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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可变权值的多特征索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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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基于样例的视频检索中，视频数据采用多个高维特征数据描述，针对不同的检索应用中这些特征数

据的权值经常会发生变化的情况，提出了一种面向可变权值的多特征索引树（ｍｕｌｔｉ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ｔｒｅｅ）结构，

以满足用户在样例检索过程中对特征权值进行自定义的设置。多特征索引树采用适应于浏览的树型结构对

视频的多个特征向量进行索引，检索时，通过遍历最低一层的集合节点，以减少数据维数对检索效率的影响，

并针对多特征索引树结构，提出了一种快速确定检索距离值的ＡＤＤ犽ＮＮ检索算法。实验表明，这种索引结

构及相应的检索算法具有较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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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有语义检索和样例检索

两种主要的方式［１］。由于视频数据的复杂性，用

于描述视频内容的低层特征有很多种，并且这些

特征大多数是高维数据，为了提高检索的效率，必

须对这些高维数据建立索引。索引的目的是为了

提高检索的效率，但是当数据维度达到３０～５０维

时，索引结构实现的检索没有顺序检索的速度快，

即所谓的“维度灾难”问题［２，３］。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国内外的专家主要从数据降维、数据近似和一

维变换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典型的索引结构

是 ＶＡＦｉｌｅ
［４］（ｖｅｃｔｏｒ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ｅ）。ＶＡ

Ｆｉｌｅ采用近似向量来表述数据集中的每一个数

据，然后通过顺序遍历的方式访问近似向量文件，

获得检索结果。ＯＶＡＦｉｌｅ
［５］在 ＶＡＦｉｌｅ的基础

上，采用距离相近的近似向量就近放置的原则，提

高了数据检索的效率。一维变换是将高维数据映

射为 一 维 向 量 的 算 法，包 括 Ｐｙｒａｍｉｄ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
［６］、ｉ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７］和ｉＭｉｎＭａｘ等算法
［８］。然

而，一维变换的过程必然带来信息的丢失，可能导

致在构造候选结果集时不能有效地排除不需要计

算的数据对象，降低了检索的效率。

随着多媒体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以高维数据

索引为基础的多特征索引结构也得到了广泛的关

注。文献［８］采用单个 犕Ｔｒｅｅ对所有的特征进

行索引，然后结合主成分分析与神经网络技术对

数据进行降维。这一方面对大容量的数据库进行

神经网络训练较为困难；另一方面，犕Ｔｒｅｅ结构

对于超过２０维的数据，检索性能显著下降
［９］。文

献［１０］提出利用降维方法和犅＋树索引结构实现

多特征检索。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可变权值的多

特征索引树结构。

１　多特征索引树（犕犉犐犜狉犲犲）

１．１　相似度距离模型

与单个特征不同，在权值可变的多特征检索

应用中，视频对象间的相似度距离是变化的。设

犉＝（犉１，犉２，…，犉狀）为用狀个特征描述的视频内

容，其中犉犻 表示第犻个特征，它由犱犻 维向量组

成。在多特征检索的方式下，视频对象犘和犗 之

间的相似度距离为：

Ｄｉｓｔ（犘，犗）＝∑
狀

犻＝１

狑犻Ｄｉｓｔ犻（犘，犗）

∑
狀

犻＝１

狑犻＝１，狑犻＞

烅

烄

烆 ０

（１）

式中，Ｄｉｓｔ犻（犘，犗）表示第犻个特征的相似度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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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狑犻表示第犻个特征在相似度计算时的权值。

同一个数据集中对象不同特征的距离处于不

同的值域范围内，因此，需要进行归一化处理：

Ｄｉｓｔ犻（犘，犗）＝
Ｄｉｓｔ′犻（犘，犗）

Ｄｉｓｔ犻ｍａｘ
（２）

式中，Ｄｉｓｔ′犻（犘，犗）指根据第犻个特征相应的相似

度距离公式计算出的特征距离值；Ｄｉｓｔ犻ｍａｘ指在整

个数据集中所有对象第犻个特征的最大距离值，

这样，两个对象所有特征的相似度距离值都归一

化到［０，１］之间。

在特征值归一化之后，两个视频对象间的相

似度距离值总是小于其狀个特征相似度距离值中

的最大值。因此，在建立索引结构时，两个对象的

相似度距离用式（３）计算，建立用于索引结构的相

似度距离模型：

Ｄｉｓｔ（犘，犗）＝ｍａｘ（Ｄｉｓｔ犻（犘，犗）） （３）

　　从式（１）和式（３）可以看出，当索引结构建立

后，相似度距离是最大特征距离值，而检索时计算

的距离值是加权后的相似度距离，这意味着索引

结构中的数据集合的覆盖半径较大，而在检索时，

这些数据集合的覆盖半径会随着权值的变化而进

行不同程度的收缩。

１．２　多特征索引树结构

与犕Ｔｒｅｅ等结构类似，多特征索引树包括

叶子节点和集合节点两类。叶子节点用于存储数

据库中所有对象的数据，其结构如下：

节点ＩＤ 父节点ＩＤ 特征犉１ … 特征犉狀 特征距离值犱

其中，父节点ＩＤ指当前叶子节点的父集合节点

ＩＤ；犉犻记录当前叶子节点第犻个特征的特征值；犱

是当前叶子节点与父集合节点中心对象的距离

值。

集合节点用于存储多个叶子节点构成的数据

库对象集合。与 犕Ｔｒｅｅ的路由节点不同，多特

征索引树的集合节点并不用来检索，而仅仅用于

浏览应用，以减少特征维度对树型结构检索效率

的影响，其结构如下：

节点

ＩＤ

父节点

ＩＤ

覆盖半

径犚

集合中心

对象ＩＤ

浏览对

象ＩＤ

叶子节点数

ＬｅａｆＮｕｍ

结点标识

ｉｓＲｏｏｔ

其中，节点ＩＤ和父节点ＩＤ用于构造树型的层次

结构，便于浏览；覆盖半径指定集合中所有叶子节

点与集合中心对象计算出的距离最大值；集合中

心对象ＩＤ指定记录集合节点中心对象数据的对

象ＩＤ；叶子节点数ＬｅａｆＮｕｍ指定当前集合中包

含的数据对象数目；节点标识ｉｓＲｏｏｔ标明当前的

集合节点是否是最低层的集合节点，即不是其他

任何集合节点的父节点的集合节点。由于构造集

合节点的中心对象时，为了使覆盖半径尽可能小

会使用虚拟的节点对象，因此，集合节点中保存了

用于代表集合节点的浏览对象ＩＤ，以提高浏览的

响应速度。

１．３　索引结构的生成算法

对于多特征索引树而言，其生成过程可以看

成是一个数据集合不断分裂成多个小集合的过

程。具体步骤如下：

１）获得数据集合中单个特征的距离为最大

值，这是多特征索引树区别于其他动态索引结构

的典型特征之一。

２）数据集合分裂算法。考虑到浏览的应用，

这里的数据集合分裂算法是根据集合中数据的分

布情况分裂为多个子集。如图１所示，首先确定

数据集合中距离值（式（３））最远的两个对象犃和

犅，并将这两个对象分别插入到两个新子集中。

然后分别计算数据集中所有对象与已有子集中第

一个对象的距离值（式（３）），确定其中距离最小的

值犱ｍｉｎ。如果犱ｍｉｎ小于给定的阈值 ＡｄｄＤｉｓ，表示

当前对象与某个子集比较接近，则将当前对象插

入距离最小值对应的子集中，如对象犓、犔、犎 和

犌；如果犱ｍｉｎ大于给定阈值 ＮｅｗＳｅｔＤｉｓ，表示当前

对象与已有子集的距离都比较远，如对象犆，则新

生成一个子集，并将当前对象插入新子集中；如果

这两条都不满足，则暂缓处理，如对象犇、犐和犑。

待所有的子集确定后，根据距离最近原则插入相

应的子集中。

图１　数据集合的分裂

Ｆｉｇ．１　Ｓｅｔ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ＭＦＩＴＲＥＥ

在所有的对象分配完毕后，计算各个子集节

点的数据，取子集中距离最远的两个对象的中心

点作为子集的集合中心，然后计算子集中各个对

象到子集集合中心的距离，取距离最小的对象ＩＤ

为数据集合浏览ＩＤ，取距离最大值（式（３））作为

子集的覆盖半径。

在数据分裂算法中，使用了两个阈值ＡｄｄＤｉｓ

和ＮｅｗＳｅｔＤｉｓ，其中，ＡｄｄＤｉｓ用于确定是否将对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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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加入现有的子集中，一般取ＮｅｗＳｅｔＤｉｓ的１／２，

这里取０．３５；ＮｅｗＳｅｔＤｉｓ用于确定是否要新生成

一个子集，其取值为：

ＮｅｗＳｅｔＤｉｓ＝δ·犇ｍａｘ （４）

式中，犇ｍａｘ表示进行分裂的集合节点的最大距离

值；δ值用于确定集合分裂的程度，为了避免子集

数目过多，δ值一般在０．６～０．８之间，这里取

０．７。

３）对分裂后的子集进行判断，如果满足分裂

条件，则继续分裂，否则停止分裂。数据集合的分

裂要考虑以下两个因素：数据集合中的数据个数

和数据集合的覆盖半径。在多特征检索中，由于

使用单个特征中最大的距离值作为两个对象的距

离，使得大部分的数据点都不能聚集在一个很小

的半径值内（除了基本相同的对象外，其他对象多

个特征中总有一些会有较大的距离值），因此，主

要考虑覆盖半径因素，最大覆盖半径值宜在０．１

～０．３之间，这里取０．３。

数据集合分裂算法由多个循环组成，首先是

生成两个初始子集，其算法复杂度为犗（３狀）；然后

遍历生成数据子集，其算法复杂度在最坏情况下

是犗（狀２／２），即此时待分裂的数据集合中所有的

节点都足够分散；最后生成新的节点，其算法复杂

度为犗（狀）。因此，一个数据集合分裂的算法复杂

度为犗（狀２）。

１．４　插入与删除算法

视频对象的插入过程如下：首先获得索引结构

中最低层的所有集合节点，然后将数据对象插入与

中心对象距离（式（３））最近的集合节点，并由下至

上更新所有父集合节点中的叶子节点数。此时还

需要判断数据对象与插入的集合节点中心对象的

距离值是否大于覆盖半径，如果是，则修改当前集

合节点的覆盖半径，否则不需要修改；最后对插入

数据的集合节点进行分裂条件的判断，若满足分裂

条件，则进行集合分裂操作，否则插入完成。

数据删除算法如下：首先找到需要删除的对

象，然后从下至上更新父集合节点中的叶子节点

数；对删除对象的集合节点进行更新操作，如果集

合节点的叶子节点数过少，那么对该集合节点的

父节点进行判断，如果其仍然符合分裂要求，则对

其进行重新分裂；如果不满足分裂要求，直接删除

其所有的子集合节点即可。

从索引结构的插入和删除算法过程来看，最

坏的情况就是会引起一次数据集合的分裂，因此，

插入和删除算法的复杂度与分裂算法的复杂度相

同，都是犗（狀２）。

２　犃犇犇犽犖犖检索算法

建立索引结构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检索的效

率，而检索效率的提高是由检索算法决定的。通

常的视频信息检索主要有范围检索（ｒａｎｇｅｑｕｅ

ｒｙ）和犽ＮＮ检索（犽ＮＮｑｕｅｒｙ）
［１１］两类。

与传统索引结构相比，多特征索引树结构在

采用基于过滤的方法时，具有以下特点：① 在多

特征索引树中，数据对象之间的相似度距离采用

了特征中的最大距离值，使得其集合节点大多具

有较大的覆盖半径，检索时，采用过滤算法难以滤

掉较多的数据集合；② 在检索过程中，叶子节点

中保存的距离值一般比根据权值计算出来的相似

度距离大，使得检索时用于过滤的判断值过大，不

能有效地过滤掉不需要计算的数据，降低了检索

效率。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特征索引树

的 ＡＤＤ犽ＮＮ（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ｅｃｉｄｅ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ｏｒ

犽ＮＮ）检索算法，其主要思想是通过快速地减小

用于过滤的判断值，尽可能过滤掉大部分的数据，

以提高检索效率。其具体算法如下：

１）根据用户选择的样例数据、特征及其权

值，构造检索对象。

２）将检索节点列表和结果列表置空，判断值

犇置为０。

３）直接遍历多特征索引树中最低层的集合

节点，降低维度对多特征索引树检索效率的影响：

① 计算检索对象与集合节点的权值距离（利用确

定的权值）犱，通过集合对象的覆盖半径犚计算检

索对象与集合节点的最小距离犇ｍｉｎ＝犱－犚；② 如

果犇ｍｉｎ＜０，表示检索对象在集合内，那么这个集

合中的对象一定是要访问的对象（距离值最小为

０），不再插入检索节点列表，而是直接访问该集合

的所有叶子节点；根据已定义的权值计算叶子节

点与特征对象的距离，按照距离值由小到大的顺

序插入到结果列表中。当然，如果结果列表中已

有犽个数据，而且当前插入对象的距离值大于判

断值犇，就不需插入；处理结果列表，将第犽个数

据的距离值赋给判断值犇，并删除第犽个以后的

所有数据，如果此时结果列表中不足犽个数据，则

不更新判断值犇；③ 如果犇ｍｉｎ＞０，表示检索对象

在集合外，将集合节点的相关数据（包括最大最小

值、节点ＩＤ、集合中心对象ＩＤ等）直接插入到检

索节点列表中。

４）遍历检索节点列表：① 如果结果列表中的

数据个数等于犽个（多余的都被删除了），且当前集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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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距离最小值大于判断值犇，则不处理当前集

合，遍历检索节点列表中的下一个集合；② 如果要

处理当前集合，则对当前集合的所有叶子节点进行

遍历，处理方法与步骤３）的第②步相同。

５）输出结果列表。

从算法的复杂度来看，检索算法在最坏情况

下与顺序检索相同，都是犗（犽＋狀），其中，狀是数

据集中的对象数，犽为需要检索出的对象数。而

检索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算法中对数据集合的

有效过滤。在ＡＤＤ犽ＮＮ检索算法中，利用多特

征索引结构树的特点，通过对一定需要遍历的数

据进行相似度计算，更早更快地降低用于过滤的

判断值，有效地过滤数据集合，并且减少了排序过

程的开销，提高了检索的效率。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测试的数据集来自于３０余部电影的４００多

个视频片段，按照每个视频片段每２０帧保存一帧

的方法，提取１万～３万个视频帧图像，按照

ＭＰＥＧ７标准中１２维颜色布局描述符和８０维边

缘直方图描述符的提取方法和相似度距离计算公

式［２］，提取视频帧图像的颜色和形状特征，存储在

关系数据库中。由于在检索过程中，检索结果的

准确性、正确性和完整性主要依赖于所选择特征

的有效性，因此，本实验主要测试索引结构的有效

性。实验环境采用ＩＢＭ Ｔ６１双核笔记本，ＣＰＵ

主频２ＧＨｚ，内存２Ｇ，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

数据库采用Ｏｒａｃｌｅ９ｉ。

１）索引结构的有效性测试。通过６幅从测

试视频中提取的图片，分别对１万、２万和３万左

右的视频关键帧分别建立 ＭＦＩＴｒｅｅ索引结构和

犕Ｔｒｅｅ索引结构，采用 ＡＤＤ犽ＮＮ 算法进行犽

ＮＮ检索（犽＝２０），得到的测试结果如图２所示，

其中颜色布局特征和边缘直方图特征的权值分别

为０．６和０．４。可以看出，使用ＡＤＤ犽ＮＮ算法的

ＭＦＩＴｒｅｅ索引结构有较好的性能，其平均相似度

距离计算的次数明显少于犕Ｔｒｅｅ索引结构。而

犕Ｔｒｅｅ由于在访问层次结构时会增加访问数据

库的次数，使得其检索性能下降。平均检索时间

不仅与距离计算的次数有关，还与索引结构的访

问次数有关。

２）可变权值检索的有效性。用不同的特征

权值对２万幅视频关键帧对象进行检索。实验结

果在颜色布局特征的权值为０．４时，平均检索时

间最长，而平均相似度距离计算的次数在颜色布

局特征权值为０．３时达到峰值。这是由于在建立

索引结构中使用了两个特征距离值中的最大值，

因此，在颜色布局或边缘直方图特征的权值接近

１时，两个对象加权的距离值接近索引结构中的

距离值，而数据集合中的对象大多集中在边缘上，

这样在检索过程中能够较快地降低过滤值犇，提

高检索效率。

３）犽值的影响。对３万幅关键帧图像进行不

同犽值的检索测试，结果如图３所示。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多特征索引树及其相

应的ＡＤＤ犽ＮＮ检索算法可以有效地实现多特征

可变权值的检索，且检索算法中用于过滤的距离

值犇的大小决定了数据库对象的访问量及其相

似度距离的计算次数，直接影响到检索的效率。

而平均检索时间由于受系统运行状态的影响，会

产生误差，有时这种误差足以抵消 ＡＤＤ犽ＮＮ检

索算法的优势。

图２　索引结构的有效性测试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ＤａｔａＳｉｚｅｓ
　　　　　　　　

图３　不同犽值的实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犽Ｖａｌｕｅ

　　在进行视频特征提取时，可以将关键帧图像

另存为尺寸较小的缩略图，存储在数据库中，其

ＩＤ与索引结构中的浏览对象ＩＤ关联。浏览时，

可以显示当前节点所有子节点的浏览对象ＩＤ（集

合节点）或对象ＩＤ（叶子节点）对应的缩略图图

像，利用树型索引结构实现层次浏览。

由于特征相似度距离并不都是使用欧氏距离

度量，使得集合节点分裂后的子集仍然存在相互重

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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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的问题，导致部分检索效率不高，因此，下一步的

工作是在减少集合节点分裂后子集覆盖问题的基

础上，着重解决以下两个问题：① 在视频检索中，

建立内容单元，包括场景、镜头等，建立在可变权值

条件下的相似度距离模型，实现内容单元的检索；

② 大部分用于视频内容描述的特征不易被普通

用户所理解，如何有效地建立面向可变权值视频

检索的用户接口，更好地为用户服务，这是实现样

例检索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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