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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哈希理论和线性近邻传递反馈的乳腺X线
图像肿块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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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乳腺X线图像肿块检测中存在较高的假阳性率, 通过基于内容的肿块检索, 将待判定肿块与已确诊肿
块进行相似性分析, 可有效降低假阳性率. 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可区分锚点图哈希和线性近邻传递的乳腺图
像肿块检索方法. 针对传统锚点图哈希在相似度定义中没有考虑病理相关性的问题, 引入病理类别至锚点图
哈希图像相似度计算, 提出了可区分锚点图哈希以重新表示图像. 利用线性近邻传递作为相关反馈技术, 基
于图像底层特征表达与图像高层语义间的学习机制, 实现交互式肿块图像检索. 采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乳腺
中心提供的临床图像作为实验数据, 实验结果表明, 引入病理类别的可区分锚点图哈希图像表达在肿块相似
性分析上优于传统锚点图哈希. 相比于现有方法, 本文提出的方法在肿块检索性能上得到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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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1], 近50
年来全世界范围内妇女乳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呈逐渐上升趋势 [2].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
生活方式的改变, 我国已成为乳腺癌发病率增长速
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且呈年轻化趋势 [3]. 在对乳腺
癌发病原因和预防尚未完全清楚的情况下, 对乳腺
癌的早期检测和诊断是提高患者治愈率和降低死

亡率的关键 [4]. 在众多乳腺摄影技术中 [5−9], 乳腺
钼靶X线摄影术是临床上最常用的乳腺癌疾病筛
查手段之一. 筛查过程造成乳腺X线图像大量增
加, 放射科医生阅片工作量繁重. 同时相比于西方
女性, 我国女性多为致密型腺体乳房 [10], 腺体组织
相互叠加, 产生类似病变的特征或将病变掩盖, 病
变的检测难度进一步增大. 为减轻医生工作量且
提高检测精度, 计算机辅助检测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CAD)被引入到乳腺癌的检测中.
肿块是乳腺癌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现有

CAD系统在提高肿块检测率的同时会产生较高
的假阳性. 为提高CAD 系统性能, 同时为医生提
供视觉相似临床相关的可视结果, 基于内容的图
像检索 (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 CBIR)在
乳腺图像肿块检测中的应用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CBIR中, 首先构建一个大量且分布广泛的已确
诊感兴趣区域 (region of interest, ROI) 参考图像
库, 这些ROI包含肿块ROI和疑似肿块的正常组
织ROI. 然后从参考图像库中检索到与待判定ROI
最相似的ROI, 并将结果返回显示给放射科医师,
为医生提供辅助检测结果或增加医生对当前病例

诊断结果的可信度. 计算机返回的检索结果通常与
人类视觉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Rul等 [11]将相关

反馈机制集成到CBIR中, 提出带有相关反馈机制
的检索系统. 在该系统中, 放射科医生对计算机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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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到的图像进行标记, 与待判定ROI相关和不相关
的图像反馈给计算机, 实现对检索结果的交互式修
正, 该检索系统的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带有相关反馈的乳腺图像检索系统流程

目前, 基于内容的肿块检索方法主要有: Alto
等 [12]首先对肿块进行精确分割, 然后提取形状、
边缘锐度和纹理特征对良性及恶性肿块ROI进行
检索. 然而在致密型乳腺X线图像中, 很难得到
准确的肿块边缘. Li等 [13]使用相关系数对疑似肿

块ROI和肿块ROI进行检索, 该方法首先对ROI
进行高斯金字塔分解, 得到分辨率最低层的图像
最大相关系数, 然后使用位置映射和局部搜索, 得
到分辨率最高层的最大图像相关系数, 将其作为
图像间的相似度进行检索. Siyahjani等 [14]首先对

ROI进行多级小波分解, 计算每级小波分解子带
的灰度共生矩阵, 从灰度共生矩阵中提取纹理特
征以计算图像间的相似度, 从而对肿块和疑似肿
块ROI进行检索. Georgia等 [15]比较了几种基于

熵的相似度测度在肿块和疑似肿块ROI中的检索
性能, 包括联合熵、条件熵、互信息、归一化互信息、
平均KL散度 (Kullback-leibler divergence, KLD)、
最大KL散度、Jensen散度 (Jensen divergence, JD)
和代数几何平均散度 (arithmetic geometric mean
divergence, AGMD). 文献 [15]指出, 相比于其他熵
测度, 互信息和KLD的检索性能较好. Liu等 [16]

使用锚点图哈希 (anchor graph hashing, AGH)作
为图像新的表达方式, 然后使用AGH表达的汉明
(Hamming)距离对肿块和疑似ROI进行检索, 获
得了较好的检索性能.

乳腺图像肿块检索需保证检索到的图像与待

判定ROI既有视觉相似性, 又具有病理相关性 [17].
目前基于AGH的图像表达在肿块检索中有较好的
性能, 但传统AGH[16]在肿块检索中存在以下两个

问题: 1)在定义ROI间的相似度时, AGH没有考
虑ROI间的病理相关性; 2)传统AGH检索方法没
有使用相关反馈机制, 不能实现医生与计算机的交
互. 为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在AGH的基础上, 提出
可区分AGH (discriminating AGH, DAGH) 以重
新表示图像, 相比于传统AGH, DAGH将图像的病
理类别信息引入到ROI相似度计算, 可同时考虑到
视觉相似性和病理相关性. 然后将线性近邻传递
(linear neighborhood propagation, LNP)作为相关
反馈技术, 并与DAGH图像表达结合, 实现交互式
肿块图像检索. 本文提出方法无须对ROI内的肿
块进行边缘分割, 基于整个ROI即可实现检索.

本文组织安排如下: 第2节主要介绍了DAGH
图像表达的基本思想, 第3节介绍了LNP反馈的相
关概念, 第 4节给出了实验数据和本文方法的实现
过程, 第5节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 第6节为本文
的结论.

2 基于DAGH的图像表达

2.1 AGH图像表达

设参考图像库中每个图像的表达向量为

{xi ∈ Rd, i = 1, 2, · · · , n}, d 为图像表达向量

的长度, n为参考图像的个数, 这样每个图像被描
述为多维特征空间中的一个 “点”. AGH的目标是
寻找到一种新的图像表达方式, 使得输入空间中相
似的图像向量在AGH中具有相似的表达形式 [18].
令Aij为输入空间图像对 (xi, xj)的相似度, 图像
的AGH 表达由矩阵Y 描述, 其满足如下条件:

min
Y

1

2

n∑
i=1

n∑
j=1

∥yi − yj∥2Aij = tr(Y TLY ),

s.t.Y ∈ {1,−1}n×r,ETY = 0,Y TY = nI, (1)

其中yi是Y 的第 i行, 为图像向量xi的AGH表
达, 长度为 r; A 是n × n的相似度矩阵, E =

[1, · · · , 1]T ∈ Rn, I为 r × r 维的单位矩阵, L

是图拉普拉斯 (graph Laplacian)矩阵, 定义为
L = B−A, B = diag(AE). (1)式是一个NP-hard
(non-deterministic polynomial)问题, 为使 (1)式可
解, 可通过放宽Y 的数值约束条件对其进行谱放

松 [19], 允许Y 的取值为整个实数空间, 即Y ∈
Rn×r. 此时Y 的解为矩阵L的前 r个最小特征值

对应的 r 个特征向量 (需要首先去除特征值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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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求解过程虽然在概念上可行, 但其计算代价太
大, 尤其当图像个数n很大时.

为解决计算代价问题, AGH使用图像向量子
集来近似整个图像向量结构. 对n个图像向量进

行K均值聚类, 得到m (m < n)个聚类中心向量
U = {uj ∈ Rd, j = 1, 2, · · · ,m}, 称这m个聚类中

心向量为锚点向量. 定义n个图像向量和m个锚点

向量间的相似度Z:

Zij =


exp(−d2(xi,uj)/β)∑

j′∈⟨i⟩
exp(−d2(xi,uj′)/β)

(∀j ∈ ⟨i⟩)

0 (其他)

, (2)

其中β为范围调节参数, ⟨i⟩为U中与xi 距离最近

的前γ个锚点向量的集合索引, 这里提到的距离是
函数d(, ), 一般为欧氏距离. γ的取值应小于m, 根
据大量实验, 本文取γ = 15. 由于选取距离最近的
前 γ个锚点, Z 矩阵的每行仅有 γ个数值不为零,
且每行相加为 1. 根据图像向量和锚点向量间的随
机游走, 计算输入空间相似度矩阵A的近似矩阵

Â = ZΛ−1ZT, 其中Λ = diag(ZTE).
近似矩阵 Â具有如下性质:
1) Â是非负且稀疏的矩阵 (因为Z是稀疏矩

阵);
2) Â是低秩矩阵 (最大值为m);
3) Â中每行相加为1, 每列相加也为1, 因此矩

阵 Â的图拉普拉斯矩阵为L = I − Â.
AGH表达Y 为图拉普拉斯矩阵L的前 r个最

小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即矩阵 Â的前 r个最大

特征值 (这里需要去除矩阵 Â中数值为1的特征值,
其与L的特征值0相对应)对应的特征向量.

通过上述转化, AGH表达Y 为矩阵 Â的前

r个特征向量, 利用 Â的低秩特性, 通过求解
一个较小矩阵M = Λ−1/2ZTZΛ−1/2的特征向

量, 可以得到Y 的解. 设M的前 r个最大特征

值和特征向量为 {(σk, vk), k = 1, 2, · · · , r}, 其中
1 > σ1 > · · · > σr > 0. 前 r个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按列组成矩阵Σ = diag(σ1, σ2, · · · , σr) ∈ Rr×r和

V = [v1, v2, · · · ,vr] ∈ Rm×r, 则Y 的解为

Y = n1/2ZΛ−1/2V Σ−1/2 = ZS, (3)

其中S = n1/2Λ−1/2V Σ−1/2 = [s1, s2, · · · , sr] ∈
Rm×r, sk = (n/σk)

1/2Λ−1/2vk.
求解图像AGH表达可看作首先对图像向量xi

进行非线性变换到Zi,然后将Zi线性投影到S. 得
到参考图像库每个图像的AGH 表达yi后, 待判定
图像的AGH表达可通过类似的方法得到, 待判定

图像向量xq的AGH表达第k位hq(k)计算如下:

hq(k) = sT
k zq (k = 1, 2, · · · , r). (4)

zq是待判定图像向量xq与锚点向量的相似度, 计
算如下:

zq(j) =
δj exp(−d2(xq,uj)/β)∑m

j′=1 δj′ exp(−d2(xq,uj′)/β)
, (5)

其中 j = 1, 2, · · · ,m, 当uj是U中xq的前 γ个近

邻时, δj = 1, 否则, δj = 0.
计算图像AGH表达的一般过程如下:
输入 参考图像库中n个图像向量 {xi ∈ Rd,

i = 1, 2, · · · , n}和任意一个待判定的图像向量xq;
步骤1 对n个图像向量 {xi ∈ Rd, i =

1, 2, · · · , n} 进行K均值聚类, 得到m个锚点向量

集合U = {ui ∈ Rd, i = 1, 2, · · · ,m};
步骤2 使用 (2)式计算n个图像向量和m个

锚点向量的相似度Z;
步骤3 计算矩阵M = Λ−1/2ZTZΛ−1/2

的前 r个最大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vk, σk), k =

1, 2, · · · , r};
步骤4 通过 (3)式计算Y , 将 sgn(Y )作为参

考图像库的AGH 表达, 其中 sgn为符号函数;
步骤5 通过 (4)式计算hq(k), 将 sgn(hq)作

为待判定图像xq的AGH表达;
输出 参考图像库的AGH表达 sgn(Y )和待

判定图像的AGH表达 sgn(hq).

2.2 DAGH图像表达

乳腺图像肿块检索不仅要求视觉上的相似性,
同时要求病理上的相关性, 但在定义图像相似度
时, 传统的AGH没有考虑病理相关性. 本文根据
病理类别信息已知和未知的两种情形, 对AGH中
的相似度进行修正. 图像类别信息已知时, ROI对
可分为具有相同类别的ROI对和具有不同类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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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I对, 修正后的相似度应保证相同类别的ROI对
相似度大于不同类别的ROI对相似度. 在图像类
别信息未知的情况下, 无法确定两个ROI对是否属
于相同的病理类别, 此时ROI对的相似度应介于相
同类别ROI对相似度与不同类别ROI对相似度之
间. 基于上述思想, 本文引入病理类别信息到图像
相似度计算, 提出DAGH用于图像表达, 其与传统

AGH在计算过程中的主要区别为: 1)参考库图像
向量与锚点向量的相似度计算; 2)待判定图像向量
和锚点向量的相似度计算.

AGH使用 (2)式定义参考库图像向量与锚点
向量间的相似度, 锚点向量和参考图像向量的病理
类别信息是已知的. 通过增加相同类别ROI对的
相似度, DAGH对 (2)式进行修正, 得到

Zij =


Dij∑

j′∈⟨i⟩

Dij′

(∀j ∈ ⟨i⟩)

0 (其他)

, (6)

Dij =


exp(−d2(xi,uj)/β) + b (∀j ∈ ⟨i⟩,且xi,uj同类)

exp(−d2(xi,uj)/β) (∀j ∈ ⟨i⟩,且xi,uj不同类)

0 (其他)

, (7)

(7)式表示修正后锚点向量和参考图像向量之间的
相似度, b表示相同类别ROI对的相似度增加量,
取值为 0—1之间, 修正后的相似度确保相同类别
ROI对相似度大于不同类别ROI对相似度. 根据
大量实验, 本文取 b = 1.

AGH使用 (5)式定义待判定图像向量与锚点
向量的相似度, 锚点向量病理类别已知, 但待判定
图像病理类别是未知的, 不能确定描点向量和待判
定图像是否属于相同类别. 设置此时的ROI相似
度为相同类别ROI相似度与不同类别ROI相似度
的平均值, DAGH对 (5)式进行修正:

zq(j)

=
δj [exp(−d2(xq,uj)/β) + b/2]

m∑
j′=1

δj′ [exp(−d2(xq,uj′)/β) + b/2]

, (8)

(8)式中相似度的增加量为 b/2, 确保类别信息未知
ROI对相似度小于ROI属于同类时的相似度, 大于
ROI属于不同类的相似度.

3 LNP反馈技术

LNP[20]是一种利用少量的已标记图像标签,
通过标签传递, 得到大量未标记图像标签的半监
督学习方法, 其与图像检索中的相关反馈机制一
致 [21]. 利用LNP对肿块检索进行相关反馈时, 首
先构建参考图像库DAGH表达的权重矩阵, 然后
由用户标记出与待判定ROI相关和不相关的图像,

结合标记的图像标签和DAGH权重矩阵, 对整个
参考库图像标签信息进行更新. 最后对更新后的标
签信息进行排序, 得到本次反馈后与待判定ROI最
相似的ROI.

3.1 权重矩阵构建

LNP首先构建每个图像的权重向量, 然后对
权重向量进行组合, 得到整个参考图像库的权重矩
阵. LNP假设每个图像可由其近邻的线性组合进
行重建, 设第 i个图像的表达向量为 ai, 其权重向
量为重建误差最小化时对应的权重值, 即

wiij = arg min
wiij

∑
i

∥ai −
∑

ij⟨i⟩
wiijaij∥2,

s.t.
∑

ij∈⟨i⟩
wiij = 1, wiij > 0, (9)

其中 ⟨i⟩为ai的近邻集合, 近邻的定义与 (2)式相
同; aij为ai的第 j个近邻, wiij 为aij在重建ai时

的权重, 可通过标准的二次规划问题对 (9)式进行
求解.

每个图像对应一个重建权重向量w, 组合所有
图像的重建权重向量, 得到参考图像库的权重矩阵
W 为

W (i, j) = wij . (10)

3.2 标签更新

构建权重矩阵后, 用户标记出与待判定ROI相
关和不相关的图像, 将标记信息定义为图像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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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根据图像原始标签, 迭代更新得到整个参考
库图像的最终标签信息. 每次更新时, 图像的新标
签由图像的原始标签和其近邻的更新后标签决定.
k次更新后, 第 i个图像的标签为

fk
i = α

∑
ij∈⟨i⟩

wiijf
k−1
ij

+ (1− α)ti, (11)

其中α为近邻标签影响因子, 取值为0到1之间, 本
文假设近邻标签和图像原始标签的影响相同, 将α

设置为 0.5; t = [t1, t2, · · · , tn]T为图像的原始标签,
当用户标记图像 i与待判定图像相关时, ti = 1, 当
标记图像 i与待判定图像不相关时, ti = −1, 没有
标记图像 i时, ti = 0; 设用户标记的图像总数为 l,
则 t中仅有 l个数值不为 0; fk = [fk

1 , f
k
2 , · · · , fk

n ]
T

为第k次迭代更新后参考图像库的标签. 没有更新
时, f0 = t. (11)式可重写为

fk = αWfk−1 + (1− α)t. (12)

若几次连续更新后, 参考图像库的标签信息
fk不再改变, 此时的标签值即为参考库图像最终
的标签. 文献 [20]指出, (12)式会收敛到一个固定
值f∗, 为

f∗ = (1− α)(I − αW )−1t. (13)

对更新后的标签值进行排序, 标签值最大的前N幅

图像即为本次反馈后的检索结果.

4 实验仿真

4.1 实验数据

本文选取的实验数据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乳

腺中心 (The Breast Center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BCPKUPH)提供的乳腺图像.
参考图像库中,疑似肿块ROI 284幅,肿块ROI 284
幅, 共 568幅ROI; 测试图像库中, 疑似肿块ROI
144幅, 肿块ROI 144幅, 共 288幅ROI. 每幅ROI
的大小为 50 × 50, 分辨率为 448 µm/pixel, 疑似肿
块ROI为使用形态学方法检测到的正常组织区域.
本文提出的检索方法无须对ROI中的肿块进行边
缘分割.

4.2 肿块检索方法实现

LNP根据图像的DAGH表达构建权重矩阵,
本文将Y 作为图像的DAGH表达, 这样Y 的取

值为整个实数空间. 本文涉及的参数主要包

括: DAGH中的范围调节参数β, 锚点向量个数
m, DAGH表达的长度 r和K均值聚类的初始化参

数. 本文将β 的取值范围设置在 6—16之间, m的
范围为 60—110, r的范围为 24—48, K均值聚类的
初始化参数采用多次随机初始化, 在参考图像库上
使用5折交叉验证 (5-fold cross validation), 将平均
检索正确率最高时对应的参数值作为参数的优化

值. 然后使用优化值在测试库图像上进行测试, 得
到检索结果.

结合DAGH表达和LNP反馈的乳腺图像肿块
检索方法具体过程如下:

步骤1 将参考图像库中50× 50的ROI排列
为 2500维的列向量, 作为图像的表达向量, 应用
DAGH, 计算每个图像的DAGH表达Y ;

步骤2 对待判定图像进行相同的处理, 将其
排列为2500维的列向量, 计算其DAGH表达 hq;

步骤3 计算参考图像库与待判定图像

DAGH表达的欧氏距离, 返回参考图像库中距离
最近的前N 幅图像; 初始化相关图像集合Qr为空,
不相关图像集合Qir为空;

步骤4 用户对N幅返回图像进行标记,
得到与待判定图像相关的图像集合Qnew

r 和不

相关的图像集合Qnew
ir , 更新 Qr = Qr ∪ Qnew

r ,
Qir = Qir ∪ Qnew

ir ; 根据Qr, Qir和参考库图像的

DAGH表达, 使用LNP 算法得到更新后的图像
标签;

步骤5 对更新后的标签进行排序, 将标签值
最大的前N幅图像返回给用户;

步骤6 重复步骤 4和5, 进行多次反馈, 得到
满意的结果.

反馈次数增加, 系统的检索性能会提高, 但同
时检索时间也会增加, 一般 2到 3次是用户可以接
受的反馈次数. 在进行多次反馈时, 步骤 5会返回
两个结果: 结果一为参考库所有图像中标签值最大
的前N幅图像, 即本次反馈得到的检索结果; 结果
二为用户未标记的参考库图像中标签值最大的前

N幅图像, 为下一次需要用户进行标记的图像, 这
样避免了同一幅图像在多次反馈中的重复标记.

5 结果分析与讨论

5.1 评价指标

使用两个指标对本文提出的检索方法进行评

价. 首先作为检索系统, 使用查准率和查全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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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 对于待判定图像, 查准率 (precision, P )
为一次检索过程中系统返回的相关图像个数与返

回图像总数之比. 查全率 (recall, R)为一次检索过
程中, 系统返回的相关图像个数与参考图像库中所
有相关图像 (包括返回的和没返回的)个数之比, 计
算如下:

P = Tr/N,

R = Tr/Tt, (14)

Tr为一次检索中系统返回的相关图像数目, N为系
统返回的图像总数, Tt 为参考图像库中与待判定图

像相关的图像总数. 图像相关性定义如下: 若返回
图像与待判定图像同属肿块ROI或疑似肿块的正
常组织ROI, 认为这两幅图像相关, 否则认为不相
关. 其次该系统也可作为肿块检测辅助系统, 使用
受试者工作特征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下面积评价其性能. 在返回的N幅图像

中, 计算待判定ROI属于肿块的概率, 通过改变决
策阈值, 绘制ROC曲线.

5.2 结果比较

比较本文提出的DAGH图像表达方式与其他
肿块检索方法图像表达方式的检索性能. 选取用于
比较的图像表达方式包括: 相关系数 [13]、小波 [14]、

互信息 [15]、KLD[15]和传统AGH[16]. 在未加LNP
反馈的情况下, 几种图像表达方式的P -R曲线如
图 2所示.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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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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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P

KLD

AGH

DAGH

图 2 (网刊彩色)无反馈时不同图像表达方式的P -R曲
线比较

由图 2可以看出, 本文提出的DAGH和传统
AGH表达在检索性能上优于其他图像表达方式.
同时由于DAGH表达在计算图像相似度时包含了
图像的病理类别, 其检索性能较传统AGH有明显
提高. 在N = 20时, 使用DAGH表达进行检索得

到的P -R为 76.79%—5.60%, AGH得到的P -R为
69.32%—4.88%, 相比于AGH, DAGH的查准率P

提高了10.78%, 查全率R提高了14.75%.
由于测试图像数量较多, 本文随机从测试图像

库中选择30幅正常组织ROI和30幅肿块组织ROI
用于评价相关反馈对于检索性能的影响. 相关系
数、互信息和KLD基于两幅图像像素关系进行检
索, 无法直接与LNP相关反馈结合, 这里仅给出基
于小波、传统AGH和本文提出的DAGH在不同反
馈次数下的P -R曲线, 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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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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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刊彩色)加入LNP反馈后不同图像表达方式的
P -R曲线比较

由图 3可得加入反馈后, 三种图像表达方式的
检索性能均有所提高, 且随着反馈次数的增加, 检
索性能也随之增加. 相比于小波和传统AGH图像
表达, 在相同的反馈次数下, 本文提出的DAGH图
像表达具有更好的检索性能. 在 1次反馈N = 20

的情况下,小波表达得到的P -R为66.08%—4.65%,
AGH表达得到的P -R为 81.50%—5.74%, DAGH
表达得到的P -R为89.42%—6.30%.

图 4和图 5为不同反馈次数下, 本文方法在肿
块ROI和正常组织ROI上的检索结果示例. 对于
正常组织ROI, 在没有反馈时, 本文方法检索到 6
幅不相关图像 (肿块ROI),经过1次反馈,检索到的
不相关图像减少到2幅, 经过2次反馈, 不相关图像
减少到 0幅. 对于肿块ROI, 在没有反馈时, 本文方
法检索到 2幅不相关图像 (正常组织ROI), 经过 1
次反馈, 不相关图像减少到 1幅, 经过 2次反馈, 不
相关图像减少到0幅.

下面对本文方法在肿块辅助检测上的性能

进行评价. 图 6给出了未加LNP反馈的情况下,
DAGH和其他几种图像表达方式在不同返回图像
个数N下的ROC曲线下面积比较结果. 由图 6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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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 4 (网刊彩色)正常组织ROI的检索结果, 其中图像
右下角的数字为病理类别, “1”表示正常组织, “2”表示肿
块; 在每个子图中, 左上角图像为待判定图像, 其余 19幅
图像为检索返回图像, 红色框中的图像为与待判定图像不
相关的图像 (a) 无反馈; (b) 1次反馈; (c) 2次反馈

以看出, 未加LNP反馈时, 本文提出的DAGH和传
统AGH表达的平均ROC曲线下面积大于其他图
像表达方式. 在N取值在10—50之间, DAGH表达
的ROC曲线下面积与传统AGH差别不大,在N取

值在 60—150之间时, DAGH图像表达的ROC曲
线下面积均明显大于传统AGH. 在N = 80, 100
和 120 时, DAGH的ROC曲线下面积为 0.8793,
0.8795和0.8698,相比于AGH的0.8534, 0.8311,和
0.8135, DAGH的ROC曲线下面积提高了3%, 6%

2 2 2 1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a)

(b)

(c)

2

2

2

2

图 5 (网刊彩色)肿块ROI的检索结果, 其中图像右下
角的数字为病理类别, “1”表示正常组织, “2”表示肿块;
在每个子图中, 左上角图像为待判定图像, 其余 19幅图像
为检索返回图像, 红色框中的图像为与待判定图像不相关
的图像 (a) 无反馈; (b) 1次反馈; (c) 2次反馈

和7%.
结合LNP反馈后, 在随机选取的 60幅图像

上测试, 比较基于小波、传统AGH和本文提出的
DAGH图像表达在不同反馈次数, 不同返回图像个
数N下的ROC曲线下的面积, 如表 1所示.

由表 1可得随着反馈次数的增加, 小波、AGH
和DAGH表达的ROC曲线下面积也随之增加, 表
明加入反馈后, 三种图像表达形式在肿块辅助检测
性能均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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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刊彩色)无反馈时不同图像表达方式的ROC曲
线下面积比较

综合肿块检索和肿块辅助检测结果可得, 在肿

块辅助检测性能上DAGH与AGH基本相同, 在肿
块检索性能上DAGH明显优于AGH. 其原因可能
为: 对于检索性能而言, 在一次检索中返回相关图
像越多, 其检索精度越高. 对于辅助检测性能而言,
当待查肿块ROI比待查正常组织ROI检索到更多
肿块ROI时, ROC曲线下的面积会增大, 进一步增
加二者检索到的ROI差值, ROC曲线下的面积变
化不大. 本文实验中对于一些待查ROI, 传统AGH
比DAGH检索到更少的相关图像, 但没有对区分
肿块和正常组织造成影响, 因而AGH与DAGH具
有相似的肿块辅助检测性能, 但DAGH的检索性
能明显优于传统AGH.

表 1 加入LNP反馈后不同图像表达的ROC曲线下的面积

小波 AGH DAGH

无反馈 1次反馈 2次反馈 无反馈 1次反馈 2次反馈 无反馈 1次反馈 2次反馈

N = 10 0.4267 0.9467 0.9889 0.9000 0.9911 1.0000 0.9078 0.9867 1.0000

N = 40 0.5644 0.7689 0.8889 0.9411 0.9889 1.0000 0.9433 0.9944 1.0000

N = 70 0.5489 0.6644 0.8111 0.9444 0.9789 1.0000 0.9367 0.9900 1.0000

N = 100 0.5433 0.6278 0.7911 0.9311 0.9689 0.9989 0.9389 0.9933 1.0000

6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DAGH图像表达与LNP
反馈的乳腺图像肿块检索方法. 针对传统AGH图
像表达在计算图像相似度时没有考虑病理相关性

的问题, 将图像病理类别引入到相似度计算, 提
出了DAGH以重新表达图像. 结合DAGH表达与
LNP反馈, 实现了交互式肿块检索. 与传统AGH、
小波等方法进行实验对比, 结果表明, 在无须分割
肿块边缘的情况下, 本文方法在肿块检索性能上优
于传统AGH和其他现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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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retrieval in mammogram based on hashing theory
and linear neighborhood 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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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s detection in mammograms usually has high false positive (FP) rate. Content based mass retrieval can effec-

tively reduce the FP rate by comparing the image which is to be determined with mass image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diagnosed. In this paper, a method combining discriminating anchor graph hashing (DAGH) and linear neighborhood
propagation (LNP) is proposed for mammogram mass retrieval. Original AGH image representation does not consider
pathological relevance in defining image similarity. To solve this problem, DAGH is put forward as a new image repre-
sentation, which introduces the pathological class into image similarity. Furthermore, LNP is employed as a relevance
feedback technique. Finally, interactive retrieval for mammogram masses is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learning strategy
between the underlying features and high-level semantic for images. Mammograms provided by the Breast Center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BCPKUPH) are used to test the proposed metho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GH image representation introducing pathological class is superior to original AGH in analyzing the similarity
of mass images. Compared with existing methods, the proposed method shows obvious improvement in mass retrieval
performance.

Keywords: mammogram, mass retrieval, relevance feedback, Hash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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