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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下文信息的自适应场景分类算法

史　静，朱　虹
（西安理工大学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本文针对场景分类中存在的目标物以及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图像的拍摄角度、光照强

度不同，造成的场景内容难以辨识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利用上下文关联信息进行自适应判别的分类

算法。通过检测图像中目标物及其相互之间的上下文关系，利用该信息对图像的细节纹理特征进

行增强，最后利用支持向量机（ＳＶＭ）进行训练和测试，从而实现场景分类。在三个公共标准图像

集上的测试实验结果表明，都具有较好的分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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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上每天都涌

现出大量的图像和视频资料，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网

络资源丰富我们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

何更好地分类、管理这些资源。

目前，由于网络的归类整理方式和能力有限，加

之大量图像的文字标注有误差，使得利用文字注释

进行图像分类整理方法不再具有优势。由此，依据

图像内容进行分类的算法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机

器视觉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１３］，其应用领域

涉及到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４］、目标检测［２］、视频摘

要［５］、视频内容分析［６］，特别是机器人服务［７］，例如

机器人路径规划和机器人管家等等。

早期的图像分类，主要通过描述图像底层特

征［８］信息来表征图像的视觉感知属性，进行场景分

类，之后映射到高层语义进行分类。文献［９］将图像

表示为一个尺度不变的响应映射，通过提取的底层

特征进行聚类，构成“视觉词袋”来表征图像的语义

信息［１０１１］，最终反映图像的类别信息。

然而，由于场景中的事物数量和种类繁多，同类

场景之间类内变化较为丰富，以及不同类场景之间

差异较小，造成了使用功能的差异，这些影响降低了

其分类的准确度。

见图１，图１（ａ）为同一类的两幅不同图像，然

而，类内的出现目标、聚集区域以及姿态和外形都有

着相当大的差异。图１（ｂ）～（ｄ）中的三幅图像分别

属于三个不同的类，但却在视觉上非常相似。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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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高性能的分类系统来说，应该能够处理具

有细微视觉差异的图像类别。

图１　类内差异及类间相似图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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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上下

文信息的自适应场景分类算法，通过对图像的上下

文信息进行优先检测，弥补了将图像中的事物割裂

开来并硬分割组合的缺点。同时，利用提取的上下

文信息对图像的多尺度多方向特征进行优化，进一

步有效地提高了分类算法的效率和精度。

１　算法描述

本文算法中为了充分利用图像在不同尺度方向

下的频域特征，首先对图像进行Ｇａｂｏｒ变换［１０］，之

后，分别提取各尺度方向下Ｇａｂｏｒ变换图像的显著

性区域。接着，对不同尺度方向下的Ｇａｂｏｒ变换图

像提取细节纹理特征，并利用同尺度方向下显著性

检测的结果，对这些特征进行加权融合，并得到加权

后纹理特征的累计直方图。最后，送入到ＳＶＭ 中

进行训练。由于部分数据集中的图像大小不一，所

以，在训练和测试之前需要将图像尺寸归一化。

１１　Ｇａｂｏｒ变换

Ｇａｂｏｒ变换是 Ｇａｂｏｒ等提出的一种时间频率

分析方法。其对信号的处理近似于人眼，能够很好

地提取目标物的局部空间和频域信息，特别是对于

图像的边缘信息，具有良好的方向和尺度选择特性，

且对于光照信息不敏感。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根据

Ｇａｂｏｒ变换特殊性质，在其变换域的的不同尺度和

方向上提取主要关联特征，在这里我们进行５个尺

度和８个方向的Ｇａｂｏｒ变换，即一幅图像共得到４０

个变换结果图。见图２，由于变换结果图较多，仅显

示Ｇａｂｏｒ变换的部分结果图。

图２　Ｇａｂｏｒ变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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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显著性检测

由人眼的视觉感知特性可知，人们对场景的认

知通常是依据场景中的某些事物，比如如卧室中的

床、教室中的桌椅等，而对于场景的判别问题，目标

物的检测就尤为重要。

早期的显著性检测算法主要集中在对目标物轮廓

信息的描述，并没有对目标物存在的区域显著性进行

判别，且只注重目标物本身的提取，没有关注目标物之

间的相互关联，因此存在局限性，况且简单的目标物检

测及组合，并不能准确表征图像场景所反映的内容。

鉴于以上原因，根据Ｇｏｆｅｒｍａｎ［１２］的思想，所提

取的显著性区域，不但与周围邻近区域具有明显差

异，而且与图像整体也具有明显的差异，充分考虑了

图像中上下文之间的语义关系。通常情况下，图像

块之间的颜色差异越大，距离越近，则显著性越强。

在提取场景图像显著性区域的基础上，注重显著目

标之间的上下文关系。

图３为部分图像及其进行显著性检测后的结果。

通过图３可以看出，结果图像能够充分地反映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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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并对周围环境进行了一定程度地描述。

图３　部分图像及其进行显著性检测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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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特征提取

本文利用经典的ＬＢＰ（ＬｏｃａｌＢｉｎａｒｙＰａｔｔｅｒｎ，局

部二值模式）算法［１３］，它是由Ｏｊａｌａ等人提出的，能

够很好地描述图像的细节特征，对于图像中的旋转

和灰度变化有着较强的鲁棒性。计算公式如下：

犔犅犘 ＝∑
犖－１

狀＝０

狊（犵狀－犵ｃ）２
狀 （１）

狊（狓）＝
１ 狓≥０

０ 狓＜
｛ ０

（２）

式中：犵ｃ 代表模板中的中心像素值，犵狀 代表模板中

与中心像素相邻的像素值，犖 为模板中像素点的个

数，狊（狓）为纹理元。

见图４，由３×３模板所覆盖的区域，将区域中

的周围像素与中心像素进行比较，所得的结果表示

成８位二进制码，将这８为二进制码转为十进制，即

为该模板中心像素的犔犅犘 值。通过该算法，将图

像中的所有像素点映射到０～２５５的范围内。

图４　ＬＢＰ特征提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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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为对图２的Ｇａｂｏｒ变换结果提取ＬＢＰ特

征后的部分结果。从结果图中可以看出，ＬＢＰ特征

可以从不同尺度方向Ｇａｂｏｒ变换中提取更多的细

节纹理特征，且表示更加清晰。

１４　特征融合

将每幅训练图像Ｇａｂｏｒ变换得到的４０幅变换

图像，进行显著性检测，同时提取ＬＢＰ特征，在同一

尺度方向下利用显著性检测图对ＬＢＰ特征提取图

进行加权，权值通过 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１４］映射得到。

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为Ｓ型函数，也称为Ｓ型生长曲线，有着

单增以及反函数单增等性质，常被用作神经网络的阈

值函数，将变量映射到０～１之间。计算公式如下：

α狑 ＝
１

１＋ｅ
－狑

（３）

式中：狑 为显著度值，α狑 为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映射后的

权值。下式为利用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映射结果对犔犅犘

特征进行加权的公式：

犔犅犘ｗｅｉｇｈｔ＝α狑·犔犅犘ｎｅｗ （４）

其中，犔犅犘ｗｅｉｇｈｔ为加权后的ＬＢＰ特征。

图５　Ｇａｂｏｒ变换提取ＬＢＰ特征部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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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加权后的ＬＢＰ图像求取累计直方图，生

成２５６维特征向量，将所有尺度方向下的特征向量

进行串联，即每幅图像转为２５６×４０＝１０２４０维特

征向量。如此高维的特征向量，无论对于纹理的提

取、表达都是不利的，数据量过大，导致直方图过于

稀疏，而且还会影响后期事物纹理的识别、分类及信

息的存取，大大降低了算法的效率。因此，需要对加

权后的ＬＢＰ特征向量进行降维，使其在数据量减少

的情况下，能够很好地保留原始数据的特征信息，本

文利用Ｏｊａｌａ提出的均匀模式ＬＢＰ（ＵｎｉｆｏｒｍＰａｔ

ｔｅｒｎＬＢＰ）进行降维。

经过统计，均匀模式ＬＢＰ在整个的ＬＢＰ特征

中占８５％～９０％，而其他模式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因此，对于３×３的邻域，将ＬＢＰ特征值分为５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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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个均匀模式为一类，其它所有值为第５９类，直方

图从原来的２５６维变成５９维。最后，将每幅训练图

像融合后的５９×４０＝２３６０维特征作为训练特征，

送入到ＳＶＭ中进行训练。

２　实验结果分析

在３个公共标准图像集上评价本文算法，分别为８

类自然场景图像集［１５］、８类运动场景图像集［１６］及１５类

场景图像集［１５，１７１８］。为准确评价本文算法与同类文献

的实验结果，应用同样的训练和测试数据比例。

１）８类自然场景图像集（ＯＴ）：该数据集共包含

８类２６８８幅大小均为２５６×２５６的自然场景图像。

见图６（ａ），有海滩、高楼等。每个类别利用２００幅

训练，其余用来测试。

图６　各数据集部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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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类运动场景图像集（ＳＥ）：该数据集共包含

８类１５７９幅运动场景图像。其中包括赛艇、滑板滑

雪、攀岩等，见图６（ｂ）。每个类别利用７０幅训练，

６０幅用来测试。

３）１５类场景图像集（ＬＳ）：该图像集总共４４８５

幅图像，分为１５类，包括室外以及室内场景，见图６

（ｃ）。每类利用１００幅图像训练，其余用来测试。

在测试过程中，将测试图像通过上述步骤得到２３６０

维特征向量，送入到已训练好的ＳＶＭ分类器中测试。

为了比较添加了显著性算法与未添加该算法对

本文实验结果的影响，本文按照同样的实验数据划

分比例，对有无显著性算法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测

试。表１为５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表１　有无显著性检测算法的分类准确率比较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ｌｉｅｎｃ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检测方式
分类正确率／％

ＯＴ ＳＥ ＬＳ

无显著性检测 ８７．８ ８４．９ ８３．１

有显著性检测 ８８．９ ８６．２ ８４．３

通过表１可以看出，在三个图像集中，ＯＴ数据

集的分类效果最好，一方面由于分类的数目较少，室

外场景中目标物之间的上下文关系较为单一，变化

较少，另一方面同类场景中目标物的纹理结构较为

类似，因此分类难度较小，而ＳＥ和ＬＳ数据集场景

中目标物相对比较复杂，特别是ＬＳ数据集中还包

括一些室内场景，因此分类准确率较低。

增加了显著性算法后，分类准确率相比较没有

显著性算法的结果有了略微的提升，说明该算法具

有一定的有效性，特别是对于ＳＥ数据集，提升的幅

度相对较大，主要是由于该数据集为运动场景数据

集，显著性区域较为明显且集中，而另外两个数据集

所包含的场景显著性检测所捕获的上下文关系不够

明显，显著区域较为分散，因此，利用该算法所提升

的性能有限。

将本文提出的算法在３个公共图像集上与同类

算法的分类正确率进行比较，结果见表２。

表２　分类正确率的比较测试实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ｃｅｎ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对比文献
分类正确率／％

ＯＴ ＳＥ ＬＳ

文献［３］ ８３．４ － －

文献［７］ － ８４．９ ８３．７

文献［１９］ － － ８３．０

文献［８］ ８６．２ ７８．３ ８３．９

文献［１３］ － ７３．２ ７０．１

文献［２０］ ８７．８ － ８３．７

文献［９］ － ７６．３ ８０．９

本文 ８８．９ ８６．２ ８４．３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本文算法较对比文献算法

整体占优，文献［７］利用核稀疏表达（ＫＳＲ），其为图

像在高维空间中的稀疏编码技术去分类场景和人

脸。文献［１３］提出了多尺度完备局部二值模式

７４３史静，等：基于上下文信息的自适应场景分类算法



（ＭＳＣＬＢＰ）描述子，在多个分辨率下表征占主要地

位的纹理特征。文献［１９］利用扩展谱回归和词袋特

征对图像进行分类。本文的方法不需要建立复杂的

主题模型，只需提取图像的多尺度方向纹理特征，并

利用显著性区域检测对特征进行增强。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有效的场景图像分类方法，通

过提取图像的显著性区域和多尺度多方向上的细节

纹理特征，并利用显著性检测算法对特征进行加权

融合。之后，根据均匀模式对加权后的ＬＢＰ特征向

量进行降维。最后，训练ＳＶＭ 分类器，并进行分类

判别。该方法不仅充分考虑了人眼对视觉信号的敏

感程度，而且弥补了单尺度单方向特征对于整体图

像描述不足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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