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边缘信息结合空间权重的图像

显著性检测算法研究

邵凯旋，余     映**，钱     俊，吴青龙，杨     鉴
(云南大学  信息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针对当前显著性检测算法普遍存在的背景噪声较多，目标区域检测不够完整等问题，提出了一种空

间域的显著性算法. 首先将输入图像进行超像素分割，以边缘信息作为背景先验区域集，通过计算超像素与

背景先验区域集内超像素在颜色、亮度方面的差异，得到背景差异显著图；然后确定前景先验区域集，计算各

超像素与前景先验区域集内超像素的差异性，得到前景差异显著图. 最后融合两部分显著图；最后在此基础

上构建视觉中心，围绕视觉中心确定各超像素空间权重信息，得到最终显著图. 采用 MSRA-1000数据库进行

对照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的准确性更高，整体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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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能够做到快速、准确的处

理各种视觉信息，得益于自身视觉注意机制. 而显

著性检测技术以仿生学、计算机应用科学等学科

理论为基础，通过模仿人类的这种视觉注意特性，

对图像显著区域进行有效的提取. 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兴起，各种显著性研究成果已被大量应用于图像

压缩[1]、分割[2]、目标检测[3] 等众多领域. 按照视觉

注意机制划分，显著性模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

任务驱动下的自顶向下（Top-down）模型，其特点是

高度依赖人类自身的认知、目的以及相应的学习

经验；另一类为数据驱动下的自底向上（Bottom-
up）模型，其基本思想是充分利用图像的底层特征

进行合理化差异计算以得到显著区域. 由于自顶向

下（Top-down）模型易受人脑认知的影响，不确定性

较大，所以现阶段显著性检测研究仍以自底向上模

型为主.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Koch等 [4] 在深入研究

人类视觉系统特性以后，结合特征整合理论，提出

了最早的显著性检测模型，并明确给出了显著图这

一概念. 随后 Itti等[5]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自底

向上的显著性检测模型，我们把它简称为 ITTI模
型. 其核心思想是在多个尺度上整合颜色、亮度、

方向特征同时引入“中心周边”差异计算，得到最

终的显著图 . Ma等 [6] 采用局部对比的计算方法，

通过引入模糊增长算法来得到最终的显著图，计算

速度较快，但目标区域内部偏暗 .  Harel等 [7] 在

ITTI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马尔科夫链来对多个特

征图进行规范组合，其检测结果较为模糊，计算量

较大. Achanta等[8] 提出的 AC模型，该模型采用区

域对比思想，通过计算任意图像区域与其邻域区域

的差异性来得到最终的显著图. 而 Cheng等[9] 将颜

色信息进行量化统计，通过计算像素与其它像素之

间的差异性，生成最终结果图，该算法整体效果较

为理想. 随后 Cheng等[10]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提出了 RC模型 . 该模型除了计算颜色差异性以

外，还引入空间位置差异计算，明确指出不同的区

域位置其显著性也应有所差异. 其检测结果准确性

更高，但同样存在部分背景噪声的干扰. 而在其它

研究层面上，Hou等 [11] 基于频域角度出发提出了

SR模型. Yu等 [12] 采用除法归一化思想对颜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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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进行部分抑制，来得到最终的显著图. 为了更好

的抑制背景噪声，本文从生物学角度出发，结合空

间权重思想，在 Lab颜色空间域进行差异计算，同

时优化得到最终显著图.

1    本文方法

显著性一般指视觉场景中的奇异性、特殊性，

是一个相对属性，本人将显著性检测视为图像显著

区域与背景区域分离、识别的过程. 而显著区域又

与图像背景在颜色、亮度、纹理等多个底层特征上

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实验从人类的视觉特性出发，

计算显著区域与背景区域在颜色、亮度方面的差

异性，同时结合空间权重思想，得到最终的显著图.
本文算法流程如图 1所示.
1.1    图像预处理　为了减少图像中的细节信息对

实验的影响，首先对输入图像进行均值滤波处理，

得到较为平滑的自然图像. 其次考虑到 RGB图像

在后续差异计算当中的局限性，将自然图像由 RGB
颜色空间转至 Lab颜色空间 . 同时参考文献 [13]
对图像进行超像素分割. 其主要计算公式为：

D′ =

√(
dc

m

)2

+

(
ds

n

)2

, (1)

D′其中   为超像素分割的最终距离，其中 dc 表示颜

色差异度，ds 表示两者的空间位置差异，最大颜色

距离 n 会随着图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m 用来权衡

颜色和空间位置两者之间的关系. 记录每块超像素

的聚类中心的位置坐标 x、 y，以及相应的 L、a、
b 通道信息.  分割结果如图 2所示.

S b
i

1.2    背景差异计算　文献 [14-15]通过提取图像边

缘信息作为背景进行差值计算，已经能够得到较为

准确的显著目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研究人员

发现，一幅图像越靠近中心区域部分往往能首先引

起人眼的注意，而随着逐渐远离图像中心区域，其

重要性也逐渐降低. 同时颜色差异又是我们提取显

著性区域的关键. 因此在进行超像素分割后，以超

像素聚类中心坐标为参考指标，取靠近图像边缘

P 区域内的超像素作为背景先验区域集，记为 Gb. 这
里可变参数 P 的取值为 9%. 若图像内任意超像素

与背景先验区域集内超像素在颜色、亮度方面差

异较大，则越可能为显著区域. 根据欧式距离计算

方法，定义第 i 块超像素的显著值为  ，计算公式为:

S b
i =

∑
j∈Gb

√
α
(
Li−L j

)2
+β

(
ai−a j

)2
+γ

(
bi−b j

)2
. (2)

[0,100]

[−128,127]

α,β,γ

由于在 Lab颜色空间中亮度 L 的取值范围为： ，

颜色通道 a、b 的取值范围为： ，为平衡

3个通道的权重，这里我们设置可供调节的权重参

数   取值分别为 1，2.55，2.55.

S̄ b
i

同时我们粗略地将图像边缘区域认定为背景

区域，可能会忽略部分目标区域位于边缘的特殊情

况. 所以为避免计算误差较大，除了需要与背景先

验区域集内的所有超像素进行比较外，还应与平均

背景信息进行比较.定义加入平均背景计算后的显

著值为 ，计算公式为:

S̄ b
i = S b

i +

√
α(Li−ML)2+β(ai−Ma)2+γ(bi−Mb)2,

(3)
 

图 1    本文算法流程图

Fig. 1    The algorithm flowchart of this paper

 
图 2    自然图像（a），超像素图像（b）

Fig. 2    Natural image and superpixel segmented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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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a,Mb

α,β,γ

其中  ，分别表示背景先验区域集内超像

素各通道的均值信息，参数    的取值仍为 1，
2.55，2.55. 进一步计算显著值，得到背景差异显著

图如图 3所示，该图像显著目标轮廓清晰完整，但

背景干扰较多，需对背景噪声进行抑制.

1.3    前景差异计算　虽然将背景先验知识应用于

显著性检测领域，可以大大提高算法的准确性，但

检测结果往往准确性不高，存在较多的背景噪声.
参考文献 [16-17]，我们通过加入前景区域预测来

进一步提高算法的准确性. 与背景先验区域集的确

定有所不同，背景区域一般出现在图像边缘区域，

而前景区域不一定会在图像的中心位置，而会随着

目标区域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8]. 因此本文通

过计算凸包区域结合阈值处理的方式确定前景先

验区域集.

S̄ b
i

首先将灰度图像进行 DCT变换，对图像进行

压缩处理. 同时采用 Harris算法对图像进行角点检

测，顺时针连接外围边缘显著点来形成一个闭合完

整的凸包区域如图 4（a）所示. 然后，在得到的背景

差异显著图以后，将每块超像素的显著值   进行

从小到大排序，通过设定合理的阈值 T 保留显著值

较大的超像素作为前景候选区域如图 4（b）所示 .
最后根据 MSRA-1000数据库背景区域与显著性区

域面积学习占比可得，阈值 T 取 20%较为合适. 保
留下来的超像素显著值较大，越可能为前景区域，

同时阈值 T 可以随着图像目标区域的大小适当的

增加或是减少. 这里保留两部分公共区域内的超像

素作为前景先验区域集如图 4（c）所示，记为 Gf.
与 1.2节计算过程类似，如果图像内任意超像

素与前景先验区域集内超像素在颜色、亮度方面差

异较小，则越可能为显著区域. 在确定前景先验区

S f
i

域集 Gf 后，计算图像中的任意超像素与前景先验

区域集 Gf 内的超像素在颜色、亮度方面的差异性.
定义第 i 块超像素显著值为  ，计算参考公式为:

S f
i =

1∑
n∈Gf

√
α(Li−Ln)2+β(ai−an)2+γ(bi−bn)2

.

(4)

S̄ f
i

考虑到计算过程中会出现分母为零的情况. 当
i=n 时，取该超像素与前景先验区域集内剩余超像

素进行差异计算（除自身以外的超像素），得到自身

显著值. 同时还应计算平均前景值，加入平均前景

优化最终结果，以减少由于前景先验区域集选取的

不准确而造成不必要的背景噪声。定义加入前景

均值信息后的显著值为  ，计算公式为:

S̄ f
i =S f

i ·
1√

α(Li−CL)2+β(ai−Ca)2+γ(bi−Cb)2
, (5)

CL,Ca,Cb

α,β,γ

这里   分别表示前景先验区域集内超像素

各通道的均值信息，同时权重参数   的取值仍

为 1，2.55，2.55. 根据计算结果生成前景差异显著

图如图 5所示.相较于背景差异显著图，该图像显

著目标整体偏暗，轮廓完整度、清晰度较差，但抗

干扰能力较强，背景抑制效果更好.
1.4    融合两部分显著图　通过前两节计算生成差

异显著图，其中背景差异显著图如图 6（a）所示，目

标区域较为完整，但准确性不高，存在较多的背景

噪声. 而前景差异显著图如图 6（b）所示，可以较好

的抑制背景噪声，但目标区域不够完整，显著区域

较为黯淡. 综合考虑将两部分显著图特点，进行特

征融合，以得到更优的检测结果.参考文献 [17]，首
先对两部分显著图进行归一化处理，定义最终显著

 
图 3    背景差异显著图

Fig. 3    Background difference saliency map

 
图 4    前景先验区域提取流程

Fig. 4    Extraction process of foreground prior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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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Si，计算参考公式为:

S i = εS −b
i

(
1− exp

(
−µS −f

i

))
. (6)

ε,µ

通过设置合理的参数来调整两部分显著图的

权重占比. 其中权重参数   取值分别为 1、5.5. 同
时采用均值滤波处理，得到更为均匀的结果图.得
到融合显著图图 6（c）.该图像既保留了完整、清晰

的显著目标，同时进一步抑制了背景的干扰，整体

效果更好.

1.5    位置信息空间权重及显著图优化　对于一幅

自然图像来讲，人眼更容易被图像的中心位置所吸

引，而随着视线逐渐远离图像中心，其关注的也逐

渐降低. 古人作画以“留白”手法受今人所追捧[19].
与西方作画艺术相比，东方的绘画艺术更加注重空

间上向四周延续，以宋代花鸟画为例单画花鸟局

部，背景皆留白，不仅给欣赏者自由的想象意境，还

能更好的凸显目标物体. 本文参照古人“留白”的

作画思想，对于图像中心区域赋予更高的权重，进

一步抑制背景噪声[20].

在得到融合显著图后，记录各超像素显著值.
考虑以显著值较大的前 M 的超像素作为先验区

域，计算先验区域平均坐标（x0，y0）作为目标区域中

心点. 若任一超像素坐标越靠近中心点，其显著性

相应越高. 即根据距离视觉中心的远近程度，赋予

中心区域更高的权重. M 取值可以根据显著目标区

域的大小适当调节，这里取值为 20%，空间权重计

算公式为：

Di =
(
(x0− xi)2+ (y0− yi)2

)1/2
, (7)

Wi = σe
3
2

1
√

Di
, (8)

其中 xi，yi 为该图像每块超像素块的坐标，Di 为图

像各超像素坐标到平均坐标的欧式距离，Wi 为空

间权重系数. σ 控制空间权重强度，通过多次实验

分析，这里 σ 取值为 2.5较为合适. 由式（8）计算出

每块超像素对应的空间权重系数，将其系数对应乘

以相应的显著值，得到加权后的显著值.
加入空间权重计算，虽然可以高亮目标区，但

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背景噪声，为了进一步抑制背

景噪声、凸显目标区域，本文在得到空间权重计算

的显著值后，通过阈值处理舍去部分显著值较低的

超像素. 同时采用 S型曲线进行拉伸优化处理，得

到最终显著图如图 7（a）所示. 人工标注的二值图

像（GT图）如图 7（b）所示.

本文并法各实验步骤如图 8所示. 其中采用超

像素分割代替传统的像素点进行计算，可以较大程

度的提高计算效率. 通过背景、前景差异计算可以

更加准确的确定目标区域，最后采用空间权重计

算、S型曲线优化得到的最终显著图背景噪声更

少，目标区域更加完整、高亮.

2    实验结果评价分析

2.1    直观结果图对比分析　为了证明算法的有效

 
图 5    前景差异显著图

Fig. 5    Foreground difference saliency map

 
图 6    显著图融合过程

Fig. 6    The fusion process of saliency graph
 

图 7    最终显著图（a）和人工标注图（b）
Fig. 7    Final saliency map and ground-truth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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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文选取 MSRA-1000数据库 [21] 作为测试集，

其中含有 1 000张自然图像和与其相对应的人工

标注图（GT图） . 本文算法采用 Matlab编程实现，

在 Windows10操作系统上与当前主流算法：IT算

法 [5]、SR算法 [11]、GB算法 [7]、FT算法 [21]、CA算

法[22]、HC算法[9]、RC算法[10]、LC算法[23] 进行比

较，抽取部分结果图如图 9所示. 其中 IT算法得到

的检测结果模糊不清，很难区分显著目标与背景区

域. SR算法、GB算法、CA算法虽然可以得到较为

完整的边缘轮廓信息，但是其内部区域不够高亮.
FT算法、HC算法、RC算法、LC算法虽然可以得

到较为完整的显著区域，但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背景噪声. 本文算法不仅能够得到更加完整、高亮

的显著目标，同时还可以较大程度的抑制背景噪声.

2.2    客观评价指标对比分析　直接观察实验结果

虽然可以便捷直观地判断出实验结果的好坏，但容

易受到图片的选取、人类主观因素的影响. 这里我

们考虑加入客观对比，采用 PR曲线、ROC曲线、

以及自动阈值分割的 F-measure计算来充分证明本

文算法的有效性.
（1）PR曲线. 准确率和召回率通常是作为分类

算法的一种常见的评估指标，近年来被引入显著性

检测领域作为客观评价指标. 计算公式如下:

R =
TP

TP+FN
, (9)

P =
TP

TP+FP
, (10)

其中 TP、FP 分别表示正确、错误识别为显著区域

 
图 8    抽取实验步骤结果对比图

Fig. 8    Extract the comparison chart of experimental step results

 
图 9      本文算法与其它主流算法对比结果图

Fig. 9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lgorithm of this paper and other mainstream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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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像素点数，FN 为错误识别为非显著区域的像素

点数. 设定阈值 t 由 0～255依次取值，计算得到每

次变化后的准确率 (P)和召回率 (R). 以召回率为

x 轴，准确率为 y 轴，依次绘制出各个显著性检测

算法的 PR曲线，结果如图 10所示.
由图 10可以看出，本文算法 PR曲线 OURS

(黑色曲线)明显高于其它 8种显著性检测算法，同

时采用超像素分割作为预处理算法，不存在阈值选

取过低而造成召回率过小的情况. 从而证明了本文

显著性检测算法的整体效果更为理想.
（2）ROC曲线. ROC曲线通常认为是评价算法

对于图像显著区域的预测能力 . 阈值 t 由 0～255
依次取值，参考公式依次计算真阳性率、伪阳性

率，以伪阳性率（False Positive Rate, F）为 x 轴，真阳

性率 (True Positive Rate, T)为 y 轴，依次绘制各个

显著性检测算法的 ROC曲线. 计算公式如下:

F =
FP

FP+TN
, (11)

T =
TP

TP+FN
, (12)

其中 TP 表示正确识别为显著区域的像素点数，

FP 表示错误识别为显著目标的像素点数，TN 表示

正确识别为非显著目标的像素点数，FN 指错误识

别为非显著目标的像素点数. 绘制成曲线对比结果

图如图 11所示.
另一方面从几何角度分析，ROC曲线下方所

包含几何面积越大，表明该算法准确性越高. 同时

定义 AUC为 ROC曲线与横纵坐标轴的下方所包

围的面积. 计算结果如表 1所示.
如图 11所示，本文曲线 OURS（黑色曲线）与

RC算法曲线存在部分交叉，整体水平相近. 但明显

高于其它 7种算法曲线；从几何角度分析，本文算

法 AUC值计算结果为 0.949 8，略高于 RC算法，同

比高于其它 7种主流显著性检测算法. 综合考虑本

文算法准确性更高，检测效果更好.
（3）自动阈值分割的 F-measure.  F-measure用

来表示准确率、召回率总体性能. 3个评价指标越大，

说明该算法越准确. F(F-measure)计算公式如下.

F =

(
1+β2

)
·P ·R

β2 ·P+R
. (13)

通常认为准确率比召回率更加的重要，这里取

β2=0.3来控制准确率与召回率之间的权重. 将自动

阈值分割得到的二值图像与人工标注图进行比较，

求得 3个指标的均值来衡量算法的整体质量. 得到

各个算法的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1    AUC值计算结果

Tab. 1    AUC value calculation result

算法 IT SR GB FT CA HC RC LC OURS

AUC 0.725 2 0.673 6 0.830 5 0.866 0 0.889 4 0.921 2 0.945 0 0.793 1 0.949 8

 
图 10    PR曲线对比

Fig. 10    Comparison of PR curves

 
图 11    ROC曲线对比

Fig. 11    Comparison of ROC curves

434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yndxxb.ynu.edu.cn 第 42 卷



表 2给出具体计算结果，本文算法在准确率

和 F-measure两个客观评价指标上都明显高于其

它 8种算法 . 召回率计算结果为 0.717 8与 CA算

法结果（0.710 0）相近，略低于 HC算法（0.725 9），
同时明显高于 IT算法、SR算法、GB算法、FT算

法、RC算法、LC算法的计算结果. 综合上述 PR曲线、

ROC曲线对比分析，充分证明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

3    总结

本文提出一种结合图像边缘信息与空间权重

计算的显著性检测算法. 该算法从人类的视觉特性

出发，分别提取图像背景信息、前景信息进行差异

计算得到背景差异显著图、前景差异显著图，融合

两部分结果图，同时考虑位置信息空间权重计算以

及 S型曲线优化得到最终的显著图. 与其它算法进

行比较，本文算法准确性更高，背景噪声更少，目标

区域更加完整高亮.接下来考虑将本文算法结合当

前研究较为热门的深度学习、大数据算法，来实现

具体的应用研究，如目标定位、识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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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mage saliency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edge
information combined with spatial weight

SHAO Kai-xuan，YU Ying**，QIAN Jun，WU Qing-long，YANG Ji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that  the  current  saliency  detection  algorithm  generally  has  more
background  noise  and  the  target  area  detection  is  not  complete  enough,  a  spatial  domain  saliency  algorithm  is
proposed.  Firstly,  the  input  image  is  superpixel  segmented,  and  the  edge  information  is  used  as  the  background
prior area set. By calculating the difference in color and brightness between the superpixel and the superpixel in the
background  prior  area  set,  a  significant  background  difference  map  is  obtained.  Then  it  is  determined  the
foreground a priori area set, calculat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superpixel and the superpixel in the foreground
a priori area set, and obtained a foreground difference saliency map. Finally, it is fused the two parts of the saliency
map, builded a visual center on this basis, and determined the spatial weight information of each superpixel around
the  visual  center  to  obtain  the  final  saliency  map.  The  MSRA-1000  database  was  used  for  a  comparative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in this paper is more accurate and the overall effect is better..

Key words: saliency map；superpixel segmentation；edge information；spatial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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