移、尺度、旋转变化以及噪声环境下仍具有较高的匹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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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导弹成像制导目标识别系统中，导引头攻

击的目标在飞行中会不断地进行机动，因此，导引

头探测到的实时图与其存储的基准图之间往往存

在着拍摄距离、角度、位置和姿态等巨大差异，而

使匹配精度严重下降。此时如果能针对这些差异

找到目标的不变特征，则各个目标在特征空间就

是一个固定点，此时进行分类识别就可以通过将

测试样本归类为与其最近的目标特征不变点来进

行，即利用简单的最近邻分类算法来分类，从而在

有效提高目标识别精度的同时，降低目标识别系

统的难度。因此，不变特征的提取至关重要。

目前，常用的获取不变特征的方法有 Ｈｕ矩

不变量［１］、Ｆｏｕｒｉｅｒ描述子
［２，３］以及 Ｔｒａｃｅ变换

［４］

等，但这些方法均存在不足。因而在很多情况下，

利用上述理论进行目标识别的效果并不理想。在

基于哺乳动物的视觉特性研究方面，发现ＩＣＭ的

输出量图标对于平移、尺度、旋转均具有不变性，

并且ＩＣＭ是一种单层神经网络，不需要训练，因

而计算速度较快，适合于实时图像的处理，但该图

标信号对于噪声较敏感。因此，本文利用小波变

换来获取ＩＣＭ的不变特征，以使其能够克服噪声

的影响，快速获取稳定的不变性特征，从而为目标

识别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一条有价值的研究

方向。

１　犐犆犕
［５］

ＩＣＭ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人工神经网络的新

型神经网络，它是对各种小型哺乳动物的视神经

模型进行综合而得到的。用ＩＣＭ 对犕×犖 大小

的图像进行处理时，需将每个像素的灰度值作为

每个神经元的输入，因此，犕×犖 的图像矩阵对应

犕×犖 个ＩＣＭ 神经元构成的神经元网络。每个

神经元犖犻犼的活动可由下式来描述：

犉犻犼［狀＋１］＝犳犉犻犼［狀］＋犛犻犼＋∑
犽犾

犕犻犼犽犾犢犽犾［狀］

（１）

犜犻犼［狀＋１］＝犵犜犻犼［狀］＋犺犢犻犼［狀＋１］ （２）

犢犻犼［狀＋１］＝
１，犉犻犼［狀＋１］≥犜犻犼［狀］

０，｛ 其他
（３）

犌［狀］＝∑
犻，犼

犢犻犼［狀］ （４）

式中，犛犻犼为神经元犖犻犼的外部刺激（输入）；犢犻犼为神

经元犖犻犼的输出；犉犻犼表示神经元的状态；犕犻犼犽犾为神

经元之间的连接权系数矩阵；犳、犵、犺为权系数；

犌［狀］为图标（狀为迭代次数），它表示神经元 犖犻犼

完成每一次迭代后，ＩＣＭ 网络输出的二值图像中

黑色像素点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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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ＩＣＭ 的输出量图标不仅是一维信号，

而且它还具有如下特点：① 具有类似于“人类指

纹”的独特性，即对应不同的目标具有不同的图

标；② 具有平移、旋转、尺度不变性；③ 包含图像

的空间几何信息。下面以添加了噪声的“Ｃａｒ”图

像为例，以验证ＩＣＭ 图标对于含噪图像的不变

性。图１（ａ）为基准图，图１（ｂ）、１（ｃ）为对基准图

施加不同比例噪声的噪声图。添加噪声的均值为

０，方差分别是０．１、０．３。图２为对应于图１的图

标信号曲线，其横坐标是迭代次数，纵坐标是二值

图像中黑色像素点的个数。从图２可以看出，利

用ＩＣＭ网络得到的不变特征具有对噪声敏感的

缺点。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变换的

ＩＣＭ不变特征，以克服噪声对识别精度的影响。

图１　Ｃａｒ图像

Ｆｉｇ．１　ＣａｒＩｍａｇｅ

图２　对应于图１的图标信号曲线

Ｆｉｇ．２　Ｉｃ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Ｆｉｇ．１

２　基于小波和犐犆犕 图标的匹配识

别算法

２．１　基于小波变换的犐犆犕图标

由前可知，基于ＩＣＭ图标的不变特征对噪声

较敏感，而小波阈值去噪法能够在去除噪声的同

时较好地保留图像（信号）的有用信息。为此，本

文提出了一种新的ＩＣＭ图标获取的方法，该方法

通过对ＩＣＭ网络输出的二值图像进行小波变换，

消除噪声对识别精度的影响。

２．１．１　基于小波变换的阈值去噪法

图像犳（狓，狔）的多分辨率分解公式（也称

Ｍａｌｌａｔ算法）为
［６］：

犃犼犳＝犃犼＋１犳＋犇
１
犼＋１犳＋犇

２
犼＋１犳＋犇

３
犼＋１犳 （５）

犃犼＋１犳＝ ∑
∞

犿
１＝－∞
∑
∞

犿
２＝－∞

犆犼＋１（犿１，犿２）φ犼＋１（犿１，犿２）

（６）

犇ε犼＋１犳＝ ∑
∞

犿
１＝－∞
∑
∞

犿
２＝－∞

犇ε犼＋１（犿１，犿２）
ε
犼＋１（犿１，犿２）

　（ε＝１，２，３） （７）

式中，φ犼＋１（犿１，犿２）、
ε
犼＋１（犿１，犿２）分别为二维可

分离变换的尺度函数和小波函数；犃犼＋１犳为图像

在２犼＋１尺度下的低频分量；犇ε犼＋１犳（ε＝１，２，３）为

２犼＋１尺度下的高频分量。式（２）、式（３）是对高频

分量和低频分量所进行的离散化分解。

基于小波变换的阈值滤噪法，通过 Ｍａｌｌａｔ算

法将图像进行小波分解后，对各个高频分量计算

其阈值犜犼，当高频分量大于等于阈值时，保留其

高频系数；否则置零。公式为：

犇′犼犳＝

０，狘犇ε犼（犻，犽）狘＜犜犼

ｓｉｇｎ（犇ε犼（犻，犽））（狘犇
ε
犼（犻，犽）狘－犜犼），

　狘犇
ε
犼（犻，犽）狘≥犜

烅

烄

烆 犼

（８）

式中，犇ε犼为２
犼尺度下的高频分量；犜犼为小波分解

后第犼层的阈值，其值为：

犜犼 ＝σ犼 ２ｌｇ（ｌｅｎｇｔｈ（犇ε犼槡 ））／ｌｇ（犼＋１）

式中，σ犼为小波分解系数犇
ε
犼的标准差。

２．１．２　利用小波和ＩＣＭ网络获取图标

新的图标信号的获取方法是将待处理的图像

作为ＩＣＭ 网络的输入，对于每次迭代，首先对

ＩＣＭ网络输出的二值图像进行三层小波分解（见

图３），然后对图３中的高频分量图像（图３中的１

～９）按照式（８）进行滤噪处理，最后对滤噪后的９

个高频图像和一个低频图像的小波系数分别进行

求和运算，得到图标信号。为验证基于小波的

ＩＣＭ图标信号具有平移、旋转以及尺度不变性，

图４给出了Ｃａｒ图像的图标信号曲线。

图３　三层小波变换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ｒｅｅＬａｙｅｒ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图４（ａ）、４（ｃ）、４（ｅ）、４（ｇ）为从不同角度获取

的添加了噪声的实时图，添加噪声的均值为０，方

差为０．３；图４（ｂ）、４（ｄ）、４（ｆ）、４（ｈ）分别是它们相

对应的图标信号曲线，其横坐标是迭代次数，纵坐

标是二值图像中黑色像素点的个数。从图４可以

看出，即使在图像含有噪声的情况下，基于小波变

换的ＩＣＭ图标对于平移、尺度、旋转还是具有不

６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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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基于小波变换的ＩＣＭ图标信号

Ｆｉｇ．４　ＩＣＭＩｃ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变性。

２．２　基于图标的匹配识别算法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当基准图像中含有噪声

时，其图标信号与实时图的图标信号几乎相同，因

此，若对其进行信号相似度分析，定能获得较好的

识别效果。限于篇幅，这里只对基准图像中不含

噪声、实时图中含有噪声的情况进行分析。本文

算法采用的匹配策略图见图５，即将实时图和基

准图作为ＩＣＭ网络的输入，以获取相应的图标信

号，再将实时图和基准图的图标进行信号相似性

分析，得到最终的识别结果。

图５　基于小波的ＩＣＭ图标信号的匹配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ＣＭＩｃ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

本文的信号相似性分析选择常用的相关系数

法，公式为：

犚犮 ＝
∑
狀

犼＝１

犌狊（犼）·犌犵（犼）

∑
狀

犼＝１

犌２狊（犼［ ］）
１／２

∑
狀

犼＝１

犌２犵（犼［ ］）
１／２

（９）

式中，狊与犵 分别代表实时信号与基准信号。此

外，设置相关度阈值犚犮犜，当犚犮＞犚犮犜时，认为满足

相似性要求，可判定实时目标是基准目标。对

Ｃａｒ图像经若干次运算后，设定犚犮犜＝０．９。

２．２．１　抗平移算例

如果只存在目标的平移，目标图像的图标信

号可以根据式（１）～式（８）计算得到。以图１（ａ）

和４（ａ）为例计算相应的图标信号，结果见

图６（ａ）。

进行相似度分析，运算的结果为犚犮＝０．９４１１

＞犚犮犜，满足相似度要求，判定是目标。

２．２．２　抗尺度变化算例

如果只存在目标的尺度变化，目标图像的图

标信号可以根据式（１）～式（８）计算得到。以图

１（ａ）和４（ｃ）为例计算相应的图标信号，结果见

图６（ｂ）。

进行相似度分析，运算的结果为犚犮＝０．９３１５

＞犚犮犜，满足相似度要求，判定是目标。

２．２．３　抗旋转变化算例

如果只存在目标的旋转变化，目标图像的图

标信号可以根据式（１）～式（８）计算得到。以图

１（ａ）和４（ｅ）为例计算相应的图标信号，结果见图

６（ｃ）。

进行相似度分析，运算的结果为犚犮＝０．９４３４

＞犚犮犜，满足相似度要求，判定是目标。

２．２．４　抗平移、尺度、旋转变化算例

如果同时存在目标的平移、尺度、旋转变化，

目标图像的图标信号可以根据式（１）～式（８）计算

得到。以图１（ａ）和４（ｇ）为例计算相应的图标信

号，结果见图６（ｄ）。

进行相似度分析，运算的结果为犚犮＝０．９３０８

＞犚犮犜，满足相似度要求，判定是目标。

３　结　语

根据ＩＣＭ图标信号获取的不变特征对噪声

信号较敏感，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ＩＣＭ 和小波变

换的图像匹配识别算法。实际算例说明，该算法

７２２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在目标发生平移、旋转、尺度变化以及含有噪声的

情况下仍可以保持较高的识别精度，并且图标信

号是一维的，因此，本文算法只需要较少的匹配运

算量就能获得较高的识别率。

图６　不同变化下的图标数据曲线

Ｆｉｇ．６　Ｉｃ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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