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生毕业论文 

 
 
 
 
 

 
 

 
 
 

学    院  软件学院    

专    业  软件工程    

年    级  2009 级     

姓    名  张  诚      

指导教师  冯  伟      

2013 年 6 月 10 日 
 



 
 

 

 
 

本科生毕业论文任务书 

 

 

题目：基于最小改变距离的超像素网格及快速图像目标检测研究 

 

 

 

 

 

学生姓名    张  诚        

学院名称    软件学院      

专    业    软件工程      

学    号    3009218105    

指导教师    冯  伟        

职    称    副教授        

 

 



 
 

一、原始依据（包括设计或论文的工作基础、研究条件、应用环

境、工作目的等。） 

1. 工作基础 

随着计算机视觉的广泛应用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计算机智能化的

图像内容识别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以适应实际应用以及更高级的图像处理算

法的需要。图像目标检测与提取的目的，不仅需要确定图片中是否有特定的目标

存在，还要进一步确定目标的位置、尺度等信息。传统的基于像素级别（pixel-level）
的滑动窗目标识别方法，通过矩形框扫描的方法，确定图像区域包含某类目标的

概率来判定目标。该方法计算量大且只能得到一个表示目标大概位置的矩形框，

且由于像素提供的图像信息较弱，判别结果的准确性和连续性较差。 

现阶段，在大规模图像数据集上，为了追求更为高效和准确的图像分析效果，  

很多计算机视觉的算法都基于超像素（superpixel-level）的方法。超像素可以将图

像中连续的同质区域结合在一起，同时保留目标的边界信息，从未得到较为清晰

的目标分割边界。然而，之前的大部分工作对于超像素的块大小、形状以及不规

则分布问题都没有给予过多关注，这些问题都将制约其在分割、过分割以及目标

检测与分割等领域发挥的作用。因此，亟待提出一种规整化超像素的方法，从而

更方便地在超像素级别上进行图像目标的检测与提取。 

2. 研究条件 

（1）近年来有关图像目标检测与分割、超像素生成方法以及图像分割等领域

的期刊会议文献、源码等； 

（2）图书馆的相关资料，例如 C++、Matlab 等工具书的使用； 

（3）将目前开放式中等规模的图像数据库作为测试数据集，例如 Benchmark 
co-segmentation pair images 和 FlickerMFC 数据库。 

3. 应用环境 

在大规模图像数据集上进行快速目标检测与提取。 

4. 工作目的 

本课题将基于图像处理的 新技术、形状和区域描述子提取与匹配方法，提

出一种规整化的超像素结构，并利用其实现基于超像素的快速内容级图像目标的

检测与提取技术。本课题的成果，将有助于提高目前图像内容级目标检测的便捷

性与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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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研究）内容和要求（包括设计或研究内容、主要指标

与技术参数，并根据课题性质对学生提出具体要求。） 

1. 设计或研究内容： 

(1) 前期知识储备。对目前主流的超像素产生方法（TurboPixel, SuperLattice, 
SuperPixel based on SLIC, Superpixel based on MeanShift, Superpixel based on EGS）
进行比较。了解国内外近期有关图像目标检测与提取研究的进展。 

(2) 本课题是实验室研究团队课题的一部分，基于规整化超像素的思路，建立

超像素结构化模型，并在已完成的基础上进行优化与改进。 

(3) 完成算法实现的核心代码，在一定规模的数据集上进行测试，得到图像目

标检测的结果。 

(4) 对结果进行评估，计算准确率，并与其他方法进行性能比较。 

(5) 调节参数使得图像目标检测的准确率尽可能高。 

2. 主要指标与技术参数： 

(1) 评估图像目标检测与分割的准确率。 

(2) 评估该方法的运算时间。 

(3) 评估该方法与其他方法对比的优势。 

3. 对学生的具体要求： 

该课题题目工作量适中，并且有一定挑战性。要求学生对于图像数据目标检

测与超像素的相关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并能在了解的基础上学会并掌握这两方面

的内容，以将规整化超像素的方法利用到大规模图像数据的快速目标检测与提取

中，得到检测结果，并通过调节参数，尽可能的提高目标检测的准确率，增加系

统方法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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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基于 小改变距离的超像素网格及快速图像目标检测研究 

学院名称 软件学院 专业名称 软件工程 

学生姓名 张诚 指导教师 冯伟 

（内容包括：课题的来源及意义，国内外发展状况，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进度安排，实验方案的可行性分析和已具备的实验条

件以及主要参考文献等。） 
1. 课题的来源及意义 

随着计算机视觉的广泛应用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计算机智能化的

图像内容识别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以适应实际应用以及更高级的图像处理算

法的需要。大规模图像数据的快速目标检测与提取的目的，不仅需要快速确定图

片中是否有特定的目标存在，还要进一步确定目标的位置、尺度等信息。传统的

基于像素级别（pixel-level）的滑动窗目标识别方法，通过矩形框扫描的方法，

确定图像区域包含某类目标的概率来判定目标。该方法计算量大且只能得到一个

表示目标大概位置的矩形框，且由于像素提供的图像信息较弱，判别结果的准确

性和连续性较差。 

现阶段，在大规模图像数据集上，为了追求更为高效和准确的图像分析效果，  

很多计算机视觉的算法都基于超像素（superpixel-level）的方法。超像素可以将

图像中连续的同质区域结合在一起，同时保留目标的边界信息，从未得到较为清

晰的目标分割边界。然而，之前的大部分工作对于超像素的块大小、形状以及不

规则分布问题都没有给予过多关注，这些问题都将制约其在分割、过分割以及目

标检测与分割等领域发挥的作用。 

因此，亟待提出一种更为普适的规整化超像素的方法，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

图像分割及超像素产生方法，在规整化的超像素结构模型之下，更为方便地进行

图像目标的检测与提取。 

 

2. 国内外发展状况 

图像目标的检测与分割，不仅需要快速确定图像中是否有特定的目标存在，

还要进一步确定目标的位置、尺度等信息。目前，滑动窗口法是 广泛使用的图

像目标识别与检测方法。 

作为该领域 为热门的方法之一，滑动窗口法旨在通过矩形框框住整个目

标，因此可以灵活地运用图像分类中的各类特征提取、模板匹配和相似性度量算 



 
 

法来提高算法的性能。利用矩形框在图片上进行扫描，提取每个矩形框中的局部

图片特征，利用线性分类器确定每个矩形框包含这类目标的概率， 终找到目标

位置。Oncel Tuzel 等人将区域协方差（Region Covariance，RC）描述子引入到

目标的识别与检测中去，他们使用协方差矩阵来表达图像中的目标区域，这种方

法很好地实现了目标多特征的融合，其对图像目标的旋转、尺寸缩放以及亮度变

化都有很强的适应性。 
起初，超像素只是被认为是图像的一种过分割技术，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地

应用在图像预处理过程中。超像素利用像素与像素之间特征的相似程度对像素进

行分组，从而获取图像的冗余信息，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后续图像处理任务的复杂

程度，同时使人们在一种自适应区域而不是人为划分的固定形状的窗体中获得一

些图像特征的统计信息。因此，在超像素级别进行目标识别与检测，能够充分考

虑的目标边界信息，也更有机会通过寻找属于目标部分的超像素，来得到一个比

较精确地分割结果。 

 

3. 课题的研究目标 

本课题将基于图像处理的 新技术、形状和区域描述子提取与匹配方法，提

出一种规整化的超像素结构，并利用其实现基于超像素的快速内容级图像目标的

检测与提取技术。本课题的成果，将有助于提高目前图像内容级目标检测的便捷

性与可用性。 

 

4. 研究内容 

(1)前期知识储备。对目前主流的超像素产生方法（TurboPixel，SuperLattice, 
SuperPixel based on SLIC，Superpixel based on MeanShift，Superpixel based on 
EGS）进行比较。了解国内外近期有关图像目标检测与提取研究的进展。 

(2)本课题是实验室研究团队课题的一部分，基于规整化超像素的思路，建立超

像素结构化模型，并在已完成的基础上进行优化与改进。 

(3)实现的核心代码，在一定规模的数据集上进行测试，得到图像目标检测的结

果。 

(4)对结果进行评估，计算准确率，并与其他方法进行性能比较。 

(5)调节参数使得图像目标检测的准确率尽可能高。 
 
5. 研究方法 

对图片生成的超像素的分布进行规整化处理，构建基于超像素的图像矩阵模

型，在此基础之上，研究矩阵模型中各节点之间的关系。以便更方便地基于超像

素进行图像目标的检测与提取。 
 



 
 

6. 研究手段 

前期以研究现有方法为主，通过导师的指导与文献的查阅逐步展开研究工

作，完成算法后，在开放式中等规模的图像数据库上进行测试，例如 Benchmark 
co-segmentation pair images 和 FlickerMFC 数据库。对结果进行评估，计算准确

率，并与其他方法进行性能比较。调节参数使得图像目标检测的准确率尽可能高。 

 
7. 进度安排 

2012.12.20  —  2012.12.30  查阅资料，选题调研 
2012.12.30  —  2013.1.10   完成开题报告  
2013.1.10   —  2013.3.25   建立普适的规整化超像素模型 
2013.3.25   —  2013.4.10   在模型基础之上，进行图像目标的检测与提取 
2013.4.11   —  2013.4.24   对实验结果进行评估并调节参数调高准确率 
2013.4.25   —  2013.4.30   毕业设计中期报告会 
2013.5.1    —  2013.5.22   完成毕业设计 
2013.5.23   —  2013.6.10   完成论文及答辩 

 
8. 实验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本课题是实验室研究团队课题的一部分，前面已经完成对于规整化超像素思

路的提出，为实现本课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国内外也有相关研究，之前的方法

对部分数据集有着较为理想的结果。本课题提出更为普适的规整化超像素方法，

以将其利用到图像目标的提取与检测中，可以从理论上证明其可行性与合理性。 
 

9. 已具备的实验条件 

实验使用 matlab 和 C++的混合编程来实现，结合已有的算法，对其扩展来

完成，现在已有 matlab 和 C++的编程环境，处理器、内存等硬件设施也符合基

本的实验要求，能够达到预期的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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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任意不规则的超像素结构进行规整化排列并得到一个优化的网格结构，以

便人们能够像利用像素一样利用超像素，并将视觉领域的众多算法拓展到超像素

级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小改变距离超像素网格结构，并利用其实现基于超像

素的快速内容级图像目标的检测与分割技术。为此，本算法首先使用二部图匹配

策略将给定的超像素集合与伪节点集合依据超像素的空间位置规整地置于网格之

中。一个语义可靠的 小改变距离超像素网格应该保持原超像素图结构和输入图

像之中 有意义的结构。因此，我们定义二者的改变距离为所有改动过的边的权

重之和，它由超像素网格之中任意两个 近相邻的真实节点计算而来，其定义为

超像素空间位置、颜色、梯度。 后，本文使用层叠式动态规划方法对初始化的

超像素网格进行 小化改变距离的优化。 
实验表明，在相同的积分图搜索策略与区域协方差算法之下，本文提出的方

法在目标检测的精度与时间上均优于目前其他高效算法。 
关键词：超像素网格；规整化；真实节点；伪节点；目标检测；区域协方差 



 
 

ABSTRACT 
 

It is significant to regularize arbitrary superpixels (SPs) into an optimal grid 
structure, which may extend current low-level vision algorithms by allowing them to 
use SPs conveniently as using pixels.  

This thesis proposes a regularization minimum transform distance (MTD) 
SP-Grid, and the proposed approach has been tested in the task of object localization. 
For this purpose, we firstly dynamically align a given formation of image SPs and 
proper number of dummy nodes into a gird based on the localities of SPs via bipartite 
matching strategy. A semantically reliable MTD SP-Grid may keep the most 
meaningful structure of original SPs graph and input image. Thus, we then define the 
transform distance between SP-Grid and original SPs graph as the sum of the 
differential edge weights, with SP locality, appearance and gradient encoded, along all 
direct paths connecting any two nearest neighboring real nodes in the SP-Grid. We 
finally minimize the transform distance of SP-Grid via cascade dynamic programming.  

Experiments show that our approach outperforms state-of-the-art methods in 
terms of both detection accuracy and speed with the same integral image searching 
strategy and region covariance features. 
Key words：Superpixel grid；Regularization；Real node；Dummy node； 

Object localization；Region co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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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背景 

计算机视觉是研究如何使人工系统从图像或者多维数据中“感知”的科学。

几十年来，让计算机也拥有像人类一样的“视觉”，是计算机领域 为热点的研

究课题之一。随着计算机存储能力和计算能力的提高，以及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

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越来越多地帮助人们进行智能化的数据处理。尤其是近十年

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普及和发展，各种类型的图像和视频数据正在呈爆炸式增

长，根据 Mary Meeker[1] 新的互联网报告显示，Flickr、Snapchat、Instagram 和

Facebook 等网站的每日上传和分享的照片量都超过了 5 亿，并且以每两年翻一

番的速度呈几何式增长。面对如此庞大的媒体数据，显然已经无法仅依靠人力对

媒体内容进行分类、标定、排序了，如何利用计算机对其进行智能化的内容理解

和分类识别以提高效率，已经成为当下社会 为迫切的需求，也引起了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的关注。 

图像目标检测（object localization）是利用计算机对图像进行处理、分析和

理解，以识别各种不同模式的目标和对象的技术。目前，大多数目标分类系统旨

在为每一张图片分配一个类别的标签，这种方式处理的图片数据通常只包含某一

种特定目标且该目标物体占据了图片中的大部分面积。因此这类方法的目标分类

实际上是在进行图片的分类，且通常是包含大量目标类别的多分类问题。虽然处

理大量类别的图像分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种方法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图像目标

的上下文信息，真实世界中的图像应该包含了种类复杂、大小各异的不同目标交

杂出现的场景，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准确定位出目标的区域也十分关键。与目标

分类系统不同，目标检测的目的，是在目标多样、背景复杂的图像中，定位所要

搜索的特别目标的位置，并将其与背景分割开来， 终得到目标的分割图像。现

阶段，主流的目标检测方法是基于像素级别的滑动窗口目标识别方法[2-7]，通过

矩形框扫描，确定图像区域包含某类目标的概率来判定目标。在像素级别进行目

标识别与检测，需要对每个像素进行判定分析，因而将产生庞大的数据运算量，

并且只能得到一个表示目标大概位置的矩形框，且由于像素提供的图像信息较弱，

其判别结果的准确性和连续性往往较差。也有许多研究者的工作[8-10]是将目标检

测与图像分割技术相结合，得到边界更为准确的检测结果。 

近来，为了追求更为高效且准确的图像分析效果，很多计算机视觉的算法都

基于超像素（super-pixel）来展开。超像素可以将图像中具有相同或者近似特征

属性的近邻像素聚合在一起，并将相邻相似的像素组合为一个处理单元，这样的

分割方式更能体现人类的感知意义，也更符合自然的现实表现，目前出现了大量

的以超像素代替像素的计算机视觉处理方法，应用在如图像解析[11]、图像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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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协同分割[14,15]和目标定位[16]等领域。 

因此，在超像素级别进行图像目标的识别与检测，不仅能大大降低运算时间，

还为进一步提高目标检测的精确度，尤其是得到目标细节完整、边界清晰的检测

结果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 

1.2 发展现状 

1.2.1 快速目标识别与检测 

图像目标的检测与分割，不仅需要快速确定图像中是否有特定的目标存在，

还要进一步确定目标的位置、尺度等信息。目前，滑动窗口法[6]是 广泛使用的

图像目标识别与检测方法。 

作为该领域 为热门的方法之一，滑动窗口法旨在通过矩形框框住整个目标，

因此可以灵活地运用图像分类中的各类特征提取、模板匹配和相似性度量算法来

提高算法的性能。文献[3,4]利用矩形框在图片上进行扫描，提取每个矩形框中的

局部图片特征，利用线性分类器确定每个矩形框包含这类目标的概率， 终找到

目标位置。Oncel Tuzel[17]等人将区域协方差（Region Covariance，RC）描述子引

入到目标的识别与检测中去，他们使用协方差矩阵来表达图像中的目标区域，这

种方法很好地实现了目标多特征的融合，其对图像目标的旋转、尺寸缩放以及亮

度变化都有很强的适应性。为了寻找不同尺度和形状的目标，文献[6]提出的

Efficient Subwindow Search（ESS）方法使用不同尺度的矩形框在图片上进行扫

描，利用分支限界算法减少候选矩形框的数量以提高运算速度，并在文献[7]中将

该方法拓展到大规模的图像数据的目标检测中。请注意，RC 算法与 ESS 算法都

是基于积分图搜索策略，而积分图的计算必须基于一个规整的网格结构。 
滑动窗口技术近年来在图像目标检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这种方法

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图像中目标的大小以及个数是不确定的，在没有先验

知识的情况下，为了不遗漏每一个目标，通常需要使用多种尺度的候选矩形框高

密度地对图像进行扫描。目前所有的方法均基于像素级别，因此通常会产生成千

上万的图片块需要进行判定，这将浪费大量的计算时间和存储空间；第二，图像

中的像素是由矩阵形式表示的，滑动窗口法的输出始终是矩形框，因此对于形状

不规则、角度变化较大的物体，滑动窗口为了框住整个目标往往造成窗体很大的

情况，导致窗口内部包含许多背景冗余信息。综上所述，如何快速而高效地得到

高精度，尤其是贴合图像目标边界的检测结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2.2 超像素 

起初，超像素只是被认为是图像的一种过分割技术，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地

应用在图像预处理过程中。超像素利用像素与像素之间特征的相似程度对像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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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组，从而获取图像的冗余信息，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后续图像处理任务的复杂

程度，同时使人们在一种自适应区域而不是人为划分的固定形状的窗体中获得一

些图像特征的统计信息。因此，在超像素级别进行目标识别与检测，能够充分考

虑的目标边界信息，也更有机会通过寻找属于目标部分的超像素，来得到一个比

较精确地分割结果。 

超像素的产生算法大体上分为两类：基于图论思想和基于梯度上升的方法。

基于图论的分割方法是将一张图像表示为数据结构中的图的模型，图像中的一个

像素点对应图模型中的一个节点，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边的权重定义为两个像素点

之间的相似性，形似性的度量方式通常由认为定义。同时定义一个关于该图模型

的惩罚函数，并通过优化算法， 小化该惩罚函数，以获取超像素分割结果。基

于图论的方法主要包括 Normalized Cuts[18],graph-based segmentation[19] ，

SuperLattice[20]等；基于梯度上升的分割方法是指从一个初始的粗略的聚类开始，

在每一次迭代求解过程中，利用梯度上升方法改进上一次迭代后的聚类结果以得

到更好的分割结果，直至 后达到收敛。基于梯度上升的方法包括：

Mean-shift[21],Quick-shift[22],TurboPixel[23],SLIC[24]等。 

1.2.3 规整化超像素的重要性 

早期的大部分工作对于超像素的尺寸、数目、形状以及不规则分布问题都没

有给予过多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基于像素级别的目标检测的高效算法都是基

于规整化的网格结构展开，比如：RC[17]算法和 ESS[6]算法都是基于积分图搜索

策略，而积分图的计算必须基于一个规整的矩阵结构。以上这些问题都将制约其

在分割、过分割以及目标识别与检测领域发挥的作用。近来，研究者已逐渐认识

到规整化超像素结构的重要性，一些规则或者近似规则的超像素产生方法已经提

出，例如：SuperLattice[20], LatticeCut[25], TurboPixel[23]，min-energy based on 
Super-pixels[26]。但是由于自然图像纹理、亮度、阴影的复杂性，以及超像素方

法对于图像不规则的分割方式（包括超像素的尺寸、形状、不规则分布等），还

没有哪一种算法能够对所有类型的图像都有较为理想的分割与目标检测结果。不

仅如此，现有的超像素产生方法在进行图像预处理是大都高度依赖于提前计算好

的边界图（edge map），比如：[25，27]。因此，亟待提出一种更为普适的规整

化超像素的方法，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图像分割及超像素产生方法[24,19,21,28]，在

规整化的超像素结构模型之下，更为方便与快速地进行图像目标的检测与分割。 

1.3 项目概述 

本文的工作是在超像素级别实现图像目标检测与分割。主要研究工作分为基

于 小改变距离的规整化超像素网格的核心算法以及在 FlickrMFC 数据集上对

算法性能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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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算法部分 

规整化超像素网格的核心算法主要包括以下 3个步骤： 

a. 问题建模。将规整化超像素网格的建立及优化问题转化为对能量方程的建

立与优化问题。如果将输入图像的超像素结构和 终优化后的超像素网格结构都

转化为带权无向图（其中图中的节点为超像素，节点之间的边的权重为超像素之

间的相似性），超像素网格的优化过程实质上就是在原超像素图中建立一些新的

节点关系（建边）或者断掉一些节点之间的关系（断边），那么优化后的超像素

网格结构应尽可能 大程度地保留原超像素图结构的整体连贯性、超像素之间的

连接性、局部特征及全局特征，即两者之间差异性应尽可能小，亦即本文所提出

的两者之间的改变距离必须尽可能的小（minimum transform distance，MTD）。

本文中能量方程的目标函数即为原超像素图结构和优化后的超像素网格之间的

小改变距离。 

b. 规整化超像素网格的初始化。为了将任意不规则的超像素结构进行规整化

排列，本算法利用目标图像的超像素分割结果，运用二部图匹配策略，将每一块

超像素动态地置于一个虚拟的矩形网格当中:该网格中的节点由真实的超像素节

点（real node）和伪节点（dummy node）共同构成，网格结构应该 大程度保留

图像中超像素的空间位置信息以及整体结构；与此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超

像素的个数不足以占据所有的虚拟网格节点，我们通过引入伪节点来起到占据网

格位置和传递真实节点之间能量的作用。 

c. 使用层叠式动态规划算法（Cascade DP）对能量方程进行优化。迭代优化

超像素网格中每一列的节点排列方式直至结果收敛，即得到 小改变距离的规整

化的超像素网格结构。 

1.3.2 实验部分 

对规整化超像素网格算法的性能评估是在 FlickrMFC 数据集上进行的。

FlickrMFC 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数据集，其中包含众多具有相同前景且多目

标的图片数据，能很好地评估图像目标识别与检测算法的性能。 
实验中，我们使用 F1-measure 作为评价指标。F1-measure 经常在信息检索、

视觉计算和自然语言处理中使用，它根据准确率和召回率给出两者的一个综合评

价。在目标检测结果中，使用 F1-measure 对分割识别的结果进行评价，F1-measure
得分越高表示目标检测的结果越精确，反之，越差。于此同时，我们还对算法执

行的时间进行了比较。对比实验中，本文加入了近似规则的超像素方法：

SuperLattice[20]和 TurboPixel[23]，规整化超像素方法 SP-Grid[29]，以及基于像素的

图像目标识别方法。为了公平起见，所有方法均使用合理的参数集合进行了多次

检测并使用 佳检测结果进行统计。本实验中，所有的方法均基于积分图搜索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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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30] (Integral-Image)和区域协方差特征[17] (Region Covariance Feature)。 
后，本文还对规整化超像素网格算法的性能进行了评估，主要实验包括：

鲁棒性实验，参数敏感性实验，收敛性实验，能量值与目标检测准确率关系实验。 

1.3.3 开发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7 64bit 
开发软件：Visual Studio 2011, Matlab 2012b 
开发语言：C++，Matlab 

1.4 研究内容及目标 

1.4.1 研究内容 

a. 对目前主流超像素产生方法（TurboPixel, SuperLattice, SuperPixel based on 
SLIC 等）进行了解和比较。同时了解国内外近期有关图像目标检测与提取研究

的进展。 

b. 本课题是实验室研究团队课题的一部分，基于规整化超像素的思路，建立

初始化超像素网格模型。 

c. 优化超像素网格，建立优化能量方程。 

d. 使用层叠式动态优化算法对能量方程进行优化，得到 优化超像素网格。 

e. 在 MFC 数据集上，使用 RC 算法基于超像素网格结构进行目标的识别与

检测实验。 
f. 调节参数是算法能够达到 佳性能，统计准确率与时间，并于其他方法进

行性能比较。 
g. 进行本算法的性能评估实验。 

1.4.2 研究目标 

本课题将基于图像处理的 新技术、区域描述子提取与匹配方法，提出一种

规整化的超像素网格结构，并利用其实现基于超像素的快速内容级图像目标的检

测与分割技术。实验表明，本方法在目标检测与分割的精度和耗时方面均有较大

幅度提高。因此本方法将有助于提高目前图像内容级目标检测的便捷性与可用性。 

1.5 论文结构 

第一章阐述了课题背景、 新发展现状、项目概述以及研究内容和目标。 

第二章阐述了本课题算法基于的一些背景相关工作。 

第三章阐述了基于规整化超像素网格算法进行目标识别与检测的核心算法。 

第四章阐述了区域协方差算法在超像素网格上的应用方法。 

第五章阐述了基于规整化超像素网格算法在 MFC 数据集上进行目标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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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实验结果以及算法的性能评估结果。 
第六章对全文的工作进行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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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工作 

2.1 超像素方法 

超像素分割是图像预处理的重要步骤之一，传统的超像素产生方法，比如：

EGS[19]，Mean-Shift[21],由于计算复杂、分割不规则、参数设置过多等缺点，无

法满足图像的后续处理与计算。尤其是近些年来，规整化的超像素结构对于目标

识别、图像分割越发重要。一些典型的规则或者近似规则的超像素生成方式已经

提出，包括：SLIC[24]，TurboPixel[23]，SuperLattice[20]，LatticeCut[25]。TurboPixel
的生成方法把图像分割成近似的网格状结构，应用几何流思想保证边界的完整性，

在效率和效果方面均有提高，但其计算量随图像大小成正比增长。SuperLattice
和 LatticeCut 的生成方法能够构建一个严格的网格分割结构，利用事先建立好的

边界图（edge map），使用贪心策略得到 优的超像素网格。在本课题中，

TurboPixel 和 SuperLattice 作为规则的超像素产生方式，都将加入到对比实验当

中。 

文献[31]提出了一种简单线性迭代聚类算法 SLIC（Simple Linear Iterative 
Clustering）。在 SLIC 算法里，超像素数目𝑘是用户设置的唯一参数，对于一副 N

像素的图像来说，SLIC 应用 k-means 在 2S*2S 范围内进行聚类，其中𝑆 = $
%

 。

SLIC 的聚类范围小，只需要线性的运行时间和存储空间，其总时间复杂度为 O(N)，
与 k 无关。文献[24]将 SLIC 与常用的其他超像素生成方法进行了比较，如图 2-1
所示为不同超像素方法的分割结果图，第二排图像为第一排图像的细节图，其中

分别展示了超像素个数为 100 和 300 的分割结果。SLIC 具有简单、高效的特点，

生成的超像素具有较好的紧凑性和边界贴合度，超像素大小一致且形状均匀。因

此，许多基于图像处理的算法采用 SLIC 超像素来代替像素进行运算，已经产生

了很好的效果。 

 

图 2-1  不同超像素分割方法比较图 

 

Liang Li，Wei Feng[29]等人在 2012 年的工作中已经实验验证，规整化 大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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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超像素网格算法（maximum cohesive grid of superpixels，SP-Grid）并不依赖于

图像的超像素分割结果，实验中，该算法基于 SLIC[24]，EGS[19]，Mean-Shift[21]

都能建立严格规整的网格结构并得到较好的目标检测结果，因此，本课题中，只

选择使用 SLIC 作为超像素分割的生成方式。 

2.2 图像目标识别方法 

目标的识别与检测一直是计算机视觉研究领域中的经典问题。Oncel Tuzel，
Fatih Porikli[17]等人在 2006 年将区域协方差（Region Covariance，RC）描述子引

入到目标的识别与检测中去，它使用协方差矩阵来表达图像中的目标区域，这种

方法很好地实现了目标多特征的融合，其对旋转、尺寸缩放以及亮度变化都有很

强的适应性。RC 算法能很好地作用于规整的超像素网格结构，本课题中使用的

目标检测方法即为基于积分图搜索策略的区域协方差算法，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内容： 

2.2.1 区域协方差描述子的生成 

一幅二维图像 I，每个像素点生成一个 d 维的特征向量 zk，zk 为对某一点像

素的描述，它可以是像素的空间位置信息，亮度，颜色，梯度等，还可以是该像

素对各种滤波器的响应值。特征向量的选择可以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来确定，本

课题中使用位置、颜色和梯度作为相似性度量方式（详细介绍见下文）。对于一

个特定的大小为 W*H 的矩形区域 R，使用{zk}k=1..n，n=W*H 来表示 R 的 d 维的特征

向量，并且使用以下的协方差矩阵来表示目标区域 R： 

                 C' =
(

)*(
(𝐳% − 𝜇)(𝐳% − 𝜇)0)

%1(                （2-1） 

其中，𝜇 = (
)*(

𝐳%2
%1( ，表示所有的点的均值化。 

上式中，协方差矩阵 CR 是一个 d*d 的实对称正定矩阵，协方差矩阵中对角

线上的值表示每个独立的特征量，而非对角线上的值表示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量，

CR的大小仅仅取决于选取的特征向量的维数d，而与目标区域的大小W*H无关。

由于在对协方差矩阵的计算中本身就已经进行了去均值化，因此它对目标区域的

亮度均值变化具有不变性。如果对特征向量中的像素空间位置信息进行修正，协

方差矩阵对目标区域的描述也具有旋转不变性和尺度不变性。在目标识别或者分

类的应用中，尺度不变性、旋转不变性和光照不变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2.2 协方差矩阵的相关性度量 

度量两个矩阵的相关性是一个经典问题。两个协方差矩阵之间的相关性度量

不属于欧氏空间的问题，诸多欧氏空间的距离度量方法不适用表征协方差矩阵之

间的相关性。对于两个实对称正定矩阵之间的相关性度量，文献[32]给出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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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的度量方法，对于两个协方差矩阵C(和C3，其相关性可表示为： 

               𝜌 C(, C3 = ln3𝜆9(C(, C3))
91(                     （2-2） 

其中，{𝜆9(C(, C3)}91(…)是det 𝜆C( − C3 = 0中𝜆的解。 

进一步地：𝜆C( − C3 = C((𝜆𝐸 − C(*(C3 C(*() C(， 

正定的实对称阵 C(*(C3 C(*(的特征值是正实数，这样{𝜆9 C(, C3 }91(…)的

计算即可以转化为对矩阵 C(*(C3 C(*(的特征值的求解。 

上述𝜌 C(, C3 满足下面三条性质： 

a. 非负性𝜌 C(, C3 ≥ 0，当且仅当C( = C3时等号成立。 

b. 对称性𝜌 C(, C3 = 𝜌 C3, C( 。 

c. 三角不等式𝜌 C(, C3 + 𝜌 C(, CD ≥ 𝜌 C3, CD 。 

2.2.3 积分图策略 

积分图（Integral Image）的思想 早是由 Paul Viola 等人在文献[30]中提出并

应用到实时的目标检测框架中，显示出了其在规则区域（矩形或者旋转矩形）内

像素集的加和运算优势。积分图中的每一个像素的值是图像的左上角到该像素位

置所构成的矩形区域内所有像素值的加和，对于一幅灰度图像 I，它的积分图可

以定义为： 

            Integral	Image 𝑥L, 𝑦L = 𝐼(𝑥, 𝑦)OPOQ,RPRQ               （2-3） 

文献[33]将积分图思想拓展到高维用于快速计算区域直方图。基于此，就可

以利用积分图快速计算区域协方差矩阵，协方差矩阵中的第(𝑖, 𝑗)个元素可以表示

为： 

           C'(𝑖, 𝑗) =
(

)*(
(𝑧%(𝑖) − 𝜇(𝑖))(𝑧%(𝑗) − 𝜇(𝑗)))

%1(           （2-4） 

即为： 

        C'(𝑖, 𝑗) =
(

)*(
𝑧%(𝑖)𝑧%(𝑗) −

(
)

𝑧%(𝑖))
%1( 𝑧%(𝑗))

%1(
)
%1(      （2-5） 

根据以上式子可以看到，为了计算整个区域 R 的协方差矩阵，需要计算每

一维特征的和𝑧(𝑖)91(…)以及任意两个特征的和的乘积𝑧(𝑖)𝑧(𝑗)9,V1(…)。于是可以构

建一个 d+d2 的积分图来表示每一维特征𝑧(𝑖)和任意两个特征的和的乘积𝑧(𝑖)𝑧(𝑗)。 
定义 P 为该积分图的 W*H*d 的张量： 

          𝑃 𝑥L, 𝑦L, 𝑖 = 𝐹 𝑥, 𝑦, 𝑖 , 𝑖 = 1…𝑑OPOQ,RPRQ                （2-6） 

定义 Q 为该积分图的 W*H*d*d 的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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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𝑄 𝑥L, 𝑦L, 𝑖, 𝑗 = 𝐹 𝑥, 𝑦, 𝑖 𝐹 𝑥, 𝑦, 𝑗 , 𝑖, 𝑗 = 1…𝑑OPOQ,RPRQ        （2-7） 

由上式可知，PO,R是一个 d 维的向量，而QO,R是一个 d*d 的矩阵，形式如下： 

                  PO,R = 𝑃 𝑥, 𝑦, 1 …𝑃(𝑥, 𝑦, 𝑑) 0                 （2-8） 

          QO,R =
𝑄(𝑥, 𝑦, 1,1) ⋯ 𝑄(𝑥, 𝑦, 1, 𝑑)

⋮ ⋱ ⋮
𝑄(𝑥, 𝑦, 𝑑, 1) ⋯ 𝑄(𝑥, 𝑦, 𝑑, 𝑑)

                 （2-9） 

容易观察到，QO,R是对称矩阵并且只需d + (𝑑3 + 𝑑) 2步计算即可得到 P 和

Q，所以，构建该积分图的算法复杂度为𝑂(𝑑3𝑊𝐻)。 

在图 2-2 中，设𝑅(𝑥L, 𝑦L; 𝑥LL, 𝑦LL)为矩形目标区域，其中(𝑥L, 𝑦L)为矩形左上角

坐标，(𝑥LL, 𝑦LL)为矩形右下角坐标。那么以(1,1)和(𝑥L, 𝑦L)为边界的区域的协方差

可以表示为： 

                 C'(1,1; 𝑥L, 𝑦L) =
(

)*(
QOQ,RQ −

(
)
POQ,RQPOQ,RQ

0        （2-10） 

其中，𝑛 = 𝑥L ∙ 𝑦L。同样地，经过一系列操作，区域𝑅(𝑥L, 𝑦L; 𝑥LL, 𝑦LL)的协方

差可以由下式 终计算得到： 

C'(𝑥L, 𝑦L; 𝑥LL, 𝑦LL) =
(

)*(
QOQQ,RQQ + QOQ,RQ − QOQQ,RQ − QOQ,RQQ −

(
)
(POQQ,RQQ + POQ,RQ −

POQ,RQQ − POQQ,RQ)(POQQ,RQQ + POQ,RQ − POQ,RQQ − POQQ,RQ)0             （2-11） 

其中，𝑛 = (𝑥LL − 𝑥L) ∙ (𝑦LL − 𝑦L)。经过以上推倒，可以发现通过构建积分图，

任意规则矩形区域的协方差的计算复杂度为𝑂(𝑑3)。 

 
图 2-2  积分图搜索策略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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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图的建立方式 

图论思想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有着很大的潜在应用价值。本文 终得到的用于

目标检测与分割的规整化超像素网格结构应该尽可能 大程度地保留原超像素

结构的整体连贯性、超像素之间的连接性、局部特征以及全局特征。为了更为直

观、便捷地衡量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本文将图结构引入：原输入图像的超像素可

以被表示成图中的节点，超像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则被表示成带有权值的边。超像

素网格的优化过程实质上就是在原超像素图中建立一些新的节点关系（建边）并

且断掉一些节点之间的关系（断边），同时保证两者之间差异性应尽可能小，亦

即本文所提出的两者之间的改变距离必须尽可能的小（minimum transform 
distance，MTD）。文中能量方程的目标函数即为原超像素图结构和优化后的超像

素网格之间的 小改变距离。 

目前研究者已经提出了很多将一系列数据点𝑥(, … , 𝑥)以及每对数据点之间

的相似性𝑠9V或者距离𝑑9V转化为图结构的方法。将数据点表示为图的过程即是为

每一对局部节点的邻接关系建模的过程，本文采用了以下四种方式对原超像素节

点进行图表示，并在实验中评估了不同建图方式对目标检测与分割结果的影响： 

n  The ε-neighborhood graph[34]: 
在这种建图方式中，如果两个节点超像素节点之间的距离小于 ε，则认为它

们之间会建立一条边相连，其中距离的定义方式根据实际应用问题而不同，ε为
人为设置的参数。本文中每两个超像素之间的距离三个方面定义：质心距离，颜

色，共享边界的梯度，其范围为 0 到 1000，因此在本文中依次选取 ε = 20，ε = 40，
ε = 60，ε = 80，ε = 100，ε = 300 进行实验。 

n  k-nearest neighbor graph[34]: 

k-nn 的建图原则是如果超像素节点𝑣9在超像素节点𝑣V的 k 近邻范围内，则认

为它们之间会建立一条边相连，其中不同的 k 对应不同建图方式。然而，由于邻

近关系并不是对称的，这种建图方式会导致建图的结果为有向图。为了使得建图

的结果为无向图，一般有两种方式避免形成有向图。第一种方法是简单地忽略建

边的方向，当节点𝑣9在节点𝑣V的 k 近邻范围内或者节点𝑣V在节点𝑣9的 k 近邻范围

内，满足其一，即可为两条节点建立一条边，这种建图的结果通常称之为 k 近

邻图（k-nearest neighbor graph）；第二种方法是当节点𝑣9在节点𝑣V的 k 近邻范围内

并且当𝑣V也同时在𝑣9的 k 近邻范围内时，我们才为节点𝑣9和节点𝑣V建立一条边，

这种建图的结果称之为双方 k 近邻图（mutual k-nearest neighbor graph）。两种

建图方式中，边的权重均为相连节点的相似性。本文中使用 mutual k-nea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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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r graph 建图，并依次取 k = 1，k = 5，k = 10，k = 15，k = 20 进行实验。 
n  n-connection graph[34]: 

在一个无向图中，若从节点𝑣9到节点𝑣V的 短路径需要经过 n 个节点（𝑛 ≥ 0），

即步长为 n+1，则称𝑣9与𝑣V是 n+1 阶连通的。本文中，若两个超像素有共享的边

界，则认为它们是一阶连通的。n-connection graph 是指在一阶连通的前提之下，

如果节点𝑣9到节点𝑣V的步长小于或等于 n，则为𝑣9与𝑣V建立一条边，边的权重为

相连节点的相似性。本文中依次取 n = 1，n = 2，n = 3，n = 4，n = 5 进行实验。 
n  L1-graph[35]: 
以上三种建图方式都需要在原数据空间构建数据图，这些方法都存在一些共

同的问题，比如：参数的选择问题，聚类过程对噪声敏感等。L1-graph 的基本思

路是：稀疏表示+LLE（Lcally Linear Embedding，局部线性重构）。对于给定的

图像 I，对于其对应的超像素数据节点，首先根据 k-nn 建图，计算每个节点由近

邻节点线性重构的系数，再由线性重构系数得到稀疏矩阵 W，进而求得图的

Laplacian 矩阵𝐿 = (1 −𝑊)0(1 −𝑊)。 

2.4 动态规划 

动态规划是通过把原问题分解为相对简单的子问题的方式求解复杂问题的

方法，它在计算机视觉领域一直有很广泛的应用[36,37]。动态规划将问题重新组合

成子问题，一旦某个给定子问题的解已经算出，则将其存储，以便下次需要同一

个子问题的解之时直接查表。本文利用动态规划对能量方程进行优化，通过不断

对超像素网格的每一列节点进行重新排列，求得规整化超像素网格结构的全局

优排列。我们称之为层叠式动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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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核心算法介绍 

3.1 算法概述 

 

图 3-1  超像素网格与目标检测结果示意图 

 

本课题提出了一种基于 小改变距离的规整化的超像素网格结构，并利用其

实现基于超像素的快速内容级图像目标的检测与分割技术。首先对于输入的图像

使用 SLIC 算法得到超像素分割结果，该超像素结构可以依据合理的方式得到超

像素图结构，其中图中的节点为超像素，边的权重为超像素之间的相似性关系，

建图结果如图 3-1（d）所示。算法的第一步给出了超像素网格的定义，并对问题

进行建模。将超像素网格的建立以及优化问题转化为对能量方程的建立以及优化

问题，优化后的超像素网格应该尽可能地 大程度保留原超像素结构的整体连贯

性，超像素之间的连接性，局部特征以及全局特征，所以能量方程的目标函数即

为两者之间的 小改变距离。第二步是超像素网格的初始化过程，利用二部图匹

配方法，基于每个超像素节点的空间位置关系将超像素动态地置于一个虚拟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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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网格之中：初始化的超像素网格与原超像在空间位置与图结构上的差异应尽可

能小。于此同时，由于超像素的个数不足以占据所有的虚拟网格节点，我们通过

引入伪节点来起到占据网格位置和传递能量的作用； 后本文通过使用层叠式动

态优化算法（Cascade-DP）对能量方程进行优化，以达到 小化超像素网格改变

距离的目的，得到的 小改变距离（minimum transform distance，MTD）超像素

网格示意图如图 3-1（e）。图 3-1（a）（b）分别为 query image 和 query mask，图

3-1（f）为使用 RC 算法在 MTD 网格上的检测结果，图 3-1（c）为 终目标检

测与分割结果。核心算法流程如图 3-2 所示。 

开始

超像素分割
-------------------------------------------
本文中使用SLIC对目标图像

进行超像素分割

步骤一：能量方程的建立
------------------------------------
问题进行建模并建立能量方程

步骤三：优化
------------------------------------

使用Cascade-DP对能量方程进行
优化，对超像素网格进行逐列

优化，直至得到全局最优方案

是否收敛

Y

N

最小编辑距离的
规整化超像素网

格结构

结束

步骤二：超像素网格的初始化
------------------------------------------
使用二部图匹配策略将超像素
图结构映射到规整的网格结
构。网格中的节点由真实节点

和伪节点共同构成

图 3-2  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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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能量方程的建立 

3.2.1 超像素网格的定义 

超像素网格是人为定义的虚拟网格，它由原超像素图结构通过空间位置关系

映射而来，该网格以下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具有严格的规整性；二是应与原超像

素结构的差异性应尽可能小，我们称之为边的改变距离 小化。网格中的节点由

真实的超像素和伪节点共同构成，伪节点没有任何实质性质，它们有两个作用：

一是传递真实节点之间的能量；二是占据网格中空余的节点位置。超像素网格需

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相邻真实节点（real node）之间边的权重等于节点之间的相似性； 

（2） 相邻伪节点（dummy node）之间边的权重等于 0； 

对于网格中任意的两个真实节点p和q，如果他们处于相同的行/列，并且在

该行/列中，p和q之间没有其他真实节点，那么节点p和节点q之间的权重定义为

他们之间的相似性Sim(p, q)。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条件（1）和条件（2）表明伪节点的作用之一是占据网

格中的节点位置。因此，对于给定了的真实节点集合𝒫和伪节点集合𝒟，我们构

建一个规整化的超像素网格结构的过程可以表示为构建一个 小化改变距离的

超像素网格结构𝒢 = 𝒫 ∪ 𝒟, ℰ ，其全局的改变距离即可定义为： 

                     Sim 𝒢 = 𝑆𝑖𝑚(𝑒)w∈ℰ              （3-1） 

3.2.2 超像素相似性度量方式 

小改变距离超像素网格由真实的超像素节点和伪节点共同构成，根据超像

素网格的定义，超像素之间的相似性度量方式可以根据不同应用自由定义，包括

位置，亮度，颜色，梯度等，而本文中我们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因素：空间位置，

颜色，连通性。首先，对于每一个超像素节点𝑝，使用其归一化的质心坐标O(𝑝)
表示其空间位置信息。其次，在 16 位 RGB 颜色空间下均匀地量化图像中每一个

通道的颜色直方图，并使用 163维的直方图表示每一个超像素的颜色特征。此外，

如果两个超像素有共享的边界，即两个超像素节点一阶连通，我们通过梯度项来

表示二者的连通性关系。因此，本文用下式表示任意两个超像素𝑝和𝑞之间的相

似性： 

       Sim p, q = exp	(−
}~*}� �
����

− ����(�,�)
�����

+ ��(�~*��)
����

)    

（3-2） 

其中O�和O�表示超像素p和q的质心归一化后的坐标；H�和H�表示超像素p

和q量化后的颜色直方图；巴氏距离Ba H� − H� = H� b − H�(b)(��
�1( 用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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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两个颜色直方图H�和H�之间的相似性。grad(𝑝, 𝑞)表示共享边界的两个超像素

的边界像素的梯度之和与边界长度的商。 

3.2.3 模型的建立和能量方程的给出 

 
图 3-3  超像素网格构造过程示意图 

 

在对给定的图像𝐼进行超像素分割后，可以对超像素结构进行建图得到

𝒢����� = 𝒫, ℰ� ，其中𝒫(𝑝(, 𝑝3, … , 𝑝 𝒫 )表示真实超像素节点集合，ℰ�表示建图后

的边的集合。本课题 终得到的基于 小改变距离的超像素网格图即可定义为

𝒢�2� = 𝒫 ∪ 𝒟, ℰw ，其中𝒫表示原超像素真实节点集合（real node），𝒟表示加入

的伪节点集合（dummy node），ℰw表示边的集合。 
一个基于 小改变距离的超像素网格的建立及优化方案实质上就是将原超

像素图𝒢�����没有重叠地映射到一个初始化的超像素网格图𝒢�2��之中，并在空余位

置加入合适数量的伪节点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一些新的节点关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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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边）或者一些权重较低的节点关系的断裂（断边）。一个 终优化后超像素

网格𝒢�2�应保持原超像素图𝒢�����的整体连贯性，局部及全局特征，他们之间的

差异应该尽可能小，即改变距离应该 小。如图 3-3 所示，3-3（a）为输入图像

𝐼的超像素分割结果以及基于 n-connection(其中 n = 1)方式的建图结果𝒢�����，3-3
（b）为初始化的超像素网格𝒢�2�� = 𝒫 ∪ 𝒟, ℰ� ，3-3（c）为 终优化后的 小改

变距离超像素网格𝒢�2�。通常情况下，	𝒢�2�应该满以下两个条件： 

（1） 𝒢�2�与𝒢�����的差异应该尽可能小。这里本文可以定义为ℰ�与ℰ�的改变

应该尽可能小。 

（2） 𝒢�2�应该保持原图像𝐼的整体结构性。这里本文定义为超像素节点的空

间位置不应该出现较大幅度的异动。 

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既考虑超像素网格结构与原超像素图结构的差异性也

考虑了超像素网格结构与原输入图像结构一致性的能量方程： 

                 𝔼 𝑓 = α𝔼¡¢ 𝑓 + (1 − α)𝔼�£� 𝑓           （3-3） 

 𝔼¡¢ 𝑓 = 𝑒(\(𝑒( ∩ 𝑒()w¦∈ℰ§,w�∈ℰ¨ + 𝑒3\(𝑒( ∩ 𝑒()w¦∈ℰ§,w�∈ℰ¨     （3-4） 

    𝔼�£� 𝑓 = (
||ª«¬*ª~||�

����
𝒫
91( − $ ®¬,�

��¯¨�
), 𝑣V ∈ 𝒱, 𝑝9 ∈ 𝒫        （3-5） 

其中𝔼¡¢ 𝑓 为距离改变项，𝔼�£� 𝑓 为空间位置项，	𝑓：𝒫 ↦ 𝒱, 𝒱 = 𝒫 +

𝒟 ，表示真实节点𝒫到虚拟超像素网格𝒱(𝑣(, 𝑣3, … , 𝑣 𝒱 )的一个映射,该映射应保

证𝒫中所有元素在𝒱中有且仅有唯一的对应，请注意，𝒱的实际大小应与原图像

一致。 

 
图 3-4  超像素节点与网格节点空间位置示意图 

 

𝔼¡¢ 𝑓 项用来表示𝒢�2�与𝒢�����的差异值，具体来说就是在构建及优化超像

素网格的过程中，新加入的边与断掉的边应该因可能少，这里表现为边的权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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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 小。𝔼�£� 𝑓 项的意义在于保证𝒢�2�中超像素节点的位置不会与图像𝐼的

空间结构产生较大异动。其中||𝑂®¬ − 𝑂�||3表示超像素网格中的真实节点𝑝9与其

对应的虚拟网格𝑣V的质心的二范数距离，𝑁 𝑣V, 𝑝9 表示超像素网格中的真实节点

𝑝9与其对应的虚拟网格𝑣V相交部分的面积，具体如图 3-4 所示。 

3.3 超像素网格的初始化 

对于给定了超像素节点集合𝒫，在满足全局 优的情况下将其映射到一个网

格𝒱中的过程就是求解一个 优匹配ℳ = argmin𝔼 𝑓 的过程。直接对𝔼 𝑓 求

优化通常是非常困难的：首先，其解空间为
( 𝒫 ´ 𝒟 )！

𝒟 ´( !
，直接求解一个 优的映射

是 NP 复杂度的；其次，根据超像素网格的定义（3），在网格中，无论是真实节

点还是伪节点的相似性度量都高度依赖于其直接的邻居节点，这就导致了网格结

构的复杂性。以上这些都将使得能量方程的直接求解变得十分困难[38]。 
因此，根据图3-2所示的流程，本文考虑首先构建一个初始化的超像素网格，

该网格只考虑超像素节点与网格节点的空间位置关系，再在该初始化的网格之上

进行优化。 
只考虑空间位置关系，求解一个初始化的超像素网格节点，即求解一个 优

的	𝒫 ↦ 𝒱，可以转化为一个二部图匹配问题，具体定义如下： 

{𝐶�,®¬}$×¸为惩罚矩阵，𝐶�,®¬表示𝒫中的节点𝑝9被影射到𝒱中的网格节点𝑣V上

时产生的惩罚值。其中𝑁 = 𝒫 ，𝑀 = 𝒱 = 𝒫 + 𝒟 ，𝐶�,®¬ =
||ª«¬*ª~||�

����
−

$ ®¬,�
��¯¨�

, 𝑣V ∈ 𝒱, 𝑝9 ∈ 𝒫。{𝑋�,®¬}$×¸为二值矩阵，如果节点𝑝9被映射到网格𝑣V，则

𝑋�,®¬ = 1。 𝑋�,®¬
¸
V1( = 1, ∀𝑖 ∈ 𝑁,其作用是保证二值矩阵{𝑋�,®¬}$×¸中每一行有

且仅有一个 1 值，即保证了𝒫中所有元素在𝒱中有且仅有唯一的对应。于是问题

的目标方程即可表示为ℳ�2�� = argmin 𝐶�,®¬
¸
V1(

$
91( 𝑋�,®¬。 

在解决二部图 大匹配问题的众多算法之中，匈牙利算法[39]是 为经典的

算法之一，它可以在多项式时间内解决问题。本文使用匈牙利算法对上式进行求

解，即可得到一个𝒫到𝒱的映射。 后，使用伪节点将超像素的网格中的空余位

置补齐。至此，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初始化的规整的超像素网格𝒢�2��用于之后的

优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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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能量方程的优化 

对于初始化的超像素网格，为了得到全局的 小改变距离的排列方式，我们

按照顺序对初始化的超像素网格𝒢�2��进行逐列优化。表 3-1 所示为层叠式动态规

划算法实现伪代码。 

表 3-1  Cascade-DP 算法 

Algorithm Minimizing transform distance SP-grid via cascade DP 
Require: The initial transform distance SP-grid 𝒢�2�� 
Ensure: Near-optimal minimum transform distance SP-grid 𝒢∗ 
1: Set 𝒢∗ = 𝒢�2��; 
2: repeat 
3: /*Column iteration optimizing */ 
4:   for each column 𝜌 of 𝒢∗do 
5:      /* Stage 1: compute 𝔼¡¢ 𝑝, 𝑘, 𝑛 + 𝔼�£� 𝑝, 𝑘, 𝑛  of current column*/ 
6:      for n = 1 to |𝜌| do 
7:        for k = 1 to m do 
8:           for p = k to n + 1 do 
9:              Compute 𝔼¡¢ 𝑝, 𝑘, 𝑛 + 𝔼�£� 𝑝, 𝑘, 𝑛  as the overall transform distance of its 

correlated sub-graph; 
10:          end for 
11:       end for 
12:     end for 
13:     /* Stage 2: compute 𝔼 𝑘, 𝑛  and B½ 𝑘, 𝑛  */ 
14:     for n = 1 to |𝜌| do 
15:        for k = 1 to m do 
16:           Compute 𝔼 𝑘, 𝑛  and B½ 𝑘, 𝑛  using Eqs. (3-6)–(3-8); 
17:        end for 
18:     end for 
19:     /* Stage 3: updating 𝒢∗ */ 
20:     Updating 𝒢∗ according to B½ ∙,∙ ; 
21:   end for 

22: until No changing to 𝒢∗; 

 

在对𝒢�2��进行优化的过程中，	𝒢∗表示在其他列的排列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对

当前列进行优化后的网格。通过不断地对	𝒢∗进行逐列优化以求得整个超像素网

格的全局 优，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层叠式的动态规划(Cascade-DP)。在当前配

置下，对𝒢∗中特定的某列进行优化时，我们依据下式进行求解超像素网格与𝒢�����

之间的 小改变距离： 

     𝔼 𝑘, 𝑛 = min
%¾�¾)´(

[𝔼 𝑘 − 1, 𝑝 − 1 + 𝔼¡¢ 𝑝, 𝑘, 𝑛 + 𝔼�£� 𝑝, 𝑘, 𝑛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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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½ 𝑘, 𝑛 = arg min
%¾�¾)´(

[𝔼 𝑘 − 1, 𝑝 − 1 + 𝔼¡¢ 𝑝, 𝑘, 𝑛 + 𝔼�£� 𝑝, 𝑘, 𝑛 ]   （3-7） 

其中，𝔼(𝑘, 𝑛)表示在第𝜌列中，将𝑘个伪节点置于前𝑛个真实节点之前部分超

像素网格的 小改变距离；𝔼¡¢ 𝑝, 𝑘, 𝑛 + 𝔼�£� 𝑝, 𝑘, 𝑛 表示在第𝜌列中，将第𝑘个

伪节点置于第𝑝个真实节点之前部分的超像素网格的改变距离，特别地，如果𝑝 =
𝑛 + 1，则将该伪节点置于第𝑛个伪节点之后；B½ 𝑘, 𝑛 表示回溯表，该表记录了

在第𝜌列中，将𝑘个伪节点置于前𝑛个真实节点之前时第𝑘个伪节点的 优位置。 

 
图 3-5  使用 Cascade-DP 优化超像素网格示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在优化某特定列𝜌时，超像素网格的全局的 小改变距离是

由𝔼 𝑘 − 1, 𝑝 − 1 和𝔼¡¢ 𝑝, 𝑘, 𝑛 + 𝔼�£� 𝑝, 𝑘, 𝑛 共同构成（在图 3-5 中分别以橘色

和蓝色的实线包围），求解𝒢∗下前𝑛 + 𝑘行的 小编辑距离即求解𝔼 𝑘 − 1, 𝑝 −

1 + 𝔼¡¢ 𝑝, 𝑘, 𝑛 + 𝔼�£� 𝑝, 𝑘, 𝑛 的 小值。与此同时，根据超像素网格的定义，

在计算𝔼¡¢ 𝑝, 𝑘, 𝑛 + 𝔼�£� 𝑝, 𝑘, 𝑛 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在网格中横向寻找当前𝑝位

置的节点的邻居并计算其相对𝒢�����的改变距离。𝔼¡¢ 𝑝, 𝑘, 𝑛 + 𝔼�£� 𝑝, 𝑘, 𝑛 的计

算方法如下：  

𝔼¡¢ 𝑝, 𝑘, 𝑛 + 𝔼�£� 𝑝, 𝑘, 𝑛 = 𝔼¡¢ 𝑖, 𝑖Á + 𝔼�£� 𝑖, 𝑖Á +𝔼¡¢ 𝑖, 𝑖Â +)
91�

𝔼�£� 𝑖, 𝑖Â + 𝔼¡¢ 𝑘Â, 𝑘Á + 𝔼�£� 𝑘Â, 𝑘Á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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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𝑖Â和𝑖Á分别表示第𝜌列中，将𝑖个真实节点的左边第一个真实节点和右

边第一个真实节点；𝑘Â和𝑘Á分别表示第𝜌列中，将𝑘个伪节点的左边第一个真是节

点和右边第一个真实节点。在图 3-5 中，i, i� 和 i, iÃ 所指节点表示为红色箭头（包

括实线和虚线）， kÃ, k� 所指节点表示为蓝色箭头。 

根据以上步骤，我们对整个超像素网格进行逐列优化直至结果收敛。即得到

规整化的 小改变距离超像素网格结构𝒢�2�。 

3.5 收敛性与复杂度分析 

3.5.1 收敛性 

由于层叠式动态优化算法时能够严格保证对超像素网格的每一列优化后（即

每一次迭代后），超像素网格与原超像素图结构的距离都在变小，随着迭代次数

的增加，能量值也随之不断降低。因此，可以保证算法的收敛性，在实验中，我

们也将进一步加以验证。 

3.5.2 复杂度分析 

使用匈牙利算法[39]求解初始化的超像素网格的时间复杂度为O(|𝒫|D)，其中

|𝒫|为输入图像的超像素节点数目。由表 3-1 伪代码所示，在对超像素网格的第𝜌
列优化过程中，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𝜌|D𝑚)，其中|𝜌|为当前列种真实节点的

数目，𝑚为当前列中伪节点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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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RC 算法在超像素网格中的应用 

优化后的 小改变距离超像素网格，可以应用到很多计算机视觉的任务当中，

包括目标识别与检测，目标协同分割等。为了更为清晰地展现本方法的实用性与

可操作性，本文基于 小改变距离的超像素网格，使用 RC 算法[17]在其之上进行

图像目标的识别与检测，使用积分图搜索策略和区域协方差特征计算它与查找目

标的相似性。 

 

图 4-1  RC 算法在超像素网格中的应用示意图 

 

依据文献[17]中的符号声明，定义输入图像为𝐼，𝐹 ⊂ ℝÇ×È×¢是相关特征图像： 

                        𝐹 𝑥, 𝑦 = 𝜙(𝐼, 𝑥, 𝑦),                    （4-1） 
其中𝜙可以是任意强度形式的映射：空间位置信息，亮度，颜色，梯度等，

还可以是该像素对各种滤波器的响应值。在像素级别图像中，基于 RC 的目标检

测与分割算法的关键步骤是使用积分图搜索策略，对于目标图像𝐼中的任意规则

矩形区域ℛ计算其 RC 特征𝐹(ℛ)。同样地，对于本方法中的规整的超像素网格结

构（如图 4-1 所示），亦可以使用该策略，在O(1)复杂度内计算任意一个逻辑矩

形区域ℛ的 RC 特征。具体方法为：我们根据超像素网格𝒢 = 𝒱, ℰ ，定义其对应

的超像素级别的特征图像𝐹 𝑢, 𝑣 ，其中𝒱 = 𝒫 ∪ 𝒟表示网格中的节点集合，𝒫为
真实的超像素节点集合，𝒟为伪节点集合。在网格中坐标位置为 𝑢, 𝑣 的区域的

超像素级别特征为𝐹 𝑢, 𝑣 ，它表示 𝑢, 𝑣 相关区域的特征之和： 

              ℱ 𝑢, 𝑣 =
𝐹 𝑥, 𝑦(O,R)∈𝒱Í« , 𝒱Î® < 𝒫

																				0											, 	𝒱Î® ≥ 𝒟，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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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𝒱Î®如果为真实节点，则其表示超像素网格中第 𝑢, 𝑣 个超像素的相关区

域。很显然，超像素级别的特征图𝐹 ⊂ ℝÇ×È×¢，其中𝑊和𝐻分别表示超像素网

格𝒢�2�的宽度和高度。在本方法中，我们使用的超像素特征为：空间位置，颜色

和梯度。图 4-1 所示为使用 RC 算法在超像素网格的上的搜索步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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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验 

5.1 FlickrMFC 数据集介绍 

本课题在 FlickrMFC 数据集上进行算法的性能测试。FlickrMFC 数据集[14]

来源于图片分享网站 Flickr， 初提出时 FlickrMFC 是被用作进行图像多前景协

同分割的标准数据集。FlickrMFC 数据集中的图片均来自用户在某种特定场景或

者事件下拍摄的，因此在同一组照片序列中通常有多个相同的前景目标重复出现。

FlickrMFC 由 14 组图像集组成，每组数据集包含某一特定事件序列的图像 12~20
幅。为了使实验更具说服力，同时更好地评估本算法性能，本文还从 Flickr 网站

取得了更多图像数据，依据原数据集的数据形式将 FlickrMFC 拓展到 17 组，在

这 17 组数据上进行基于规整化超像素网格的目标检测算法的评估。图 5-1 为数

据集中 apple+picking 组的示例图片，从中可以看出，FlickrMFC 数据集中前景目

标尺度和数量多样，背景也十分复杂，在该数据集上进行图像目标的识别与检测，

具有较大的挑战性。 

 
（a） 

、 

（b） 
图 5-1  FlickrMFC 数据集示例图 

 
FlickrMFC 数据集同时给出了每幅图像的真值图（ground truth）。该真值图

标定了每幅图像中前景目标的区域，不同目标使用不同的像素值标定。如图 5-1
中第一排为原始图像数据，第二排为对应的 ground truth，在该组图像中，相同

的目标使用相同的颜色标定。由于本文目标检测算法的目的为对检测目标进行识

别定位，并将其与背景分割开来，因此本文利用 ground truth 来计算目标检测与

分割的准确率。 
本实验中，我们使用牛眼得分（bull eye score）来衡量算法的性能：在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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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组的数据集中，使用每一个前景目标作为查找对象（query image），在所有

包含该前景的目标图像（target image）中进行检测、定位和分割，这样，对于某

一组图像集来说，就有 200 到 500 个目标检测样例（case）。于此同时，我们会

将每组中的所有检测样例随机地、平均地分为两部分，分别作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这样对于整个 FlickrMFC 数据集的 17 组图像来说，就有 17 组训练集和 17 组测

试集以供实验使用。 

5.2 性能评估准则及参数设置 

5.2.1 性能评估 

在给定查找的图像（query image）的情况下，需要在目标图像（target image）
中定位所要搜索的特别目标的位置，并将其与背景分割开来， 终得到目标的分

割图像。本实验中，对于每一例目标检测与分割结果 R，我们使用 F1-measure
来度量其好坏，F1-measure 得分越高表示分割结果越好，反之，越差。F1-measure
是一个评价指标，经常在信息检索和计算机视觉领域中使用，它根据准确率和召

回率给出两者的一个综合评价： 

                       F1 − measure = 3∗ÓÁwÔ9�9£)∗'wÔÕÂÂ
ÓÁwÔ9�9£)´'wÔÕÂÂ

，             （5-1） 

在上述计算公式里面，Precision 表示检测结果的正确率，由检测结果 R 中正

确的目标像素点数目与目标图像中被标识为前景区域（ground truth，GT）的像

素点总数相除得到： 

                         Precision = Ø∩ÙÚ
|Ø|

，                    （5-2） 

Recall 表示检测结果的召回率，由检测结果由检测结果 R 中正确的目标像素

点数目与真实的检测结果 R 中的所有像素点总数相除得到： 

                          Recall = Ø∩ÙÚ
|Ø|

。                      （5-3） 

5.2.2 参数设置 

为了更好地评估算法性能同时保证衡量标准的公正性，本实验确保每种方法

均使用相同的参数在全部测试集上进行目标检测。本实验各部分参数情况如表

5-1 所示，经验范围为手工调整参数过程中确定的算法 佳性能的参数范围。 

这里，我们使用差分进化算法对以上参数进行训练：差分进化算法 [40]

（Differential Evolution，DE）是一种新兴的进化计算技术。它是由 Storn 等人于

1995 年提出的，和其它演化算法一样，DE 是一种模拟生物进化的随机模型，通

过反复迭代，使得那些适应环境的个体被保存了下来。但相比于进化算法，DE
保留了基于种群的全局搜索策略，采用实数编码、基于差分的简单变异操作和一

对一的竞争生存策略，降低了遗传操作的复杂性。同时，DE 特有的记忆能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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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以动态跟踪当前的搜索情况，以调整其搜索策略，具有较强的全局收敛能力

和鲁棒性，且不需要借助问题的特征信息，适于求解一些利用常规的数学规划方

法所无法求解的复杂环境中的优化问题。目前，DE 已经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

譬如人工神经元网络、信号处理、生物信息、经济学、环境保护和运筹学等[41]。 

表 5-1  算法参数说明表 

参数名 描述 经验范围 

spNum SLIC 分割超像素的数目 30.0-150.0 

compactness 
SLIC 分割超像素的紧凑性，其值

越大表示分割越规整 
10.0-30.0 

𝑤�Ý� 
超像素相似性度量中表示空间位

置项的权重 
1.0-50.0 

𝑤��� 
超像素相似性度量中表示颜色项

的权重 
1.0-50.0 

𝑤ÞÝ22 
超像素相似性度量中表示相邻超

像素连通性项的权重 
1.0-50.0 

α�� 能量方程中距离改变项的权重 100.0-200.0 

α�Ý� 能量方程中空间位置项的权重 0-1.0 

 

从理论上来说，不同的超像素建图方式对于 小改变距离超像素网格的构建

会有不同的影响，同一种建图方式中参数的选择在目标检测与分割的性能上也会

有所不同。本实验中，为了更全面、更客观地评价本算法的性能，我们对不同的

建图方式，基于 小改变距离的超像素网格（MTD）均进行了目标检测与分割

实验。建图方式的选择为：在 ε-nn 建图方式中选取 ε = 20，ε = 40，ε = 60，ε = 80，
ε = 100，ε = 300，在 k-nn 中选取 k = 1，k = 5，k = 10，k = 15，k = 20，在 n-con
中选取 n = 1，n = 2，n = 3，n = 4，n = 5 以及 L1-graph。 

具体的参数训练过程为：我们使用 apple+picking 数据组的训练集样例对表

4-1 中的参数基于经验范围进行训练，DE 的目标函数为训练样例的平均

F1-measure 得分 高，对每种方法进行训练时，种群数（population）设为 150，
进化代数（generation）设为 100。 终训练得到的参数即为每种方法的 优参数。 

5.3 结果与分析 

5.3.1 多目标检测实验 

在进行目标检测的实验时，本文使用 DE 训练出的 优参数，在 17 组测试

集上评估了 MTD 方法的表现，这里我只使用 SLIC 作为超像素产生方法。同时

作为对比实验的有：现阶段两种 佳的近似规则的超像素方法 SuperLattic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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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oPixel，以及像素级别的目标检测方法，根据经验，为了平衡 pixel-level 算

法的速度和精度，我们设置其搜索步长为 2-pixel，搜索尺寸范围为[0.8，1.2]。
请注意，为了公平起见，所有的方法均基于积分图搜索策略和 RC 特征。表 5-2
为所有方法在 17 组测试集上的平均性能比较结果。请注意，通过 DE 对不同建

图方式的参数训练表明：在 ε-nn 建图方式中 MTD（ε = 60）的结果 好，k-nn
中 MTD（k = 5）的结果 好，n-con 中 MTD（n = 1）的结果 好，因此表 4-1
中本方法展示的是以上几种方法和 MTD（L1-graph）的结果。 
    从表 5-2 和 5-3 可以发现，在所有方法中，本文提出的 MTD 超像素网格可

以帮助 SLIC 取得 好的精测精度，在运算时间（包括超像素产生时间和目标检

测时间）上也比像素级别的方法要快。 

表 5-2  在 FlickrMFC 数据集进行目标检测的精度比较结果 

Method Precision Recall F1-measure 

MTD (k-nn) 0.5956 0.6006 0.5951 

MTD (n-con) 0.5859 0.5764 0.5794 

MTD (ε-nn) 0.5819 0.5590 0.5694 

MTD (L1-graph) 0.6537 0.5492 0.5874 

TurboPix 0.6042 0.5478 0.5211 

SpLattice 0.5710 0.5253 0.4924 

Pix 0.4056 0.6142 0.4208 

 

表 5-3  在 FlickrMFC 数据集进行目标检测的运算时间比较结果 

Method SP-Time(sec) Matching-Time(sec) PreComputing-Time(sec) 

MTD (k-nn) 0.1760 0.4160 - 

MTD (n-con) 0.1730 0.4327 - 

MTD (ε-nn) 0.1621 0.4110 - 

MTD (L1-graph) 1.0526 0.4236 - 

TurboPix 6.5844 0.4478 - 

SpLattice 0.1887 0.4933 0.4690 

Pix - 7.3814 - 

 

在图 5-2 中，我们更为全面地比较了不同方法在 17 组测试集上的性能，箱

型图展示了每种方法的平均检测 F1-measure 得分和在每一组测试集上的数据分

布情况，从中可以更为细致地体现各种方法在性能上的差异。从图中可以看出，

MTD 方法的每种建图方式不仅在平均检测精度上比其他方法要好，而且大部分

数据也比较集中在平均值附近。可以发现，本方法在少数测试组上也会出现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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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F1-measure 得分，比如 MTD（n-con）的 小值就低于其他超像素方法。 

 

图 5-2  F1-measure 得分比较图 

 

图 5-3 为一部分真实的目标检测与分割结果图。从中可以看到，相比于

SuperLattice 和 TurboPixel，本方法趋近于得到一个更加精确并且贴合目标边界的

检测结果。这是由于在超像素网格的优化过程中，我们保留了原图像的 重要的

特征和空间结构。于此相反的是，SuperLattice 和 TurboPixel 的检测结果依然趋

近于一个矩形区域，在检测目标不规则或者形状突变较大的情况下，这将导致检

测精度大大降低。在图 5-3 中，我们还展示了本方法每次检测时所构建的 小改

变距离超像素网格图和 RC 算法在 MTD 网格上的搜索结果，从中可以观察到，

规整的网格结构尤其是伪节点的存在，对于精确的目标检测与分割是尤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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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目标检测结果图 

 

5.3.2 收敛性实验 

为了进一步对本方法的性能进行分析，我们对算法的收敛性进行了证明。在

图 5-4 中，我们取 10 幅图像，绘制了它们的实验过程中超像素网格优化时的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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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次数与每次迭代后能量方程的能量值的平均关系曲线。事实上，由于层叠式动

态优化算法时能够严格保证对超像素网格的每一列优化后（即每一次迭代后），

超像素网格与原超像素图结构的距离都在变小。从图中也可以看出，随着迭代次

数的增加，能量值也随之不断降低，不仅如此，曲线的趋势也反映出能量方程

终趋于收敛且收敛的速度较快，这也说明了本算法在进行目标检测与分割时的时

间是也十分具有竞争性。 

 

图 5-4  能量函数收敛性曲线 

 

5.3.3 能量值与检测精度关系实验 

在图 5-5 中，我们取 10 幅图像，绘制了超像素网格在优化过程中的能量值

与目标检测精度的平均关系曲线。从图中曲线的趋势可以观察到，能量方程的值

越低，超像素网格的改变距离越小，目标检测的精度也随之越高。其合理性在于：

在超像素网格的迭代优化过程中，我们不断减小超像素网格的改变距离，可以保

留原图像 重要的特征和空间结构，这也直接提高了目标检测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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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能量值与检测精度相关性结果曲线 

 

5.3.4 随机参数实验 

 

图 5-6  不同建图方式在 100 组随机参数下的检测精度比较图 

 

由于本方法的基本理论建立在衡量超像素网格与原超像素图结构的距离

小化之上，因此，原超像素图结构的建立方式对于算法的性能以及 终的目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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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必然联系。为了评估不同建图方式的差异，对于每一种

建图方式，我们使用 100 组随机参数在全部的 17 组测试集上进行实验，图 5-6
为不同建图方式的检测结果比较图。从图中可以观察到，在以 k-nn 方式建图时，

k = 5 时算法性能 佳，在以 n-con 方式建图时，n = 1 时算法性能 佳，在以 ε-nn
方式建图时，不同的参数下算法的性能表现较为平均，在以 L1-graph 方式建图

时，算法的性能略低。 

5.3.5 鲁棒性实验 

在目标识别或者分类的应用中，尺度不变性、旋转不变性和抗噪声的敏感性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好的目标检测与分割算法需要在以上几个方面有着

较好的鲁棒性。图 5-7 中，我们比较了本方法与其他方法在对目标的尺寸、大小

以及噪声方面的鲁棒性结果。检测目标的旋转和尺寸的改变以及图像噪声的增加

通常会对目标的检测和分割造成较大的困难。从图中可以发现，本文提出的方法

对于目标尺寸、旋转的改变以及噪声的增加均有较好的鲁棒性。与之相反的是，

像素级别的方法的性能严重受限于目标尺寸、旋转的改变和图像噪声的增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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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图 4-7  不同方法的鲁棒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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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6.1 全文总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通过在不规则的超像素结构中加入伪节点，并构建 小改变

距离的超像素网格结构，并利用其实现基于超像素的快速内容级图像目标的检测

与分割的方法。 

本文的主要工作有： 

（1）本文阐述了将超像素作为图像检测与分割基本单元的意义，以及规整

化的超像素结构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应用上的重要性。 

（2）为了将任意不规则的超像素结构进行规整化排列，本文提出构建一个

与原超像素图结构具有 小改变距离的超像素网格，并基于该网格进行目标的检

测与分割的方法，这也是我们的重要贡献之一。超像素网格由真实的超像素节点

和伪节点共同构成，其保留了原输入图像的整体连贯性、超像素之间的连接性、

局部特征及全局特征，同时具有严格的规整性，在超像素网格之上，很多像素级

别的算法以及目标检测与分割的方法都能得到拓展和应用。 

（3）然后，本文将规整化超像素网格的建立及优化问题转化为对能量方程

的建立与优化问题，建立了既考虑超像素网格结构与原超像素图结构的差异性也

考虑了超像素网格结构与原输入图像结构一致性的能量方程。在能量方程的求解

过程中，我们通过二部图匹配的方法首先构建一个初始化的超像素网格，再在其

基础之上利用层叠式动态规划方法逐列优化网格，从而 小化该能量方程，进而

得到 小改变距离的超像素网格结构。 

（4） 后，本文在具有较大挑战性的 FlickrMFC 数据集上验证了本文的算

法，得到了较好的目标检测与分割效果。与现阶段的其他优秀算法相比，本算法

的实验结果具有检测精度高，运算速度快，目标分割边界贴合度好的特点，在目

标检测的尺度不变性、旋转不变性和抗噪声方面也具有较好的鲁棒性。 

6.2 展望 

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发现，在计算机实现智能的图像检测与分割的过程中，

在不加入任何人工干预和先验的情况之下，让计算机对图像中的某个特定目标进

行定位，尺度估计，并得到边界贴合度好的分割，是对算法的极高要求。本文的

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是在一些方面仍然需要改进和继续探

索，以得到更好的算法拓展性： 

（1）本文中，超像素网格被应用于图像目标的检测与分割之中，并体现出

其良好的检测结果。因此，鉴于超像素网格的可用性和便捷性，其在视觉领域的

其他任务中也具有很广阔的前景,超像素网格在图像分割、过分割以及物体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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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的应用十分值得探索。 

（2）实验表明，本算法在极少数图像测试集上稳定性并不是很好，虽然提

出一种适用于所有类型图像的方法具有一定难度，但是还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模型

的合理性以及算法中各参数的影响。 

（3）本文探索了各种不同建图方式对于实验结果的影响，而基于 小改变

距离的超像素网格方法从理论上来讲是高度依赖于原超像素结构的建图方式的，

因此，进一步挖掘建图方式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建图方式对于能量方程的影响是

下一步的工作之一。 

（4）本文将 小改变距离作为能量方程的目标函数，然而，基于规整化超

像素网格的思路，也可以提出更多合理的超像素网格构建形式和能量方程的优化

目标，这些都是今后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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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文 

“晶格切分”——使用层约束构建超像素 

Alastair P.Moore, Simon J.D.Prince, Jonathan Warrell 
 

摘要 

图像解析算法的一个常见的预处理步骤就是通过无监督的过分割方法使得

图像形成超像素。超像素不仅被用作支持某一区域的特征向量，还是得到 终分

割的一个起始步骤。目前，构建超像素并使之形成一个规则的网格结构（或者说

是超像素晶格）的方法使用的是贪心策略。本文中，我们证明了，在竖直方向和

水平方向可以使用单一的图切分方法构建一个全局 优的超像素结构。该方法同

时考虑了图像的边界以及超像素区域的连续性。我们发现本方法优于现有的计算

超像素晶格的方法，不仅如此，本文证明了我们的方法的效果可以与当下其他不

加约束的晶格分割方法相媲美。 

1 简介 

在很多计算机视觉的处理过程中，过分割技术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预处理步

骤[13,14,16,25]。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第一，图像的小区域，或者说是超像素，

可以被用来表示支持的特征向量。从这一方面来说，超像素的形成符合图像的局

部结构并且不太可能跨越多个图像目标，因此，超像素结构要优于固定的矩形窗

口结构。第二，将图像的基本表示元素从大概 250000 个像素点降低到 400 个左

右的超像素，需要大范围地考虑各部分的相互作用[2]以及各个区域的影响。 

现阶段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规则的超像素晶格[23,29]。晶格有以下几点好处：第

一，大部分现有的计算机视觉算法都是在像素级别基于规则的笛卡尔网格来展开

的，并且可以很容易地拓展到规则的超像素结构，而不需要额外的建图算法[12]。

第二，很多算法借助规则晶格的特殊性质使得问题的处理更加高效[26]和方便[7]。

第三，也是 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规则的网格结构使得我们去了解超像素附近

的目标标签的高阶关系有了可能性：这在分割的拓扑结构变化了的情况下是十分

困难的。 

很遗憾的是，目前的过分割算法的不足之处是它们并没有为产生超像素进行

约束：其结果就是产生的超像素并不是符合现实图像中目标的边缘。这就迫使很

多研究者以多重分割为起点进一步探索场景分割[13,16,20,28]。 
目前方法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它们或者使用像素点的颜色统计信息[8,11]，

或者基于预先计算的边界图[23,31]。这与有监督的二值分割技术恰恰相反，比如将

区域与边界信息相结合的 GrabCut[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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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在于，大多数方法都依赖于贪心优化策略[23]。一个具有能量方

程的全局 优解决方案往往缺乏稳定性：图像中的微小变化都能很大程度上影响

解决方案，这些特质也与有监督的二值分割技术相违背。例如，尽管 GrabCut[27]

不能保证一个全局 优的方案，但是它基于一个交替的优化策略，该策略通过对

给定的固定颜色模型的不断细化过程， 终得到一个全局优化的分割。 
本文中我们将从有监督的二值分割到无监督的过分割的思想应用于超像素

分割之中。我们的方法既利用了区域和边界的信息，又基于交替的优化策略。本

方法在晶格结构的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交替地求解全局 优方案，并在每一次迭

代的过程中及时更新局部颜色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晶格切分。（a-d）开始阶段我们为超像素构建一个空间网格，然后分别更新竖

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晶格组件（分别以红色和黑色线条表示）。每一种更新的过程表示我们

都为每一个像素点分配一个标签。e）竖直方向的标签更新决定了像素点归属与哪一个纵向

层级。f）水平方向的标签更新决定了像素点归属于哪一个横向层级。每一种更新的能量方

程都依赖于边界和超像素区域的连接性。这种解决方案就可以保证形成一个晶格结构。 

 

本文的行文结构如下：第二节是对算法的概述，第三节中我们介绍了一种创

新的图的构建方法，该方法同时考虑了区域和边界信息，通过一次图切分在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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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网格的水平和竖直方向进行全局 优的更新操作。第四节中我们将讨论在每次

模型的迭代更新过程中，纵向的更新如何能够与变化的横向更新能够互相影响。

第五节阐述了定性和定量的实验结果。 

2 算法概述 

我们的目标是将图像分割为规则的超像素晶格结构。本文首先构建一个规则

的网格结构，然后交替地优化超像素纵向的边界（图 1a-d 中的黑色线条）和超

像素横向的边界（图 1a-d 中的红色线条）。在每一步中，随着竖直和水平方向边

界同步更新进行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获得一种解法。优于这两种操作都是类似

的，我们将集中讨论如何更新超像素竖直方向的边界。 

我们将每一个像素点都与一个标签相关联，它决定了该像素点归属于竖直方

向的哪一个超像素层级。比如，在图 1a-d 中，超像素 1-4 被标记了标签 0，超像

素 5-8 被标记了标签 1 等等，在超像素 1-4 与超像素 5-8 之间的纵向边界被像素

标签 0 到 1 隐式地定义。然后，可以很容易地使用每一个标签在 3D 图上来表示

不同的层，并且超像素边界的形成都是在不同层之间（如图 1e-f）。 
我们将问题形式化地定义为在马尔科夫随（MRF）机场模型中的未知标签

问题，相关能量方程同时包含一元项和二元项。一元项定义了在每一个超像素当

中，某一个像素点基于其颜色模型被打上的一个标签。二元项鼓励相邻的像素点

被打上相同的标签（即属于相同的层）。然而，图像中的一个锋利或者突变的边

界都会降低分割的平滑程度。 

 

图 2  超像素纵向边界的标签约束。a）约束 1 要求沿着任意的纵向路径 y 的标签必须有

序（这里为 1-2-1-0-1）。约束 2 要求沿着任意横向路径 x 的标签必须单调递增（这里为

0-1-2-3）。b）约束 3 要求对于每一条纵向的超像素边界只能与横向边界相交一次。如果没

有约束 3，将会产生额外的区域并且晶格也会被破坏。c）如果没有约束 3 的情况。 

 

为了创建如图 1e 中的标签带并且构建一个规则的晶格结构，在标签域中需

要以下三个额外的约束。 
约束 1：任意列中，在我们自定向下地移动过程中，标签必须相同且只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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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递增或者递减。（如图 2a-y） 

约束 2：任意行中，在我们从左向右地移动过程中，标签必须单调递增。（如

图 2a-x） 

约束 3：每条纵向的边界之多越过一次横向的边界。否则，会错误地产生额

外的超像素并且破坏规则的晶格结构。（如图 2b-c）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本文在遵守以上约束并且同步地优化纵向的超像素的过

程中，描述了用一种图割的形式用来解决这种多标签 MRF，从而找到 MAP 解决

方案的方法。 

3 MRF 公式 

使用图割方法在马尔科夫随机场（MRF）中找到 MAP 解是一个已经被应用

到很多问题中的标准技术，其中包括有监督的分割[3,27]。定义𝒫为超像素集合，	x�

为标签集合ℒ中的一个被标记到像素𝑝的标签，x为所有的像素/标签赋值的集合。

标准的图割能量方程中一般有两项： 

                 𝐸 x = 𝐷�(x�)�∈𝒫 + 𝑉��(x�, x�)�,�∈𝒩                

(1) 

其中，数据项𝐷�表示像素𝑝被标记为x�产生的惩罚值，规整化项𝑉��定义了一

个相邻系统𝒩，它鼓励空间平滑。对于两个标签的 Potts 模型问题，等式（1）的

能量值可以在特定的图上由一次 小分割来 小化，但是，一般来说多标签问题

是 NP 复杂度的[5]。 
    然而，目前多标签的 MRFs 已经使用了很多新颖的图结构由一次图分割来找

到 MAP 解决方法。比如，Ishikawa 提出的结构[15]，允许将现有的解决方案对应

到一个线性序列的凸先验标签集合。本文提出的建图方法与 Ishikawa 的方法相

似，而且用约束 1-3 加以限制。 

3.1 建图示例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展示主要的算法过程。考虑两个位于位置p和q的像

素点，每一个像素点可以被标记为标签𝑥�, 𝑥� ∈ {0,1,2}。在相关图结构中（如图

3a），两列分别代表两个像素p和q，在每一列中有三条向下的箭头，每一条代表

盖像素三种可能的标签之一。一个 小化的分割需要将三条箭头之一分开，这种

选择就决定了该像素点的标签。 
我们给每一条向下的箭头一个权重，该权重与能量方程的二元项相关。比如，

像素点p的标签为 2的权重为𝐷�3（即像素p被标记为标签 2时的惩罚值）。如果

终的分割含有这条边，则将该权重记为二元项的惩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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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两个像素 p 和 q 的建图示例，每个节点可选标签𝑙 ∈ {0,1,2}。能量方程的一元项

与节点之间的链接关系相关。二元项𝐷�%表示像素点 p 被标记上第 k 个标签。二元花费由横

向的链接来表示，𝑉��ä)表示像素点 p 被标记上第 m 个标签，像素点 q 被标记上第 n 个标签。

当某条纵向的链接被切断时，一个标签关系将被确定。b） 顶层的纵向链接被切断，所以

像素点都被标记为 0。c）所有的像素点被打上标签 1。d-e）切断一些标签连续的链接也会

产生一些二元花费。f）不幸的是，这种建图方式有可能会发生切断一些标签非连续的链接

的情况：这种解决方案是违背约束 1 和约束 2 的，所以应当避免（如图 4 所示）。 

 

如图 3a，我们定义横向的链接关系的权重为𝑉��å(, 𝑉��(å, 𝑉��(3, 𝑉��3(。请注意，符

号𝑉��%Â表示像素 p 的标签为 k，像素 q 的标签为 l 时的惩罚值。如果两个像素的标

签相同，这条链接关系不变：我们不赋予惩罚值（即𝑉��%%为 0），这就鼓励了在标

签域的平滑（如图 3b-c）。如果被标记的标签相差 1，则我们必须切断 1 条横向

的链接：这样就有四种可能的标记方式（01，10，21，12），其中每一种方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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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相关的横向链接与惩罚值（如图 3d-e 中的示例）。 
然而，这种图结构在标签相差大于 1 的情况依然是有限的。比如，如果 p

标签为 2，q 标签为 0（如图 3f），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花费为𝑉��3( + 𝑉��(å。但是，约

束 1 要求标签是连续的，这样在 终的图中这种解决方案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图 4a 说明了如何防止这种情况的产生。加入对角链接{q3, p(}和{q(, p3}，其

权重为无穷大，我们称之为约束边。现在，任意的解决方案，凡是像素 p 的标签

为 2，q 的标签为 0 时，必须切断链接{p3, q(}，这样一来就会产生无穷的花费（如

图 4b）。同样地，链接{q3, p(}也阻止了 p 的标签为 0 而 q 得标签为 2 的情况产生。 
现在我们构建了一个相邻像素点必须是连续变化的图（约束 1）。为了更进

一步地约束使得他们单调递增（约束 2），我们定义两个二元花费𝑉��(å和𝑉��3(为无

穷大（如图 4c）。这样，从像素 q 到像素 p 的移动的花费为无穷大。 后，我们

给边{p(, q(}与{p3, q3}一个无穷大的约束。 

 

图 4  强制连续性的约束 a）无穷大权重的对角约束链接可以避免非连续标签的情况（约

束 1）。b）为像素点标记上标签 2，0，我们必须向图 3f 一样切断其中一个对角链接：这种

解决方案的花费将是无穷大的，所以就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c）为了更进一步地保证标

签序列是单调递增的（约束 2），我们将相关的二元项𝑉��(å与𝑉��3(交换。这样就能像图 3f 中一

样赋予标签一个无穷大权重。 

 

3.2 全图的构建 

图 2a 中所示的全图的构建如下。对于一幅𝑋×𝑌像素的图和|ℒ|个可能的标签，

我们构建一个 ℒ − 1层的图，其中含有𝑋×𝑌个节点（如图 5c）。 顶层与源头相

连， 底层与底相连。从上面可以看出， 终在图上的切割形如一组阶梯层状结

构，与图 1e 非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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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不同层之间的链接由一元项𝐷�%定义。在同一层 l，相邻像素 p 和 q 之间

的链接由二元项𝑉��
Â,Â*(定义。 

节点{𝑥, 𝑦, 𝑙}和节点{𝑥 + 1, 𝑦, 𝑙}在水平方向权重为无穷大的约束链接能够确

保在从左到右的移动过程中标签是单调递增的。 在节点{𝑥, 𝑦, 𝑙}，	{𝑥, 𝑦 − 1, 𝑙 − 1}，
	{𝑥, 𝑦 + 1, 𝑙 − 1}，	{𝑥 − 1, 𝑦, 𝑙 − 1}和{𝑥 + 1, 𝑦, 𝑙 − 1}位置，对角位置权重为无穷大

的约束链接能够防止相邻的像素点被标记上非连续的标签。 

我们同样需要保证所有的标签都必须包含在 终解当中。对于图像的左边缘

的像素点，我们修改其能量方程的一元项，使得除了 0 标签之外都存在一个无穷

大的花费。我们对图像右边缘的所有被标记为标签|ℒ|的像素进行同样的处理。 

后，我们希望产生的超像素尽可能紧凑：在竖直方超像素的范围应该大致

分布均匀，同时超像素的大小也应该有所限制。这可以通过限制在水平方向位置

可能的标签集合𝒦，使得𝒦 ⊂ ℒ，这样一来在图像左边缘只有少量 开始的标签

被选择而在图像的右边缘只有少量 后的标签的被选择（如图 5d）。 终，我们

将会对图中像素和标签结合不合理的节点进行修剪。即可得到 终类似“分层切

片蛋糕”的结果（如图 5b）。修剪的过程对于降低算法的运算消耗，减少存储空

间都会有一定帮助。 

 

图 5  全图的构建。a）对于一幅𝑋×𝑌像素的图像和|ℒ|个可能的标签，我们构建一个节点

数为𝑋×𝑌×( ℒ − 1)的图。b）切片蛋糕形状的构造方式。我们通过移动节点，限制任意可

以标记在X位置的标签的范围。这将鼓励形成一个规整的超像素空间并且降低运算成本。 

 

3.3 解决方案 

依据文献[9]的方法，对于约束链接，本文考虑给能量方程添加一个相互作用

项： 
      𝐸 x = 𝐷�(x�)�∈𝒫 + 𝑉��(x�, x�)�,�∈𝒩 + 𝑊�	�(x�, x�)�,�∈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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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 代表相互作用项，它限制了在相邻系统ℳ的标签集合ℒ中可行解的

集合的范围。 
依据上文提出的相互作用项（约束项），通过在图中找到 小切割来使得能

量方程在多项式时间内求得 小解。这种形式的不仅强制保证标签域满足我们的

约束，还可以保证求得 优解，而这正好与现有的那些不能保证有全局 优解或

者没有强制约束的多标签算法正好相反。 

    根据以上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满足约束的标签域（如图 6a），
以及每一个像素点的模拟评估方式（如图 6b），他们表示每一个标签来自于不同

的高斯分布。图 6c 为只考虑一元项得到的解，图 6d 为 alpha expansion 的解，可

以看到图 6d 依旧有很多噪点。但是我们的方法（如图 6f）则非常合理。 

 

图 6  简单示例。River-Lake-Dam-River ℒ = 3。a）Ground truth 标签。b）观察数据。

c）只考虑一元项的结果。d）alpha expansion[5]的结果。e）加上单调递增约束后的实验结

果。f）加上严格单调递增约束后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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