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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隐含语义相关性分析的处理方法，对描述视频内容结构的视频文档矩阵进行奇异值分解和变

换，可得到表达可视特征与语义间隐含相关性的关系矩阵，用于视频检索。分析和实验表明，所提出的方法能

保留视频内容结构中核心的语义元素，消除冗余的相关性干扰，还能够通过矩阵降维减少计算量，改善视频语

义内容检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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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语义检索是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的一个

活跃研究方向，目前在视频语义模型［１］的建立、语

义信息的提取［２，３］、语义内容的表示形式［４］、与知

识相结合的多目标语义关系推理［５］、语义内容表

达与查询支持性能的评估［６］等多个方面均开展了

有价值的工作。

视频数据蕴涵丰富的语义内容和内在的关联

性，在视频图像中的低层特征之间、在视频片段的

各帧之间、在语义结构的各层次之间均广泛存在

着各种相关性，利用好这些相关性可以降低计算

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可改善检索质量；而忽视相关

性所引起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语义概念的多义与

同义现象会对视频检索结果造成严重干扰。目前

的研究对相关性的作用重视不够，因此，有必要对

视频语义检索中相关性进行深入分析，发挥其有

利作用，同时消除其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借鉴

隐含语义分析ＬＳＡ（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方

法的思想，在视频内容检索中针对视频数据的自

身特点加以改进和扩展，构建出描述视频内容结

构的视频文档矩阵，提出视频内容结构隐含语义

相关性分析的处理方法。

１　视频隐含语义相关性分析方法

ＬＳＡ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文档集合中的词汇

与词汇之间、文档与文档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即某

种隐含的语义结构，通过对词频统计向量构成的

文档集合矩阵进行奇异值分解和降维处理后，可

以发现这种语义结构消除了词汇间相关性所引起

的同义与多义现象对检索结果的干扰，保留了核

心文档内容的结构信息，有利于准确衡量文档间

的相似程度，检索出语义相符的目标文档。

视频图像中的语义信息能够通过视频目标的

可视特征和目标之间的时空关系体现出来，对这

些特征和关系经过聚类后得到的不同类别与其中

的语义内容有密切的联系［７］。

对于视频数据而言，并不像文本文档那样存

在直观的文档集合和词汇空间，不可能照搬ＬＳＡ

的处理方法。因此，本文提出的解决视频内容建模

的一个途径是：将视频序列中一帧图像当作文档集

合中一个文档向量，构建视频文档集合矩阵；将视

频序列中各种可区分特征经过分类之后，形成的分

类集合中每个类别看作一个基本词汇，构建视频特

征词典。以此为基础可以进一步扩展，当视频数据

库的规模扩大时，可以根据需要考虑将一个大小适

度的视频文件映射为一个文档向量。

１．１　视频特征词典的建立

视频特征词典构建时，对所采用的特征，通过

犓ｍｅａｎｓ算法生成犕 个聚类所对应的犕 维的向

量：犮犻＝ 犮１犻 犮２犻 … 犮（ ）犿犻 ，犻∈｛１，２，…，犕｝，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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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集合中一个可区分的聚类项的序号，当犻＝犼

时，犮犻犼＝１；当犻≠犼时，犮犻犼＝０。所有向量犮犻 的集合

构成一个视频特征空间犆＝ 犮１ 犮２ … 犮（ ）犿
Ｔ，

犕 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视频特征词典的规模。因

为犓ｍｅａｎｓ算法的基本特点就是可以控制聚类

结果的规模数量，所以在此利用该特点可以根据

需要调整特征词典的规模大小。

对于所关注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特征，可

以根据需要建立多个视频特征词典，然后独立或

联合应用这些视频特征词典，以满足不同层次的

要求。

１．２　视频文档集合矩阵的建立

如图１所示，视频文档集合矩阵构建时，如将

视频序列中每帧图像直接映射为一个文档分量，

则会由于帧的数量巨大，造成矩阵规模庞大，降低

计算效率。因此，在建立视频文档集合矩阵前，需

要进行预处理，先提取视频序列中的关键帧，来作

为视频文档分量的基本单元，这样能削减矩阵的

规模，因而更具可行性。

关键帧提取把整个视频序列划分成为若干片

段，每一幅关键帧均是一个视频片断最具代表性

的内容，视频序列的内容就可以用有限个关键帧

的集合代表：犓＝｛犉１，犉２，…，犉狀｝，狀是关键帧的

数目。

对于每一个关键帧犉犻，犻∈｛１，２，．．．狀｝，首先

将其进行区域分割，在此为了将精力集中于隐含

语义分析，故将关键帧分割为相同大小的均匀区

域；然后，每个分割区域中的特征以建立的视频特

征词典为依据，进行特征项频数统计，各区域的统

计结果累计起来，构成一个描述该关键帧内容结

构的视频文档向量犽犻＝（犽犻１犽犻２…犽犻犼犽犻犿），其中

犻∈｛１，２，…，犕｝，犽犻犼是关键帧犉犻中出现的第犼个

视频特征项的统计频数，向量犽犻可作为该关键帧

的内容索引；进而表示整个视频序列内容结构的

视频文档矩阵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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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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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处理是以分割区域内的特征为基础，结合

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再经过统计生成关键帧的视频

文档向量，它可以突出局部特征在描述视频内容

时的作用，有利于反映出其中局部内容的结构特

点，更准确地表示和分析视频数据的丰富内容。

１．３　视频特征相关性的建立

用上述方法建立的视频文档集合矩阵犓，描

图１　建立视频文档集合矩阵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Ｖｉｄｅｏ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ｅｔｓ

述了视频内容的结构特征，根据同样的视频特征

词典可以构造出相应的检索条件向量狇，然后通

过相似度计算进行视频内容检索。但是直接检索

却存在一个明显不足之处，即只有和检索条件一

致的特征项才能被识别出来，而内容相关但特征

项不完全匹配的结果被排除了。为了避免这一问

题，需要采用能够反映语义特征相关性关系的向

量空间矩阵来分析处理。

视频文档集合矩阵犓奇异值分解为：

犓＝犝犃犞
Ｔ （２）

对式（２）进行变形：

犓犞犐狘狊狘 ＝犝犃犐狘狊狘 （３）

式中，犐｜狊｜是一个犔阶的对角阵，它对角线上前犛

项的值等于１，其余的项等于０，即它左上角是犛

阶单位阵犐狊×狊，当犐｜狊｜与另一个矩阵相乘时，相当

于对原矩阵截断处理，仅保留左上角的犛阶。这

里犛是保留下的隐含语义空间的维数，可简称为

隐含维数。

查询条件向量狇与视频文档集合矩阵犓 的

相似性计算可以转化为：

ｓｉｍ（犓，狇）＝Κ狇
Ｔ
＝犝犃犞

Ｔ
狇
Ｔ
＝

　犓犞犐狘狊狘犞
Ｔ
狇
Ｔ
＝犓犞犐狘狊狘 狇犞犐狘狊（ ）狘

Ｔ （４）

式中，犞犐｜狊｜反映了特征空间到语义空间的映射关

系；犓犞犐｜狊｜构成了语义空间中的视频文档矩阵；

狇犞犐｜狊｜构成了语义空间中的查询条件向量。

式（４）可以进一步整理为：

ｓｉｍ（犓，狇）＝犓犞犐狘狊狘犞
Ｔ
狇
Ｔ
＝

犓（犞犐狘狊狘犞
Ｔ）狇

Ｔ
＝犓犚狇

Ｔ
（５）

式中，令犚＝犞犐｜狊｜犞
Ｔ，矩阵犚被定义为特征项之

间的相关性矩阵；犚中的元素狉犻犼表示特征项犻和

特征项犼之间的相关度，如果狉犻犼＝０，则表示两个

特征项之间不相关；如果狉犻犼＞０则表示两个特征

之间有正相关性；如果狉犻犼＜０，则表示两个特征间

有反相关性（暗示特征的语义彼此互斥）。犚中非

对角线上元素狉犻犼（即犻≠犼）的值被规定不能大于

对角线上元素狉犻犻的值，这样可以保证一个特征与

它自身有最大的相关性关系。由相关性矩阵犚，

可反映出如下关系。

７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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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相关性，即特征项与其自身的相关性，

矩阵犚中主对角线上的元素狉犻犻反映自相关程度，

狉犻犻值为：

狉犻犻 ＝∑
犽∈狊

狏２犽犻 （６）

　　② 互相关性，即一个特征项与另一特征项之

间的相关性，矩阵犚中非对角线上的元素狉犻犼反映

互相关程度，狉犻犼值为：

狉犻犼 ＝∑
犽∈狊

狏犽犻狏犽犼，犻≠犼 （７）

１．４　隐含维数犛的影响分析

当相关性矩阵犚由未截断的犔 阶矩阵犞 生

成时，其中只能反映出自相关性，而不能反映出互

相关性，这是由于：

犚犔 ＝犞犐狘犔狘犞
Ｔ
＝犞犞

Ｔ
＝犐犔×犔 （８）

此时得到的犚是一个犔 阶的单位阵，非对角线上

的元素值均是０。

当相关性矩阵犚由犐｜狊｜截断后的犛阶矩阵犞

生成时（犛＜犔），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可能出现非０

值，此时就可反映出元素间存在的互相关性情况：

犚狊 ＝犞犐狘狊狘犞
Ｔ （９）

　　矩阵维数的削减会对相关性矩阵犚中自相

关性和互相关性的表现产生影响。犛的值对自相

关性的影响比较容易分析，根据式（９），因狏２犽犻始终

保持正值，所以随着犛的减小，自相关性元素狉犻犻

也将随之减少。但是犛对互相关性的影响却不

一致，因式（１４）中狏犽犻狏犽犼的值可正可负，即使犛减

小，互相关性元素狉犻犼却不一定会减小。

由于此算法主要涉及矩阵运算，其复杂度为

犗（犖２），因此，犛的取值也会影响检索的性能和计

算精度。当犛取值过大时，视频内容的结构细节会

有更多保留，语义概念中同义与多义现象的干扰会

明显，而且矩阵规模削减不多，使计算代价增高；当

犛取值过小时，虽然可以提高计算效率，但会损失

更多的基本内容结构，从而影响检索的效果。

文献［８］分析了ＬＳＡ方法中犛的取值对自相

关和互相关程度的影响，以及对算法复杂度和检

索精度的影响，指出比值｜犛｜／｜犔｜增大时，导致矩

阵犚 中自相关性成分增大，检索的查准率会提

高；当比值｜犛｜／｜犔｜减小时，导致矩阵犚中互相关

性成分增大，检索的查全率会提高但查准率会减

低。这个分析有助于指导犛的选择，在检索性能

和计算代价之间找到适宜的平衡点。

２　实验结果

实验测试数据来源于近年在视频检索领域的

国际权威评测项目 ＴＲＥＣＶＩＤ，在本文实验中使

用其中的部分数据，所用的数据已具有分段和内

容标注信息，便于开展有效实验。

实验一　评估犛 取值对检索效果的影响。

在实验中对相同测试视频数据集，分别设定犛值

为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１０００和２０００，通过实验获得视

频检索查全率和查准率结果。实验中取２０００个

关键帧作为训练集，１００００个关键帧作为测试

集，测试集分５组，每组数据均以不同的犛值依次

测试，实验的平均结果如图２所示。当犛＝５０，意

味着大幅度的矩阵降维，对视频内容结构中有效

信息损失较多，因此总体的检索性能不佳；当犛＝

２０００时，相当于相关性矩阵没有被降维，其中表

示互相关性的成分都很小，而自相关性很强，因此

可以在较低的查全率下获到较高的查准率，但随

着查全率的增大查准率明显下降。

图２　犛取值对检索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犛Ｖａｌｕｅｓ

实验二　评估采用相关性处理与不采用相关

性处理对检索效果的影响。实验中对于相同的视

频特征，在使用本文提出的相关性分析处理方法

时，以性能相对均衡的犛＝２００取值进行实验；在

对照的传统方法实验时，视频特征采用犓最近邻

分类方法处理。实验中比较了含１７个语义特征

项的视频片断，查准率平均结果如图３所示。在

参与检索测试的１７个语义特征项中，传统的犓

最近邻方法对其中的２个特征的检索效果要好于

本文的处理方法，占１１．７６％；其中３个特征项的

图３　本方法与犓最近邻方法的比较结果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ｏ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犓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８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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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两种方法基本持平，占１７．６５％；其余１２

个特 征 项 用 本 文 的 处 理 方 法 效 果 更 好，占

７０．５９％。从这个结果来看，采用隐含语义相关性

分析处理方法进行检索时，总体效果更好一些。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隐含语义相关性分析的处理

方法，在视频语义检索的实际应用中，可以保留视

频内容结构中核心的语义特征，消除冗余的相关

性带来的干扰，改善视频语义内容检索的效果，具

有较好的适应性。在此基础上，后续工作可以深

入研究在多类型特征联合的情况下，如何发挥相

关性的有利方面，进一步提高视频检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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