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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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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定义

• 纹理倾向于表现重复性：（大概的）同样的局部块重复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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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定义

•  纹理在识别物体中起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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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定义

• 三种纹理表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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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滤波器进行局部纹理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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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滤波器进行局部纹理表征

• 纹理基元

 通常纹理图像是由一系列重复的元素构成的，这些元素称为纹理基元

 精准的纹理基元是很难实现的

 可假设所有的纹理基元都是由通用的子元素构成，例如斑点和条纹

 图6.3，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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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滤波器进行局部纹理表征

• Wavelet

Mexican hat wavelet. (a) 3D view. (b) Top view.

Cavusoglu, Bulent. Multiscale texture retrieval based on low-dimensional and rotation-invariant features of curvelet transform[J]. EURASIP 
Journal on Image and Video Processing, 2014, 201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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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滤波器进行局部纹理表征

• Curvelet

A curvelet function for specific 

scale, rotation, and translation. 

(a) 3D view of a Mexican hat 

based curvelet. 

(b) Mexican hat curvelet, top 

view.

(c) 3D view of a Meyer-based 

curvelet. 

(d) Meyer curvelet, top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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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滤波器进行局部纹理表征

Cavusoglu, Bulent. Multiscale texture retrieval based on low-dimensional and rotation-invariant features of curvelet transform[J]. EURASIP 
Journal on Image and Video Processing, 2014, 201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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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滤波器进行局部纹理表征

Cavusoglu, Bulent. Multiscale texture retrieval based on low-dimensional and rotation-invariant features of curvelet transform[J]. EURASIP 
Journal on Image and Video Processing, 2014, 201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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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纹理基元的池化纹理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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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纹理基元的池化纹理表征

• 思想：通过查找通用的图像块得到其纹理基元

• 向量量化和纹理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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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 Clu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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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 Clustering

猫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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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纹理基元的池化纹理表征

• 聚类目标：
 将数据集中的样本划分为若干个通常不相交的子集（“簇”，cluster）.

 聚类既可以作为一个单独过程（用于找寻数据内在的分布结构），也可作为分类等其他学
习任务的前驱过程.



18

聚类：K-means

• K均值聚类（K-means）
1. 随机初始化聚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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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K-means

• K均值聚类（K-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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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近邻划分

3. 更新聚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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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K-means

• K均值聚类（K-means）
1. 随机初始化聚类中心

2. 最近邻划分

3. 更新聚类中心



21

聚类：K-means

• K均值聚类（K-means）
1. 随机初始化聚类中心

2. 最近邻划分

3. 更新聚类中心



22

聚类：K-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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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聚类 – k均值算法

• 算法伪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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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纹理基元的池化纹理表征

•  无监督特征学习（PCA+k-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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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纹理基元的池化纹理表征

• 无监督特征学习（PCA+k-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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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合成、图像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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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合成和对图像中的空洞进行填充

• 纹理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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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合成和对图像中的空洞进行填充

• 纹理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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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合成和对图像中的空洞进行填充

• 图像类比: Image Ana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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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合成和对图像中的空洞进行填充

• 图像类比: Image Ana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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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合成和对图像中的空洞进行填充

• Deep Image Analogy https://github.com/Ben-Louis/Deep-Image-Analogy-PyTo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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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合成和对图像中的空洞进行填充

• 通过局部模型采样进行合成
 属于Pixel-based的方法，即每一次只合成一个纹理像素，逐点合成整幅纹理图。是纹理

合成经典算法中最早的一个，具体如下：
• 1、 在给出纹理样本后，我们假设，当某个要合成像素点的周围像素点都已经合成，那么以该

点为中心选取大小为nxn（如5x5,11x11等）的Patch；

• 2、 遍历纹理样本中所有大小为nxn的Patch，选取与上步Patch最相似的；

• 3、 将最相似的Patch中心点的颜色值赋给要合成的纹理像素点。

 像素之差的平方和（SSD, Sum of Squared Differences）
• 公式 P126

 加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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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合成和对图像中的空洞进行填充

• 通过局部模型采样进行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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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合成和对图像中的空洞进行填充

• 通过局部模型采样进行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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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合成和对图像中的空洞进行填充

• Graphcut Texture合成纹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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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合成和对图像中的空洞进行填充

• 纹理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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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合成和对图像中的空洞进行填充

• 动态纹理合成（CVPR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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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图像的利器：基于纹理填充技术的Inpainting

• 基于纹理填充技术的In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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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图像的利器：基于纹理填充技术的Inpainting

• 基于纹理填充技术的In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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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去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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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去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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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去噪

• 对于上面的问题，用 x 值表示某个像素的灰度值，可以建立一个最小化的数学模型：

• 稀疏

其中， y 表示已知的观测
值，也就是含有噪声的原图， 
x 表示要恢复成 clean 
image 的未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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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去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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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去噪

• 稀疏表示 Sparse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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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去噪

• 图像去噪效果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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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去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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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去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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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疏表示：应用

• 人脸识别
John Wright, Allen Y. Yang, Arvind Ganesh, et al. Robust Face Recognition via 
Sparse Represent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2009, 31(2):2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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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疏表示：应用

• 人脸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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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去噪

• Robust Face Recognition via Sparse Representation (IEEE T-P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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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去噪

• Robust Face Recognition via Sparse Representation (IEEE T-PAMI)



55

图像去噪

• Robust Face Recognition via Sparse Representation (IEEE T-P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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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压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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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感知 (compressive sensing) 

陶哲轩因为调和分析的研究获得菲尔兹奖
被誉为“数学界莫扎特”

压缩感知（调和分析在实际中的应用）

•  陶哲轩，Terence Chi-Shen Tao

 1975年7月17日出生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华裔数学家

 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数
学系

 陶哲轩是赢得菲尔兹奖的第一位澳大利亚人，
也是继1982年丘成桐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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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压缩感知

信号 测量

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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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感知

• 传统的数据压缩与压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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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感知

• 单像素CS相机
 美国Rice大学进行的

压缩感知性能试验，证
明这种理论的无比强大，

 原图65536个像素，

 中间的结果是进行了
11000次测量的结果，

 右边是1600次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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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纹理
 纹理基元是什么

 纹理的作用

• 纹理填充
 用途：图像类比、图像填充

 基本思想和方法

• 纹理表征
 多尺度分析：小波分解、Gabor分解

 视觉词向量：
• K均值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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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 编程练习
 基于纹理基元的池化纹理表征

• 裁剪图像块，并进行K均值聚类

• 显示聚类中心

• 数据集

– Describable Textures Dataset (DTD)

– https://www.robots.ox.ac.uk/~vgg/data/dtd/

• 小组形式：不多于4人

• 提交详细技术报告，并注明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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