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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给出一个用于图像数据库系统的图像检索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可咀用来作为描述和比较图像 

检索方法的一般框架，也可以作为实现囝像检索机制的参考结构。作为应用实例，也为了评价现有 

的各种图像拴索手段，并且应用这个模型对多种图像检索方法进行了分析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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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获取和存储图像的成本降低．目前存在着 

大量巨大的，而且是分布的图像集合。在一个给定的 

大图像集(比如超过 10 000幅图像)中检索特定的 

图像非常困难，因为一幅一幅地浏览显然是不现实 

的。虽然，目前有一些方法辅助人们检索图像，但都 

因各种局限性和适用性的限制而未尽人意。本文给 

出一个用于图像数据库系统的图像检索模型，这个 

模型不仅可以用来作为描述和比较图像检索方法的 
一 般框架，也可以作为实现图像检索机制的参考结 

构。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先做出两个假定：①图 

像数据库中所有的图像是一次输入的，一旦数据库 

投人运行(这里仅指检索操作)后，就不再插入新的 

图像；②在数据库初建时，除了允许输入原始图像数 

据外，其他多媒体方面的需求已经进行了必要的限 

制，使我们能集中精力考虑与图像有关的阔题。 

1 图像检索模型 

图像检索模型主要由5个部件组成： 

(1)图像分析模块——将原始的数字图像作为 

其输入，并从中抽取所需的信息 分析过程可以由人 

来完成，也可以由计算机自动地或半自动地进行。 

(2)数据库模块——存放所有的数据 在数据 

库的采集过程中，图像分析模块将图像及其相关信 

息提交到数据库。数据库模块由以下3部分组成：① 

图像库，存储了所有的原始图像数据，可 是整幅图 

像或图像的一部分，如图像中某个用以表示特定对 

象的区域描述；②特征库．由它来掌握图像库中所有 

数据的特征抽象信息+如关键字，度量信息等，包括 

基于内容的特征，也包括基于文字的特征：③联接 

库，包括图像库中数据记录之阃准确定义的联系信 

息，如一辆小汽车的照片和小汽车主人的照片之间 

的关系，某个病人头部多张 CT切片之问的位置与 

距离关系等。这样，从图像分析模块提交的有关图像 

信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描述图像一系列特江的信 

息将被存人特征库，而图像与图像之间关系的信息 

将被存人联接库。数据库模块同时应支持数据的一 

般操纵，如插入、删除、修改等，并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与一致性。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支持多媒体 

数据存取的完备的关系数据库来实现数据库模块。 

(3)用户模块——提供系统必需的或可能需要 

的某些信息 由用户来决定检索过程的开始和结束。 

这里，“用户”可以是直接使用检索系统的人，也可以 

是为另外～个信息系统提供图像检索服务的接口模 

块。 

(4)交互查询模块——将用户的需求信息映射 

成为数据库的查询并将查询的结果提交给用户。比 

如．当用户将其需求信息以图像的形式提交给系统 

后．交互查询模块将要求图像分析模块对这个图像 

进行必要的解释，然后根据分析结果将用户的需求 

信息用数据库支持的语言(如 sQI )表述的查询并 

提交给数据库模块，数据库模块根据查询要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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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数据库检索工作+最后由交互查询模块将结果 

以适当形式返回给用户 同时，交互查询模块应能根 

据用户对查询结果的意见进一步改进查询，以针对 

某个特定用户迅速掌握其查询的意图和倾向。交互 

查询模块可以利用知识库模块提高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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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图像橐合 

(5)知识库模块——知识库应包括特征的使用 

信息和图像相似比较的评价模型．在用户需求信息 

和数据库提供信息(如统计信息)的基础上，知识库 

模块应为交互查询模块提供复杂有效的查询引导。 

图1所示的图像检索模型的部件是与模块问的 

图 1 图像检索横型 

Fig．1 The image query module 

主要数据流一起描述的。这些部件支持图像检索系 过程和检索过程，而把用户模块和目标图像集合视 

统赖以工作的两个主要处理过程：①图像采集过程， 为常量。数据库模块总包含一个非空的图像库，对于 

有时也称之为插入或数据捕获+用来将图像数据插 特征库和联接库+如不另作说明，则总认为是空的。 

人到特定的数据库中；②数据库采集处理只用到了 2．1 直接查询 

图像分析模块和数据库模块，而检索处理可能需要 2．1．1 根据描述查询 在图像采集过程中+由图像 

所有5个部件的支持。 分析模块对每幅图像定义一些关键字，并插人数据 

文献[1]和文献[2]分别给出了另外两种不同的 库。这个过程可以是自动的或半自动的+通常基于其 

图像检索模型，文献[3]对这两种检索模型进行了介 他媒体类型或屑性数据进行。在实际应用中，大多数 

绍，并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本文所提出的图像检 的系统将人作为图像分析“模块”完成图像评价和关 

索模型简洁、清晰，而且不被因考虑图像之外的其他 键字定义。 

多媒体对象的检索而导致的特殊应用环境所干扰， 在检索过程中+用户模块给系统输入关键字表 

所以本文提出的模型在描述与比较图像检索方法时 述信息需求 交互查询模块可以辅助用户描述信息 

作为一般的框架将更为有效。 需求+比如给出数据库中某关键字可用信息的列表 

本文提出的图像检索模型不仅可以作为描述和 供用户选择 交互查询模块根据给定的关键字查询 

比较图像检索方法的一般框架，也可以作为实现图 数据库如 

像检索系统的指导性结构，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作为 select images form database where keyword= 

应用实例，也为了评价现有的各种图像检索手段，下 CAR； 

面我们将应用这个模型对多种图像检索方法进行分 这里知识库模块不是必须的，但可以用来帮助 

析与比较。 提高检索性能。首先，它可以提供基本的全文检索技 

术，比如辞典技术。另外，当用户提出检索“运输”图 

2 图像检索模型的应用 像时+知识库模块也可以将其变换为对一些诸如 
cAR+BIKE，PLANE等关键字的检索。 

文献[3]给出了多种图像检索方法与系统+并用 

图像检索模型的观点描述并分析这些方法。对每种 

图像检索方法，我们将考查数据库的内容、图像采集 

这里+特征库中只需包含文字与数字数据(关键 

字)。 

2．1．2 根据图像特征查询 在图像采集过程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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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析模块对每幅图像计算其一系列的度量信息 

(如太小、颜色数、平均能量等)，并插人数据库。这个 

过程可以完全自动化。 

在图像检索时，用户可针对检索目标给出某些 

度量的值或值的范围，由交互查询模块直接将用户 

查询映射为数据库查询以检索满足条件的图像。 

在数据库中，特征库包含从图像得到的度量信 

息。 

2．2 图例查询 

对下述的 3种图例查询而言，数据库的采集过 

程是一样的。在数据库的采集过程中，图像分析模块 

计算图像的一些度量信息，然后图像及其度量存人 

数据库。与根据特征的直接查询相似，特征的抽取是 

完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 

同样，3种图例查询，数据库模块的特征库都将 

用来存储图像的度量信息。 

2．2、1 外部图例查询 检索过程的用户输人由一 

个或多个数字图像组成，并对相似度的度量在不同 

的方向或分量上根据其重要程度随意地赋予不同的 

权重。交互查询模块从图像分析模块得到用户图片 

的度量信息，并据此用户的查询映射到数据库查询。 

知识库模块可以根据用户提供的权重提供相似度的 

分级方式。 

2．2．2 内部图例查询 用户模块的首次输人是以 

交互查询模块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的。交互查询模块 

向知识库模块请求将提供的图像集合进行分类合 

成，通常知识库模块随机地或根据一定的预定义规 

则选取图库查询 。 

与外部图例查询一样，用户可以通过定义权重 

来标明不同特征的重要程度，知识库模块提供相似 

度分级方式。除了用户提供的权重外，知识库模块在 

组织查询模式时可以同时考虑用户先前的选择。对 

交互查询模块作为查询结果提供的图像集合，用户 

可以做出新一轮的选择，除非用户决定中止这个过 

程，这种交互式的检索将继续下去。 

2．2、3 用户草图查询 根据用户草图查询的检索 

过程与外部图例查询非常相似。取代完整数字图像 

的是，用户模块的输人是对寻找的目标图像的印象， 

用户可以用手绘草图来描述其印象，当然也有可能 

对在草图中使用到的特征赋予不同的权重。交互查 

询模块应辅助用户完成草图的绘制。图像分析模块 

将解释草图，交互查询模块将形成数据库查询。根据 

用户提供的权重，知识库模块将为此建立适当的分 

级方式。 

2、3 浏 览 

对下述两种浏览方法而言，最显著的特征是在 

检索过程开始时，由交互查询模块初始化检索过程， 

用户再对系统提供的信息做出反应。我们将看到，用 

图像检索模型来考察直观浏览和联接查询时，将会 

发现它们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2．3．1 直观浏览 直观浏览是一种最简单的图像 

检索方式。图像采集过程将图像集合输人到数据库 

中。图像分析模块的作用仅是传递图像 ，而不解释图 

像，在直观浏览的方式下．该模块是一个哑元(dum— 

my)模块。 

在纯粹直观浏览方式下，交互查询模块的作用 

仅是在数据库中选取所有的图像并显示给用户。在 

实践中，直观浏览常在图像集合的表达或显示时增 

加一些控制，如“下 2O个图像”、“下一屏”、“前一幅” 

等。直观浏览不使用知识库模块。 

2．3．2 联接查询 在其他检索方式的数据库采集 

过程中，图像是单独地进行分析的。在联接查询中， 

图像分析模块的分析解释工作只是将当前图像与另 

外一图像相联系。图像分析模块将图像集合中图像 

之间的联系(上文中我们称之为“联接”)至数据库模 

块。在联接是动态的情况下，联接是根据图像抽象的 

规则定义的，而不是硬性定义的 比如 ，一个静态联 

接可能是“图像 与图像 y具有某种联系”，而一个 

动态联接可能是一个规则，如“所有具有关键字 

CAR的图像之间相互联系”。交互查询模块在知识 

库模块提供的查询模式基础上，向用户提供数据库 

中的记录(图像或特征抽象)，从而启动检索过程，这 

使一次浏览会话从联接库中选择一个适当的起点成 

为可能。随后，用户选择其中的一个记录，以便检索 

所有与之联接的记录。 

在数据库中，联接库存储了所有图像之间的联 

系。特征库可用来存放从图像抽象出的特征，但特征 

库不是必须的。 

3 结 语 

本文工作的主要背景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医学影 

像数据库的研究。医学影像数据库是建立在图像处 

理与理解、人工智能、图像数据库、远程与局部网络 

技术基础上的，支持医学影像数据有效存储、传输、 

检索管理的数据库技术。其目标是充分考虑国内医 

学影像管理的需要以及医疗设备现状研究，并开发 

出既适应电子病历管理，又能为医学多媒体教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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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手术、手术计划与导航、远程诊疗等应用提供数据 

管理与服务的核心数据库系统。其中图像数据库的 

检索技术是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基于本文提出的图 

像检索模型，通过分析比较现有的图像检索技术．结 

台医学影像的特点，建立了医学影像的原型数据库 

系统，实践证明该模型在检索技术分析、检索系统构 

造上的指导和参考作用是清晰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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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age retrial model and its appl ication to image 

retriev method anal 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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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 image trieval model for image database system was presented，which is useful as not only a general 

Iramework for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image retrieal methods，but also a referable archiecture for image 

retrieval systems．As for an appliation，all the image retrieval methods will be analysed and compared to get a 

clearer concept and evaluation about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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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863”计划项目“可完全降解性生物塑料——聚羟基烷酸”通过鉴定 

受国家“863”计划新材料领域专家委员会委托，由陕西省科委主持并组织，对我校生物学系董兆辟副教 

授 责的课题“可完全降解性生物塑料——聚羟基烷酸(PHA)”于近日进行了鉴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我 

校双聘教授李振岐院士、国家“863”计划新材料领域专家委员会专家代表、国家电子信息部产品开发司司长 

郑敏政教授以及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第四军医大学、西安医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陕西省微生物 

研究所等同行专家参加了鉴定会。 

聚羟基烷酸是一种 目前最理想的替代化学合成塑料，它不仅是消胯“白色污染”保护人类环境的新型材 

料，而且也是医疗植入和人体组织工程的可降解性医用高分子材料。在鉴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谊成果工 

艺设计新颖、技术指标可靠、研究工作基础扎宾、成绩显著，特别是在 PHA的提取工艺中，创造性地采用低 

温冷冻对茵体预处理，对提高产品质量和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效果显著，有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 

研宄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菌种选择和混合培养技术方面属国际首创。 (高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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