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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觉反差的显著图生成与目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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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视网膜会强烈响应大反差视觉刺激的现象和初级视觉皮层上

视觉信息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模拟，提出了一种基于视觉反差的显著图生成与目标检测方法。本方法可以在不

考虑目标的形状、边缘或其他形式先验知识的情况下检测出场景中具有显著反差的目标。在对地场景中车辆

目标的检测实验里，将其与另外两种典型的显著图生成方法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这种基于视觉反差的目标

检测方法能够较好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场景中具有较大反差的目标之上，且具有高效性和鲁棒性。

关键词：目标检测；显著图；视觉反差；视网膜；初级视觉皮层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人类视觉系统具有选择性注意的特性，即在面

对一个复杂的场景时，会在缺少先验知识的情况

下，迅速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显著的视觉对

象上。这种视觉特性使得我们可以尽量减少影像

中的冗余视觉信息，以将有限的计算资源分配给重

点的区域，从而提高图像处理的效率。在计算机视

觉领域，视觉显著性已被应用在图像分割［１］、目标

识别［２］和图像检索［３］等许多方面，同时，也在认知

心理学［４］，神经生物学［５６］等学科广泛应用。

目前，基于显著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类：

① 以Ｔｒｅｉｓｍａｎ等
［７］的特征整合理论为依据，提

取出图像中的一些底层特征，再整合这些特征图

生成一幅显著图。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Ｉｔｔｉ等

人［８］提出的以图像中各目标区域像素点的颜色、

方向和亮度作为基本特征，采用胜者为王的神经

网络确定图像的显著图方法。② 通过图像中自

然场景的统计信息获得显著图［９１１］。这种方法从

信息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图像包含新颖和冗余的

部分，因此，去除图像中冗余的部分，得到显著区

域的信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 Ｈｏｕ提出的光

谱残差法［１２］，该方法首先将图像通过傅立叶变换

得到图像的频域表示，根据自然场景傅立叶频谱

的统计特性，使用频谱残差法去除冗余信息后变

换回空间域得到显著图。两种方法的本质是依据

图像的特性，从空间域和频率域这两个角度分别

提取相对于背景具有显著性的目标。

如今，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对视觉

机理的研究尤其如此，将生物视觉机理应用在机

器视觉上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以当前

已有的生物视觉机理为基础，研究生物视觉和计

算机视觉的有效结合。本文方法注重目标与背景

之间的反差，不需考虑目标的形状或细节等先验

知识，且具有较好的检测鲁棒性，这是其对于传统

检测方法的优势。

１　基于反差的显著图生成与目标检

测

１．１　生物学背景

本文对视网膜在接受外部场景光线刺激时会

强烈响应其中高反差目标的现象和初级视觉皮层

上视觉信息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模拟，提出了一种

基于视觉反差的显著图生成与目标检测方法。方

法由犛和犆两层计算单元组成，它们分别代表初

级视觉皮层中的简单细胞和复杂细胞。

１）犛单元。人眼感受野对于大反差视觉信

息的输入有强烈的反映，这种生物特性可以借助

高分辨率的中央层和低分辨率的周边层之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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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８］来模拟。灵长类的初级视觉皮层包含简单

细胞和复杂细胞。简单细胞的感受野只包括视野

中的一小部分，只有当这些局部的单元信息被汇

集成具有全局意义的特征后，视觉系统才能感知

其中的目标。研究表明，复杂细胞是简单细胞集

群的一种非线性时空整合［１３］。我们视反差为局

部特征，将视网膜输出的反差信息作为初级视觉

皮层中简单细胞所感受到的局部单元信息，当这

些局部的反差信息集成在一起形成场景中的反差

区域时，就构成了复杂细胞所感受的全局信息。

２）犆单元。犆单元由犛 单元汇集而成，而计

算池模型是沟通灵长类视觉皮层中简单细胞和复

杂细胞的桥梁。在文献［１４］中提到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ｏｄｅｌ、Ｅｎｅｒｇｙｍｏｄｅｌ和Ｈａｌｆｗａｖｅｍｏｄｅｌ等３种

基本的计算池模型。研究显示，最大化的计算池

模型是简单细胞向复杂细胞汇集的方式［５，１５，１６］。

据此，笔者选用 Ｍａｘ模型作为整合的方法。

本文使用一些包含心理学图案的人工影像来

进行认知方面的测试。图１的“同色”图中各测试

符号具有相同的颜色和亮度，它们在感受野中所

引起的反应相同，以同样的吸引力吸引着人的注

意，所以每一个符号在生成的显著图中亮度几乎

一致。由于每个符号相对于背景的反差都不大，

低于我们设定的经验阀值（显著图平均强度的３

倍），所以检测图中没有检测到符号；在之后的３幅

测试图中，黑色、蓝色和红色符号由于其颜色和亮

度相对于其他符号和背景来说都具有更大的反差，

理论上应该能够强烈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在实际

生成的显著图和检测图中也确实检测到了所有高

反差的区域。这表明本文基于视觉反差设计的视

觉注意方法确实较好地模拟了人眼的实际感受。

１．２　计算步骤

基于视觉反差的显著图生成及目标检测的具

体计算步骤如下。

１）建立影像金字塔。对原始图像进行降采

样。建立层数为４的影像金字塔Ｉｍａｇｅ（σ），其中

σ为金字塔的层数，σ＝１，…，４，第１层是原始影

像尺寸的１／４，往后依次减半，如第４层影像和第

１层影像之比为１／８。

２）生成犛单元。对金字塔中σ＝１，…，４的影

像层进行中央周边差操作，将得到的差值信息作为

单元犛获取的视觉信息。中央尺度犮∈ １，２，｛ ｝３ ，

周边尺度狊∈ ２，３，｛ ｝４ （狊＝犮＋δ，δ＝１），从而产生

Ｄｉｆｆｎ∈ １－２，２－３，｛ ｝３－４ （狀＝１，…，３）共３对差

值。将周边层狊∈ ２，３，｛ ｝４ 插值后放大到和中央层

犮∈ １，２，｛ ｝３ 相同的尺度，利用式（１）进行逐点的差

图１　心理学图片的测试结果

Ｆｉｇ．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ｆｒｏｍ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操作得到犛∈ Ｄｉｆｆ１，Ｄｉｆｆ２，Ｄｉｆｆ｛ ｝３ ，其中Θ表示跨尺

度的减操作：

　Ｄｉｆｆ狀＝Ｉｍａｇｅ（犮，狊）＝Ｉｍａｇｅ（犮）ΘＩｍａｇｅ（狊）

　　　　　　（狀＝１，…，３） （１）

３）生成犆单元。将犛单元的Ｄｉｆｆ狀 插值放大

到和层数σ＝１相同的大小，然后根据 Ｍａｘ模型

利用式（２）对差图进行计算，得到复杂单元犆：

　犆＝Ｍａｘ（犛），犛∈ Ｄｉｆｆ１，Ｄｉｆｆ２，Ｄｉｆｆ｛ ｝３ （２）

４）生成显著图。为了进一步突出显著区域，

并使视觉效果更好，本文选择大小为９像素×９像

素，方差为８的高斯滤波算子犺犵，对复杂单元犆的

影像进行高斯滤波，得到最终的显著图犛（Ｉｍａｇｅ）：

　　　犛（Ｉｍａｇｅ）＝犺犵犆 （３）

５）生成目标检测模板。对显著图进行阈值

分割，得到二值化的显著图：

犛（Ｉｍａｇｅ）＝
１，犛（Ｉｍａｇ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０，｛ 其他
（４）

式中，设定经验阈值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犈（犛（Ｉｍａｇｅ））３，

犈（犛（Ｉｍａｇｅ））为显著图的平均强度。

６）得到检测结果。将二值图像作为模板与

实际影像进行卷积，获得检测图：

　　　Ｒｅｓｕｌｔ＝Ｉｍａｇｅ犛（Ｉｍａｇｅ） （５）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视觉注意效果

为了验证提出方法的有效性，笔者对大量实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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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影像进行了实验，这里仅列出其中６幅对地实

景影像的测试结果。这６幅影像为灰度影像，灰

度级别为２５６，分辨率为２５６像素×２５６像素，包

含车辆目标的总数为１２。常规检测方法需要在

检测之前知道目标的形状、轮廓或纹理等先验信

息，而基于显著度的方法检测目标依靠的是场景

中目标的显著性而不需要预先知道目标的图像属

性，两者的检测机理不同，所以在实验中，只将提

出的方法和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显著性检测方法

作比较，如空间域中经典的Ｉｔｔｉ方法和频率域中

的Ｈｏｕ处理方法，以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实

验中软件环境为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０ｂ，硬件平台为

ＡＭＤＸ３主频２．７ＧＨｚ，２Ｇ内存的台式机。图

２是本文方法的目标检测流程，实验结果如图３

所示。需说明的是，考虑到最终显示效果的统一，

Ｉｔｔｉ方法在原图上叠加圆圈表示显著区域的方式

被统一为对原图检测结果的直接显示，选用的是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Ｈａｒｅｌ实现的Ｉｔｔｉ方法（ｈｔｔｐ：／／ｗｗｗ．

ｋｌａｂ．ｃａｌｔｅｃｈ．ｅｄｕ／～ｈａｒｅｌ／ｓｈａｒｅ／ｇｂｖｓ．ｐｈｐ）。

图２　本文方法的目标检测流程

Ｆｉｇ．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实验中，本文方法使用的显著图阀值是显著

图平均强度的３倍，在Ｈｏｕ提出的方法中使用的

阀值也为３倍，考虑到算法比对的公平性，将Ｊｏｎ

ａｔｈａｎＨａｒｅｌ实现的Ｉｔｔｉ方法中的阀值也设置为３

倍。此外，定义检测成功为找到的显著区域可以

覆盖到目标上，而在目标之外找到的显著区域被

记为误检。从图３中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到，Ｉｔｔｉ

方法不能检测到所有的目标，存在误判，所检测到

的目标区域相对于目标实际面积有过小或者过大

的现象，检测准确度不高；Ｈｏｕ方法不能找到所

有的目标，找到的目标存在区域破碎、不连续的情

况，且存在误判。本文方法可以找到所有的军事

目标，不存在误判，找到的目标也不存在破碎的情

况，且显著区域面积较适中，检测准确度较高。

图３　几种对比方法在原始图像上生成的显著图

及最终的检测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ａｌｉｅｎｃｙＭａｐｓ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Ｓｏ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在实际的光学成像中，由于天气、环境和抖动

的影响，影像可能存在噪音和模糊，这会降低目标

相对于背景的显著度，从而给检测带来不利的影

响。为了测试本文方法检测目标的鲁棒性，对这

几幅影像分别添加方差为０．０５、０．１、０．２和０．５

的高斯噪音以模拟真实的噪音，其中方差为０．５

的高斯噪音的实验结果如封二彩图１所示，再分

别添加大小分别为３像素×３像素，５像素×５像

素，７像素×７像素，９像素×９像素，方差为５的

高斯模糊以模拟真实的模糊，大小为９９，方差

为５的高斯模糊的实验结果如封二彩图２所示。

从图４的结果对比可以看到当图像的原始特

性随着噪声和模糊的增强而被逐渐改变时，不同

方法检测结果的变化趋势。在封二彩图１和彩图

２的结果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实际效果。Ｉｔｔｉ

方法可以较为稳定地检测目标，但不能检测出全

部的目标，且存在误检；Ｈｏｕ方法在出现噪音和

模糊影响时，检测结果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能检测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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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有目标，且存在误检。值得指出的是，当高斯

噪音逐渐提高的时候，Ｈｏｕ方法的起伏较大，这

种情况可能是因为该方法以频率为检测依据，而

不同的噪音和模糊对图像的傅立叶频谱的影响不

同，所以结果会有较大起伏。本文方法因为是以

视觉反差为注意机理，故在场景受到不同噪音和

模糊干扰下，依然可以保持检测结果的稳定，能够

检测出全部目标，且检测到的目标更加完整，也没

有误检，鲁棒性较好。

图４　图像包含模糊和噪音时检测结果的对比

Ｆｉｇ．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ｌｕｒ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Ｎｏｉｓ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２．２　耗时对比

图５是本文算法和其他两种方法的时间对

比，由于添加了模糊和噪音的图像和原始图像在

生成显著图和目标检测的原理和步骤上并无不

同，基本不受图像具体内容的影响，所以这里仅以

原始图像的检测时间为代表进行比较。Ｉｔｔｉ算法

生成显著图时要建立７个９层的高斯金字塔，使

用６种计算组合来计算中央周边差（ｃｅｎｔｅｒｓｕｒ

ｒｏｕｎｄ）操作，同时还要进行规则化操作和线性合

并，故较费时；Ｈｏｕ方法通过傅立叶变换将整幅

场景从空域变换到频域，在频域通过Ｓ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操作后变换回空间域得到显著图，整体

效率较高；本文方法虽然也需要建立高斯金字塔

并计算中央周边差，但只需进行较少的几个步骤

就能够去除冗余信息，这是本文算法比Ｉｔｔｉ算法

计算速度快的原因。综合以上实验结果，相对于

另外两种方法，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将注

意力集中在场景中的显著区域，且耗时低，更加适

合实时应用。

３　结　语

在本研究中，以人类视觉系统中视网膜会强

烈响应高反差视觉刺激的现象和初级视觉皮层上

不同细胞之间作用的生物机理为依据，提出了一

种基于视觉反差的显著图生成方法，并使用从复

图５　时间耗费对比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杂的对地场景中检测车辆的实验进行验证，将本

文方法和另外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显著图生成方

法———Ｉｔｔｉ方法和 Ｈｏｕ方法进行对比，发现本文

方法在复杂地面背景的干扰下，能更加准确地提

取出车辆目标所在的区域，具有检测率高、速度快

的优点。模仿生物的视觉机理，并将其应用在计

算机视觉领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方向，本文

为这一方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在复

杂且缺少先验知识的环境中地面目标的自动检测

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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