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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犐犉犗：针对显著对象的彩色图像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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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针对具有显著对象的彩色图像，尤其是事件和场景等语义简单的商标、地标图像，提出了一种组合特

征的图像检索方法。在分析光谱能量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将颜色边界用于构建前景对象轮廓直方图，将颜色

不变量用于提取对象的局部特征点，提出了一种结合对象轮廓与对象局部特征点的方法，称之为Ｆｒｅｅｍａｎ码

与ＯＲＢ特征综合法（ｃｏｌｏｒ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ｔｏＦｒｅｅｍａｎａｎｄＯＲＢ，ＣＩＦＯ）。应用ＣＩＦＯ对多组图像进行了实验，结果

表明，对于检索具有显著对象的彩色图像，ＣＩＦＯ特征方法比目前基于特征检索的三种经典方法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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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世界数字图像的数量以指数级的速度

快速增长，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ｉｍａｇ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ＣＢＩＲ）技术已成为图像应用领域

的热点之一。当前的ＣＢＩＲ可分为三个层次：基

于原始像素点的检索，基于特征的检索和基于语

义的检索。其中，基于语义的检索需要大量的机

器学习，复杂度高。此外，随着彩色摄像器材颜色

精度的增强和各种显示媒体技术的发展，彩色图

像早已取代灰色图像成为图像应用的主流，彩色

图像检索技术也因此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彩色

图像比灰度图像多出两维的描述数据，直接用三

维数据计算图像特征会多出两倍的开销，这对需

要处理大量数据的图像检索得不偿失。目前，彩

色图像特征检索方法的研究大多侧重考虑全局特

征方法，如颜色特征［１］、纹理特征［２］和形状特

征［３］，但这类方法无法体现感兴趣区域的特征。

近几年兴起的局部特征能有效检测显著对象角

点，代表性的方法有尺度特征转换（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

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ＩＦＴ）
［４］和 ＯＲＢ

［５］。同

时，出现了一些融合多种特征的检索方法［６］。

图像的多样性和图像检索的高复杂性，决定

了针对某一领域的专业化垂直搜索将是未来图像

检索的发展方向。本文针对具有视觉显著对象的

彩色图像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融合多特征的检

索方法。显著对象是指人眼在观察图像时注意力

集中在某一个或多个对象区域，其显著性体现为

对象具有唯一性和完整性，且对象与周围区域存

在十分明显的差异。

本文在研究基于光谱能量结构模型的彩色不

变信息的基础上，将光谱能量结构模型中推导的

彩色不变信息用于提取前景对象轮廓Ｆｒｅｅｍａｎ

码［７］和对象局部特征点，从而得到一种新的图像

综合特征方法，称之为Ｆｒｅｅｍａｎ码与 ＯＲＢ特征

综合法（ｃｏｌｏｒ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ｔｏＦｒｅｅｍａｎａｎｄＯＲＢ，

ＣＩＦＯ）。

１　颜色不变信息

颜色是计算机视觉中一个重要且有效的特

征，但颜色特征鲁棒性不好，容易受到场景光照的

影响，局限了其应用。许多学者对彩色不变量信

息进行研究，提出了相应的不变关系［８１０］，试图找

到独立于拍摄设备的不变性，但实际应用效果不

尽如人意。文献［１１］提出了基于光谱能量结构模

型的彩色不变信息，推导出了与设备相关的彩色

不变量信息。本文将这些不变量作为数据源进行

图像特征提取，从而获取与光照、方位无关的特征

量信息。

１．１　单一光线下的颜色不变量信息

为分析可见光谱中的不变关系，从光照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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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型进行分析，可参考 ＫｕｂｅｌｋａＭｕｎｋ理论模

型［１２］：

犈（λ，狓）＝犲（λ，狓）（１－φ（狓））
２
τ（λ，狓）＋

犲（λ，狓）φ（狓） （１）

其中，犈（λ，狓）为在某一瞬间（曝光时间）内观测到

的光谱能量总和；狓为图像平面中的位置；λ表示

入射光的波长；犲（λ，狓）表示狓处的入射光能量；φ
（狓）∈［０，１］为物体在狓处的菲涅耳镜面反射系

数；τ（λ，狓）表示材质的光谱反射率，即物体反射不

同波段光线的能力。

在照射光线单一的情况下，犲（λ，狓）的波长λ

为常数，那么，可以使用一个只与空间位置相关而

与波长无关的量犻（狓）替代犲（λ，狓），式（１）可变换

成：

犈（λ，狓）＝犻（狓）［（１－φ（狓））
２
τ（λ，狓）＋φ（狓）］

（２）

　　对波长λ求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得到：

犈λ ＝犻（狓）（１－φ（狓））
２τ（λ，狓）

λ
（３）

犈λλ ＝犻（狓）（１－φ（狓））
２

２
τ（λ，狓）


２
λ

（４）

犎 ＝ｔａｎ
－１（犈λ
犈λλ
）＝ｔａｎ－

１（τ
（λ，狓）

λ
／

２
τ（λ，狓）

λ
２
）

（５）

　　犎 与狓处的菲涅耳反射系数、入射光强度无

关，只和物体本身的材质有关。犎 为颜色不变量

的一种表述，与观察位置、表面朝向、光强大小、

反射系数均无关。

将犎 作为基础彩色不变量可导出其他不变

量信息，其中，犎 对狓 的微分可被用来提取同材

质本身相关而与位置、照明强度和方向等无关的

彩色边界：

犎狓 ＝
犈λλ犈λ狓 －犈λ犈λλ狓
犈２λ＋犈

２
λλ

（６）

　　为了得到常用的ＲＧＢ颜色空间与颜色不变

量信息之间的关系，可根据实测的ＣＩＥ１９６４ＸＹＺ

标准与光学设备的参数，找到ＣＩＥ１９６４标准与常

用ＲＧＢ彩色模型的变换关系
［１３］，再建立高斯导

数彩色模型与 ＣＩＥ标准的联系
［１４］。其中，λ０＝

５２０ｎｍ，σλ＝５５ｎｍ。

犈

犈λ

犈

烄

烆

烌

烎λλ

＝

０．０６ ０．６３ ０．２７

０．３ ０．０４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６ ０．

熿

燀

燄

燅１７

熿

燀

燄

燅

犚

犌

犅

（７）

　　由式（５）～（７）可以求出彩色图像的颜色不变

量和颜色边界。

１．２　复杂光线下的颜色不变信息

根据式（２）建立的颜色不变模型是在入射光

波长单一的情况下提取的，这无法满足复杂光线

下的颜色不变信息的提取［１５］。为了让复杂光线

下的 ＲＧＢ颜色空间满足颜色不变模型，需要将

ＲＧＢ颜色空间进行规范化
［１６］：

犚０

犌０

犅

烄

烆

烌

烎０

＝

犚－μ犚／σ犚

犚－μ犌／σ犌

犚－μ犅／σ

烄

烆

烌

烎犅

（８）

式中，μ犚、μ犌 和μ犅 分别为彩色空间各通道值的分

布均值；σ犚、σ犌 和σ犅 分别为彩色空间各通道值的

分布标准差。规范化的ＲＧＢ颜色空间可代入式

（７）进行颜色不变特征提取。

２　犆犐犉犗特征与相似性度量

２．１　犆犐犉犗组合特征方法

由于通过式（５）、（６）可以提取到彩色图像的

不变量和颜色边界，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组合特征方法，即ＣＩＦＯ特征。ＣＩＦＯ特征包含了

对象轮廓Ｆｒｅｅｍａｎ码和对象彩色 ＯＲＢ特征点。

ＣＩＦＯ特征的提取方法见图１，其中，前景对象的

Ｆｒｅｅｍａｎ码代表了图像的全局特征，前景对象的

ＯＲＢ描述符则是局部特征，全局特征和局部特征

的结合有利于提高匹配精度。

图１　ＣＩＦＯ特征的提取方法

Ｆｉｇ．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ＣＩＦＯＦｅａｔｕｒｅ

２．１．１　对象轮廓的Ｆｒｅｅｍａｎ码

在计算机视觉中，形状是目标识别和检测的

重要特征。对于商标和地标这一类具有显著对象

的图像，对象的轮廓是形状特征最直接的表现。

因此，基于轮廓信息进行形状特征描述是最直接

有效的方法，而轮廓描述方法中最常用的是链码

描述和傅里叶描述子。为实现匹配的快速性，本

文采用了链码直方图的轮廓描述方法。轮廓

Ｆｒｅｅｍａｎ码直方图的构建分为４个步骤：

１）基于颜色边界的轮廓提取。通过光谱不

变模型导出的是颜色边缘信息，即不是闭合的目

标轮廓线，无法进行循环链码描述。为此，本文在

边界信息的基础上采用了一种基于边界搜索的轮

廓提取方法［１７］，获得闭合的轮廓曲线。基于边界

搜索的方法在处理具有显著对象的图像情况下，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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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取轮廓的性能与传统的ｓｎａｋｅ模型
［１８］相当，

但其复杂度很低，复杂度可表示：

犛＝犔
２
＋犖＋Ｌｅｎ （９）

其中，犔为图像灰度；犖 为像素数；Ｌｅｎ为轮廓长

度。本文将颜色边缘图像作为轮廓提取的输入。

２）构建循环差分Ｆｒｅｅｍａｎ码。轮廓最简单

的表示方法是Ｆｒｅｅｍａｎ提出的链码方法。该链

码沿着数字曲线或边界像素以８邻接的方式移

动，每一个移动方向由数字集｛犻，犻＝０，１，２，…，７｝

进行编码，表示与犡轴正向的（π×犻）／４夹角。但

是，Ｆｒｅｅｍａｎ的８向链码不具有旋转不变性。因

此，可将链码转换成循环差分链码，以实现旋转不

变性。循环差分链码是用相邻链码的差分值代替

原来码字，对于向链码需要按模８进行取值。循

环差分链码是关于旋转不变的边界描述方法。

３）Ｆｒｅｅｍａｎ码直方图。在循环差分链码的

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差分链码直方图，计算公式为：

狆（犽）＝
狀犽
狀
，犽＝０，１，…，犽－１ （１０）

其中，狀犽 是一个链码中链码值犽的数目；狀是该链

码的总节点数。这样，得到了一个归一化的直方

图描述子。

通过上述方法构建的循环差分链码直方图的

特点为：计算量小；能提取到彩色轮廓；尺度不变

性；旋转不变性。

２．１．２　基于显著对象的彩色ＯＲＢ描述

局部特征点的提取与匹配已广泛应用于计算

机视觉领域。ＳＩＦＴ算法是公认的鲁棒性较好的

特征点方法，但由于其高维度和高计算成本的特

点，难以适用于需要处理大量图像数据的图像检

索。最新的 ＯＲＢ算法采用了二进制字符串方

法，存储和匹配速度得到了较大提高。但是，

ＯＲＢ只能处理灰度图像，且在复杂光照条件下鲁

棒性不佳。因此，本文在颜色不变特征和 ＯＲＢ

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针对彩色显著对象的特征点提

取方法，步骤如下：

１）颜色不变量。按照式（５）、（８）提取颜色不

变量犎，犎 可替代原图像灰度数据进行特征点提

取，以排除光照、角度等干扰因素。

２）前景对象的特征点。本文的检索方法是

针对前景对象的，关注的兴趣区域也就限于目标

本身，因此特征点提取只在目标轮廓线内部进行。

３）特征点描述。用ＯＲＢ描述符算法对提取

的特征点进行描述，得到的描述符是二进制比特

串。描述符只针对前景对象，排除了背景环境的

干扰，因此匹配时的计算复杂度也会相应减少。

由于颜色不变量只反映物体本身的材质特

性，与光照、方位无关，在其基础上提取的特征点

更能体现物体本身的材质信息，而对复杂光照、角

度方位具有很好的鲁棒性。此外，ＯＲＢ特征点的

提取只限于对象轮廓线的内部，排除了背景环境

的干扰。因此，这种基于对象的彩色 ＯＲＢ描述

方法不仅比传统的ＯＲＢ算法能检测到更全面的

局部信息，而且鲁棒性更好。

２．２　相似性度量

在图像检索中，特征描述符的匹配决定了系

统检索速度。图像检索通常在检索前就提取出全

部图库中图像的特征描述子并进行存储，在检索

时只需将描述子进行快速匹配查找。

本文在颜色不变量的基础上结合了轮廓

Ｆｒｅｅｍａｎ码直方图和彩色ＯＲＢ特征点两种特征

进行匹配检索，其度量方法也需要综合两种特征。

２．２．１　Ｆｒｅｅｍａｎ码直方图

图像狓的轮廓狓犻与图像狔的轮廓狔犻相似性

度量采用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距离公式：

犇（狓，狔）＝∑
７

犻＝０

狘狓犻－狔犻狘 （１１）

式中，犇（狓，狔）越大，两个轮廓差异越大。实验中

发现，犇（狓，狔）≤０．２时，两个轮廓相似度较高，可

判断为相似轮廓。

２．２．２　ＯＲＢ特征匹配

特征点匹配就是找出相应两幅图像中特征点

的相似度。ＯＲＢ特征点的描述子是一个长度为

２５６的二进制比特串，描述符之间的距离可以用

汉明码进行异或操作，以提高计算效率。

匹配成功的特征点对的相对数量越大，两张

图像相似度越高。样本图像狓与图像库中图像狔

的相似度可采用式（１２）计算：

犈（狓，狔）＝
狀（狓１ ＝狔１）

狀（狓犻）
（１２）

其中，狀（狓犻＝狔犻）为图像狓与图像狔成功匹配的特

征点对的数量；狀（狓犻）为样本图像狓的特征点数

量。实验中把犈（狓，狔）≥０．１５的两幅图像判断为

相似的两幅图像。

２．２．３　ＣＩＦＯ相似性度量

本文结合了轮廓直方图和ＯＲＢ特征点来计算

图像间的相似性，具体可采用式（１３）进行度量。

犛（狓，狔）＝ （１－犇（狓，狔））×β１＋犈（狓，狔）×β２

（１３）

其中，β１ 和β２ 分别为轮廓 Ｆｒｅｅｍａｎ直方图和

ＯＲＢ特征点的权重因子。在对Ｃｏｒｅｌ库图像的

实验中发现，β１ 和β２ 分别取０．２２和０．７８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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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查询出较多的同类图像。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采用ＯｐｅｎＣＶ２．３．１视觉库，在ＶＳ２０１０

平台上编程实现。实验的硬件平台为２．２ＧＨｚ

ＩｎｔｅｌＰｅｎｔｉｕｍＤｕａｌ，２ＧＢ内存ＰＣ。

３．１　特征性能分析

１）轮廓特征。由于在本文算法中，轮廓特征

是粗匹配特征，要求提取的轮廓特征数量小，且为

主要的“兴趣”对象的轮廓。图２（ａ）为Ｃｏｒｅｌ图像

库中Ｅｌｅｐｈａｎｔ类的图像，图２（ｂ）为提取的颜色边

界图像，图２（ｃ）为应用本文方法提取的轮廓特征

二值图像。通过图２可以发现，本文方法能够提

取到主要“兴趣”对象的轮廓，且轮廓为闭合曲线，

可有效构建循环Ｆｒｅｅｍａｎ码。

２）特征点性能分析。图３是传统ＯＲＢ与彩

色ＯＲＢ算法的实验比较图。实验选用了两幅彩

色图像，且两幅图像存在较明显的光照差异。图

３（ａ）是ＯＲＢ算法匹配结果，３（ｂ）是本文方法匹配

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彩色 ＯＲＢ是在颜色不变

量的基础上提取的，对复杂光照颜色和角度具有

更强的鲁棒性，与传统的 ＯＲＢ方法相比匹配准

确率更高。

图４是全景图匹配和基于显著对象匹配的实

验图，实验图像是从Ｅｌｅｐｈａｎｔ类中选取的相似度

较高的两张图像，视为相似目标的匹配。图４（ａ）

是采用全景图进行彩色 ＯＲＢ匹配实验，图４（ｂ）

是基于显著对象的匹配。对比发现，全景图匹配

时，背景中会存在匹配对，对匹配实验结果造成了

一定干扰。

３．２　检索性能分析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方法能有效检索具有显著

对象的彩色图像，采用国际通用图像检索库Ｃｏｒｅｌ

图像库进行测试。本文从Ｃｏｒｅｌ图像库中选取恐

龙、大象、花、马、海滩、山脉６类进行实验，每一类

图像是由同类目标的１００张图像组成，其中，恐

龙、大象、花、马具有较为理想的显著对象。图５

为实验的６类图像示例。

检索性能评估的通用准则是有效性、效率和

灵活性，分别代表查找与目标相似图像的成功率、

检索的速度及对不同应用的灵活性。由于效率和

灵活性受硬件等多因素影响较大，目前还没有很

好的统一评价机制，因此，当前对ＣＢＩＲ的评价通

常是检索的有效性。

为了充分比较本文检索方法性能，将文献［１］

中的传统颜色直方图方法、文献［２］中的 Ｇａｂｏｒ

纹理方法、文献［６］中的ＣＥＤＤ方法同本文方法

进行对比实验。三种对比方法是目前基于特征检

索的经典方法，且在Ｌｕｃｅｎｅ平台下的ＬＩＲｅ库中

都已经实现，具有公开性和代表性。实验时在选

取的６组图像中随机各取１０张图像作为待检索

图像进行检索。对每一类的１０次返回的前３０张

图片结果计算查准率和查全率的平均值，图６（ａ）

为查准率平均值的柱状图，图６（ｂ）为查全率平均

值的柱状图。

从查全率和查准率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４

种方法在最简单的恐龙类检索时性能都表现较

好，但在其他５类图像检索中颜色直方图和Ｇａ

ｂｏｒ纹理两种单一特征的方法效果较差；ＣＥＤＤ

算法的综合性能较好，但对于具有显著对象的恐

龙、大象、花、马４类图像，本文方法较之有明显

优势。

图２　颜色不变量实验图像

Ｆｉｇ．２　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ｏｆＣｏｌｏｒ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图３　ＯＲＢ与ＣＯＲＢ匹配实验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ｈ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ＢａｎｄＣＯＲＢ

４　结　语

由分析和实验可以看出，在颜色边界和颜色

不变量基础上构建的轮廓特征和局部特征点对复

杂光照具有很好的鲁棒性。结合了对象轮廓直方

图和前景对象的 ＯＲＢ描述符的特征方法，在匹

配时比直接全局ＯＲＢ匹配的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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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全景图与前景图的匹配实验

Ｆｉｇ．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ｅｓｔｆｏｒＰａｎｏｒａｍａ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

图５　Ｃｏｒｅｌ库中的六类图像示例

Ｆｉｇ．５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ｆｒｏｍＣｏｒｅｌ

图６　平均查全率和查准率统计图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

Ｒｅｃａｌｌ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从理论上，本文提出的方法既包含了整体颜

色及轮廓结构信息，又考虑了局部区域特征，且描

述子为直方图和二进制码串，不仅存储空间小，匹

配检索的速度也会更快。本文方法是目前针对具

有显著对象的彩色图像的理想检索方法，尤其适

用于商标、地标类图像的查询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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