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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犆狅狀狋狅狌狉犾犲狋变换和谱直方图进行
多源遥感影像纹理特征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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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应用于多源遥感影像多尺度多方向纹理特征提取，分别采用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低频

子带谱直方图和多尺度多方向高频子带谱直方图实现多源遥感影像库的初步过滤和精确检索。通过ＵＳＣ和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组成的纹理检索实验表明，所提出的检索算法在检索精度和效率方面优于小波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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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４；ＴＰ７５３

　　纹理特征是多源遥感影像库检索的重要可视

化特征。目前，应用于遥感影像纹理特征提取和

分析的方法中，小波变换应用最为广泛。然而，二

维可分离小波变换由于基函数的各向同性性质导

致方向选择性差，在提取图像边缘轮廓信息时存

在局限性。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
［１］是一种从多尺度、多方向

的角度来捕获图像固有几何结构信息的图像表示

方法，满足各向异性尺度关系，有很好的方向性。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对于图像边缘轮廓和纹理特征的

表达有独到的优势，有效克服了小波变换只能在

有限方向上表达图像边缘信息的局限性［２］。目

前，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在遥感影像处理方面的应用

大多集中在融合、分类和压缩方面，针对信息含量

更加丰富的遥感影像库的检索研究还很少。

本文将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应用于遥感影像纹

理特征提取。首先，对分别代表轮廓信息和细节

信息的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低频系数和多尺度多方

向高频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采用将变换频

谱与直方图统计相结合的方式构造谱直方图，作

为特征描述子。本文的谱直方图包含了滤波器组

响应的边缘分布特征，可以准确地表达图像的局

部特征［３］，并且能够克服一阶统计矩在表达变换

系数时仅考虑变换系数统计特性而不考虑局部特

性的不足。

１　犆狅狀狋狅狌狉犾犲狋变换

二维可分离小波作为一维小波的简单张成，

对图像的表达存在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基函数的

各向同性性质导致获取方向信息的能力有限，在

一些具体应用中会不可避免地在图像边缘和纹理

细节处造成一定程度的模糊。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多

尺度和多方向的图像表达方式，能够克服小波变

换的这一局限性［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由塔型方向滤波器组将图像

分解成各个尺度上的带通方向子带，其分解可以

分成两个步骤：拉普拉斯金字塔（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ｐｙｒａ

ｍｉｄ，ＬＰ）和方向滤波器组滤波（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ｌｔｅｒ

ｂａｎｋ，ＤＦＢ），分别实现图像的多尺度分析和多方

向分析。ＬＰ分解首先通过低通滤波和抽取的方

法提取原信号的粗略估计，在此粗略估计的基础

上，通过插值与滤波的方法来估计原信号，然后计

算估计误差得到原始信号的差异部分。一次ＬＰ

分解可得到一个低通部分和一个差异部分，通过

迭代实现多级分解；其重构步骤即经过低通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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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和差异部分变换恢复原始信号。ＤＦＢ
［５］通过树

型结构分解高效地实现，犾级树型结构分解将产

生具有楔形频率划分的２犾 个子带。二维频谱中

的楔形区域对应于图像的方向分量，对不同分解

尺度下的高频子带可以选择不同的分解参数犾，

对低频子带重复上述过程可实现图像的多分辨

率、多方向分解。

２　谱直方图及相似性计算

给定一个影像犠 和一组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带

通子带犠
（α）。子带犠

（α）的谱直方图计算公式为：

犎
（α）
犠 （狕）＝

１

犠 ∑珒狏
δ（狕－犠

（α）（珒狏）） （１）

式中，δ（·）为狄拉克函数；珒狏为子带内像素矢量。

选择犓 个子带的直方图组成谱直方图特征矢量，

影像犠 的谱直方图矢量定义为：

犎犠 ＝ ［犎
（１）
犠 　犎

（２）
犠 　…　犎

（犓）
犠 ］ （２）

式（２）中，假设组成这一组直方图的变换域系数是

相互独立的。一幅影像或影像窗口的谱直方图从

本质上来讲，就是某一滤波器的频率响应和多滤

波器组的集成响应在边缘分布上的一组向量组

成，由此形成纹理特征。每个子带的谱直方图可

当作一个概率分布，因此，定义两个光谱直方图

犎犠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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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之间的距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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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χ
２统计量为 ＫｕｌｌｂａｃｋＬｅｉｂｌｅｒ距离离散度

的最佳近似值。

３　遥感影像多尺度多方向纹理特征

检索算法

　　采取从粗到细的二级检索策略，首先对目标

遥感影像库作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分解，分别获取低频子

带和多尺度多方向高频子带信号。考虑到Ｃｏｎｔ

ｏｕｒｌｅｔ变换所得到的低频子带反映了低分辨率尺

度上的影像轮廓信息，因此，首先对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

变换低频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并通过谱直方图进

行表示，利用低频谱直方图可以过滤掉差别较大

的影像，缩小目标范围，完成一级初步检索。然

后，对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得到的多尺度多方向高频

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并通过谱直方图进行表示，

利用高频谱直方图比较图像各个方向和尺度上的

细节信息，实现遥感影像的精确检索。

实现步骤可以描述为：① 选取不同类型的遥

感影像构建目标影像库，在构建目标影像库的时候

需要设置影像大小、影像重叠比参数以及相似影像

集。② 对所有目标影像库的所有影像采用Ｃｏｎｔ

ｏｕｒｌｅｔ变换，谱直方图特征库的构建基于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ｅｔ变换系数，根据要求设置谱直方图归一化范围

参数。③ 采用低频谱直方图实现粗略检索。计算

查询影像和目标影像的低频谱直方图之间的距离，

如果距离值小于某个阈值，则认为属于相似影像，

以此实现目标影像库的初步过滤，可以根据需要设

置阈值参数。④ 采用高频谱直方图实现精确检

索。计算查询影像和目标影像的高频谱直方图之

间的加权距离，如果加权距离值小于某个阈值，则

根据相似程度输出检索结果。同样，可以根据需要

设置阈值参数、各个方向高频子带在谱直方图所占

的权重以及返回的相似影像的个数。

４　实验及分析

４．１　实验数据及性能评价指标

实验中原始数据主要包括 ＵＳＣＳＩＰＩ所提供

的航空影像数据库以及北京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卫星影

像，从中选取１８块纹理特征相对均匀的影像区

域，按照Ｔｉｌｅ重叠分块方法，影像分块尺寸为１２８

×１２８，分块重叠度为２５％，最后得到包含７２４幅

影像的目标影像库。从同一块影像区域分块而来

的影像被认为包含相似的纹理特征，属于相似影

像集。图１给出了其中９种具有不同纹理特征的

原始影像。

图１　检索实验中部分包含不同纹理特征的原始影像

Ｆｉｇ．１　Ｓｅｖｅｒａ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为便于比较检索效果，谱直方图分别采用相 同尺度级数的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和小波变换获得，

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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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分解方向参数犾＝［１　２　３］，滤

波器为９７塔形分解和方向滤波器组。图像相似

性ｓｉｍ采用归一化谱直方图χ
２ 距离计算，计算

公式为ｓｉｍ＝１－χ
２。检索结果评价采用查准率

和查全率两个评价指标［６，７］，分别反映了系统检

索结果的准确程度以及系统检索结果的全面

程度。

４．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２是一次检索效果图，左边显示了查询影

像，为一幅具有房屋纹理特征的遥感影像，右边为

返回的１２幅相似影像结果（按照相似程度进行排

序）。低频谱直方图的相似性阈值为０．５，高频谱

直方图的加权相似性阈值设置为０．７，一共返回

１２幅相似影像，检索效果符合人眼视觉特征。

图２　基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和谱直方图的遥感影像纹理特征检索结果

Ｆｉｇ．２　Ｔｅｘｔｕｒ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表１对比了采用６４位和１２８位谱直方图归

一化范围条件下的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和小波变换的平

均检索效率，得出：① 与小波变换所得谱直方图

相比，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谱直方图检索的查准率和

查全率均较小波变换有不同程度的提高。② 直

方图归一化的级数对检索效率影响不大，用６４级

直方图可以较好地表征谱直方图特征，而且所花

检索时间也较少；相反地，分级过多的话可能会因

为不重要细节信息的放大影响检索准确率。

③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所得到的低频子带对于有一定

轮廓信息的影像具有较强的识别能力，利用其谱

直方图进行粗匹配可以有效地剔除结构差别较大

的影像。

表１　基于犆狅狀狋狅狌狉犾犲狋变换和基于小波变换

的平均检索性能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Ｐｅｒｆｏｒ

ｍ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ａｎｄ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变换算法

直方图归一化级数６４ 直方图归一化级数１２８

平均查全

率／％

平均查准

率／％

平均查全

率／％

平均查准

率／％

Ｃｏｎｔｏｕｌｅｔ变换 ６８．３ ６５．７ ６９．２ ６４

小波变换 ６１．１ ５９．０ ６２．４ ６０．６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了基于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和谱直方

图的遥感影像二级渐进检索算法，将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

变换应用于遥感影像的多尺度多方向纹理特征提

取，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系数归一化处理后通过谱直

方图进行表示，并以谱直方图间距离χ
２ 统计量来

衡量影像间的相似性。本文的检索算法既充分利

用了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在多尺度多方向图像纹理

特征提取方面的优越性，同时也利用了谱直方图

在表达图像边缘分布统计特征方面的有效性。采

用多源遥感影像作为实验数据，对算法进行了验

证。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检索算法对遥感影像

细节信息的评价能力要优于小波变换，是遥感影

像纹理检索的一种有效手段。今后的研究方向包

括基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的纹理特征旋转、尺度不

变性研究以及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的拓展算法研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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