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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半监督流形图像检索方法。给定查询图像，首先利用犔１ 距离进行相似度计算，构造出图

像数据库的加权图并排序；然后，由用户从排序结果中选择少量与查询图像相似的图像，形成正反馈图像集合

作为已标注样本，其他图像作为未标注样本，进行基于拉普拉斯流形正则化的半监督学习，训练分类函数；最

后利用训练好的分类函数对数据库中的图像进行分类排序，返回检索结果。在Ｃｏｒｅｌ图像数据集上的实验结

果表明，半监督流形图像检索方法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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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
［１］很难支持基于语

义的图像检索，为减少图像低层视觉特征与用户

检索语义概念之间的“语义鸿沟”，相关反馈技

术［２］、基于多进制小波变换的渐进式纹理图像检

索方法［３］、基于广义图像灰度共生矩阵的图像检

索方法［４］被引入。而在相关反馈技术中，通常由

于用户所提供的相关反馈非常有限，而图像的特

征空间维数很高，因此，研究人员开始考虑将流形

学习［５］用于图像检索，以便能够同时利用未标记

和已标记数据，如流形排序方法［６，７］、局部保持投

影［８］、最大化边缘投影［４］、增量关系嵌入［９］等方

法。基于Ｂｅｌｋｉｎ等人提出的拉普拉斯流形正则

化理论框架［１０］，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内容的半监

督流形图像检索方法。

１　基于拉普拉斯流形正则化的半监

督图像检索

１．１　半监督流形学习

半监督学习中，若给定数据集合犡＝｛狓１，狓２，

…，狓犾，狓犾＋１，…，狓狀｝犚
犇，标签集合犢＝｛１，…，

犮｝，数据集合犡可分为两部分：前面的犾个数据点

犡犾＝｛狓１，狓２，…，狓犾｝具有标签，而剩下的狌个数据

点犡狌＝｛狓犾＋１，狓犾＋２，…，狓犾＋狌｝（其中犾＋狌＝狀）没有

标签。半监督学习的目的是确定一个分类器

犳：犚
犇
→犢

为未标记数据确定标签。

大量的研究表明，高维非线性的数据可能嵌

入在一个低维流形中，如果首先利用非线性降维

技术将原有的观测数据映射到低维流形中，然后

在低维流形中进行数据处理，有望获得更好的数

据处理效果［５，１０］。流形学习正是一种用于实现从

高维非线性数据中发现低维流形结构的无监督学

习方法，其数学描述如下：给定高维观测数据集合

犡＝｛狓１，狓２，…，狓狀｝，其中狓犻犚
犇，为独立同分布

的随机样本，散布在光滑的犱维流形犕犚
犇上，

即犕 为嵌入在犇 维欧氏空间中的犱 维流形，流

形学习就是在没有任何关于犕 和犱 的先验知识

的情况下，根据有限的观测数据集合犡 发现犕

的嵌入映射：

φ：犕 犚
犇
→犚

犱，其中犱犇

并找到与高维数据一一对应的低维嵌入 犕＝

｛犿１，犿２，…，犿狀｝，犿犻∈犚
犱。

若假设用于学习的样本数据由犡×犚上的概

率分布犘 产生，那么已标记的数据对｛狓，狔｝由犘

产生，而未标记的数据狓∈犡由犘 的边缘分布犘犡

产生。显然，可以假定，在犘犡的内蕴几何结构中

（即流形中）邻近的两个点狓１，狓２∈犡，应该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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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标签，即犘（狔｜狓１）和犘（狔｜狓２）具有相似性。

半监督流形学习就是通过流形学习发现样本数据

的内蕴几何结构，然后利用这种几何结构来改善

监督学习的性能。

１．２　基于拉普拉斯流形正则化的半监督学习框架

Ｂｅｌｋｉｎ等人把体现数据内在几何结构的拉普

拉斯矩阵作为惩罚项引入到核学习的正则化框架

中，得到可用于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的统一拉普

拉斯流形正则化框架［１０］，可以转化为式（１）的优

化问题：

犳

＝ａｒｇｍｉｎ

犳∈犎犽

１

犾∑
犾

犻＝１

犔（狓犻，狔犻，犳）＋

γ犃‖犳‖
２
犓 ＋γ犐∫狓∈犕‖犕犳‖

２ｄ犘犡（狓） （１）

式中，犕表示犳沿流形犕 的梯度；∫狓∈犕 ‖犕犳

‖
２ｄ犘犡（狓）为梯度在边缘分布犘犡上的积分，可以

使用与数据相关的拉普拉斯进行近似，这样，上述

问题转化为最优化问题：

犳

＝ａｒｇｍｉｎ

犳∈犎犽

１

犾∑
犾

犻＝１

犔（狓犻，狔犻，犳）＋γ犃‖犳‖
２
犓 ＋

γ犐
（狌＋犾）

２∑
犾＋狌

犻，犼＝１

（犳（狓犻）－犳（狓犼））
２犠犻犼 （２）

　　若令犳＝［犳（狓１），犳（狓２），…，犳（狓犾＋狌）］
Ｔ，

犔＝犇－犠，犇 为对角矩阵，其对角元素为 犇犻犻

＝∑
犾＋狌

犼＝１

犠犻犼，那么式（２）可写为：

犳

＝ａｒｇｍｉｎ

犳∈犎犽

１

犾∑
犾

犻＝１

犔（狓犻，狔犻，犳）＋

γ犃‖犳‖
２
犓 ＋

γ犐
（狌＋犾）

２犳
Ｔ犔犳 （３）

　　根据表示定理，式（３）的最优化问题的解形式

为：犳 （狓）＝∑
犾＋狌

犻＝１

α犻犓（狓犻，狓），其中，犓（·）为

ＲＰＨＳ中的核函数。若损失函数取犔（狓犻，狔犻，犳

（狓犻））＝（狔犻－犳（狓犻））
２，得到最小二乘正则化（Ｌａ

ｐＲＬＳ）算法：

ｍｉｎ
犳∈犎犽

１

犾∑
犾

犻＝１

（狔犻－犳（狓犻））
２
＋γ犃‖犳‖

２
犓 ＋

γ犐
（狌＋犾）

２犳
Ｔ犔犳 （４）

可以证明，ＬａｐＲＬＳ的解为：α ＝（犑犓＋γ犃犾犐＋

γ犐犾
（狌＋犾）２

犔犓）－１犢。

如果式（４）中的损失函数采用岭损失函数犔

（狓犻，狔犻，犳（狓犻））＝ｍａｘ（０，１－狔犻犳（狓犻）），那么，可得

到支持向量机的正则化（ＬａｐＳＶＭ）算法：

ｍｉｎ
犳∈犎犽

１

犾∑
犾

犻＝１

（１－狔犻犳（狓犻））＋ ＋γ犃‖犳‖
２
犓 ＋

γ犐
（狌＋犾）

２犳
犜犔犳 （５）

ＬａｐＳＶＭ的训练包括两步：① 首先解二次规划

ｍａｘβ
犜犾－

１

２β
Ｔ
犙β：β

Ｔ
狔＝０，０≤β≤

１

犿
犾得到β

，其

中，β＝（β１，β２，…，β犾）
Ｔ，犾＝（犾，犾，…，犾）Ｔ，犙犾×犾＝

犢犑犓（２λ犾＋２λ犐犔犓）
－１犑Ｔ犢，犢犾×犾是对角元素犢犻犻＝

狔犻的对角矩阵，犓（犾＋狌）×（犾＋狌）为包括标签和未标签

数据上的核矩阵。在犑（犾×（犾＋狌））中，若犻＝犼且狓犻为

标签样本，则犑犻犼＝１，否则犑犻犼＝０。② 通过求解

线性系统α
＝（２λ犐＋２λ犐犔犓）

－１犑Ｔ犢β
，可以得到

最优的解α＝（α１，α２，…，α犾＋狌）
Ｔ。

１．３　基于流形正则化的半监督图像检索

基于拉普拉斯流形正则化框架可得到不同的

半监督学习算法，用于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给

定查询图像后，提取图像特征，然后根据犔１ 距离

进行相似度计算，构造出图像数据库的加权图，并

根据图像数据库与查询图像的犔１ 距离进行排序，

返回排序结果。接着由用户从返回的排序结果中

选择与查询图像相似的图像，形成反馈图像集合。

然后将反馈图像集合作为已标注样本，图像数据

库中的其他图像作为未标注样本，进行半监督学

习，训练分类函数，得到最优参数α和估计函数

犳
（狓）＝∑

犾＋狌

犻＝１
α犻犓（狓犻，狓）。最后，根据估计函数对数

据库中的图像进行分类排序，若犳（狓）＞０，则返

回检索结果，其检索过程如图１所示。

整个检索过程可以用基于流形正则化的半监

督学习算法（ＭＲＢＳ２Ｌ）和基于流形正则化的半监

督图像检索算法（ＭＲＢＳ２ＩＲ）来描述。

１）基于流形正则化的半监督学习算法

（ＭＲＢＳ２Ｌ）。

输入：犾个已标记样本数据｛（狓犻，狔犻）｝
犾
犻＝１，狌个

无标记样本数据｛狓犼｝
犾＋狌
犼＝犾＋１，正则化参数γ犃和γ犐。

输出：估计函数犳：犚
狀
→犚。

① 采用犽近邻或图核（ｇｒａｐｈｋｅｒｎｅｌ），利用犾

＋狌个数据结点，构建数据邻接图犌。图犌中边

的权值犠犻犼，可采用二值权，即若狓犻为狓犼的邻居结

点，则犠犻犼＝１，否则犠犻犼＝０；也可以采用热核权

值，即若犻≠犼，则犠犻犼＝ｅｘｐ（－｜｜狓犻－狓犼｜｜
２／２σ

２），

否则犠犻犻＝０。

② 选择一个核函数犓（狓，狔），计算Ｇｒａｍ矩

阵犓犻犼＝犓（狓犻，狓犼）。

③ 计算拉普拉斯矩阵：犔＝犇－犠，其中犇为

对角矩阵，其对角元素犇犻犻＝∑
犾＋狌

犼＝１
犠犻犼；

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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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流形正则化的半监督图像检索过程

Ｆｉｇ．１　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Ｉｍａｇ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④ 利用ＬａｐＲＬＳ或ＬａｐＳＶＭ算法计算α
；

⑤ 输出函数犳
（狓）＝∑

犾＋狌

犻＝１

α
犓（狓犻，狓）。

在用户进行相关反馈之前，分类器尚未进行

训练。因此，在流形正则化图像检索之前，首先根

据犔１ 距离对图像进行排序，然后从返回的图像中

选择犾个图像，作为基于流形正则化的半监督学

习算法的已标注样本数据进行训练。基于流形正

则化的半监督图像检索算法描述如下。

２）基于流形正则化的半监督图像检索算法

（ＭＲＢＳ２ＩＲ）。

输入：查询图像狇。

输出：检索结果集合。

① 计算查询图像的特征空间和待查询图像

的特征空间；

② 基于犔１ 距离进行相似度计算，返回数据

库中相似度最大的前犓 个图像；

③ 由用户从返回的图像集合中选择犾个图

像进行标记，形成图像检索的反馈集合；

④ 从数据集合中选择狀－犾个未标记图像，

形成未标记的图像集合；

⑤ 调用基于流形正则化的半监督学习算法，

训练估计函数；

⑥ 根据训练好的估计函数进行图像检索，返

回查询结果。

在基 于流形正则 化 的 半 监 督 学 习 算 法

（ＭＲＢＳ２Ｌ）中，由于涉及Ｇｒａｍ矩阵求逆，导致犗

（（犾＋狌）３）的时间复杂度。不过，针对具体的问

题，可以采用更有效的计算方法。例如，对于低维

线性问题，可考虑原始优化（ｐｒｉｍ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方法求解；而对于高度稀疏数据集，可考虑共轭梯

度法求解［１１］；对于非线性问题，可以考虑近似稀

疏方法，可达到犗（（犾＋狌）３）的时间复杂度，其中狉

为选择的样本数目［１２］。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在ＰＣ机上进行实验

仿真验证。实验从 Ｃｏｒｅｌ图像数据库中选择

１０００幅图像，分为１０个类别，每个类别包含具有

相同内容的１００幅图像。实验时，将所有图像分

别作为查询图像进行检索，每次选择１幅图像作

为查询，从剩下的９９９幅图像中查找相关的图像；

然后对检索的结果进行统计评价，评价指标为查

准率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与范围（ｓｃｏｐｅ）曲线。

图像检索中的特征选择对查询结果有很大的

影响。考虑到实际应用，以及方便与已有的检索

方法进行比较，实验中图像特征暂时只考虑颜色、

纹理等全局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实验采用的图像特征列表

Ｔａｂ．１　Ｉｍａｇ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Ｌｉｓｔ

名称 描述和维数

颜色相关图 ＨＳＶ空间，１４４维

颜色直方图 ＨＳＶ空间，３２维

颜色矩 ＨＳＶ空间，９维

Ｔａｍｕｒａ纹理特征 粗糙度，对比度，方向度，２０维

金字塔结构的小波纹理特征 ２４维

　　实验中，将 ＭＲＢＳ
２Ｌ方法与 ＭＲＢＩＲ、ＳＶＭ、

犔１ 距离法进行比。相关反馈中，用户标记１０幅

图像，即犔＝１０。另外，ＭＲＢＩＲ中的参数选择分

别为犓＝２００，α＝０．９９，σ１＝０．０５，迭代次数为５０

次。ＭＲＢＳ２Ｌ方法中，犠犻犼的计算采用热核权值，

正则化参数设置为γ
犾
犃＝γ

犾
犐／（狌＋犾）

２＝０．００５。无

相关反馈时的实验结果和有相关反馈时的实验结

果分别如图２和图３所示。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当不考虑相关反馈时，

犔１ 距离的查准率比较低，ＭＲＢＳ
２Ｌ方法的查准率

略好于 ＭＲＢＩＲ；当加入相关反馈后，ＭＲＢＳ２Ｌ方

法和 ＭＲＢＩＲ的查准率都得到了改善，两者的查

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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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无相关反馈时的实验结果比较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ｏ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图３　带相关反馈的实验结果比较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询结果都要优于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方法；并且，从

图３的实验结果比较可以看到，当选择范围比较

小时，ＭＲＢＳ２Ｌ方法和 ＭＲＢＩＲ的查准率很相近，

但是当范围扩大时，ＭＲＢＳ２Ｌ方法的查准率要好

于 ＭＲＢＩＲ。可以认为，由于 ＭＲＢＳ２Ｌ方法同时

兼顾了分类误差、数据分布的几何结构以及分类

函数的复杂性等多个因素，因此具有更好的泛化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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