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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合理利用视觉关键词之间的空间关系，以提高基于视觉关键词的对象检索方法的准确度，提出一种利
用仿射变换进行空间关系验证的算法．首先通过视觉关键词仿射协变的空间邻近特征集进行初步空间关系一致性
匹配；然后计算对应仿射协变区块的多组可能的仿射变换矩阵，并选择满足区块匹配最多的变换矩阵作为对象与图
像之间最终仿射变换矩阵，其中，仅利用一对协变区块来计算自由度为６的仿射变换的算法有效地提高了计算速度
和鲁棒性；最后通过计算出的仿射变换矩阵来精确验证对象与图像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是否一致．实验结果表明，
与现有方法相比，文中算法更鲁棒，能以较低的计算开销显著地提高基于对象的实时图像检索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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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图像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和大容量存储

中挑选出包含指定对象的图像集．

器的广泛使用，基于对象的图像检索技术成为计算

由于基于视觉关键词的对象检索方法对光照变

机视觉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其主要目标是设计出

化、旋转缩放以及部分遮挡等都有很强的鲁棒性，它

一种快速且准确的方法，以从大规模的图像数据库

已成为近年来对象检索中的最受欢迎的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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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首先提取仿射协变的特征区块［１屯］，通过特征

法进行初始检索，得到少量图像组成的候选图像集；

区块描述子得到特征区块特征向量，并将特征向量

然后通过仿射协变邻近特征集和仿射变换的估计进

通过Ｋ—ｍｅａｎｓ等方法进行聚类量化成为视觉关键

行空间关系验证，将所选图像进行重新排序，得到最

词；然后通过将图像和对象表示成视觉关键词集合

终检索结果．这种分层检索方法有利于在满足实时

的方式进行检索［３］．该方法不依赖于图像分割技术，

性的要求下提高检索准确度．

且对各种条件变化都有很强的鲁棒性，但由于抛弃

在基于视觉关键词词频的图像检索方法中，完

了视觉关键词之间的空间位置信息，往往区分度不

全丢弃了图像特征之间的空间相对位置关系，为了

够高．

提高检索的准确度，通常采用验证空间关系的方法

利用特征之间的空间位置信息提高图像检索的

来验证特征之间的匹配关系［３’５］．本文首先通过仿

效率和准确度以适应大规模数据库检索的需求成为

射协变的邻近特征集计算每一对匹配的支持度；然

研究热点［４－６］，其中通过图像之间的仿射变换的计算

后通过仿射变换的估计来进行空间关系验证；使用

来精确验证对象之间的特征匹配是一种有效方

满足该仿射变换的特征数来衡量对象与图像之间匹

法［５’７］．仿射变换的计算通常采用ＲＡＮＳＡＣ算法，

配的程度，从而对检索的初始结果进行重新排序，得

用不共线的３组对应特征点联立线性方程组来计算

到最终的检索结果．

仿射变换［７］．为了提高仿射变换计算的速度，Ｐｈｉｌｂｉｎ

Ｌ １

视觉关键词的提取

等［５１通过Ｌ◇ＲＡＮＳＡＣ算法计算仿射变换，首先假

本文通过ＭＳＥＲ算法［２１检测局部区块，并使用

设图像视角不会发生较大变化等限制条件，利用每

ＳＩＦＴ特征陪们作为区块描述子．通过对对象和图像

一组对应仿射协变区块来计算图像之间的自由度受

上的局部区块描述子的量化，得到对象和图像数据

限的仿射变换；然后利用前一步的结果计算不带强

库中的视觉关键词集合．视觉关键词可以使用一个

假设的仿射变换．然而该算法使用了较强的假设条

三元组来表示，。＝（训；，Ｘ，五）；其中，硼，表示局部

件，限制了其在对象检索中的应用．

区块描述子经过量化后得到的单词标识，ｘｆ＝（五，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利用仿射变换进行空间关

ｙ；）Ｔ为视觉关键词，，在图像上的坐标，石ｉ描述了

系验证的快速算法．首先，提出了基于仿射协变的邻

局部区块的形状．描述局部区块的形状的椭圆方程

近特征集的特征匹配算法，以提高特征初步匹配的

为（Ｘ—ｘ。）７口１（Ｘ—Ｘ）一１．

准确度；然后，提出了一种利用每一组对应仿射协变

假定待检索对象为视觉关键词的集合０一

区块形状特征计算仿射变换的快速算法，并最终选

｛，ｏ。，＾。，…，，ｏ。．），，ｚ。为对象中视觉关键词的个数．

择满足特征点最多的仿射变换，有效地提高图像检

同样，数据库中的某一待匹配的检索图像也可以表

索的速度和准确度．

示成为视觉关键词的集合Ｔ＝｛＾，，＾。，…，，ｆ。．），
其中咒，为图像中包含视觉关键词的个数．这样，局

１基于仿射变换验证的图像检索方法

部区块的局部描述子经过量化就形成了一个基础的
匹配集

本文提出的基于空间关系验证的对象检索方法
总体框架如图１所示．在预处理阶段进行特征区块
检测，提取视觉关键词，并建立基于视觉关键词的索
引文件．在检索阶段，首先采用视觉关键词词频的方
∥………………………………………………！
；预处理
；

叫鳖．Ｈ巫竺卜

橼豳

．萋差链蠢Ｈ嚣盖篓２｛硅蠢

ｍ口￡如劬（０，Ｔ）一｛＜，ｏ，，＾ｆ，＞Ｉ＾ｉ∈０＾
＾ｉ，∈Ｔ＾硼“一硼∥）．

１．２基于空间一致性的区块匹配
由于视觉关键词由区块特征向量集通过聚类并
量化的方式产生，所以它不能够精确地将各种相似
特征区分开，通常可通过特征区块之间的空间一致
性提高匹配的准确度．文献［３］中使用ＫＮＮ算法分
别求出对应特征点的最近Ｋ个邻近特征，并通过Ｋ
个邻近特征的交集来衡量空间一致性．基于空间上
下文［１们的匹配方法，通过仿射协变性的空间邻域得
到自适应的多层空间上下文描述，然后使用Ｆｕｚｚｙ－
ＥＭＤ距离度量方法计算空间上下文相似性．前一种

图１

基于快速空间关系验证的对象检索方法框架图

万方数据

方法虽然计算简单，但是未考虑到仿射协变区块的

汪文英，等：利用仿射变换的快速空间关系验证

第４期

６２７

仿射协变性，且所有邻近特征都具有相同的权重；后

征匹配；然后根据前一步骤得到的匹配，通过局部优

一种基于空间上下文的方法匹配更加准确，但计算

化步骤计算出不带假设的６ ＤＯＦ的仿射变换，其中

复杂度有所增加．

５

ＤＯＦ的仿射变换是通过２个仿射协变区块的归

本文采用仿射协变的邻近特征集的方法提高

一化求得垂直切变的仿射变换．在归一化变换中，将

ｍｎ￡ｆ‰。的准确度．对于视觉关键词＾，同一图像中

（Ｏ，１）Ｔ作为归一化变换的特征向量，仿射协变区块

的其他局部区块与它的距离可以采用仿射协变的

与归一化的单位圆形区块保持相同的正立姿势，如

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距离，即

图２ ａ所示．

觚厅抛及时（，ｌ，＾）＝［（Ｘ一墨）氇ｆ１（ｘｆ一墨）］专．
通过仿射协变的距离计算方法可以得到＾最
近的Ｋ个特征作为仿射协变邻近特征集，从而得到
视觉关键词＾的仿射协变邻近特征集

Ｎ（＾）一｛＾Ｉ—ｑ孵咒ＰＤｉ盯（，ｆ，＾）≤
ｄＫ。ｈ＾＾∈Ｊ＾，ｆ∈Ｉ＾ｉ≠是｝．
其中，Ｊ表示对象０或者检索图像Ｔ；ｄ肭为一个距
离阈值，为了得到最近的Ｋ个特征区块，将它动态

ａ

地设为第Ｋ个最近的距离值．对于仇口￡如ｍ（０，Ｔ）
中的每一个初始匹配＜姒ｉ，毗，＞，都可以得到一个仿
射协变的支持集

Ｓ“伽ｒｆ（＜厶，正ｉ，＞）一｛＜厶，厶，＞ｌ厶∈Ｎ（厶）＾
＾，∈Ｎ（正，）＾＜，ｏ·，厶，＞∈ｍｎ￡以ｍ）．

Ｉｏ－ＲＡＮＳＡＣ算法

ｂ本文算法

图２仿射变换示意图

Ｐｈｉｌｂｉｎ等［５］的Ｌ口ＲＡＮＳＡＣ算法能够通过每
一组对应仿射协变区块计算自由度受限的仿射变
换．然而由于自由度受限的仿射变换只能描述平移
和垂直方向的切变，在实际图像数据库中，图像由于

仿射协变区块之间可以通过对应邻近特征集的支持

视角的变化往往会发生旋转和各向切变，甚至发生

集Ｓ“助。仃（＜＾，，ｆ；，＞）来度量特征之问的空间一致

翻转．在这些发生较大角度变化的情况下，该算法就

性，从而得到一个空间一致性匹配集

不能得到近似正确的初始仿射变换，这种较强的假

批￡幽。“（０，Ｔ）一｛＜，ｏ，，＾ｔ，＞Ｉ＜Ｌ，，ｆｉ，＞∈

设严重限制了其在图像检索中的应用．

，，ｚ口￡ｆ矗“，（Ｏ，Ｔ）＾Ｉ Ｓ“夕户ｏｒ￡（＜，ｏｆ，＾，＞）ｌ≥￡＾｝；
其中Ｉ ５“缈Ｄ以（＜＾，＾。，＞）Ｉ表示支持集的大小，称

１．３．２快速仿射变换计算算法
本文设计了一种利用一组对应仿射协变区块形

为支持度，魄为设置的一个阈值．

状快速计算不带假设的（６ ＤＯＦ）仿射变换的方法．

１．３仿射变换计算算法

对于ｍｎ￡ｃ＾。出ｌ（０，Ｔ）中的每一组匹配＜厶，＾；，＞都

通过计算图像之间的仿射变换来精确验证对象
之间的特征匹配是一种验证空间位置一致性的有效
方法［５Ｊ］．本文分析了现有算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了一种新的快速仿射变换计算算法．
１．３．１

Ｌ（）－ＲＡＮＳＡＣ算法

可以计算出一种仿射变换Ａ∥，并将Ａ，，满足的视觉
关键词的个数作为衡量该仿射变换的标准，即
～

～

锄ｚｉＰｒ（Ａ∥）＝｛＜，ｏ＾，＾＾，＞Ｉ｜｜Ａ∥·ｘ曲，Ｘ∥０≤

ｄｔｈ＾＜，ｏｔ，厶，＞∈，撇￡以ｉＩｌｉＩ）．

现有方法通过ＲＡＮＳＡＣ进行随机采样的方法

其中，ｌ｝·Ｉｌ表示欧氏方程，ｘ表示齐次坐标．本文

来计算仿射变换，通过多次迭代挑选出满足特征点

选择满足视觉关键词最多的仿射变换Ａ。ｋ。ｋ一为最

最多的仿射变换来进行估算．

终对象到图像的仿射变换，并用Ｉｉ，２ｚｉ盯（Ａ。妇．。晰，）Ｉ来度

为了提高空间关系验证中仿射变换计算的速

度，达到实时要求，Ｐｈｉｌｂｉｎ等［５３提出一种基于Ｌｐ

量对象与图像之间视觉关键词空间关系匹配的
程度．

ＲＡＮＳＡＣ算法的快速仿射变换算法．该算法通过２

对于仿射协变区块，ｏ，和，ｆ｛，，通过

步来进行仿射变换计算：首先，通过假设互联网中大

Ｆ口１ｘ＝ｘ７（Ｇｃ，）＿１ｘ＝
ｒ（ＧＲ。ＲｊＣ丁）叫ｘ＝１，￡一Ｄｉ，ｆｉ

部分图像不会发生较大视角变化等限制条件，在限
制仿射变换的自由度（ｄｅｇｒｅｅ

７

（１）

ｆｒｅｅｄｏｍ，Ｄ（）Ｆ）的条

对仿射协变区块的形状特征进行分解．其中，Ｇ表

件下，利用每一组对应仿射协变区域估计图像之间

示对椭圆区域的归一化。Ｒ表示一定角度的旋转．

的受限仿射变换，得到初始的仿射变换和初始的特

可以看出，归一化之后得到的单位圆区域发生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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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旋转都不会改变其原本形状特征五（ｆ＝ｏｉ，￡ｉ７）．

区域转换成单位圆形区块．经过仿射协变区块的ｉ

从而，对应仿射协变区块之间的仿射变换

和ｉ ７的归一化变换之后，厶，正ｉ，将会重叠在单位圆

Ａ（＜，ｏ，，＾ｉ，＞）一Ｇ，，Ｒ∥Ｒ二１Ｃ二１．

上，得到一个旋转夹角口。一么Ｎ征０¨，ＮＡ，其中Ｑ，

由此将仿射变换分解为归一化变换Ｈ１（对应

表示仿射协变区块，。ｉ和，∥经过归一化之后重叠的

Ｇ１）、旋转变换Ｈ，（对应Ｒ∥Ｒ二１）和还原变换Ｈｆｌ

单位圆区块．对于有咒（，ｌ≥砌）组邻近特征支持的仿
射协变区块的匹配，将会得到咒种旋转夹角｛口。，

（对应Ｃｔｉ，）３个变换步骤，如图２ｂ所示．
在如图２ ｂ所示的仿射变换算法中，准确计算

口。，．．·，口。），从而实现了从位置空间向旋转角度参数

经过仿射区块归一化变换之后的单位圆形区块０１

空间的转换．通过哈夫变换得到最佳的旋转夹角

与０２之间的旋转角度口尤为重要．由式（１）可以看

％，，进而得到该组匹配＜，ｏ。，，∥＞对应的仿射变换为

出，归一化变换之后单位圆区域发生任何的旋转变

Ａ∥＝ＨｆｌＨ，Ｈ１，其中，

换都不会改变其原本形状特征五（￡＝ｏｉ，￡ｉ７），所以

Ｈｒ：Ｐｍ，一ｍｍ，］．
‘

要精确计算出图像之间的仿射变换，必须借助其他
信息来确定仿射协变区块之间的旋转角度．

Ｌ ｓｉｎ口ｉｉ，

ｃｏｓ口。ｆ，ｊ

与文献［５］中基于ＬＤＲＡＮＳＡＣ算法的仿射变

通常的方法是使用特征区块描述子中区块的方

换算法相比，本文算法有３个优点：１）ＬＯ—ＲＡＮＳＡＣ

向来计算旋转角度．如在ＳＩＦＴ描述子中，将梯度方

算法通过一组对应仿射协变区块计算出的受限制的

向直方图的主能量值作为该区块的方向［１１１．使用这

仿射变换，需要进一步通过优化步骤计算６ Ｄ（）Ｆ的

种方法存在２个不足：１）方向已经被量化到数量有

仿射变换；而在本文算法中，优口￡以。。。训（０，Ｔ）中的每

限的离散值，使得方向不够准确；２）存在多个方向且

一组对应的仿射协变区块都能计算出６ ＤＯＦ仿射变

无法确定对应关系时会得出多个可能的旋转角度，

换，最终选择满足特征最多的仿射变换作为结果，所

从而增加计算的复杂度．

以其计算量更小．２）文献［５］中也使用到了归一化变

本文提出了一种参考仿射协变邻近特征集来精

换，但其中归一化变换中将（Ｏ，１）７设为归一化变换

确计算仿射协变区块之间旋转角度的方法．在第１．２

的特征向量，以保证仿射协变区块与归一化的单位

节中介绍的基于空间一致性的区块匹配方案中，经

圆形区块保持相同的正立姿势；而在本文算法中归

过空间关系验证得到的匹配集ｍ口￡ｃ＾…ｉａｌ（０，Ｔ）中，

一化变换由仿射协变区块定义，没有使用较强的假

每一组空间一致性的匹配＜，ｏｉ，＾，，＞都有一组支持其
匹配的支持集Ｓ“缈Ｄｒ￡（＜＾，，＾，，＞）．如图３所示，对
于一组匹配的仿射协变区块＜，ｏ，，＾ｆ，＞，存在着咒（Ｋ≥
砣≥饥）组邻近特征｛＜Ｎ１１’Ｎ，１＞，＜Ｎ＂Ｎ，２＞，…，
＜Ｎ。，Ｎ＾＞｝的支持．

批吣Ｑ，一：丝三丝：堡！！

设条件．３）本文增加了旋转变换，这是由于本文算法
没有限制归一化变换保持正立姿势，准许图像之间
发生较大的视角变化，所以本文算法更加鲁棒．

２实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识别基准的数据库［４－５］来测试比较对

，

Ｉ●

象检索算法．该图像数据库包含１０ ２００幅图像，其

Ⅳ｜，２

中每４幅一组，为同一个场景不同视角、不同光照条
日２

件下的图像．选择这样的图像集是因为其中包含了
Ⅳｆ·１

大量物体，贴近实际的图像检索的应用．实验平台为
Ｐ４ ３．２ ＧＨｚ ＣＰＵ，１．５

ＧＢ内存的计算机．在实验

中，随机圈出１５０个矩形区域作为检索对象，检索效
果通过同一组的４幅图像上的对象被检索并排在前
４名的比率来衡量．
我们将本文方法与ＶｉｄｅｏＧｏｏｇｌｅ［３３中ＫＮＮ算
图３

参考邻近特征集的旋转变换计算方法

法和快速仿射变换验证检索算法口１进行比较．为了

仿射协变区块的归一化变换有２个步骤，首先

比较的公平性，在所有的检索方法中使用相同的

将区块的中心平移到ｚ，ｙ坐标的原点，然后将椭圆

ＭＳＥＲ特征、相同的ＳＩＦＴ １２８维描述子和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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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词典．在前处理过程中，通过ＭＳＥＲ提取最大

６２９

从图６ ａ中可以看出，若不通过空间一致性检

稳定连通区域的方式提取约１０７个仿射协变局部区

验，视觉关键词之间存在大量的误匹配；图６ ｂ～６

块以及相应的ＳＩＦＴ描述子，然后通过随机选取１０５

所示为通过提取１０个近邻并限制支持集大于３的

个局部描述子进行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形成大小为１０３

方式进行空间一致性匹配，再进行仿射变换计算的

的视觉关键词词典，其中特征提取大约花费２ ｄ的

结果．图６ｂ所示为本文算法得到的仿射变换图，可

时间．

以看出，虽然图像发生了较大强度的旋转和切变，但

ｃ

在本文算法和文献［５］算法的比较中，通过分别

每一组对应的仿射协变区块可以基本准确地确定仿

提取基于视觉关键词的检索方法中的前２００，４００，

射变换，且每组对应特征确定的仿射变换有较好的

６００和８００个图像进行验证并重新排序，其中仿射

一致性．图６ ｃ中由于图像有较大的视角变化，导致

协变空间邻近特征的选择中Ｋ取为１０，琥取为３，

文献［５］中５ ＤｏＦ的方法不能计算出近似正确的仿

ｄ。“取为４．文献［５］算法中首先通过５ Ｄ（）Ｆ的仿射估

射变换，从而导致漏检．图７第一行给出了该对象通

计出最佳的仿射变换，然后通过ＬｏＲ州ＳＡＣ算法

过本文算法的检索结果，可以看出，当图像发生较

计算出６ ＤＯＦ的完全仿射变换来进行验证．通过

大角度的视角变化时，仍能够准确检索．而在ＬＯ—

图４可以看出，本文算法比文献［５］算法有显著的改

ＲＡＮＳＡＣ算法的检索结果中，靠右边的２幅图像被

善，由于文献［５］算法对仿射变换进行了较强的假

漏检．

设，而本文测试数据库中图像多来自不同视角，发生
如图４所示的较大角度的旋转甚至翻转，所以其对
检索的准确度的提高很有限．采用本文算法进行检
索的计算时间随对象包含的视觉关键词的数目变
化，由图５可以看出，当分别从前２００，４００，６００和
８００个图像中进行估计仿射变换时，检索时间基本
上与匹配的图像数保持线性关系，且平均检索时间
保持在１ ｓ以内，能够满足实时性的要求．

憾
罄

磐
嚣
斗

图像数

图４平均检索准确度

砷

＼
墅
鲁

艇

图６空间关系示意图

霸

图７所示为部分检索结果实例，可以看出，虽然
部分图像由于视角的变化发生了较大角度的旋转和
图像数
图５平均检索时问

万方数据

切变，但本文算法也能够比较准确地计算出它们之
间的仿射变换，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对象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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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部分检索结果

都有更强的鲁棒性．
３

结

论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在保证实时性的条件
下，有效地提高了基于对象的图像检索的效率和准

为了提高对象检索的准确度和速度，本文提出

确度．

了一种新的利用仿射变换进行空间关系验证的快速
算法．首先通过仿射协变的空间邻近特征集进行初
步匹配，然后通过仿射变换来进行空间关系验证．
与现有方法相比，本文算法有三大优点：１）仿射
协变的空间邻近特征集有效地减少了初始误匹配，
从而减少了空间一致性验证的无用计算；２）与现有
的利用３组对应的特征来计算仿射变换的方法相
比，本文提出了利用每一组对应的仿射协变区块计
算仿射变换的方法，并选择满足特征点最多的仿射
变换作为对象与检索图像之间的仿射变换，从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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