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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义的图像检索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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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图像固有的颜色、纹理、形状等特征的自动识别，结合相应的降维方法，改进了传统的图像检索

技术，为多媒体数据的检索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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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产生基于文本的图像检

索技术以来，人们对图像和视频的语义标注的研

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数都是通过对

图像进行手工标注，然后利用文本检索技术进行

关键词检索。ＧｅｔｔｙＡＡＴ
［１］使用近１３３０００个术

语来描述艺术、艺术史、建筑以及其他文化方面的

对象，并推出３０多个等级目录，从７方面描述图

像的概念、物理属性、类型和刊号。又如 Ｇｏ

ｇｒａｐｈ
［２］将图像分为动态图像、照片、图标、背景、

艺术剪辑图、插图、壁纸、界面、成套图像８个一级

类，下设数量不等的子类。而商用图像检索系统

Ｇｏｏｇｌｅ，先用文本来描述图像的语义，然后在这些

图像文本标注基础上应用成熟的文本搜索算法，

为用户搜索预期的图像。

１　图像的内容特征

１．１　颜色特征提取

颜色特征［３］是一种全局特征，描述了图像或

图像区域所对应景物的表面性质。颜色特征是基

于像素点的特征，所有属于图像或图像区域的像

素都有各自的贡献。对颜色特征的表达有很多种

方法，如直方图法、累积直方图法、局部累加直方

图法、颜色布局法、中心矩法等。这些方法的中心

思想都是将数字图像的颜色特征，离散化为相应

的特征向量，这些特征向量能够作为图像语义特

征在图像数据的检索过程中进行匹配。本文以较

为常用的统计直方图法、累积直方图进行说明。

统计直方图（直方图）是一个１Ｄ的离散函

数，即

犎（犽）＝狀犽／犖 ，犽＝０，１，…，犔－１ （１）

式中，犽代表图像的特征取值；犔代表可取的特征

值个数；狀犽 是图像中具有特征值为犽的像素的个

数；犖 是图像像素的总数。

累积直方图也是一个１Ｄ的离散函数，有：

犐（犽）＝∑
犽

犻＝０

狀犻
犖
，犽＝０，１，…，犔－１ （２）

　　原始图１（ａ）经颜色特征提取转换为图１（ｂ）

所示，１８级色彩分布图。由于颜色对图像或图像

区域的方向、大小等变化不敏感，所以颜色特征不

能很好地捕捉图像中对象的局部特征。另外，仅

使用颜色特征查询时，如果数据库很大，常会将许

多不需要的图像也检索出来。

图１　图像颜色特征的提取

Ｆｉｇ．１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ｆｏｒＩｍａｇｅＣｏｌｏｒ

１．２　纹理特征提取

纹理特征也是一种全局特征［４］，图像的纹理

特征有时在局部区域内可能没有规则，但在整体

上却往往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与颜色特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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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纹理特征不是基于像素点的，它需要在包含

多个像素点的区域中进行统计计算。在模式匹配

中，这种区域性的特征具有较大的优越性，不会由

于局部的偏差而无法匹配成功。作为一种统计特

征，纹理特征常具有旋转不变性，并且对于噪声有

较强的抵抗能力。纹理特征描述方法分类包括统

计方法、几何法、模型法、信号处理法等。

图２中以统计方法进行说明，统计方法是一

种称为灰度共生矩阵的纹理特征分析方法。灰度

共生矩阵有能量、惯量、熵和相关性４个关键特

征。每个特征对应１个纹理共生矩阵，每个共生

矩阵具有８个纹理特征向量｛狏１，狏２，…狏８｝。

在检索具有粗细、疏密等方面较大差别的纹

理图像时，利用纹理特征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

当纹理之间的粗细、疏密等易于分辨的信息之间

相差不大的时候，通常的纹理特征很难准确地反

映出人的视觉感觉不同的纹理之间的差别。

图２　纹理特征

Ｆｉｇ．２　Ｔｅｘ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１．３　形状特征

通常情况下，形状特征有轮廓特征与区域特

征［５］两类表示方法。图像的轮廓特征，如图３（ａ）主

要针对物体的外边界，而图像的区域特征则关系到

整个形状区域。各种基于形状特征的检索方法都

可以有效地利用图像中感兴趣的目标来进行检索。

主要步骤包括图像二值化、轮廓特征编码、区域特

征编码。主要处理方法为区域特征法、傅里叶形状

描述符法、几何参数法、形状不变矩法等。图３采

用对上述方法改进的基于小波和相对矩的形状特

征提取与匹配方法，该方法先用小波变换模极大值

得到多尺度边缘图像，然后计算每一尺度的７个不

变矩｛狏１，狏２，…，狏７｝，将所有尺度上的相对矩作为图

像特征向量，如图３（ｂ）７２维边界直方图。

图３　形状特征转换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ｏｒＳｈａｐ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２　图像信息的降维

图像的语义特征被描述为由颜色、纹理、形状

形成的高维空间。因此在检索的过程中需要解决

如何将高维的信息结构描述映射并绘制到二维空

间的问题。降维算法有很多，如主成分分析方法、

多维缩放（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ｉｎｇ）方法、局部

线性嵌入（ｌｏｃａｌｌｙｌｉｎｅａｒ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方法、最小生

成树方法（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ｐａｎｎｉｎｇｔｒｅｅｓ）、寻径网方法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ａｌｉｎｇ）、弹簧（ｓｐｒｉｎｇｅｍ

ｂｅｄｄｅｒ）方法等。

本文采用的是多维刻度法（ＭＤＳ）
［６］。多维

刻度法能够将实体间的关系转化为向量空间。这

种方法实质是加入矩阵转换的统计模式，它将多

维信息通过矩阵运算转换到低维空间中，并保持

原始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ＭＤＳ方法分为度量

ＭＤＳ和非度量 ＭＤＳ。度量 ＭＤＳ方法的关键思

想是：将原先空间中的点采用投影的方法映射到

欧氏空间中，然后在欧氏空间内用符合布局要求

的点距来近似表示原先空间中这些点之间的距

离。例如，如果用犱（犽，犾）表示点犡犓 与犡犔 之间

距离，用犱′（犽，犾）表示点犡′犓与犡′犔之间距离，则度

量 ＭＤＳ试图用犱′（犽，犾）来近似地表示犱（犽，犾）。

如果误差用［犱（犽，犾）－犱′（犽，犾）］２ 来表示，则取最

小值的目标函数可写成：

犈犕 ＝∑
犽≠１

［犱（犽，犾）－犱′（犽，犾）］
２ （３）

　　当没有距离的精确值时，特别是当数据向量

的组成部分按距离的大小顺序加以表示时，映射

应该努力使二维输出空间距离的排名与原始空间

距离排名相匹配。通过引入一个单调递增函数犳

６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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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保证映射后的距离排名与原来的距离排名一

致，非度量 ＭＤＳ就采用了这样一个函数。据此，

合理的误差函数是：

犈犖 ＝
１

∑
犽≠１

［犱′（犽，犾）］２∑犽≠１
［犳（犱（犽，犾））－犱′（犽，犾）］

２

（４）

对映射点犡′犓的任何给定的结构，总能选择适当

的函数犳使犈犖 最小。

３　图像语义空间

３．１　语义检索

与传统的检索模型相比，语义检索模型在形

式上采用“以网映射的模式”（关键字知识库目

标）代替了传统的一级映射。语义检索模型代替

现有的单一检索模型的根本原因是其更为丰富的

知识库。在传统的检索模型的服务过程中，知识

库主要的服务是针对原始数据的，很少提供用户

端的服务。而语义检索模型可以通过一定的结构

设计将知识服务的范围向上扩展到传统的检索模

型中，向下扩展到用户领域，从而可以针对特定的

用户建立一个或几个领域的、一个或几个地区的知

识网络。面对上述“信息丢失”问题，语义检索模型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高层概念和低层特征的关

联。能够建立图像数据底层特征与高层语义概念

的关联，就能够使计算机自动抽取图像数据的语

义。对于一般性的特征，建立起这种关联是非常困

难的。但是针对多媒体信息检索而言，可以采用

语义模板、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方法，以及在用

户交互的辅助下，从底层特征获取语义信息。

３．２　图像语义空间的构建

笔者将传统的向量空间模型与图像特征结合

起来构造语义空间。在这个模型中，采用了一个多

维矩阵犅，行表示图像，列表示特征。在图像检索

系统中，列表示的是低级特征（如颜色、纹理、形状）

或者是预先注释的高级的语义属性（如类别、类型、

尺寸等）。犅犻犼表示图像犻具有属性犼的程度的度

量，它可以是多元的，也可根据属性特点给它加权。

除了上述传统的语义特征外，在图像的语义空间中

还包含隐藏语义特征。在检索过程中，如果用户

不能详细地提供示例图像享有共同的语义属性信

息或给出错误的反馈信息，那么就不知道这种属

性的准确意义，称这种属性为隐藏语义特征。但

是，在图像检索中，用户和系统交互中积累的隐藏

语义特征，能够用来推断语义空间的矩阵。

高维空间的内积运算犓（狓犻，狓犼）称为核函数，

它可以是满足 Ｍｅｒｃｅｒ条件
［７］的任意对称函数。

常用的核函数［８］有：

① 多项式核函数

犓（狓犻，狓犼）＝ （狓犻·狓犼＋１）
狇，狇＝１，２，… （５）

　　② 径向基（ｒａｄｉ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ＢＦ）核函数

犓（狓犻，狓犼）＝ｅｘｐ －
狓犻－狓犼

２

２σ｛ ｝２
（６）

　　③犛形（ｓｉｇｍｏｉｄ）核函数

犓（狓犻，狓犼）＝ｔａｎｈ（υ·（狓犻·狓犼）＋犮） （７）

　　内积运算的结果满足多维刻度法最小值的目

标函数，即可得出当前的最优解。由于内积函数

的存在，即使在特征维数增加很多的情况下，解优

化的过程并没有增加多少复杂度。

４　图像内容特征的组合机制

在检索过程中，在图像的内容特征不同的场

合，具有不同效果。因此，根据颜色检索主体、纹

理检索主体、形状检索主体所用的特征距离度量，

同时结合各特征度量的相对权重，得到全局特征

距离度量，按照全局特征距离度量计算出最终的

检索结果排列并返回到客户端界面，其中全局特

征距离度量为：

犇ｏｖｅｒａｌｌ狇，狋 ＝αｃｏｌｏｒ犇
ｃｏｌｏｒ
狇，狋 ＋αｔｅｘｔｕｒｅ犇

ｔｅｘｔｕｒｅ
狇，狋 ＋

αｓｈａｐｅ犇
ｓｈａｐｅ
狇，狋 （８）

其中，犇ｏｖｅｒａｌｌ狇，狋 为全局特征距离度量；犇ｃｏｌｏｒ狇，狋 、犇
ｔｅｘｔｕｒｅ
狇，狋 、

犇ｓｈａｐｅ狇，狋 分别为颜色、纹理、形状特征距离度量；α为

相对权重。

４．１　评价方法

本文引入三个与图像检索相关的统计量———

检测精度、误报率和检测率，它们定义如下：

检测精度（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犘）＝

正确分类的样本数
总样本数

误报率（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Ｐ）＝

正常样本被误报为异常的样本数
正常样本数

检出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ＤＲ）＝

被检测出的目标样本数
目标样本数

（９）

４．２　实　验

为有效度量数据点之间的距离，实现数据分

类，人们定义了很多距离函数，如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ｙ距

离、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距离等，但是无法同时处理连续属

性和离散属性。本例中的特征矢量集是一个异构

数据集，异构数据集通常无法定义内积，因此无法

７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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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应用多维刻度法。本实验应用一种基于

ＨＶＤＭ（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ｖａｌｕ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ｔｒｉｃ）

距离的ＲＢＦ核函数
［９］，将多维刻度法在异构数据

集上进行推广。该核函数用异构数据集上的

ＨＶＤＭ距离———犎（狓犻，狓犼）代替范数（两点间距

离的平方），然后通过ＲＢＦ的核函数定义将输入

数据集映射到一个特征空间。

基于ＨＶＤＭ的ＲＢＦ核函数为：

犓（狓犻，狓犼）＝ｅｘｐ －
犎（狓犻，狓犼）

２σ｛ ｝２
（１０）

式中，犎（狓犻，狓犼）为狓、狔之间的 ＨＶＤＭ 距离。这

种距离定义对不同的属性采用不同的距离定义方

式，最终的距离用各个属性分量的欧氏距离来获

得，充分表达了数据集之间的相似性，更好地度量

数据之间的距离。根据 Ｗｉｌｓｏｎ等人采用不同距

离函数进行分类的结果表明，异构数据集上的距

离计算式中的 ＨＶＤＭ 效果最好，而且计算简单

高效。

检测实验一共包括１０００幅经过图像特征提

取处理的普通序列数据，在其中５０个数据中加入

用户标注。由于特征矢量集是一个异构数据集，

本文采用基于 ＨＶＤＭ 的ＲＢＦ核函数，进行数据

检测。对于颜色特征，用户可根据滑标选择亮度、

饱和度、对比度（或犚、犌、犅）；对于共生矩阵，用户

也可通过滑标方式来选择一定的矩阵值录入；形

状特征的直接输入可通过用户以计算手绘的方式

录入。参数α代表３类图像特征的权重关系。如

表１所示，对于一定的特征矢量集，参数α取不同

值的时候，对检测性能有很大的影响。同时，改变

核参数σ的取值，会导致分类面发生了变化。实

际应用中根据数据的特点，通过选权重参数α和

核参数σ的不同组合，测试在各种组合下的性能，

然后选择检测性能最好的组合即可。

５　基于语义的图像检索应用

本文给出了一个基于 ＭＰＥＧ７的图像语义

标注系统。系统通过图形化用户操作界面，减少

用户标注图像内容的复杂程度，建立相对标准的

符合 ＭＰＥＧ７的描述方案，为今后半自动标注及

图像检索奠定基础。系统首先将图像文件载入到

系统中，然后用户对所选图像分别从图像特征、人

工标识和语义关系３个方面进行标注，最后将标

注的结果通过ＪａｖａＸＭＬ解析器以 ＭＰＥＧ７方

案的方式保存在ＸＭＬ文件中。这些ＸＭＬ文件

可以进行再编辑和被其他系统调用。

表１　实验结果数据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ｆ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α

　σ
１ ２ ４

犘＝９１．４０％ 犘＝９０．００％ 犘＝８９．３０％

１００ ＥＰ＝７．４７％ ＦＰ＝８．９５％ ＦＰ＝９．５％

ＤＲ＝７０％ ＤＲ＝７０％ ＤＲ＝６８％

犘＝９２．９０％ 犘＝９１．８０％ 犘＝９１．７０％

２００ ＦＰ＝６．１１％ ＦＰ＝６．８４％ ＦＰ＝６．９４％

ＤＲ＝７４％ ＤＲ＝６６％ ＤＲ＝６６％

犘＝９４．００％ 犘＝９３．５０％ 犘＝９１．８０％

４００ ＦＰ＝５．０５％ ＦＰ＝５．２６％ ＦＰ＝６．９４％

ＤＲ＝７６％ ＤＲ＝７０％ ＤＲ＝６８％

犘＝９５．１０％ 犘＝９５．５０％ 犘＝９５．６０％

１００ ＦＰ＝４．１１％ ＦＰ＝３．５８％ ＦＰ＝５．３７％

ＤＲ＝８０％ ＤＲ＝７８％ ＤＲ＝７４％

犘＝９８．２０％ 犘＝９８．２０％ 犘＝９７．１０％

２００ ＦＰ＝１．０５％ ＦＰ＝０．９５％ ＦＰ＝１．５８％

ＤＲ＝８４％ ＤＲ＝８２％ ＤＲ＝７２％

犘＝９７．００％ 犘＝９６．４０％ 犘＝９５．５０％

４００ ＦＰ＝２．２１％ ＦＰ＝２．５３％ ＦＰ＝３．３７％

ＤＲ＝８２％ ＤＲ＝７６％ ＤＲ＝７４％

　　图４描述了图像检索系统的结构。

１）输入图像文件，对颜色、纹理、形状等特征

进行分割，生成特征文件。

２）对于第一步形成的每个特征文件进行自

动识别处理，形成对应的文本信息文件，每个文本

信息文件与其相应的图像文件或者图像文件段相

关联。

图４　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３）对于转化而成特征文本文件，依照向量空

间模型方法对其建立结构模型。采样向量空间模

型描述的每个文本文件是一个多维向量，通过这

些多维向量之间的距离表示了其对应的文本之间

的相关性。

４）采取降维的方法将高维空间中的点及点

之间的关系转换到低维空间进行描述，通过转换

８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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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信息的维数能够提高模型的查找效率。

图５　基于语义的图像检索运行图

Ｆｉｇ．５　ＲｕｎｎｉｎｇｏｎＩｍａｇ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用户的检索有两种形式，如图５所示，第一种

形式为直接输入关键词；第二种形式为输入一个

示例图像文件。前者不考虑到语言模型，直接以

图像的特征参数，在另一图像文件中进行匹配，检

索出最接近的图像内容。对于后者，这个示例文

件经过自动图像识别，然后切分词，对照词表和词

频选择恰当的关键词。这样的检索方式可以跨越

语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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