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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概率的复杂目标图像语义推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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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本体技术语义表达的优势和ＢａｇＯｆＷｏｒｄｓ模型的复杂目标图像建模的优势，将复杂目标本体中

的本体概念作为随机变量引入到ＢａｇＯｆＷｏｒｄｓ模型中，提出了基于本体的复杂目标语义推理模型，建立了本

体概念同图像的映射关系。通过本体概念在语义网中的推理，得到图像更深层次的语义推理结论，并通过实

验验证了此模型的有效性。

关键词：ＳＩＦＴ描述子；本体概念；ＢａｇＯｆＷｏｒｄｓ模型；语义推理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Ｐ２０８

　　基于本体技术易于对语义知识进行表达及推

理的优势［１，２］，前人在构建高层语义同低层图像

特征的映射方法及图像语义模型方面作了大量的

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图像纹理、颜色及几

何特征的映射方法上。随着目标复杂度的提高、

目标几何尺寸的加大，基于像素的建模也越来越

困难，尤其是对高分辨率遥感图像中的复杂目标，

基于像素的建模无法给出复杂目标的合理描述，

这是复杂目标建模的难点。大量的研究表明，

ＢａｇＯｆＷｏｒｄｓ方法对复杂目标图像的建模及描

述非常有效，并且作为复杂目标建模研究的热点

和趋势［３６］，其中有代表的例子是基于内容检索的

ＬＳＡ
［７］、ＰＬＳＡ

［５，８］和ＬＤＡ
［８，９］方法。然而，在这些

模型中提出了隐含主题的概念，而隐含主题的概

念并没有明确的语义含义，使得对图像进行深层

语义推理时带来不便。本文结合本体技术语义表

达的优势［１０，１１］和ＢａｇＯｆＷｏｒｄｓ模型的复杂目标

图像建模的优势，将本体概念作为随机变量引入

到ＢａｇＯｆＷｏｒｄｓ模型中，提出了基于概率的复杂

目标图像语义推理模型。

１　犅犪犵犗犳犠狅狉犱狊字典的构建方法

要将ＢａｇＯｆＷｏｒｄｓ方法引入到复杂图像中，

需要一个绝对稳定的描述符，用来去除复杂目标

图像存在旋转和尺度变换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选

择尺度不变描述子（ＳＩＦＴ）
［１２１４］作为本文模型的

特征基础。将ＳＩＦＴ描述子构建ＢａｇＯｆＷｏｒｄｓ

字典的具体方法如下：①特征的提取和表示，检测

和提取图像中的ＳＩＦＴ特征描述子。②形成字

典，对提取的ＳＩＦＴ特征描述子进行聚类（犓均值

算法），并将聚类中心构成特征字典（本文采用聚

类数为２００）。③将每幅图像的ＳＩＦＴ描述子对字

典进行量化，从而使得图像及其特征变为文档／字

计数狀（狑，犱）的统计。

２　本体概念的语义分析概率模型

基于本体概念的语义推理概率模型由两个子

模型组成：本体概念映射概率模型和本体推理模

型。

２．１　本体概念映射概率模型

此模型方法认为，对于某个给定的语义标签

（本体中的概念），关于该本体概念的字的分布犘

（狑｜犮）是稳定的。学习的过程是通过期望最大化

（ＥＭ）来学习犘（狑｜犮），拟合该本体概念对应的字

典的分布，其中，犮代表本体概念的随机变量，狑

代表字典。模型有３个变量：图像犱、本体概念犮、

字狑。条件分布犘（犮｜犱；θ）是建模图像犱和本体

概念变量犮之间的关系，θ为该分布的参数。条

件分布犘（狑｜犮；π）是建模本体概念犮和字狑 之间

的关系，π为该分布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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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算法：期望最大化（ＥＭ）。

１）Ｅ步骤：

犘（犮狘犱，狑）＝
犘（犮狘犱；π）犘（狑狘犮；θ）

∑
狕′

犘（犮′狘犱；π）犘（狑狘犮′；θ）
（１）

２）Ｍ步骤：

　

犘（狑狘犮；θ）∝∑
犱

狀（犱，狑）犘（犮狘犱，狑）

犘（犮狘犱；π）∝∑
狑

狀（犱，狑）犘（犮狘犱，狑
烅

烄

烆 ）

（２）

其中，狀（犱，狑）是图像犱中字狑 的计数。

简单的ＥＭ算法推导如下：首先给出似然表

达式，考虑犘（狑犻｜犱犼），写成犮的求和形式为：

犘（狑犻狘犱犼）＝∑
犓

犽＝１

犘（犮犽狘犱犼）犘（狑犻狘犮犽）（３）

对数似然函数结果为：

犾（θ，π；犖）＝

∑
犱，狑

狀（犱，狑）ｌｇ（∑
狕

犘（狑狘犮；θ）犘（犮狘犱；π））（４）

　　由于式（４）中存在一个求和取对数，所以函数

很难优化。这里假设每个图像由单独的一个本体

概念犆 产生，则该假设似然函数的优化简化如

下：图像记为犱犻∈１，…，犕，若第犻个图像由第犽

个概念犮犽产生，则式（４）简化为：

犾（θ，π；犖）＝

∑
犱，狑

狀（犱，狑）ｌｇ（犘（狑狘犮犽；θ）犘（犮犽狘犱犻；π））（５）

这样的形式可以给出一个解析的优化结果。现在

的问题是对于特定的犱犻，犽是不可直接观测的。

这里假设犽是一个随机矢量。

其次，推导不可观察的数据的分布。首先给

出混合分布参数的一个猜测，即给出θ、π的一个

猜测值。在有θ、π的情况下，可以很容易计算犘

（狑犻｜（θ，π）犼），用犮狔犻表示产生图像犱犻的概念，由贝

叶斯法则得：

狆（犮狔犻狘狑犻，（θ，π））＝

狆（犮狔犻）狆（狑犻狘犮狔犻，（θ，π））

∑
犽

狆（犮犽）狆（狑犻狘犮犽，（θ，π））
（６）

且狆（犮狘狑，（θ，π））＝ ∏
犻

狆（犮狔犻 狘狑犻）。考虑到

∑
犕

犻＝１

狆（犻狘狑犼）＝１，通过推导，似然函数的期望为：

犙＝∑
犕

犾＝１
∑
犖

犻＝１

狀（犱，狑）ｌｇ狆（狑犻狘犮狔犾；θ）狆（犮犾狘狑犻）＋

∑
犕

犾＝１
∑
犖

犻＝１

狀（犱，狑）ｌｇ狆（犮狔犾狘犱犻；π）狆（犮犾狘狑犻） （７）

　　由式（７）可知，似然期望的最大化分别为最大

化式（７）中的两项。后半部分的优化过程如下：考

虑有约束∑
犾

狆（犮犾狘犱犻）＝１及拉格朗日乘子法，

求导后可得：

∑
犖

犻＝１

狀（犱，狑）狆（犮犾狘狑犻）

ｌｇ狆（犮狔犾狘犱犻；π）
＋λ＝０ （８）

　　对求导结果求和，可得到λ＝－犖，即可推导

得到式（２）中的第二式；同理可推得式（２）中的第

一式。

结合以上推导，可将本体概念映射模型的算

法总结如下：①在学习方法中，目标是基于训练数

据（图像集犇）来拟合在该本体概念犆下字的分

布犘（狑｜犮；θ）的，即已知犘（犮｜犱，狑），通过ＥＭ 算

法求犘（狑｜犮；θ）。②通过学习训练得到犘（狑｜犮；

θ），再通过ＥＭ算法求未知图像犇 关于本体概念

犆的分布犘（犮｜犱；π），当求得第犻个图像犱犻由第犽

个概念犮犽产生的概率犘（犮犽｜犱犻）的值为最大，且大

于某一阈值时，则将该本体概念犮犽映射到图像犱犻

中，即完成了对未知图像的语义映射。

２．２　本体概念语义推理模型

复杂目标本体库的构建是在该领域内由专家

定义的描述复杂目标本体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

及属性等语义成分构成的层次结构网，称作语义

网。而本体概念为本体库的基本组成成分，其中

概念之间的关系有ＩｓＡ（父子关系）、ＳａｍｅＡｓ（等

同关系）、ＩｎｖｅｒｓｅＯｆ（互逆关系）三种。

推理引擎则可以选择通用推理引擎，如Ｒａｃ

ｅｒ、ＦａＣＴ／ＦａＣＴ＋＋等，本文选用商用的推理引擎

Ｒａｃｅｒ。则复杂目标语义推理的方法为：① 通过

２．１节的描述，建立本体概念同含有复杂目标图

像之间的映射关系，即对图像进行本体概念的标

注。② 根据图像对应的本体概念，生成对图像语

义推理的请求。③ 导入本体库到推理引擎，并通

过对输入请求进行推理，得到推理结果。④ 对推

理结果进行整理，得到对该图像的语义推理结论。

３　实验及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准备

实验数据为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上截屏得到的８

幅图像，大小为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见图１、

图２。语义网中复杂目标本体库片段数据见图３。

　　由图３可以看出，复杂目标本体由概念港口、

机场等目标组成，同时机场又由概念民用机场、军

用机场组成。依次类推，民用机场和军用机场都

包含跑道及控制塔，但民用机场又只包含候机厅，

军用机场只包含机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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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候机厅”四幅图像

Ｆｉｇ．１　ＦｏｕｒＳａｍ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图２　“机窝”四幅图像

Ｆｉｇ．２　ＦｏｕｒＳａｍ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Ｎｅｓｔ

图３　复杂目标本体库片段数据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Ｔａｒｇｅｔｓ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ｅｇｍｅｎｔ

３．２　实验过程

１）定义图１中的前三幅图为本体概念“候机

厅”（犮２），图２中的前三幅图定义为本体概念“机

窝”（犮１），这６幅图像作为训练数据，图１及图２

中的最后一幅图为未知图像。

２）将训练数据通过２．１节中的学习方法进行

训练，获得犘（狑｜犮）本体概念犮下字狑 的分布，结

果如图４所示。图４的意义是本体概念犮对应字

狑 分布的灰度直方图（１代表“机窝”犮１对字的分

布结果，２代表“候机厅”犮２对字的分布结果）。

图４　本体概念下字的分布结果

Ｆｉｇ．４　Ｗｏｒｄ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３）在得到犘（狑｜犮）时，通过ＥＭ 算法求犘（犮｜

犱）未知图像关于本体概念的分布，结果如图５所

示。由实验结果可知，图上的特征点ＳＩＦＴ描述

子通过犘（狑｜犮）选取。针对犘（狑｜犮）选择ａｒｇ

ｍａｘ犘（犮｜犱）为阈值，则图５（ａ）犘（犮２｜犱１）为０．７３１８９

值最大，而概率值越大，证明文档犱１对犮２的相关性

越大，从而将本体概念犮２同该图像进行映射。同

理，图５（ｂ）则为本体概念犮１的映射结果。

图５　未知图像关于本体概念的分布结果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ＵｎｋｎｏｗｎＩｍａｇｅｓ

４）将对未知图像映射的本体概念犮１、犮２生成

语义推理的请求，利用Ｒａｃｅｒ推理引擎的推理请

求格式（ｒｅｔｒｉｅｖｅ（（狓 狔））（ｓａｍｅａｓ 狓犮２）ｏｒ

（ｉｓａ犮２ 狔））（推理本体概念犮２的父项 狓及等同

项 狔），将复杂目标本体导入到Ｒａｃｅｒ推理机中。

通过推理后，此请求返回的结果为（（狓机场候车

室）（狔民用机场））。同理可对犮１进行推理，但由

于在复杂目标本体中不存在犮１的等同项，则结果

为（（狔军用机场）），狓没有返回值。

５）重新整理推理结果，可得到图１最后一幅

图的语义推理结论为：“图像为候机厅，又称为机

场候车室，是民用机场的组成部分，非军用机场的

组成部分。”而图２中最后一幅图的语义分析结论

为：“图像为机窝，是军用机场的组成部分，非民用

机场的组成部分。”语义推理结论的正确与否与专

家构建复杂目标本体库的正确与否以及推理引擎

的正确率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本文应用的本体片

段是经过验证核实的，所以语义推理的正确性是

可以保障的。

３．３　实验分析

由以上的实验可知，在通过训练数据对本体

概念映射概率模型进行学习后，该模型以较高的

概率将本体概念同复杂目标图像进行映射（犘（犮２｜

犱１）为０．７３１８９，犘（犮１｜犱２）为０．８３８４６）。同时，通

过本体概念推理模型对图像相关的本体概念在复

杂目标本体库中进行推理，可以得到此图像更深

层知识的推理（通过映射后，可知图像描述了该本

体概念所代表的语义成分，而经过语义推理后，可

５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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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其父子关系及等同关系等其他的语义成

分，也就获得了图像更深层次的语义分析结论）。

然而在算法推导中做了假设，进行了简化，使

得图像同本体概念产生了一对一的映射模式，使

得语义推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的工作需考

虑提出多本体概念同图像的映射模型。若基于本

体的语义网较为庞大时，大规模本体概念推理在

效率上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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