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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于语义挖掘的遥感影像检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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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建立一个三级影像内容描述模型，挖掘出隐含在不同影像不同区域中的语义特征；假定每一幅影

像必包含感兴趣区域和非感兴趣区域，在此基础上重新组织用来描述影像内容的语义特征，利用此特征进行

影像检索。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很好地提取出影像内隐含的语义特征；同时使用感兴趣影像和非感兴趣

影像进行检索，能够很好地提高检索精度，并且降低了检索的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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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和软件技术的

发展使得组织、管理和处理遥感影像的能力得到了

极大的提高，但是面对海量的遥感影像，快速并有

效地检索出感兴趣影像的能力仍显不足［１］。影像

检索系统的产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２］。

早期的影像检索是基于文本的影像检索方

法，主要是通过选择影像的地理位置和传感器类

型等属性特征在数据库中匹配出相应的检索结

果。新一代基于内容的影像检索方法通过比较影

像的光谱和纹理等特征的相似性，从而检索出具

有相似地物特征的结果。然而，基于内容的检索

方法同样也存在问题，主要集中在底层的影像特

征和高层的语义特征之间的差异。这种由用户视

觉感知的特殊性而产生的高层语义特征与底层影

像特征的差异被称为“语义鸿沟”［３］。如何挖掘出

影像内隐藏的语义特征来缩小“语义鸿沟”，成为

近年来影像检索领域的研究热点［４］。本文通过建

立一个基于语义挖掘的三级影像内容描述模型，

挖掘出隐含在不同影像不同区域中的语义特征，

然后在语义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影像检索。

１　影像内容描述模型

为了有效地提取出隐藏在遥感影像中的语义

特征，本文建立了一个适用于遥感影像的三级影

像内容描述模型。该三层模型包含区域层、区域

特征层和语义层，如图１所示。

图１　影像内容描述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Ｉｍａｇ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１．１　区域分割

ＪＳＥＧ分割算法
［５］是一种既融合了颜色信

息，又融合了空间信息的基于区域的图像分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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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它不仅能够很好地检测出影像中不同地物的

边缘，而且又不会产生过分割。针对遥感影像复

杂的光谱特性和纹理特性，将ＪＳＥＧ算法引入遥

感影像的区域分割中，并对其进行修改，使之适用

于多光谱遥感影像的分割［６］。

１．２　区域特征提取

在遥感影像分析中，光谱特征和纹理特征的

应用最普遍，本文选择这两个特征作为描述影像

内容的底层特征。在利用ＴＭ 影像进行实验时，

选择ＴＭ１～ＴＭ７（除去第６波段）这６个波段的

光谱特征。

利用灰度共生矩阵［７］提取影像的纹理特征，

并选择均值、方差、对比度、局部一致性指数及熵

这五个特征描述影像的纹理。

１．３　语义挖掘

首先利用贝叶斯方法找出区域、影像和语义

三者之间的联系，然后用ＥＭ 算法
［８］进行参数估

计，挖掘出隐含在影像内的语义特征。

假定区域特征狉犻∈犚＝ 狉１，…，狉｛ ｝犖 和影像犱犼

∈ 犱１，…，犱｛ ｝犕 是已知的，并且彼此独立，犖 和 犕

分别为区域特征和影像的数量；再假定必存在隐含

的语义特征狊犽∈犛＝ 狊１，…，狊｛ ｝犓 ，犓 为语义特征的

数量，则区域特征狉犻和影像犱犼的联合概率为：

犘（狉犻，犱犼）＝犘（犱犼）∑
犓

犽＝１

犘（狉犻狘狊犽）犘（狊犽狘犱犼）　（１）

　　在区域特征狉犻和影像犱犼存在的情况下，语义

特征狊犽出现的概率为犘（狊犽｜狉犻，犱犼）。结合贝叶斯

概率公式和式（１），犘（狊犽｜狉犻，犱犼）可以转化为：

犘（狊犽狘狉犻，犱犼）＝犘（狉犻狘狊犽）犘（狊犽狘犱犼）／

［∑
犓

犾＝１

犘（狉犻狘狊犾）犘（狊犾狘犱犼）］ （２）

根据ＥＭ算法，由式（２）可得：

犈（ｌｇ犘（犚，犇，犛））＝∑
犖

犻＝１
∑
犕

犼＝１

狀（狉犻，犱犼）·

∑
犓

犽＝１

犘（狊犽狘狉犻，犱犼）ｌｇ犘（狊犽狘犱犼）犘（狉犻狘狊犽［ ］）　　（３）

其中，狀（狉犻，犱犼）为区域特征狉犻在影像犱犼中出现的

次数。

利用拉格朗日乘子最大化式（３），得：

犘（狉犻狘狊犽）＝
∑
犕

犼＝１

狀（狉犻，犱犼）犘（狊犽狘狉犻，犱犼）

∑
犖

犿＝１
∑
犕

犼＝１

狀（狉犿，犱犼）犘（狊犽狘狉犿，犱犼）

（４）

犘（狊犽狘犱犼）＝
∑
犖

犻＝１

狀（狉犻，犱犼）犘（狊犽狘狉犻，犱犼）

∑
犖

狀＝１

狀（狉狀，犱犼）

（５）

　　将式（２）、式（４）和式（５）交替进行计算，则可

得出结果。最后，所有的影像可以用语义特征向

量｛犘（狊１｜犱犼），犘（狊２｜犱犼），…，犘（狊犓｜犱犼）｝来描述。

２　基于语义的影像检索

假定数据库中的每一幅影像都包含感兴趣区

域和非感兴趣区域，感兴趣区域和非感兴趣区域

中语义特征的后验概率分别为犘（狊犽｜犱犼）、犘（狊犽｜

犱犼）。同时设置犪和犫两个参数，分别表示感兴趣

区域以及非感兴趣区域的权值，该权值是通过对

比感兴趣区域和非感兴趣区域与待查询影像间的

相似性而获得的。因此，影像又能被新的特征犪犘

（狊犽｜犱犼）＋犫犘（狊犽｜犱犼）所代替。

３　实　验

利用多幅６波段的ＴＭ 影像作为实验数据，

每一幅影像都被分割为２５６像素×２５６像素的小

影像，然后利用这些小影像进行检索实验。

３．１　不同数量的语义特征检索实验

本实验选取了１０、２０、３０、４０和５０这五种数

量的语义特征进行影像检索，并对其检索结果的

查准率（正确的结果数／（正确的结果数＋错误的

结果数））进行比较，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不同语义特征数量及其检索查准率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由图２可以看出，影像检索的查准率随着语

义特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当语义特征数量分别

为１０和２０时，查准率有较大的变化，从２０开始，

查准率的变化趋于平缓。同时，伴随着语义特征

数量的增加，计算复杂度也逐渐增大。因此，本文

选择２０作为语义特征的数量，既保证了查准率，

又控制了计算复杂度。

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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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影像语义特征对比实验

首先对同一影像中不同区域的语义特征进行

比较，如图３所示。图３（ａ）为分割后的影像，并

标识出犃、犅和犆三个不同的区域，图３（ｂ）为犃、

犅、犆三个区域在不同语义特征号上对应的特征

值。由图３（ｂ）可以看出，当语义特征号为４、５、

１５、１６、１８和２０时，三个区域对应的特征值有明

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不同区域

的光谱和纹理特征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并且不同

区域间相对的空间位置关系也不同。

图３　同一影像中不同的区域及其语义特征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ＯｎｅＩｍａｇｅ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其次，对不同影像中光谱或纹理相似区域的

语义特征进行比较，如图４所示。图４（ａ）和４（ｂ）

分别为两幅原始影像图，选取这两幅影像中的犃

和犅 两个海洋区域的语义特征进行比较，结果如

图４（ｃ）所示。由图４（ｃ）可以看出，当特征号为１０

和１５时，特征值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其产生的原

因主要是由于区域间相对的空间位置关系不同，

如图４（ａ）中犃 区域邻接的区域为城镇，而图４

（ｂ）中犅区域邻接的区域为植被区。

图４　不同影像中相似区域及其语义特征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ｉ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

３．３　影像检索实验

首先以单幅影像为例检索出数据库中与之相

似的结果，然后同时选取感兴趣影像和非感兴趣

影像进行检索，并将两次检索的结果进行比较。

在以单幅影像为例进行检索的实验中，列出

了前８幅影像的检索结果（见图５）。在这８个结

果中，４幅影像与例图完全相似，只包含植被和较

少量的居民地；２幅影像与例图近似，不仅包含植

被和居民地，还包含海洋；２幅与例图差别较大，

包含了大量的水体或居民地。

图５　例图和检索结果

Ｆｉｇ．５　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在同时利用感兴趣影像和非感兴趣影像进行

检索的实验中（见图６），以图６（ａ）为感兴趣影像，

以图６（ｂ）为非感兴趣影像，希望从数据库中检索

出与感兴趣影像相似但又与非感兴趣影像不相似

的影像，图６（ｃ）中的８幅影像为检索结果。在这

８个结果中，５幅影像与感兴趣影像相似，与非感

兴趣影像不相似，只包含植被和少量居民地；３幅

图６　感兴趣影像、非感兴趣影像和检索结果

Ｆｉｇ．６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Ｕ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６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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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与感兴趣影像相似，不仅包含了植被和居民

地，也包含了少量水体。

比较两次检索的结果可以看出，只使用感兴

趣影像进行检索时，可以检索出与之相似的影像，

但是部分结果中也同时包含了其他地物特征；当

添加了非感兴趣影像再进行检索时，可以检索出

更多与感兴趣影像相似但又不包含非感兴趣影像

特征的影像，检索精度较只用感兴趣影像时有很

大的提高。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三级影像描述模型挖掘出

影像中隐含的语义特征，假定每幅影像必包含感

兴趣区域和非感兴趣区域，在此基础上重新组织

用来描述影像内容的语义特征，并利用该语义特

征进行检索。结果表明，三级影像内容描述模型

能够很好地挖掘出隐含的语义特征，并利用这种

特征描述影像内容；同时利用感兴趣影像和非感

兴趣影像进行检索，既提高了检索精度，同时又降

低了检索的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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