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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视觉注意模型和局部特征的遥感影像检索方法

周维勋１　邵振峰１　侯继虎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利用尺度不变特征变换（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ＩＦＴ）算子直接提取遥感影像局部特征进

行检索时存在关键点数目多、特征维数高等问题，因此，本文利用视觉注意模型，根据目标显著性的大小从影

像上提取显著目标区域，并采用犓ｍｅａｎｓ聚类方法对提取的ＳＩＦＴ局部特征进行聚类，得到用于检索的特征

向量。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不仅符合人眼的视觉特性，且在降低ＳＩＦＴ关键点数目和特征维数的同时提高

了检索精度和检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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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航空航天技术、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技术

以及数据库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可获取的遥感影

像数据急剧增长，然而现阶段影像数据的处理和

分析能力有限，使得遥感影像数据使用效率低下。

缺乏对海量遥感影像数据的有效组织和管理方法

已经成为制约遥感影像数据应用的瓶颈，基于内

容的遥感影像检索技术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

径［１］。

传统的影像检索方法常提取影像的颜色、纹

理等低层特征进行相似性度量［２４］，但遥感影像具

有不同于自然图像的复杂性特点，众多地物有序

或无序地叠加在一起导致传统的基于颜色、纹理

等全局特征的影像检索方法往往难以取得满意的

检索结果。尺度不变特征变换（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ＩＦＴ）算子由于具有旋转不变

性、尺度不变性以及仿射不变性等优点，在自然图

像检索的研究中已受到学者的重视［５７］。文献［８

９］用ＳＩＦＴ算子提取遥感影像的局部特征用于检

索，并与颜色直方图、Ｇａｂｏｒ纹理等方法进行了比

较。实验表明，利用ＳＩＦＴ提取的局部特征能够

很好地描述影像内容，在遥感影像检索中表现出

一定的优越性，但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

面，直接利用ＳＩＦＴ提取影像的局部特征时会检

测出大量的关键点，并且每个关键点是用１２８维

的向量表示的，由此导致关键点数目多、特征维数

高两个问题；另一方面，利用ＳＩＦＴ检测出的关键

点分布在目标的边缘以及角点等位置，而影像上

能引起人眼注意的往往是特定的目标（显著目

标），其他称为背景。因此，利用ＳＩＦＴ直接在影

像上提取局部特征不仅会产生大量多余的关键

点，而且不符合人眼视觉特性。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本文利用符合人眼视觉

特性的视觉注意模型，根据目标的显著性大小分

割出包含显著目标的区域，然后用ＳＩＦＴ提取其

局部特征。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检测出的

关键点，提高了局部特征提取效率，之后采用犓

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对ＳＩＦＴ检测出的关键点进行聚

类，得到一个一维的特征向量，大大降低了特征维

数。

１　视觉注意模型

文献［１０］从人眼视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

视觉信息驱动的视觉注意模型（Ｉｔｔｉ模型），文献

［１１１３］在Ｉｔｔｉ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并提出了

自己的视觉注意模型。作为最经典的视觉模型之

一，Ｉｔｔｉ模型和其他几种视觉注意模型被用于自

然图像的检索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文献［１４］基

于图像全局对比度的差异大小定义显著性，实现

了显著区域的检测，并很好地提取出了显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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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影像的复杂性使得诸如文献［１４］的方法并不

实用。因此，本文采用效果相对较好的Ｉｔｔｉ视觉

注意模型计算遥感影像目标的显著性，Ｉｔｔｉ模型

的结构如图１所示。Ｉｔｔｉ模型的基本思想是输入

一幅ＲＧＢ图像，通过构建不同尺度的高斯金字塔

得到颜色、亮度以及方向特征；然后，通过中央周

边算子分别得到颜色、亮度以及方向显著图；最

后，将三种特征的显著图融合得到最终的显著图。

Ｉｔｔｉ模型通过构造不同尺度的高斯金字塔得

到颜色、亮度以及方向三种特征［１０］。对于一幅

ＲＧＢ图像，其亮度特征犐如式（１）所示：

犐＝ （狉＋犵＋犫）／３ （１）

其中，狉、犵、犫为三个颜色分量。计算颜色特征时

不是直接利用三个颜色分量，而是通过变换得到

红、绿、蓝、黄４个颜色通道犚、犌、犅、犢，颜色特征

如式（２）所示：

犚犌（犮，狊）＝狘（犚（犮）－犌（犮））Θ（犌（狊）－犚（狊））狘

犅犢（犮，狊）＝狘（犅（犮）－犢（犮））Θ（犢（狊）－犅（狊））｛ 狘

（２）

其中，犚＝狉－（犵＋犫）／２；犌＝犵－（狉＋犫）／２；犅＝犫－

（狉＋犵）／２；犢＝（狉＋犵）／２－｜狉－犵｜／２－犫；犮、狊分别

代表金字塔中央尺度和周边尺度。方向特征的计

算是通过构造不同尺度和方向的 Ｇａｂｏｒ滤波器

得到的，如式（３）所示：

犗（犮，狊，θ）＝狘犗（犮，θ）Θ犗（狊，θ）狘 （３）

其中，θ为Ｇａｂｏｒ滤波器的方向；Θ代表“中央周

边”尺度算子。

图１　Ｉｔｔｉ模型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ｔｔｉＭｏｄｅｌ

２　显著目标和犛犐犉犜局部特征提取

显著目标和ＳＩＦＴ局部特征提取流程如图２

所示。首先，利用Ｉｔｔｉ模型计算影像库各图像的

显著图。显著图是一幅灰度图像，图像上亮的区

域表示此处的显著性高，暗的区域表示此处的显

著性低。将各图像的显著图二值化并与原图进行

“掩膜”运算提取显著目标。文献［１５］结合Ｉｔｔｉ模

型和Ｓｔｅｎｔｉｆｏｒｄ模型，分别对两个模型产生的显

著图二值化，并与原图进行“掩膜”运算，很好地提

取出显著区域。再次，根据提取出的显著目标用

ＳＩＦＴ算子提取目标的局部特征，每幅图像用犓

×１２８维的数组表示，数组的每一行表示一个１２８

维的关键点特征向量，其中，犓 为检测出的显著

目标的关键点数目。最后，因为ＳＩＦＴ提取的局部

特征维数高且无法直接进行相似性度量，本文按

照文本检索里的 ＢＯＶＷ 模型
［１６］采用 犓ｍｅａｎｓ

聚类算法对每幅图像的关键点特征向量进行聚

类，并统计每类的关键点数目。经过聚类，犓×

１２８维的数组转化成１×犖 的向量，其中，犖 为聚

类中心的数目。

图２　显著目标和ＳＩＦＴ局部特征提取流程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ｏｆＳａｌｉ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ＳＩＦ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１　显著目标提取

本文采用的实验数据来源于分辨率为３０ｃｍ

的美国几大城市的航空影像，按照２５６×２５６尺寸

从各航片上裁剪下来得到的包含２１类地物的影

像库，其中，每类地物包含１００幅影像。本文实验

从中选取了飞机、密集居民区、高速公路、港口、十

字路口以及停车场６类地物，其中，飞机部分图

像以及相应的显著目标和Ｉｔｔｉ模型得到的显著图

如图３所示。遥感影像检索往往需要根据实验目

的和采用的方法建立自己的影像库，影像库构建

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检索结果的好坏。为了更好

地证明本文方法具有查准率高、检索效率高等优

点，本文选用了文献［９］公布的影像库。

　　从图３的显著目标提取结果可以看出，对于

目标相对单一的地物，显著目标提取结果较好。

显著区域的检测和提取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一项常

见的工作，国外很多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

究［１６１８］。但是，这些方法都是针对目标单一、背景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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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飞机图像及相应的显著目标和显著图

Ｆｉｇ．３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ａｌｉ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ＳａｌｉｅｎｃｙＭａｐｓ

简单的自然图像，且所提出的方法只是在某一图

像库上表现出不错的效果，同样的方法用在其他

图像库上往往效果不尽如人意。文献［１９］提出利

用多尺度的ＳＬＩＣ分割方法提取航空影像的显著

区域，同样也只是针对特定的影像。相比之下，尽

管不能完整地提取出显著目标，但采用视觉注意

模型基于目标显著性的显著目标提取方法适用性

更好，且提取出的目标区域能够引起人眼注意，符

合人眼的视觉特性。

２．２　犛犐犉犜局部特征提取

ＳＩＦＴ是文献［２０］提出的局部特征描述算子，

该算子具有尺度、平移和旋转不变性，且对亮度变

化和仿射变换具有稳健性。ＳＩＦＴ算子在空间尺

度中寻找极值点，并提取极值点的位置、尺度、旋

转不变量。从图３中可以看出，对于２５６×２５６大

小的图像，提取得到的显著目标区域相对较小，用

ＳＩＦＴ算子进行局部特征提取仍然可以提取出很

多关键点以保证检索的需要。

ＳＩＦＴ局部特征提取可以分为以下几步：①用

ＳＩＦＴ算子提取６类地物相应的显著目标的局部

特征。②每幅显著目标图提取得到的局部特征为

犓×１２８维的数组，其中，犓 表示显著目标图上提

取的关键点数目。③用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将每

幅显著目标图的犓×１２８维的局部特征进行聚

类，得到１×犽维的特征向量，其中，犽为聚类中心

的数目。本文实验中通过多组实验最终选取犽＝

１０作为最终的聚类中心数目。通过聚类，每幅图

像最终用１×犽维的特征向量进行描述，大大降低

了特征维数。

局部特征提取是影像检索中很关键的一步，

直接关系到最终影像检索的效果。本文方法旨在

利用视觉模型，通过显著性的大小提取出最能引

起人眼注意的区域（即显著目标），进而提取显著

目标的局部特征，作为整幅图像的特征描述进行

检索。

３　影像检索流程与实验方案

遥感影像检索的流程大致可以分为影像库构

建、特征提取、相似性度量三个步骤。结合显著目

标和ＳＩＦＴ局部特征提取流程图（见图２），本文影

像检索具体流程为：① 利用Ｉｔｔｉ视觉注意模型计

算影像库中影像的显著图，并将二值化显著图与

相应的原影像进行掩膜运算提取出显著目标；

② 利用ＳＩＦＴ算子提取影像显著目标的关键点，

并用 犓ｍｅａｎｓ算法将关键点聚类（聚类中心为

１０），得到描述显著目标的特征向量；③ 根据预设

的相似性度量准则（本文采用欧氏距离），计算待

查询影像和影像库中所有影像的相似性，并按相

似性大小返回相似影像。

实验比较了４种方法的检索效果，包括颜色直

方图和小波纹理两种传统方法，以及Ｓ＿Ｏｒｉｇｉｎ和Ｓ

＿Ｓａｌｉｅｎｃｙ两种基于影像局部特征的检索方法。Ｓ＿

Ｏｒｉｇｉｎ是利用ＳＩＦＴ算子直接从原影像提取的局部

特征，而Ｓ＿Ｓａｌｉｅｎｃｙ是利用ＳＩＦＴ算子从影像显著

目标中提取的局部特征。其中，Ｓ＿Ｓａｌｉｅｎｃｙ是本文

提出的方法，其他几种方法作为比较。

为了客观地评价本文方法的检索效果，实验

采用查准率、检索效率以及查准率查全率曲线图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其中，查准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和

查全率（ｒｅｃａｌｌ）的计算公式为：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犖／犕

ｒｅｃａｌｌ＝ 犖／｛ 犘
（４）

其中，犕 表示返回的影像数目；犖 表示返回影像

中与查询影像相似的影像数目；犘表示影像库中

与查询影像相似的影像数目。查准率查全率曲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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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图是以不同返回影像数时的查准率和查全率作

的曲线图，曲线越靠上表明方法越好。

４　实验与分析

实验选取６类地物共６００幅航空影像作为遥

感影像检索的图像库，从图像库中检索飞机、密集

居民区、港口、停车场４类地物目标。由于每类地

物共有１００幅影像，因此，实验过程中在每类地物

中随机选取２０幅作为待查询影像，统计平均查准

率及平均检索时间作为评价检索结果的量化指标。

将本文方法与颜色直方图、小波纹理、Ｓ＿Ｏｒｉ

ｇｉｎ三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平均查准率和检索时

间如表１所示。

表１　检索结果评价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Ｆ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评价指标 颜色直方图 小波纹理 Ｓ＿Ｏｒｉｇｉｎ Ｓ＿Ｓａｌｉｅｎｃｙ

查准率 ０．２９３３ ０．３３３１ ０．３０１８ ０．４０９３

时间／ｓ ０．３０２２ ０．２７３３ ０．２５７６ ０．２５７６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方法Ｓ＿Ｓａｌｉ

ｅｎｃｙ对４类地物的平均查准率高于另外三种方

法，且检索效率比颜色直方图和小波纹理高，由于

特征维数相同，Ｓ＿Ｏｒｉｇｉｎ和Ｓ＿Ｓａｌｉｅｎｃｙ检索时间

相同。

　　Ｓ＿Ｏｒｉｇｉｎ方法直接利用ＳＩＦＴ算子提取图像

的局部特征，该方法检测出大量的关键点，不仅降

低了ＳＩＦＴ局部特征提取的效率，也给后续的犓

ｍｅａｎｓ聚类以及相似性度量带来维数过高以及效

率低下等问题。在影像检索中，大量的关键点确

保了检索的稳健性，然而并非关键点数目越多越

好。Ｓ＿Ｓａｌｉｅｎｃｙ以此为出发点，通过显著性大小

提取显著目标，在降低关键点数目的同时保证检

索的精度。表２为４类地物检测出的平均的关键

点数目，其中，每类地物随机取２０幅影像，表２中

的关键点为２０幅影像关键点数目的平均值。

表２　犛＿犗狉犻犵犻狀和犛＿犛犪犾犻犲狀犮狔提取的关键点数目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Ｓ＿Ｓａｌｉｅｎｃｙ

地物 Ｓ＿Ｏｒｉｇｉｎ Ｓ＿Ｓａｌｉｅｎｃｙ

关键点数目

飞机 ３５３．２５ １５５．２

居民区 １１２０．５５ ３０９．４５

港口 ９５６．８５ ５０２．５

停车场 １３１９．９５ ６５２．９５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用ＳＩＦＴ算子从显著目

标影像上提取的关键点数目远远少于直接在原目

标影像上提取的关键点数目。

本文方法对飞机的检索实例如图４所示，

图４中影像为根据相似性大小返回的前３０幅影

像，且左上角第一幅影像也是待查询影像，即待查

询影像本身也作为相似影像返回。

图４　飞机检索结果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ｂｙＳ＿Ｓａｌｉｅｎｃｙ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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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方法很好地

检索出了与待查询影像相似的影像，且检索精度

较高。虽然根据相似性大小返回的前３０幅影像

中存在其他类别的影像，但是总体上看前３０幅影

像中相似的影像占绝大多数。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４种方法对４类地物目标

的检索性能以及４种方法的平均检索性能，每类

地物随机选取２０幅影像作为检索影像（为了保证

客观性，２０幅检索图像与上文实验相同），通过设

置不同的返回影像数目（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计算

４类地物相应的平均查准率和平均查全率，绘制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ｃａｌｌ曲线图如图 ５ 所示，其中，图

５（ａ）、５（ｂ）、５（ｃ）、５（ｄ）、５（ｅ）分别表示４种方法

对飞机、密集居民区、港口、停车场的检索效果以

及４种方法的平均检索效果。

通过比较分析，从表１、表２以及图５中可以

得出：

１）本文方法Ｓ＿Ｓａｌｉｅｎｃｙ对飞机和密集居民区

两类地物检索效果最好，对港口以及停车场两类

地物检索效果相对较差。港口由于背景为深蓝

色，表现为明显的颜色特征，因此用颜色直方图检

索效果最好；停车场由于表现出明显的纹理特征，

因此用小波纹理检索效果最好。

２）随着返回的影像数目的增加，本文方法相

比其他几种方法平均检索效果更好。

３）本文方法Ｓ＿Ｓａｌｉｅｎｃｙ提取的关键点数目远

远少于Ｓ＿Ｏｒｉｇｉｎ方法提取的关键点数目，并且特

征的维数也大大降低。

图５　查准率—查全率曲线图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ｃａｌｌＣｕｒｖｅｓ

　　表１中颜色直方图、小波纹理以及Ｓ＿Ｏｒｉｇｉｎ

三种方法平均查准率偏低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分析：①从图３给出的部分示例影像可以看出，

飞机这类地物影像的背景颜色并不统一，利用颜

色特征检索时效果不理想，见图５（ａ）；②密集居

民区和停车场两类地物影像纹理信息丰富，而飞

机和港口纹理特征并不明显；③Ｓ＿Ｏｒｉｇｉｎ方法提

取影像的局部特征进行检索，但是密集居民区和

港口两类地物影像中背景的关键点也被检测出

来，多余的关键点会干扰检索结果。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视觉模型和局部特征的

遥感影像检索方法，通过目标显著性的大小分割

出最能引起人眼注意的目标区域，然后利用ＳＩＦＴ

提取显著目标的局部特征。实验结果表明，和传

统的基于颜色直方图和小波纹理的检索方法相

比，本文方法查准率和检索效率更高；和利用

ＳＩＦＴ直接提取目标影像局部特征的检索方法相

比，本文方法不仅降低了ＳＩＦＴ检测出的关键点

０５



　第４０卷第１期 周维勋等：利用视觉注意模型和局部特征的遥感影像检索方法

数目、提高了局部特征提取效率，而且查准率更

高。因此，利用视觉模型和局部特征的检索方法

为遥感影像检索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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