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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犖犛犆犜和犓狉犪狑狋犮犺狅狌犽矩进行图像检索

吴一全１　武燕燕１

（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南京市御道街２９号，２１００１６）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非下采样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ｎｏｎ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ＮＳＣＴ）和 Ｋｒａｗｔ

ｃｈｏｕｋ矩的图像检索算法。首先，通过ＮＳＣＴ对图像进行分解，提取每个分解层次上不同方向子带系数分布

的数学特征作为图像的纹理特征；然后，利用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描述图像的形状特征；最后，根据加权的相似性

度量实现图像检索。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取的特征向量具有平移、旋转、尺度不变性，且能获得更高的检索

精度。

关键词：图像检索；非下采样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ＮＳＣＴ）；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纹理特征；形状特征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是利用从图像中抽取的

突出特征，如颜色、纹理、形状和空间关系等进行

计算和比较，检索出符合用户需求的结果图像。

在利用纹理特征方面，多尺度几何分析可以全面

有效地表示图像中的信息。目前，采用小波多尺

度分析进行图像检索已取得较好的效果［１，２］。但

对于二维图像信号，由于二维小波是一维小波的

张量积，方向性十分有限，只能有效地捕捉边缘上

的不连续点。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
［３］正是为解决二维

或更高维奇异性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分析工具。

ＮＳＣＴ
［４］针对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的一些局限性进行

了改进。在基于形状特征的图像检索方面，矩和

矩函数已成功应用于图像检索领域［５］。Ｋｒａｗｔ

ｃｈｏｕｋ矩
［６］能够表征图像中任何感兴趣区域的局

部特征，并很好地恢复出原始图像［７］。

为了进一步提高图像检索的精确度，本文提

出了一种基于ＮＳＣＴ变换和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的图

像检索算法。

１　犖犛犆犜和犓狉犪狑狋犮犺狅狌犽矩

１．１　犖犛犆犜

首先，采用非下采样塔式滤波器组（ＮＳＰＦＢ）

获得图像的多尺度分解；然后，采用非下采样方向

滤波器组（ＮＳＤＦＢ）对得到的各尺度子带图像进

行方向分解，从而得到不同尺度、方向的子带图像

（系数）。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不同的是，ＮＳＣＴ在

图像的分解和重构过程中，取消了对图像进行降

采样和上采样操作，使得 ＮＳＣＴ不仅具有多尺

度、多方向特性和良好的空域、频域局部特性，还

具有平移不变特性及各子带图像之间具有相同尺

度大小相等的特性。每级分解通过金字塔尺度分

解获得低通和带通部分，将带通部分通过方向滤

波器组，实现多方向分解，在每一尺度可将频域分

解成２犾个方向，低通部分则作为下一个分解级的

输入。

１．２　犓狉犪狑狋犮犺狅狌犽矩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的核函数由一系列 Ｋｒａｗｔ

ｃｈｏｕｋ多项式构成。狀阶离散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

式定义为：

犓狀（狓；狆，犖）＝∑
狀

犽＝０

犪犽，狀，狆狓
犽
＝

２犉１（－狀，－狓；－犖；
１

狆
） （１）

式中，狓，狀＝０，１，…，犖，犖＞０，狆∈（０，１）；２犉１是超

几何函数，定义为２犉１（犪，犫；犮；狕）＝∑
狀

犽＝０

（犪）犽（犫）犽
（犮）犽

·

狕犽

犽！
，变量犪、犫、犮为超几何函数的参数；（犪）犽 是

Ｐｏｃｈｈａｍｍｅｒ算子，（犪）犽＝犪（犪＋１）…（犪＋犽－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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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犪＋犽）

Γ（犪）
。

（犖＋１）个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犓狀（狓；狆，

犖）｝构成一个带加权的离散基函数完备集。加权

函数为狑（狓；狆，犖）＝
犖［ ］
狓
狆
狓（１－狆）

犖－狓，并满足

正交条件。为了避免矩计算的数值波动，确保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值的稳定性，对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

多项式进行加权处理［６］。加权后的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

多项式值在［－１，１］之间。

犖×犕 大小图像犳 狓，（ ）狔 的（狀＋犿）阶Ｋｒａｗ

ｔｃｈｏｕｋ 矩 根 据 加 权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 多 项 式

珡犓狀 狓；狆，（ ）｛ ｝犖 表示为：

犙狀犿 ＝∑
犖－１

狓＝０
∑
犕－１

狔＝０

珡犓狀 狓；狆１，犖－（ ）１ 珡犓犿（狔；

狆２，犕－１）犳（狓，狔） （２）

而图像犳狓，（ ）狔 可由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完全重建：

犳狓，（ ）狔 ＝∑
犖－１

狀＝０
∑
犕－１

犿＝０

犙狀犿珡犓狀 狓；狆１，犖－（ ）１ 珡犓犿（狔；

狆２，犕－１）

　　为了能根据几何矩表达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令

珟犳（狓，狔）＝［狑（狓；狆１，犖）狑（狔；狆２，犕）］
－（１／２）

犳（狓，

狔），则其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为：

犙狀犿 ＝∑
犖－１

狓＝０
∑
犕－１

狔＝０

珡犓狀（狓）珡犓犿（狔）珟犳（狓，狔）＝

ρ（）狀ρ（ ）［ ］犿 －
１
２∑

狀

犻＝０
∑
犿

犼＝０

犪犻，狀，狆１犪犼，犿，狆２犿犻犼

（３）

式中，珡犓狀（狓）珡犓狀（狓；狆１，犖－１）；珡犓犿（狔）珡犓犿（狔；

狆２，犕 －１）；ρ （）狀 ρ 狀；狆１，（ ）犖 ；ρ （ ）犿 

ρ犿；狆２，（ ）犕 ；犪犽，狀，｛ ｝狆 是由式（１）决定的系数；犿犻犼

为图像犳（狓，狔）的几何矩：

犿犻犼 ＝∑
犖－１

狓＝０
∑
犕－１

狔＝０

狓犻狔
犼
犳（狓，狔）

因此，犙狀犿可以看作是犿犻犼的线性组合。

２　基于犖犛犆犜和 犓狉犪狑狋犮犺狅狌犽矩的

图像检索算法

２．１　基于犖犛犆犜的纹理特征提取

首先，利用 ＮＳＣＴ将图像分解为狀个子带，

得到一组系数犮犻 狓，（ ）狔 （犻＝１，２，…，狀）；然后，提

取每个分解层上不同方向子带系数分布的均值

μ犻和标准差σ犻：

μ犻 ＝
１

犕犖∑
犕

狓＝１
∑
犖

狔＝１

犆犻 狓，（ ）狔 （４）

σ犻 ＝
１

犕犖∑
犕

狓＝１
∑
犖

狔＝１

犆犻 狓，（ ）狔 －μ［ ］犻槡
２ （５）

式中，犕×犖 为 ＮＳＣＴ分解子带的大小，即原图

像大小。利用子带系数分布的标准差向量犳狋 表

征图像的纹理特征：

犳狋 ＝ σ１　σ２　σ３　…　σ［ ］狀 （６）

　　为了保证向量中各分量都具有同等重要性，

将标准差向量中的各分量高斯归一化到［０，１］

之间：

珋σ犻 ＝
σ犻－μ犳狋
σ犳狋

（７）

式中，μ犳狋、σ犳狋分别是向量犳狋中所有分量的均值和

标准差。归一化后的标准差向量珚犳狋为：

珚犳狋 ＝ 珋σ１　珋σ２　珋σ３　…　珋σ［ ］狀 （８）

向量珚犳狋即为图像的纹理特征向量。

２．２　基于犓狉犪狑狋犮犺狅狌犽矩的形状特征提取

根据几何矩的定义，零阶矩犿００表示整幅图

像的质量，一阶矩犿１０和犿０１分别表示图像狓轴和

狔轴的质量矩，则矩心为（珚狓，珔狔），其中珚狓＝
犿１０
犿００
，珔狔＝

犿０１
犿００
。图像的平移伴随着图像矩心而移动，由此得

到中心矩：

μ犻犼 ＝∑
犖－１

狓＝０
∑
犕－１

狔＝０

狓－珚（ ）狓 犻
狔－珔（ ）狔 犼

犳 狓，（ ）狔 （９）

为了消除尺度变换的影响，中心矩变形为：

η犻犼 ＝
μ
（犻＋犼＋２）／２
００

μ
（犻＋１）／２
２０ μ

（犼＋１）／２
０２

μ犻犼 （１０）

旋转不变量由旋转角度θ决定，坐标旋转变换为：

狓′

狔
［ ］
′
＝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ｓｉｎθ ｃｏｓ
［ ］

θ
· ［］狓
狔
，θ＝

１

２
ｔａｎ－１ ·

２μ１１

μ２０－μ０２
。假设犕＝犖，则犿犻犼转化为：

珘狏犻犼 ＝∑
犖－１

狓＝０
∑
犖－１

狔＝０

犖２／２
犿００
犳狓，（ ）狔 ×

狓－珚（ ）狓ｃｏｓθ＋ 狔－珔（ ）狔ｓｉｎ［ ］θ
犖２／２
犿槡 ００

＋
犖｛ ｝２

犻

×

狔－珔（ ）狔ｃｏｓθ－ 狓－珚（ ）狓ｓｉｎ［ ］θ
犖２／２
犿槡 ００

＋
犖｛ ｝２

犼

（１１）

而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犙狀犿 相应地变为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

矩不变量珟犙狀犿：

珟犙狀犿 ＝ ρ（）狀ρ（ ）［ ］犿 －
１
２∑

狀

犻＝０
∑
犿

犼＝０

犪犻，狀，狆１犪犼，犿，狆２珘狏犻犼

（１２）

珟犙狀犿具有平移、旋转和尺度不变性，适合作为图像

检索的形状特征。由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不变量构造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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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向量为：

犳狊 ＝ 珟犙００　珟犙０１　珟犙１０　…　珟犙［ ］狀犿 （１３）

类似纹理特征向量，将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不变量特

征向量中的各分量高斯归一化到［０，１］之间：

珟犙犻犼 ＝
珟犙犻犼－μ犳狊
σ犳狊

（１４）

式中，μ犳狊、σ犳狊分别是向量犳狊 中所有分量的均值和

标准差。归一化后的标准差向量珚犳狊为：

珚犳狊 ＝ 珟犙００　珟犙０１　珟犙１０　…　珟犙［ ］狀犿 （１５）

向量珚犳狊作为图像的形状特征向量。

２．３　相似性度量

图像检索相似性度量多采用欧氏距离进行计

算，其数学描述为：

犇 犳犙，犳（ ）犐 ＝ ∑
犓

犻＝１

（犳犙犻 －犳犐犻）（ ）
２

１
２ （１６）

式中，犳犙 和犳犐 分别为待检索图像和图像库中任

一图像的特征向量；犳犙犻和犳犐犻分别为特征向量犳犙

和犳犐 的第犻个分量；犓 为特征向量分量个数。

综合利用上文得到的纹理特征向量和形状特

征向量进行图像检索。设图像犙 的纹理特征向

量和形状特征向量分别为犳狋犙和犳狊犙，图像犐的纹

理特征向量和形状特征向量分别为犳狋犐和犳狊犐，那么

图像犙和图像犐的相似性度量，可用两幅图像的

纹理特征间欧氏距离犇 犳狋犙，犳（ ）狋犐 和形状特征间

欧氏距离犇 犳狊犙，犳（ ）狊犐 的加权和表示：

犇狑 犳犙，犳（ ）犐 ＝狑犇 犳狋犙，犳（ ）狋犐 ＋（１－狑）犇 犳狊犙，犳（ ）狊犐

（１７）

式中，狑为加权系数，０≤狑≤１。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图像来自ｈｔｔｐ：／／ｗａｎｇ．ｉｓｔ．ｐｓｕ．ｅｄｕ／，

图像大小为１２８×８５，分为２５类共５００张。实验

中，ＮＳＣＴ设定为３级分解，每级子带数分别为

２、４、８，ＮＳＰＦＢ和 ＮＳＤＦＢ分别选择‘ｍａｘｆｌａｔ’塔

形滤波器和‘ｄｍａｘｆｌａｔ７’方向滤波器；选取９个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不变量；狑 设定为０．５。首先，对

特征向量的不变性进行实验验证。选择图像库中

任意一幅图像，对其进行平移、旋转和尺度变换，

测量变换后的图像与原始图像之间的纹理特征间

距离和形状特征间距离的加权和（见表１），可见

变换前后图像间的距离很小。

然后进行图像检索实验，并利用查全率［８］、查

准率和ＡＮＭＲＲ评估检索性能。查全率是指实

际检索出的与查询相关的图像数狀狉 占待检索

的与查询相关的图像总数狀１ 的比例。查全率越

表１　距离度量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图像变换 距离加权和

平移１ ０．０１０５

平移２ ０．００７８

旋转变换１ ０．００２３

旋转变换２ ０．００５６

尺度变换１ ０．１０１６

尺度变换２ ０．１３４２

高，说明该算法的检索效果越好。查准率是指实

际检索出的与查询相关的图像数狀狉 占实际检索

出的图像数狀２ 的比例。查准率越高，说明算法的

检索效果越好。ＡＮＭＲＲ是 ＭＰＥＧ７推荐的一

种图像检索性能评价方法。设 犖 狇（ ）犻 （犻＝１，２，

…，犙）表示图像库中与图像狇犻相似的所有图像数

目，犕＝ｍａｘ｛犖（狇１），犖（狇２），…，犖（狇犙）｝，犓＝

ｍｉｎ｛４犖（狇犻），２犕｝，与查询图像相似的图像在检

索结果序列中所处的位置为：

ｒａｎｋ（犽）＝
犽，犽≤犓

犓＋１，犽＞｛ 犓
（１８）

则ＡＮＭＲＲ定义为：

ＡＮＭＲＲ＝

１

犙∑
犙

犻＝１

∑

犖（狇犻
）

犽＝１

ｒａｎｋ（）犽
犖 狇（ ）犻

－０．５－０．５×犖 狇（ ）犻

犓 ＋０．５－０．５×犖 狇（ ）犻

（１９）

ＡＮＭＲＲ的值越小，表明算法的检索性能越好。

对图像库中的２５类图像，每类任意选出２幅

作为待查询图像，共形成５０次检索结果。图１显

示了本文算法和文献［９］算法的一次检索结果，第

１幅图像即为待查询图像兼检索结果，返回前１０

幅最相似图像。

图１　检索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根据检索结果分别计算文献［９］算法和本文算

法的平均查全率、查准率以及 ＡＮＭＲＲ（见表２），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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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本文算法的检索效果优于文献［９］算法。

表２　两种算法的性能比较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检索性能 文献［９］算法 本文算法

平均查全率 ０．７２ ０．８５

平均查准率 ０．６８ ０．７５

ＡＮＭＲＲ ０．３２ ０．２１

４　结　语

将图像ＮＳＣＴ分解后各方向子带系数分布

的数学特征作为图像的纹理特征，能更加详细地

描绘图像的内容。所提取的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不变

量表示图像的形状特征，具有平移、旋转、尺度不

变性，且其性能优于Ｚｅｒｎｉｋｅ矩。根据加权欧氏

距离计算相似性度量实现图像检索，能综合利用

图像的纹理特征和形状特征，有效提高图像检索

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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