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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无参数统计特征进行旋转不变
纹理图像渐进检索

朱先强１　邵振峰１　李德仁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分析了Ｒａｄｏｎ变换和Ｌｏｇｐｏｌａｒ变换在消除旋转位移时对频谱的影响，探讨了 ＮＳＣＴ变换和小波变

换在不同检索参数下的平均检索性能，在此基础上构造出多尺度多方向纹理变换谱和旋转不变特征矢量，并

提出了一种基于无参数统计特征的旋转不变纹理图像两级渐进检索算法。通过 ＶｉｓＴｅｘ标准纹理图像库的

检索实验证明，与传统检索算法相比，本文提出的算法既可获取纹理主方向，同时又能表征纹理细节信息，有

效地提高了旋转不变纹理图像检索的查准率和检索效率。

关键词：ＮＳＣＴ；Ｌｏｇｐｏｌａｒ变换；无参数统计特征；旋转不变纹理检索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近年来，多尺度分析与旋转位移变换方法广

泛应用于旋转不变纹理分析，如 Ｍｏｎｔｏｙａ研究利

用可控金字塔多级分解系数的能量主方向作为不

变特征进行检索实验［１］；Ｋｏｕｒｏｓｈ、ＣｈｉＭａｎ等将

Ｌｏｇｐｏｌａｒ或Ｒａｄｏｎ变换与小波变换相结合提取

不变性特征进行旋转纹理图像检索［２，３］；Ｆｒａｎｃｉ等

利用Ｇａｂｏｒ和Ｇａｕｓｓｉａｎ滤波系数的归一化能量

矢量进行旋转纹理识别实验［４］等。以上研究虽取

得了一些初步的实验效果，但是都存在局限性，具

体表现为：① 旋转位移变换虽然减少了旋转影

响，但是破坏了原始频谱信息；② Ｇａｂｏｒ滤波器

和小波变换［５］等方法并不能提供对图像的最稀疏

表达，无法充分利用数据本身所特有的几何特征

及挖掘图像的方向边缘信息；③ 其使用的纹理度

量方式主要包括模型法和统计法两类，模型法能

够模拟出纹理的形态及形成过程，但是一般需要

运行参数，求解复杂，其使用范围受模型的限制；

统计法运算简便，可获取整体分布信息，但是却丢

失了位置信息。以上三个问题相互作用，共同制

约了纹理图像检索的查准率和检索效率。针对以

上问题，本文一方面分析了Ｌｏｇｐｏｌａｒ和 Ｒａｄｏｎ

变换过程对纹理细节和全局频谱特征的保持能

力，另一方面比较了ＮＳＣＴ（ｎｏｎ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ｎｔ

ｏｕｒｌｅｔ）变换和小波变换对图像光滑轮廓及方向信

息的捕捉能力，在此基础上，将具备普适性的直方

图统计特征与方向谱相结合，构造了多尺度多方

向纹理变换谱和旋转不变特征矢量，提出了一种

无参数统计特征的旋转不变纹理多尺度多方向图

像渐进检索算法。

１　旋转不变纹理图像检索

１．１　旋转不变特征矢量的构造

旋转不变纹理检索算法首先需要利用Ｌｏｇ

ｐｏｌａｒ变换将纹理图像的旋转变换转换为平移变

换，然后利用具备平移不变性的多尺度分析方法

提取纹理图像的多尺度多方向特征矢量。图１为

Ｌｏｇｐｏｌａｒ与ＮＳＣＴ相结合获取多尺度多方向变

换谱的流程图。

按图１的流程将纹理图像经过Ｌｏｇｐｏｌａｒ变换

后，按照尺度分别为１６、８及４个方向共计２８个方

向进行频谱分解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图像的

细节信息被分解至多尺度下的多个子方向上，但是

在不同方向的能量值根据纹理分布的不同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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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纹理图像Ｌｏｇｐｏｌａｒ＋ＮＳＣＴ变换谱

Ｆｉｇ．１　ＬｏｇｐｏｌａｒａｎｄＮＳ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Ｔｅｘ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

的差异，如表１所示。这种能量差异对纹理粗糙度

的视觉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实践表明，人眼对于能

量大的子带具有更强的敏感性，若以各子带的能量

特征作为距离加权值衡量纹理差别，将更容易抓

住纹理的主方向，提高纹理特征区别的能力。

不同旋转角度的纹理图像经过 Ｒａｄｏｎ变换

近似为Ｒａｄｏｎ变换的行平移，利用具有平移不变

性的 ＮＳＣＴ变换所获得的多尺度多方向边缘分

布系数近似具备旋转不变性，但是ＮＳＣＴ变换系

数的数据量非常大，不适合直接进行图像检索。

直方图［６］作为一种简单有效的统计特征，非常适

合对平移量的衡量，因此，本文采用直方图来描述

ＮＳＣＴ变换后的方向谱，提取其谱直方图作为纹

表１　犖犛犆犜方向子带能量分布

Ｔａｂ．１　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ＳＣ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ｎｄｓ

尺度
方　　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尺度一 ０．８６１ ０．７５７ ０．８１３ ０．７４３ ０．７４３ ０．８１２ ０．７３８ ０．８４９ ０．９９１ ０．８５７ １．００７ ０．９４６ ０．９００ ０．９３２ ０．８２８ ０．９６８

尺度二 １．１１４ ０．９７７ ０．９７７ １．１１３ １．１８８ １．２３８ １．２１１ １．１８２ － － － － － － － －

尺度三 １．５１７ １．５２１ １．５８５ １．５８２ － － － － － － － － － － － －

理特征描述算子。如图２所示，不同的方向子带

均表现出相似的直方图分布，即在零值附近表现

出高尖峰，两边长拖尾；由于其低通波段保留了整

体轮廓信息，所以低频谱直方图可作为纹理粗判

的依据。

图２　纹理图像Ｒａｄｏｎ＋ＮＳＣＴ变换谱直方图

Ｆｉｇ．２　ＲａｄｏｎａｎｄＮＳ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Ｔｅｘ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

１．２　能量敏感的相似性度量

从图２可以看出，各方向子带均服从相似的

分布，假设高频子带之间相互独立，且符合概率密

度函数狆（犡；θ犻）的分布，则两幅纹理图像之间的

距离用ＫｕｌｌｂａｃｋＬｅｉｂｌｅｒ散度可表示为：

犇（狆（犡；θ犻）狘狘狆（犡；θ犼））＝∫狆（犡；θ犻）·

ｌｇ
狆（犡；θ犻）

狆（犡；θ犼）
ｄ狓 （１）

其谱直方图离散ＫＬ散度为：

ＫＬ（犎犐１，犎犐２）＝∑
犓

α＝１
∑
狕

（犎
（α）
犐１（狕）－犎

（α）

犐２（狕）
）ｌｇ
犎
（α）
犐１（狕）

犎
（α）

犐２（狕）

（２）

式中，犓 为方向总数。式（２）是在各方向子带相

互独立的前提下得出的。实际上，ＮＳＣＴ变换系

数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且通过对方向子带

能量的统计分析，采用同一尺度不同方向上的能

量所占的百分比对相应方向上的特征进行加权，

可以强调人类视觉比较敏感的特征。因此，可得

到ＫＬ加权距离公式为：

ＫＬ（犎犐１，犎犐２）＝

∑
犓

α＝１

狑（α）∑
狕

（犎
（α）
犐１（狕）－犎

（α）

犐２（狕）
）ｌｇ（犎

（α）
犐１（狕）／犎

（α）

犐２（狕）
）

（３）

其中，方向子带权值狑（α）＝犈α／∑
犻
犈犻，犈＝∑

犻
ｌｇ狓

２
犻

为能量。式（３）包含对数运算，计算效率低，因此，

选择其一阶近似距离χ
２可有效降低复杂度，计算

公式为：

χ
２（犎犐１，犎犐２）＝

∑
犓

α＝１

狑（α）∑
狕

（犎
（α）
犐１ （狕）－犎

（α）
犐２ （狕））

２

犎
（α）
犐１ （狕）＋犎

（α）
犐２ （狕）

＝

∑
犓

α＝１

狑（α）χ
２（犎

（α）
犐１ ，犎

（α）
犐２ ） （４）

０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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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旋转不变纹理检索算法

为了提高检索效率，本文采取从粗到细的两级

渐进检索策略，首先采用ＮＳＣＴ变换的低频子带谱

直方图过滤掉相似性差别较大的图像，缩小目标范

围；然后采用ＮＳＣＴ变换的高频子带谱直方图对纹

理图像的细节信息进行相似性度量，实现纹理图

像的精细检索；最后按照相似性大小依次返回犓

个最佳图像。检索流程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旋转不变纹理图像检索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Ｔｅｘｔｕ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２　实验及分析

本文从 ＶｉｓＴｅｘ标准纹理库中选取３０幅图

像作为实验数据。每幅图像大小为５１２像素×

５１２像素，将每幅原始图像从０°到１８０°按顺时针

方向平均分成１６个旋转角度，然后以旋转图像中

心为原点，截取尺寸为１２８像素×１２８像素的子

图像构建目标纹理图像库，共包括４８０幅（３０×

１６）纹理图像。将同一幅纹理图像的１６个不同旋

转图像视为相似图像组合。

为比较Ｒａｄｏｎ变换与Ｌｏｇｐｏｌａｒ变换对旋转

变换的转换能力以及 ＮＳＣＴ与小波变换多尺度

多方向分解对检索性能的影响，Ｒａｄｏｎ及 Ｌｏｇ

ｐｏｌａｒ变换采样方式为最邻近采样，ＮＳＣＴ采用

ｍａｘｆｌａｔ塔形分解和ｄｍａｘｆｌａｔ７方向滤波器组。

选择表２中的四种实验方案进行检索实验，距离

衡量公式选择近似χ
２ 距离，检索性能采用通用的

平均查准率进行度量［７］。表２给出了所采用的旋

转位移变换方法和多尺度纹理分析参数以及对应

的检索性能。

表２　基于χ
２ 距离的旋转纹理检索平均查准率对比／％

Ｔａｂ．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Ｂａｓｅｄｏｎχ
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旋转位移

变换方法

多尺度分析

方法

２１２／小波

一个尺度

２２４／小波

二个尺度

３２０／小波

三个尺度

Ｒａｄｏｎ ＮＳＣＴ ５５．７ ６１．２ ６４．８

Ｌｏｇｐｏｌａｒ ＮＳＣＴ ９４．０ ９６．６ ９８．７

Ｒａｄｏｎ 小波变换 ４８．１ ５０．４ ５６．６

Ｌｏｇｐｏｌａｒ 小波变换 ７４．６ ８０．１ ９３．３

　　根据表２可以得出如下结论：① 无论是小波

分解还是 ＮＳＣＴ分解，在不同的分解尺度下，检

索性能随着分解尺度参数和方向参数的增加而在

整体上有所提高，其中尺度参数的增加比方向参

数的增加对检索性能的影响更为明显。② 在进

行旋转位移变换方面，Ｌｏｇｐｏｌａｒ变换比 Ｒａｄｏｎ

变换具有更好的能力，能够大幅度改善检索性能，

其理论依据在于Ｒａｄｏｎ采用线积分的计算方式

虽然能提高算法的抗噪性，但是在保持图像细节

方面不如直接进行坐标转换后采样的Ｌｏｇｐｏｌａｒ

谱，本文采用统计方法的距离变量忽略了 Ｌｏｇ

ｐｏｌａｒ变换带来的频谱错位，因而检索效率更高。

③ ＮＳＣＴ多尺度多方向分解要优于小波分解，前

者更多的方向及尺度信息表征图像信息的能力更

强。从检索耗时来说，在生成特征库阶段，ＮＳＣＴ

变换获取的方向信息耗时也比小波变换要长，而

Ｌｏｇｐｏｌａｒ变换无积分过程，计算效率要高于Ｒａ

ｄｏｎ变换。而在检索阶段，由于采用相同的特征

度量方式，本文方法与常规方法相比耗时一致，但

是检索精度较高。

图４为两个旋转不变纹理图像检索效果图，

其中旋转位移变换采用Ｌｏｇｐｏｌａｒ变换，多尺度

分析时采用 ＮＳＣＴ变换，分别以 ＶｉｓＴｅｘ标准纹

理库中的１．１．０１和１．１．０２为查询图像，本次检

索的查准率分别为９３．８％和８７．５％。从视觉效

果来看，返回的图像在视觉上具备相似性，符合人

的视觉特征。

图４　旋转不变纹理图像检索实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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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无参数统计特征的旋转

不变纹理多尺度多方向图像渐进检索算法。该算

法利用Ｌｏｇｐｏｌａｒ变换进行旋转位移处理，将具

备普适性的直方图统计特征与 ＮＳＣＴ多尺度多

分解的方向谱相结合，构造出不需要参数的旋转

不变纹理特征矢量。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方法

相比，本文方法能有效地提高纹理图像的检索效

率。下一步的研究将拓展能同时保证旋转和尺度

不变性的纹理检索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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