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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鲁棒识别的抗旋转 HDO 局部特征描述
胡 扬1

张东波 1, 2

段 琪1

摘 要 主方向直方图 (Histograms of dominant orientations, HDO) 是一种简单但性能优良的局部图像描述子, 但是, 原
有的 HDO 特征描述不具备旋转不变性. 本文提出一种抗旋转变换 HDO 特征描述方法, 在进行 RGT (Radial gradient
transform) 变换后, 采用圆形邻域计算给定位置的结构张量, 使得求取的主方向和一致性特征分量具备一定的旋转不变性, 最
后为增强辨别能力, 采用了多扇区划分空间池化操作. 在公开的 MIT 人脸数据集中的测试结果显示, 如果图片不旋转, 本文方
法准确率与传统的 HDO 算法基本持平, 达到 92.10 %, 但当样本图片旋转后, 本文算法准确率比传统 HDO 算法高 10.36 %.
此外, 在行人数据集、合成的旋转手掌和旋转人脸识别实验中, 本文方法的检测结果也明显优于传统的 HDO 算法. 另外本文
方法在 53Objects、ZuBuD 和 Kentuky 三个数据集上的识别性能也优于大部分现有抗旋转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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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roved Rotation-invariant HDO Local Description for Object Recognition
HU Yang1

ZHANG Dong-Bo1, 2

DUAN Qi1

Abstract Histograms of dominant orientations (HDO) is a simple local image descriptor with fine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original HDO feature description has no rotation invariance. This paper presents a rotation-invariant HDO feature
description. To acquire the rotation invariant feature, i.e., dominant orientation and the coherent, by RGT (radial gradient
transform), the structure tensor of given location is calculated in a circular neighborhood. Then, to enhance distinctiveness,
space pooling operation is implemented with multi-sector division. Test results in public MIT faces data show that if the
image does not rotate,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the original HDO descriptor almost have the same accuracy (92.10 %),
while, if the image rotates, the accuracy of the improved HDO descriptor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riginal HDO by
10.36 %. In addition, in the experiments of pedestrians, synthetic rotated palms and faces detections, our method is
obviously superior to its original one. Moreover, the proposed method shows better recognition accuracy than most recent
anti-rotation descriptors in public 53Objects, ZuBuD and Kentuky image data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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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特征描述在图像目标检测和识别中应用广
泛, 在过去二十年里, 研究人员提出了大量的局部特
征描述算子. 为了处理图像中存在的尺度、光照、对
比度、旋转等变化, 通常要求特征描述需具备光照、
尺度和旋转不变性等, 著名的有 SIFT[1] 和 SURF
算子[2] , 但是其构造过程相对比较复杂, 计算量大.
2005 年 Dalal 等[3] 提出的梯度方向直方图 (His收稿日期 201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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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rams of oriented gradients, HOG) 由于计算简
单, 能够较好地捕获图像形状特性, 在人脸和行人检
测中获得良好的检测性能, 但是 HOG 在噪声较大
和图像背景混乱的情况下鉴别能力显著下降, 因此
为了克服 HOG 的这些弱点, 2014 年 Kim 等[4] 提
出了鲁棒性更强的 HDO 特征, HDO 特征能够鲁棒
地描述图像局部主方向结构信息, 对于噪声和光照
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同时其关注于主方向结构的描
述, 类似于人眼视觉系统, 在复杂场景中能保证良好
的鉴别能力, 因此能用于各种目标检测问题, 但是原
有 HDO 特征不具备旋转不变性, 因此在很大程度
上限制了它的推广应用.
从已有文献分析, 影响特征描述的旋转不变性
的因素主要来自特征提取和池化操作两个方面: 1)
像素微观邻域提取局部特征以及在局部子空间内进
行特征池化操作时, 应具有旋转不变性; 2) 在图像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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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空间池化操作时应具有旋转不变性. 只有同时满
足这两个方面的旋转不变性, 才能建立具有旋转不
变性的图像局部特征描述方法. 当然, 特征描述具有
旋转不变性, 并不能保证该特征一定具有良好的鲁
棒识别性能, 因此需要考虑在保证鉴别能力的前提
下, 使特征描述方法能够对抗图像中可能出现的旋
转变换.
已有抗旋转变换的局部特征描述技术中, SIFT
和 SURF 算子通过估计局部主梯度方向作为参考方
向, 然后做适当的方向校准实现抗旋转变换, 但是由
于梯度方向估计可能存在 ±20◦ 的误差[5] , 因此易导
致误判. LBP 特征为了获得旋转不变性特征模式[6] ,
则通过排序策略找到具有最小值的模式特征, 该处
理策略在基于梯度的方向直方图中也可以借用, 例
如找到最大梯度方向, 然后以此为基准, 按顺时针或
逆时针方向重新排列梯度方向直方图, 但是因易受
噪声和其他因素干扰, 有时难以获得稳定的排序关
系, 对于最终检测与识别造成困扰. 有研究人员考虑
采用成对特征点的梯度方向夹角取代方向, 由于夹
角和旋转无关, 因此可实现旋转不变描述[7] . 构建局
部坐标系统也是在特征提取阶段一种常用的抗旋转
变换策略, 例如樊彬的局部旋转不变坐标系统[5] , 文
献 [8] 采用的径向梯度变换, 由于局部坐标系统在获
得旋转不变性上, 具有严谨的理论支撑, 因此相对有
更具说服力的结果. 在图像空间池化操作阶段, 常用
的旋转不变性策略采用环状空间[9] 和圆形邻域[10] ,
也有基于灰度排序的池化策略[11] .
针 对 HDO 方 法 的 局 限 性, 本 文 提 出 抗 旋 转
HDO 局部特征鲁棒描述方法, 综合考虑了特征提
取阶段和空间池化阶段所需具备的旋转不变性要
求, 同时考虑到保证鉴别能力的前提, 采用了径向梯
度变换技术和环状扇区划分空间池化策略, 对原有
HDO 算法进行改进, 改进后的 HDO 局部特征描
述方法具有较强的抗旋转变换性能, 多角度旋转的
人脸和手掌识别测试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的抗旋转
HDO 特征描述方法明显优于传统 HDO 方法.

1 HDO 特征描述方法
原 有 HDO 特 征 称 为 主 方 向 直 方 图 (Histograms of dominant orientations, HDO)[4] , 核心
思想是人眼视觉系统对局部图像结构的方向具有很
强的自适应辨识能力, 局部结构的方向和一致性能
够鲁棒表示图像中的重要内容. 因此利用主方向和
一致性这两个测度, 可以构建局部图像描述算子, 对
潜在的图像结构进行有效描述.
为了计算图像给定位置的主方向 θ 和一致性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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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构造如下结构张量:
X

Ix2 (j)

j∈Bi
S(i) = 
 X I (j)I (j)
x
y
j∈Bi

X

Ix (j)Iy (j)

j∈Bi

X

Iy2 (j)



 (1)


j∈Bi

求得 S (i) 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后, 可求得
µ y¶
v1
T
−1
θ = tan
, v1 = [v1x v1y ]
v1x

c = λ1 − λ2

(2)
(3)

其中, Ix 和 Iy 分别表示 x 方向和 y 方向的梯度幅
值, Bi 表示以像素点 i-th 为中心的邻域 (例如, 5 像
素 × 5 像素邻域), θ 为此像素点邻域的主方向. v1
是结构张量的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可表示
该邻域内的主方向, c 为结构张量特征值 λ1 和 λ2
的差值, 其中 λ1 大于 λ2 , 可以衡量此像素点邻域 Bi
内主梯度方向的一致性. 通常在边缘区域, 可以获得
较高的 c 值, 在平缓区域和高纹理区域, c 值较小.
构造 HDO 特征时, 首先计算每个像素点的梯
度, 求出每个像素点邻域的主方向 θ 和一致性 c, 之
后将图像分成小的格状连通区域, 称为图像细胞单
元 (Cell), 然后统计由相邻细胞单元组成的图像块
(Block) 的主方向直方图, 最后将这些直方图按照空
间顺序组合起来.
假设图像的宽度和高度分别表示为 W 和 H, 将
图像划分为 (W/6) × (H/6) 个 Block, 每个 Block
由 4 个 Cell 组成, 图 1 是图像空间划分示意图.

图1

图像单元 (Cell)、图像块 (Block) 和原始图像
(Image) 的对应关系

Fig. 1

The diagram of cell, block and image

以 Block 为基本单位统计主方向直方图时, 将
主方向在 0◦ ∼ 180◦ 分为 K (K = 8) 个 Bin 组, 然
后构建一致性直方图, 生成如图 2 所示的基本特征
描述子 f = (f1 , f2 , · · · , fk ), 横轴表示方向范围 (0◦
∼ 180◦ ), 被均分为 8 个 Bin, 纵轴表示同一主方向
区间的一致性累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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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坐标系统, 假设 r 和 t 分别是沿径向和切向两个
正交方向的单位向量, 则
p−o
r=
, t = R π2 × r
(6)
kp − ok

图2
Fig. 2

图像 Block 主方向直方图

Histogram of dominant orientation of image block

为了降低光照变化的影响, 对每个 Block 的特
征描述子做 L2 归一化处理

fk = s

其中, R π2 为旋转 90◦ 矩阵. 在新的局部坐标系统
中, P 点的梯度 g 可以分解为径向和切向分量之和,
即 g = (g T r)r + (g T t)t, 其中第 1 项是 P 点梯度的
径向分解, 第 2 项是 P 点梯度的切向分解. 因此梯
度 g 在局部坐标系统中可以表示为向量 (g T r, g T t).
假定以 O 为中心旋转角度 α, 则对应的旋转后的 P 0
点坐标系统及其梯度记为

P 0 = Rα P, r0 = Rα r, t0 = Rα t, g 0 = Rα g

Ek
k
P

2

(El ) + ε

l=1
(x,y)∈M

Ek =

X

c (x, y)

(4)

θ1(x,y)=k

其中, c (x, y) 和 θ1 (x, y) 分别为像素点 (x, y) 的一
致性和主方向, M 是当前的 Block, ε 是一个很小的
正数.
把每个 Block 块的特征向量按空间顺序连接起
来, 得到 HDO 特征描述子:

F = (f1 , f2 , · · · , fN )

(5)

其中, N 表示图像中总的 Block 块的数目, fn 表示
第 n 个 Block 的特征描述子向量, 因此最终的用于
描述图像的 HDO 特征向量维数为 K × N .
由于 HDO 描述算子在计算水平梯度 Ix 和垂直
梯度 Iy 时没有做对应的旋转变换处理, 因此在构造
梯度张量时, 其内部单元值也随之变化, 因此求得的
一致性和主方向也会因为图像发生旋转而变化. 同
时, 空间池化操作采用的格状划分方式也显然不具
有旋转不变性, 因此不难判断 HDO 特征描述方法
本身不具备抗旋转变换能力.

2 抗旋转变换 HDO 特征描述原理
2.1 梯度径向变换 (RGT 变换)
如果按传统的方式计算梯度, 当图片旋转后, 各
个像素点的梯度会发生变化. 因此, 为了获得旋转不
变的 HDO 特征, 需要进行 RGT (Radial gradient
transform) 变换, RGT 的变换过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中, O 表示图像的中心, P 为某圆周上任意一点,
以 P 点为原点, 沿 OP 和垂直 OP 方向构建新的局

图3
Fig. 3

RGT 变换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RGT transform

可以证明, 经 RGT 变换后的梯度具有旋转不
变性
´
³
T
T
(Ir0 , It0 ) = g 0 r0 , g 0 t0 =
¡
¢
(Rα g)T Rα r, (Rα g)T Rα t =
¡ T T
¢
g Rα Rα r, g T RαT Rα t =
¡ T T ¢
g r, g t = (Ir , It )
为了避免大量的浮点数运算, 提高计算速度, 采
用一种近似的 RGT 变换, 即将圆形区域内各个点的
基向量 r 和 t 以 45◦ 一个区间单位近似为 r0 和 t0 ,
r0 量化后的结果如图 4 (b) 所示 (t0 的量化处理结果
与 r0 相似), 因此其梯度可以直接利用相邻像素点灰
度值进行计算.

2.2 基于圆形邻域的结构张量构造
传统的 HDO 构造结构张量时, 需要在给定像
素点的矩形邻域 Bi 中计算, 当图片旋转 θ 后, 像素
点的矩形邻域 Biθ 通常和 Bi 并不完全相同 (θ = 9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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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80o 除外), 这就不能充分保证 HDO 特征描述
子具有旋转不变性. 因此, 我们提出用圆形邻域代替
矩形邻域求取每个像素点的结构张量. 图 5 显示了
某手掌图片旋转前后采用不同局部邻域的情况, 其
中第 2 行为截取的局部子图, 从图 5 可以看出, 如果
采用矩形邻域, 当图片旋转后, 其邻域显然会存在一
定变化 (图 5 (a) 和图 5 (b) 所示), 如果采用圆形邻
域, 无论图片怎么旋转, 像素点的圆形邻域是不变的
(图 5 (c) 和图 5 (d) 所示), 即 Biθ = Bi , 同时因为满
足 (Ir0 , It0 ) = (Ir , It ), 由此构造的结构张量不变:
X

X
Ir20 (j)
Ir0 (j)It0 (j)


j∈Biθ

 j∈B θ
X
Sθ (i) =  Xi
=
2


Ir0 (j)It0 (j)
It0 (j)
j∈Biθ

X

Ir2 (j)

X

Ir (j)It (j)

j∈Bi

X

It2 (j)

图6


 = S (i)


j∈Bi

因而籍此计算的该像素点的主方向 θ 和一致性值 c
不变.

图4

间池化策略, 如图 6 所示, 其中每个圆环相当于传统
HDO 的 Cell. 显然, 无论图片怎么旋转, 每个圆环
所包含的图像区域是不变的, 因此在环状区域内进
行特征的池化操作, 可以实现抗旋转变换 HDO 特
征描述.



(7)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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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iθ

j∈Bi
X

Ir (j)It (j)
j∈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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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虽然采用环状空间池化操作可以获得旋转不变
性, 但是正如其他文献所指出[12−14] , 由于环状空间
对图像描述过于粗糙, 依此进行特征池化获得的特
征分辨性能较差, 因而在保证分辨性能的前提下, 有
必要对环状区域进一步做扇区划分, 如图 7 所示, 采
用了四扇区环状划分.

RGT 变换及近似 RGT 变换

RGT transform and approximate RGT transform

图7
Fig. 7

图5
Fig. 5

图像的环状空间划分
Annular division of image

旋转后的方形邻域和圆形邻域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circular neighborhood and
rectangular neighborhood after rotation

2.3 基于环状扇区池化的 HDO 特征描述
为了实现抗旋转 HDO 特征描述, 采用环形空

四扇区环状空间划分

Four sections annular division of image

以每个圆环扇区为 Cell 单位提取其 HDO 特
征, 然后分别按相邻四个扇区合并形成 Block 块, 以
便在更大范围内归一化特征, 在图 7 中, 把所有 Cell
区域按顺时钟方向, 从外到内, 分别以区域 1, 2, 5,
6; 区域 2, 3, 6, 7; 区域 3, 4, 7, 8; 区域 5, 6, 9, 10;
区域 6, 7, 10, 11; 区域 7, 8, 11, 12; 区域 9, 10, 13,
14; 区域 10, 11, 14, 16; 区域 11, 12, 15, 16 组合成
Block 块计算特征, 并按上述顺序进行特征组合, 就
得到了最终的抗旋转变换 HDO 特征描述.
改进的抗旋转变换 HDO 特征描述处理步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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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步骤 1. 将图像按图 7 的环状扇区方式进行划
分;
步骤 2. 按图 4 (b) 计算每个像素点的近似
RGT 梯度幅值;
步骤 3. 利用圆形邻域, 用式 (1) 构造每个像素
点的结构张量, 利用式 (2) 和式 (3) 计算每个像素点
的主方向和一致性值;
步骤 4. 以每个 Block 为单位, 统计每个 Block
块的主方向 (8 个 Bin) 直方图, 并做归一化处理;
步骤 5. 按从外环到内环, 从左上角开始按顺时
针方向顺序组合特征向量, 形成具有抗旋转变换的
HDO 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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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 是改进的 HDO 环形分区特征检测结果, 尽管
在部分角度, 原 HDO 特征可以准确地检测人脸位
置,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 其检测位置明显偏离理想位
置, 而改进的 HDO 环形分区特征总是能准确地定
位人脸位置, 展示出较理想的检测效果.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旋转性能测试
为验证特征的抗旋转特性, 在某人脸图片上采
用相关度函数进行测试

P (FY , FM ) = √

hFY , FM i
√
F Y , F Y FM , F M

(8)

其中, FY 和 FM 分别表示样本图片和旋转图片的特
征, h· , ·i 表示内积. P (FY , FM ) 表示 FY 和 FM 的
相关系数, 可以衡量特征的抗旋转能力, 平均相关度
越大且标准差越小, 则抗旋转性越强.
图 8 (a) 中四条线分别是原 HDO 算法、改进
HDO 环形分区、环状扇形四分区和环状扇形八分
区所提取特征的相关系数曲线. 图 8 (b) 是实验用
40 像素 × 40 像素的样本图和旋转后的图片. 表 1
给出了图 9 中另外五幅样本图片的平均相关度测
试值, 可以观察到原 HDO 的平均相关度最小且标
准差最大, 抗旋转能力最差, 改进 HDO 环形分区、
环状扇形四分区和环状扇形八分区平均相关度都比
原 HDO 大, 而标准差都比原 HDO 小, 表明改进的
HDO 算法抗旋转能力比原 HDO 强.
由图 8 和表 1 可知, 原 HDO 特征在旋转 0◦ ,
90◦ , 180◦ , 270◦ 和 360◦ 时特征有较高的相关度, 但
在其他旋转角度时特征相关度都比较低. 而改进的
HDO 环形特征, 特征相关度能保证在 0.7 以上且比
较稳定. 但是改进的 HDO 环状扇形分区在图像空
间划分上一定程度破坏了旋转不变性, 因此特征相
关度比环形分区有所降低, 而且分区越多, 下降越
大.
图 10 给出了某人脸示例图片旋转后, 采用原
HDO 特征和改进的 HDO 环形分区特征的检测结
果. 其中, 图 10 (a) 是原 HDO 特征的检测结果, 图

图8

某测试图片旋转时的相关度计算示意图和相关度曲线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and curve of correlation

calculation of example test image rotation

图9
Fig. 9

样本图片示例
Sampl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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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样本图片旋转的平均相关度计算值

Fig. 9 sample average correlation calculation value of the image rotation

30

45

60

90

120

135

150

180

210

225

240

270

300

330

平均值

标准差

原 HDO

0.47

0.28

0.46

0.95

0.44

0.30

0.42

0.97

0.46

0.28

0.44

0.96

0.44

0.44

0.52

0.2465

环形分区

0.78

0.88

0.75

0.88

0.77

0.81

0.77

0.83

0.77

0.84

0.84

0.86

0.75

0.79

0.81

0.0454

环形加扇形四分区

0.73

0.78

0.72

0.71

0.70

0.71

0.69

0.68

0.69

0.73

0.69

0.72

0.72

0.76

0.72

0.0279

环形加扇形八分区

0.68

0.70

0.62

0.59

0.62

0.62

0.62

0.61

0.60

0.63

0.59

0.60

0.64

0.72

0.63

0.0405

图片旋转角度

表 2 和表 3 中, 比较了三种情况下的分类性能.
表2
Table 2

传统 HDO 和改进 HDO 人脸分类性能比较 (%)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comparison between
original and improved HDO (%)
传统

分类准确率

图 10
Fig. 10

原 HDO 特征与改进 HDO 环形分区特征
对人脸旋转图片检测结果
Test result in rotation image of original HDO

and improved HDO with annular division

3.2 分类识别测试结果
为验证算法检测性能, 在公开的 MIT 人脸数据
集上进行测试, 其中人脸图像 2 429 张, 非人脸图像
4 548 张, 各选 1 500 张作为训练样本, 其余作为测
试样本集, 通过对所有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图片在
0◦ ∼ 360◦ 范围内任意旋转后构造了更大的旋转人脸
图像数据集. 此外, 在某行人数据集上进行 30◦ 以
内小角度旋转测试, 其中行人正样本 300 张, 负样
本 600 张. 选取正样本 200 张, 负样本 400 张作为
训练集, 剩下的作为测试集, 样本图片大小为 64 像
素 × 128 像素. 实验比较了传统的 HDO 特征和改
进的 HDO 特征在: 1) 训练图片和测试图片都不旋
转; 2) 训练图片不旋转, 测试图片旋转; 3) 训练图片
和测试图片都旋转三种情况下的测试实验结果. 另
外搜集不同位姿的手掌图片和非手掌图片构建数据
集, 并通过旋转构造了更大的旋转手掌图像数据集,
图片大小为 90 像素 × 90 像素, 其中正样本 2 520
张, 负样本 2 880 张, 各选取 2 000 张样本作为训练
集, 其余作为测试集. 不同于人脸和行人检测, 手掌
图片本身含有各种位姿, 因此只做了一种测试. 测试
结果见表 2 ∼ 4. 本文实验在 Windows 7 系统下进
行, 编程环境 Matlab 2010, CPU 主频 2.9 GHz, 内
存 4 GB.
在改进 HDO 算法中, 将图片划分成若干个同
心环, 然后将其等分为 4 个、8 个和 16 个扇区, 在

HDO

训练图片不旋转
测试图片不旋转
训练图片不旋转
测试图片旋转
训练图片旋转
测试图片旋转

表3

环形分区

4 扇区

8 扇区

环状空

环状空

16 扇区
环状空

间划分

间划分

间划分

92.36

81.72

92.11

93.74

93.82

64.65

71.18

74.98

75.96

76.18

70.78

74.20

74.25

74.05

74.14

传统 HDO 和改进 HDO 行人分类性能比较 (%)

Table 3

Comparison of pedestrian classification perfor-

mance between original HDO and improved HDO (%)
传统

分类准确率

HDO

训练图片不旋转
测试图片不旋转
训练图片不旋转
测试图片旋转
训练图片旋转
测试图片旋转

表4
Table 4

环形分区

4 扇区

8 扇区

16 扇区

环状空

环状空

环状空

间划分

间划分

间划分

85.00

85.67

84.33

89.33

91.33

68.67

69.00

70.00

72.67

74.67

76.67

78.67

79.67

80.33

89.67

传统 HDO 和改进 HDO 手掌分类性能比较 (%)
Comparison of palm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between original HDO and improved HDO (%)

算法
分类准确率

传统

HDO
74.63

环形分区

78.86

4 扇区

8 扇区

环状空

环状空

16 扇区
环状空

间划分

间划分

间划分

80.07

80.33

83.36

从表 2 可知, 当训练和测试图片都不旋转时, 传
统 HDO 算法和本文改进的 HDO 算法 (4 扇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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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分区) 分类准确率基本持平, 达到 92.11 %, 改进
的 HDO 算法 8 扇区环形分区和 16 扇区环形分区
的准确率分别达到 93.74 % 和 93.82 %. 环形分区由
于提取的特征维度比较低, 特征分辨性较差, 分类准
确率只有 81.72 %. 当训练图片不旋转, 测试图片旋
转时, 传统 HDO 算法准确率只能达到 64.65 %, 而
改进的 HDO 算法, 在采用 4 扇区、8 扇区、16 扇
区环状空间划分以及环形分区的分类准确率分别达
到 74.98 %、75.96 %、76.18 % 和 71.18 %, 这充分
说明本文特征描述方法具有良好的抗旋转性能. 当
训练集也加入旋转样本时, 传统 HDO 算法分类准
确率提高到 70.78 %, 而改进的 HDO 算法在采用 4
扇区、8 扇区、16 扇区环状空间划分以及环形分区
的分类准确率分别为 74.25 %, 74.05 %, 74.14 % 和
74.20 %, 依然比传统 HDO 算法高 4 % 左右, 性能
提升相比于训练图片不旋转测试图片旋转的情况有
所下降, 是因为当训练集包含了更多旋转情况的样
本后,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 HDO 特征没有旋转不
变性的缺陷, 因此性能提升幅度有所减小符合常识.
尽管如此, 本文算法仍比原 HDO 算法性能要好, 说
明本文算法在抗旋转能力方面的优越性. 表 3 的行
人识别和表 4 的旋转手掌识别结果同样说明本文提
出的改进 HDO 算法在抗旋转变换和鲁棒性上明显
优于原 HDO 算法.

征描述的时间开销, 给出行人数据库中带旋转样本
的 100 张图片的特征提取时间开销的平均值. 从表
6 中可知, 随着分块减小, 时间会大幅增加. 尽管改
进的 HDO 环形分区特征在抗旋转能力以及特征提
取方面要优于其他特征, 但由于空间划分较为粗糙,
不利于描述图像空间结构信息, 因此其在大规模图
片测试时, 并没有展现出很高的分类准确率, 在图片
不旋转时, 其分类准确率也只能达到 81.72 %, 远低
于其他特征 (表 2). 而采用 4 扇区划分时, 虽然抗旋
转性能有所下降, 但由于特征分辨能力提高, 检测的
鲁棒性增强, 也比较省时. 综合考虑, 当图像尺寸较
大, 在满足分类性能以及特征提取省时的前提下, 选
取更加省时的 4 扇区环状空间划分方式.

3.3 图像分块对特征性能的影响测试

为进一步验证算法在目标识别上的抗旋转性能,
我们用传统 HDO 算法以及本文改进的 4 扇区环形
分区 HDO 算法和文献 [5] 文中的目标识别部分中
提到 RIFT[15] 、SIFT[1] 、DAISY[16] 、MRRID[5] 和
MROGH[5] 等描述子在三个数据集上进行实验对
比. 数据集 53Objects 包含 53 个目标对象, 每一
个目标都有 5 个不同拍摄角度的 5 张图像. 数据集
ZuBuD 包含 201 个建筑物, 每一个目标建筑物都有
5 个不同拍摄角度的 5 张图像. 数据集 Kentucky 包
含 2 550 个目标, 每个目标对象有 4 个不同角度拍
摄的 4 张图像. 按照文献 [5] 中的实验方法, 利用传
统的 HDO 和改进的 4 扇区环形分区 HDO 算法进
行目标识别实验, 实验结果见表 7.
从表 7 可知, 本文的 4 扇区环形分区 HDO 算法
在三个数据库中的识别率都较好, 表现出比 RIFT、
SIFT、DAISY、MRRID、HDO 更好的抗旋转性能.
虽然在 53Objects 和 ZuBuD 数据库中的识别率要
稍逊于 MROGH, 但也达到了 68.2 % 和 83.6 %. 在
Kentuky 数据库中, 本文算法识别率达到 75.4 %,
优于其他局部描述子. 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的改
进 HDO 算法优于现有的大部分算子, 具有良好的
检测与识别能力.

表 5 给出了图像分块大小对分类性能的比较,
在公开的 MIT 人脸图像集上分别对 HDO 环形分
区、4 扇区环形分区、8 扇区环形分区以及 16 扇区
环形分区进行分类测试. 从表中可以看出，扇区区间
不同及环与环之间的距离 AW 不同, 人脸图像的分
类准确率也会不同. 具体来看, 扇区越多, 环与环之
间的距离 AW 越小, 分类性能越好, 但是随着分块
越细, 特征维数大幅增加, 特征提取所需时间大量增
加, 而性能提升有限.
表5
Table 5

图像分块大小分类性能比较 (%)

The image block size comparison on the
performances of classification (%)
4 扇区

分类准确率

划分方式

环形分区

8 扇区

16 扇区

环状空

环状空

环状空

间划分

间划分

间划分

训练图片不旋转

AW = 1

71.18

74.98

75.96

76.94

测试图片旋转

AW = 2

70.68

74.81

74.78

75.48

表 6 给出了传统的 HDO 特征和改进的几种特

表6
Table 6

特征提取时间

Feature extraction time

特征描述子

传统 HDO

环形分区

特征维度

968

72

提取时间 (ms)

746.5

362.4

4 扇区

8 扇区

16 扇区

环状空

环状空

环状空

间划分

间划分

间划分

216

504

1 080

458.5

648.4

702.5

3.4 与其他抗旋转局部特征算子的识别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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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局部描述子在三种数据集上的识别率比较 (%)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local descriptor in the recognition rate on the three data sets (%)

Descriptor

RIFT

SIFT

DAISY

MRRID

MROGH

HDO

4 扇区环状空间划分 HDO

53Objects

Accuracy

37.0

52.2

61.2

57.4

72.5

56.6

68.2

ZuBuD

Accuracy

66.8

75.5

83.1

78.6

88.1

72.7

83.6

Kentuky

Accuracy

34.1

48.2

58.3

57.5

74.0

62.3

75.4

3.5 合成人脸和手掌图像检测实验

原 HDO 算法具有良好的抗旋转不变性.

图 11 给出了两幅合成旋转人脸图像目标检测
示例图, 图 11 (a)、图 11 (b) 的第 1 列图为样本图
片, 图 11 (a) 检测窗口大小跟样本图片大小一样, 为
100 像素 × 100 像素, 搜索步长 10 个像素, 图 11 (b)
中搜索窗口为 60 像素 × 60 像素, 搜索步长 5 个像
素, 图 11 (a) 和图 11 (b) 中第 2 列为环形加扇形 4
分区检测结果, 第 3 列是原 HDO 检测结果. 从中可
以观测到, 虽然改进的环形 4 扇区 HDO 算法也存
在一定的误检和漏检, 但其检测性能要优于原 HDO
算法.

图 12
Fig. 12

合成旋转手掌检测示例

Diagram of composite rotating palm detection

4 总结

图 11
Fig. 11

合成旋转人脸检测示例

Diagram of composite rotating face detection

针对传统 HDO 算法不具备旋转不变性的缺陷,
通过 RGT 变换, 构造结构张量时采用圆形邻域, 以
及基于环状扇区空间池化操作, 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具有抗旋转变换的 HDO 特征描述方法. 本方法的
抗旋转能力来源于在特征提取和空间池化操作时所
做的改进, 由于 RGT 变换以及由此构建的结构张量
具有旋转不变性, 尽管池化操作时的环状扇区划分
不具有完全的旋转不变性, 但从相关度测试情况看,
其表现出了较强的抗旋转变换能力, 从公开的 MIT
人脸数据集和行人检测, 合成的旋转人脸和手掌测
试结果来看, 本文方法在抗旋转变换和检测的鲁棒
性方面具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 53Objects, ZuBuD
和 Kentuky 三个数据集上的识别性能也优于大部
分现有抗旋转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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