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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象处理作业 The task of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理解图像的病毒式传播

摘要：
社交网站上的在线内容的病毒式传播
是一种重要并且深奥的现象，往往在
各个领域被研究，如营销学，心理学
和数据挖掘。在本文中，我们从计算
机视觉的角度研究病毒的图像。我们
引进 reddit 的三个新的图像数据集，
并使用元数据书签交易定义一个病毒
式传播的分数。我们培养与国家的最
先进的图像特征分类预先字典的单个
图像，在图像对相关病毒式传播和病
毒图像的主导话题的病毒式传播。我
们 也 把人的表现与 机器的表现作比
较。我们发现，电脑在低级别的功能
表现不佳，而高层次的信息是预测病
毒式传播的关键。我们通过编码属性
相关的语义信息。我们确定了 5 个关
键与病毒式传播相关的属性。我们创
建一个基于图片属性的特征描述，可
以预测相对病毒式传播并且有有
68.10％的准确度（SVM +深相对属性）

比人类的 60.12％更好，图像的基于属
性的表征。最后，我们研究图像网路
效应的人预测如何与其中图像被看作
不同的“CON-文本”，如相邻图像的影
响，最近观看的图像，以及该图像标
题或标题不同而不同。这项工作是在
理解复杂但重要的图像扩散现象的第
一步。我们的数据集和注释将被公布
于众。

简介：
我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图片来开始使得
我们比 Instagram 的更加抢眼？哪个
图片标题将帮助传播一种代表性不足
的令人震惊的消息？如果我想以百万
计的观看，我应该把猫的图片放在我
的 YouTube 视频，？这些问题困扰着
专业人士和日常的互联网用户。广告，
营销策略，政治运动，非营利组织，
社会事业，作家和摄影师，仅举几例，
取决于他们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并被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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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上图：在我们的数据集高病毒成绩图像描绘互联网“名人”模因。 “脾
气暴躁的猫”;下图：在我们的数据集低病毒成绩图像。彼得·希格斯的图片（希
格斯粒子）很流行，但没有转贴多次，因此是不被视为病毒。
通过大量的人，了解是什么使病毒的
晚。对于图形的设计者而言，去尝试
内容也因此被广泛地被市场研究人员
各种各样的设计来查看是否它们成为
研究[7,4，11，5]。
病毒或没有是不可行的。在本文中，
许多因素，如当图像被上传的星期
我们有兴趣了解内容本身（即使在他
和一天中的时间，与图像等所使用的
被发布到网上之前）和其病毒化的可
标题影响图像是否去病毒与否[25]。
能性。
到什么程度是病毒式传播要依赖这些
存在有可能去病毒的种类的内容的几
外部因素，以及病毒式传播的多少取
个定性理论[4，5]。只有少数作品定
决于图像内容本身？如何才能国家的
量分析的内容，比如推文[32]和纽约
最先进的计算机视觉图像特征和人类
时报的文章[6]预测其病毒式传播。然
预测病毒式传播？它的视觉属性与图
而，尽管它们是很大一部分我们
像相关病毒式传播？
的在线体验，视觉媒体内容和他们的
在本文中，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我
病毒式传播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有进行
们引进从 Reddit 收集的三个数据集和
分析。这形成了我们工作的重点。
一个扩散分数。我们的工作为更深的
文本数据如微博的网路效应进行了研
研究标识出几个有趣的方向，其中计
究[27，32]。扩散性能被认为是依赖
算机视觉技术可以被用来承担理解和
于它们的内容和类似的嵌入 URL 的和
预 测 图像病毒 式传播这个复杂的问
标签功能。通常，在网络上的内容的
题。
扩散已经研究了比的原因[30]以上。
相关工作：
Leskovec 等人的工作。 [26]车型在通
大多数现有的工作[26，2，30]研究人
过随机模型个人组成的网络传播的建
们如何在它被发布后在社交网络上分
议，而布泰尔等。 [8]接近病毒扩散
享内容。他们在内容发布后不久使用
为流行病学的问题。
网络动态内容来检测迎面而来的滚雪
是什么使人们共享内容定性理论已经
球效应，预测内容是否会去病毒或不
在市场研究被提出。伯格等人。 [4，
会。我们认为，在内容被公布后预测
6，5]例如假设一组 STEPPS 那意味着
病 毒 式传播是 在某些应用中为时已
社会的货币，触发器，易于情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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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宣传），实用价值和故事让人们分
享。
分析病毒的图像已收到很少的注意。
Guerini 等[18]提供了一个非匿名的
社交网络上（Google）对情绪和网路
效应[17]之间的联系的低级视觉数据
和普及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斯拉等
人。 [23]最近研究了图像的普及作为
视图照片有 Flickr 上的数量来衡量。
自 然 的照片然 而，无论以前的作品
[18，23]只提取图像统计（Google+的，
Flickr 的）。图像和 Reddit 上的社会
交往有质的不同（例如许多 reddit 的

图像编辑）。从这个意义上讲，图像的
质量是最相似的我们是 Wang 等人的同
时引入病毒梅梅发生器，结合自然语
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低级别的功能）
[37]。然而，我们的工作再往进深的
固有可视内容（如高级图像的属性），
可视上下文周围的图像，颞 CONTEX 和
文 本 上 下 文 中 图 像
virality.Lakkaraju 等的作用。 [25]
分析了一天，一周中的天，重新提交，
标题，类别，等数的时间的影响。上
Reddit 上的图像的病毒式传播。然而，
它们不分析图像本身的内容。

图 2：病毒式传播（V 高）与图像中的普及（一小时）。所有图像具有相似的人气
比分，但他们的病毒式传播的分数有很大不同。“脾气暴躁的猫”是比伯希格斯
多种病毒由于重新提交的号（m h）中，可以播放在我们的网路效应度量 V h 的
关键作用。显然，病毒式传播和普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计算机视觉几个作品已经研究复杂
国家超过 170M 独立访问者。它有一个
的元现象（相对于理解图像中的“文
巨 大 的 各 种 主 题 的 超 过 353K 类 别
字”等内容作为对象，场景，3D 布局
（subreddits）。我们专注于图像内
设计等）。伊索拉等。 [20]发现，一
容。这些图像有时候是珍贵的照片或
些图像始终更令人难忘比别人跨学科
者描绘滑稽的照片，荒诞的情况下，
分析图像内容，使图像难忘的[19]。
或 Redditors 通过图片分享个人情绪
图像美学在[14]，图象情感了研究中
化的时刻，或通过图像表达他们的政
[10]，和[12]中的对象技术的认可。
治或社会的意见等等。每个图像可以
对象[31]，属性[36]以及由该人第一
赞或由用户反对。病毒性的内容往往
次提到它们中的图像的描述的可能性
被重新提交多次，因为它跨用户 3 的
中定义的场景[3]的重要性也进行了
网络传播。病毒的图像因此具有许多
研究。我们研究图像病毒式传播的独
赞，很少反对的那些，和已被经常重
特复杂的现象。
新提交的不同用户。后者是从什么区
别流行病毒式传播。先前，Guerini 等。
定义了多个病 毒式传播的指标作为
三．数据集和实地扩散
赞，分享或评论，科斯拉等。定义流
3.1 扩散分数
行观看次数和 Lakkaraju 等。定义受
reddit 的是世界各地的病毒含量的主
欢迎程度赞的数量。我们发现，由赞
要引擎。上个月，它有代表的每一个
和病毒式传播的数量也占补交（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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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详细定义）定义流行之间的相关性
为-0.02。这表明定量这两种现象之间
的区别。参照图 2 定性的例子。的焦
点
本文是研究图像病毒式传播（而不是
普及）。
让得分 S 是 upvotes 的数目之间的差
和 downvotes 在其 N-收到第重新提交
图像 h 至一个类别。设 t 是图像的重
新提交的时间，c 是类别（版
（Subreddit）），以它被提交。S 是所
有提交的 C 类别在时间 t 的平均成绩。
我们定义了一个要的比率在重新提交
n 至所有图像的平均得分像 h 的成绩张
贴 在 小 时 [25] 的 类 别 。

我们加一个偏移量 S 以便最小得分分^
h 分钟 ns 是 0。我们定义的整体（所
有类别）病毒式传播得分图像 H 作为

其中，m 是被重新提交的倍图像小时
数，和 m 是平均次数任何图象已被重
新提交。如果图像往往重新提交，其
病毒式传播的分数就高。这确保了，
成为流行的时候被贴，但没有转贴图
像，不被认为是病毒（图 2）。这些往
往涉及图像，其中内容本身不太相关，
但目前的事件引起人们对图像，如最
近的悲剧，新闻快讯，或个人的成功

故事例如“妈呀，我减掉了 40 磅，在
2 周内”。在另一方面，具有多种图像
提交似乎大约 多种情况不同职称的
“弹性”，可以说是，本质上病毒。实
例示于图图 1（a）。
3.2 病毒图像数据集
我们用来自 riddit 数据收集的图片来
自 [25] 创 造 我 们 的 数 据 集 。
Lakkaraju 等。 [25]度过一个为期 4
年的 reddit 的 132K 条目。条目通常
对应于同一图像的多个提交。我们只
包括从类别（subreddits）即至少有
100 提交我们的数据图像，使我们有 m
的公式 2，我们丢弃的 GIF 动画的准确
测量。这给我们留下了 20 类共 10078
的图像，每个图像¯M =6.7 意见书。
我们决定从 reddit 的，而不是其他社
交网站如 Facebook 和 Google+[18]，
因为用户在 Reddit 上“4THELULZ”发
表图片用图像（即只是为了好玩），而
不是个人的社会知名度[6]。我们也更
喜欢使用 reddit 的，而不是 Flickr
的[23]因为在 reddit 的图像被匿名发
布，因此，它们的产生最纯净“互联
网拖钓 ”的形式。
3.3 病毒和非病毒图像数据集
接下来，我们在研究这种复杂创建包
含 250 个最多和最少的病毒的图像每
个使用等式 2。网路效应比分两组图像
中的这种鲜明的对比为我们提供了干
净的二分法探索作为第一步骤 500 的
图像数据集 现象。回想一下，非病毒
的图像包括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赞的
图像，以及那些可能已经在一个多提
交赞，但没有公布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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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示例图片来自 3 个最病毒类别（从上到下）：有趣，跆拳道，AWW。
3.3.1 随机对数据集
与在上面的数据所表示的清洁二分法
相反，我们还创建图像对的一个数据
集，其中在一对中的两个图像的病毒
那是
，
式传播的差少明显。我们从>10K 的图
像从配对使用随机图像 250 最广为流
其中 V 是 C 类，给了它第 k 个所有类
传的图像随机图像与网路效应比中值
别中得分最高收到的病毒式传播比分
网路效应低。同样，我们从配对使用
图像小时。
随机图像 250 至少病毒图像的随机图
像比位病毒式传播高。我们收集 500
个这样的对。去除这种情况发生，从
顶部/底部 250 病毒图像有两个图像对
给我们留下了 489 对。我们报告此数
其中 A 是如等式 1 所定义的，给了认
据集提供了最终的人力和计算机的结
为图像 h 的提交的所有类别中的第 k
果，和在表把它称为（500 p）的 2.
个最高得分的类别，π（x）是 x 的百
培训于其他 4550 对可以从剩余 10K 的
分等级，是次像 h 的数量被提交给这
图像通过配对与上述位数病毒图像形
一类，而 MH 是时代形象小时平均数提
成完成低于中位数病毒图像。
交到所有类别。我们取百分等级，而
3.4 病毒分类数据集
不是实际的日志值，以避免在等式 3
搞笑，跆拳道，噢，无神论和游戏：
中的比率负值。
对于我们最后的数据集，我们与五个
要形成我们的数据，我们只考虑顶部
最病毒类工作。我们确定，只有在类
5000 在我们的病毒图像数据集（第 3.2
别，而不是其他的一个是病毒的图像。 节）排名病毒的图像。这些包含 1809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计算图像的病毒
好笑，522 跆拳道，234 噢，123 无神
式传播的分数之间的比例相对于该给
论和 95 的游戏图像。其中，我们选择
它的最高分，它被提交到所有类别中
的是每过公式 3 中的最高分，形成我
的类别，类别，给了它第二个最高分。 们的病毒分类数据集类 85 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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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通过病毒的图像模糊时间语境启动的例子。看着左边两个（一）和（b）
图像，你认为什么实际的图像描绘？难道你的图像的期望变成是准确的？
4.1 内在环境
我们首先检查人类和机器是否能够仅
四．理解图片的扩散
仅通过在图像预测，无论是病毒图像
考虑图 4 的病毒的图像。凡脸上交换
或没有，和什么该图像的占主导地位
[9]，上下文启动[33]和场景要点[28]
的主题（最合适的类别）的。对于机
使图片来自我们可能期望在乍看之下
器的实验中，我们使用使用实施国家
完全不同。在 NLP 研究类似的情景理
的最先进的图像功能，如无咖啡因，
解的语义“这是她说了什么！”
深厚的功能[15]，依据[28]，HOG [13]，
笑话[24]。我们推测，也许没有出现
微小的图像[35]等[38] 。我们开展亚
这样的视觉挑战或矛盾的图像 - 在
马逊的 Mechanical Turk（AMT）人体
图像的语义感知不上的图像仔细检查
研究。我们怀疑，熟悉 reddit 的工人
显著改变 - 是“无聊”[26，6]并不
可能在识别病毒式传播和类别比那些
太可能是病毒。这个矛盾不必从图像
不熟悉 reddit 的不同的表现。所以我
中的对象或属性茎，还可以从图像的
们创建了一个资格考试，每个工人必
上下文中上升：是它周围的图像的图
须做任何我们的任务之前采取。测试
像，或图像之前观察的图像，或图像
包括约广泛传播 reddit 的模因和行
的标题等。或许这些不同的背景和图
话，这样任何人都熟悉 reddit 的可以
像的所得解释不一致之间的相互作用
很容易地得到高分，但工人谁不会得
是必要的，以模拟视觉双关语导致图
到一个非常贫穷的分数问题。我们阈
像网路效应。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定
值处理这个分数，以确定为熟悉
义了四种形式的背景下，我们将研究
reddit 的与否工人。每个任务是由 20
探索影像病毒式传播的。
名工人完成。图像是在 360×360 所示。
1.固有上下文：这是指可视内容是固
机床的精度进行了计算在相同的测试
有的图像的像素。
设定为人类的研究。人力精度使用跨
2.近处上下文：这是指包围图像（空
工人多数表决来计算。结果报道为工
间附近）的图像的视觉内容。
人的不同子集（1）的精度（例如，那
3.时空上下文：这是指图像的视觉内
些熟悉 Reddit 和那些不）可各自比整
容之前的图像（时间附近）看到。
体精度低，和（2），我们不能在我们
4.文本语境：这种非可视上下文是指
的结果报告的误差棒。我们发现，精
图像的标题或标题。这些头衔有时会
度最高的工人 穿过我们的任务由 ±
表 现 为视觉内 容（例如，如果它是
2.6％变化。平均来说，工人响应的
Photoshop 处理）。一个字涂鸦文字和
73 ％的匹配每个 图像的多数表决响
内在环境，并需要 NLP 与计算机视觉
应。
的理解。
4.1.1 预测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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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我们的话题分类实验，在实
际应用是帮助用户决定提交自己的形
象哪一类。我们用我们的病毒分类数
据集（3.4 节）。参照图 3.图像一般做
似乎从一类到另一个不同的。例如，
属于 AWW 类别的图像似乎包含在图像
的中心可爱的小动物，在无神论的图
像似乎有文字或宗教符号，在 WTF 图
像往往是明确的，容易激起人们的厌
恶，恐惧的感觉和惊喜。
培训合格的 20 工人每个类别 55 图像
样本蒙太奇后，他们取得了 87.84％的
类别识别精度 25 测试图像，大多数的
混乱很有趣的游戏和图像之间。与书
签交易事先熟悉没有影响，因为在训
练阶段的准确度。使用各种功能的机
器的性能可以在图中看到。图 5（a）。

通过使用无咖啡因 6 [1]（机会精度将
是 20％）中获得的 62.4％的性能。机
器和人的困惑 矩阵可以在增刊上找
到。
4.1.2 预测病毒式传播
现在，我们考虑预测图像是否是病毒
或不看它的内容，通过使用我们的病
毒和非病毒的图像数据集（3.3 节）的
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我们要求受试者在 AMT 他们是否认为
一个给定的形象将是病毒（即“成为
如 Facebook，Twitter，reddit 的，
Imgur 社会网络工作的网站非常的病
毒，等有很多人喜欢，再啁啾，共享
或 upvoting 的形象呢？“）。分类准
确率为 65.40％，其中的机会是 50％。

图 5：在我们的病毒分类机械精度（3.4 节）
和病毒与非病毒图像数据集（在顶部/
40.64％命中率，而非 reddit 的工人
底部 250 对 3.3 节测试），使用不同的
们 的 28.96 ％ 命 中 率 。 这 意 味 着 ，
图像特征。
reddit 的工人更容易识别的图像为病
在这些任务中，我们还问工作人员，
毒，当他们看见一个人（但可能其他
如果他们以前见过的形象，基于与图
错误分类非病毒图像作为病毒）。非
像的熟悉拿到感为他们的偏见。我们
reddit 的劳动者在调用图片病毒较为
发现，9％，1.5％和图像的 3％已被
保守。低于 50％都命中率表明朝向标
reddit 的工人，非 reddit 的工作人员
签图像作为非病毒的一般倾向。这可
和所有员工见过。虽然小样本集，该
能是因为现有超过在用于此实验的数
子集分类准确度均较高：75.27％，
据集中的病毒和非病毒的图像的不自
93.53％和 91.15％。需要注意的是病
然均匀的。总体而言，谁都没见过像
毒的图像有可能被非书签交易用户通
之前不熟悉 reddit 的工人，可以预测
过其他社交网络甚至看到。此外，我
优于偶然性，图像的病毒式传播。这
们发现，谁在一般熟悉 reddit 的工人
表明，内在的图像内容是指示病毒式
有大约相同精度工人谁没有（分别为
传播，而像 reddit 的社区的形象病毒
63.24％和 63.08％）。然而，他们也有
式传播不仅是一个滚雪球式的偶然煽
不同的分类策略。 reddit 的工人们的
动效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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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们的网路效应度量机的性能示
于图。 6.其他指标可以在 supp.mat
找到。我们看到，当前视觉模型有这
些病毒和非 viralimages 之间很难区
分时，根据任何标准。支持向量机用

线性和对我们的~10k IM-年龄的数据
集的 5 个随机分割非线性内核嘤使用
每个类进行检测的 250，500，1000，
2000，4000 的图像训练，和 1039 的图
像。

图 6：用我们的病毒式传播公制机械精度横跨 5 个随机火车/测试分裂平均值，
测试集包含在每个时间 2078 随机图像。请注意，所有描述符产生类似的结果的
机会（50％）。新颖的图像理解技术，需要发展来预测病毒式传播。
机器上的同一组中使用多种特征来预
我们创建了一个由病毒随机图像，从
测网路效应人类研究中所用的图像的
我们的病毒和 非病毒的图像数据集
性能示于图。图 5（b）。于顶部和底部
（3.3 节）随机的非病毒图像的图像
2000 图像进行训练，但不包括用于测
对。我们问工作人员这两个图像更有
试的顶部和底部 250 的图像。无咖啡
可能去病毒。精度是所有工人 4：
因还提供 59％达到最高的准确度;这
71.76％，reddit 的工人：71.68％，
是上面的机会，但比人的行为
非 reddit 的工人：68.68％，在绝对
（65.4％）低。图像在 Reddit 上的很
明显的任务高于 65.40％，而 50％的
大的可变性（整个纸张所示）和国家
机会。使用无咖啡因 6 图像特征的 SVM
的最先进的图像特征表现不佳表明图
得到了 61.60％的准确度，类似的绝对
像病毒式传播的自动预测需要先进的
任务 SVM 分类准确度（图 5（b）条）。
图像理解技术。
4.1.4 相对属性和病毒式传播
4.1.3 预测相对病毒式传播
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病毒式传播的
预测单个图像的病毒式传播是人和机
非平凡部分不依赖于图像内容，我们
器都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
要了解什么类型的图像往往是病毒，
考虑病毒式传播的相关预测。也就是
即什么样的图像特性与病毒式传播相
说，给定一对图像，是更容易预测该
关。我们对 AMT 科目注释同样对在上
两个图像的更可能是病毒？在心理物
述实验中使用的图像，相对属性注释
理学，这种设置是称为双替代强迫选
[29]。
择（2AFC）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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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类注释的相关性与病毒式传播属性

（b）与病毒式传播（> 5000 对）.The 力条件属性组合的相关性提出中性的 ATT
同分决赛。
（c）与病毒式传播的属性组合的相关性引发后（上/袋底部 250 对：3.3 节）
换句话说，对于每个图像对，我们询
交易，对理解图像记忆性[19]的工作，
问他们哪图像具有更多的属性存在比
并在价/觉醒 circumplex [4,17]代表
其它的。因此，每个图像对具有相对
的情绪。参照图图 7（a）为我们所用
的属性注释∈{-1,0，+ 1}指示第一图
的属性的整个列表。正如所见在图图 7
像是否具有该属性的一个更强大，等
（a），合成产生（Photoshop 处理），
于或较弱存在比第二图像。此外，每
卡通和有趣的 图像是最有可能是病
个图像对具有∈{-1，+ 1}网路效应注
毒，而美丽的图像，使人们感到平静，
释 基 于 我 们 的 基 础 事 实
放松和昏昏欲睡（低觉醒情绪[4]）是
viralityscoreindicatingwhetherth
最有可能是 viral.Overall 任何个别
efirstimageismoreviral 或第二。因
的属性和网路效应之间的相关值低，
此，我们可以计算各相对属性和相对
由于在像书签交易社区中发现的类型
网路效应之间的相关性。
的图像的差异很大。
我们选择 52 的属性，捕捉空间的版式
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属性的组合，病毒
设计的场景，图像的美观，图片的主
式传播的预测。我们通过识别与（相
题 ， 它是如何 使观众感受，是否被
对）网路效应最高（正或负）的相关
Photoshop 处理的，明确的，搞笑的， 性的单（相对）属性开始。然后我们
启示等，这些属性来自何方熟悉书签
贪婪地找到第二属性，当加入到第一

数字图象处理作业 The task of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个，增加网路效应预测之最。比如，
有趣的图像往往是病毒，而且与动物
的图像往往是病毒。但是，这是有趣
的和有动物图像可能更容易被病毒。
要添加的属性可以是属性本身（↑），
或它的否定（↓）。这有助于处理那些
负相关病毒式传播的属性。例如，合
成产生是不美丽的图像更可能比要么
合成图像的病毒生成或不美。通过这
种方式，我们贪婪地添加属性。表 1
表明，协作与网路效应良好关联的属
性。我们排除“可能去病毒”和“难
忘”从这个分析，因为这些本身都是
高层次的概念，并且不会增加我们病
毒式传播的理解。
38 属性的组合导致了实现了 81.29％
的准确度一个网路效应预测。这可以
被看作是网路效应的混合人机预测。
的属性已被人类注释，但是属性已通
过统计分析被选择。我们看到，这个
显著优于单独人类（71.76％）和单独
的机器（59.00％，见表 2）。一个可以
训练该属性的预测，以进一步提升性
能的顶部上的分类器，但是由表 1 提
供的语义解释性将丢失。我们的分析

就开始给我们一个指示，其中图片属
性需要可靠地预测自动预测病毒式传
播。
我们还探索“属性吸”的效果：如果
组合中的第一个属性是一个是负相关
的病毒式传播相关，多么容易的是它
从回收，使图像病毒？考虑这样的形
象很“轻松”的场景（带负相关 viral性）。是否有可能为图形设计人员通过
改变图像的其他属性，使其病毒引发
病毒式传播？图。 7（c）示出的相关
的轨迹随着更多的属性贪婪地加入到
“种子”属性，该属性是正（+），负
（ - ），或中性（N）的相关与病毒式
传播。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情况下，
图像可以通过添加只是几个属性进行
病毒。表 1 列出了哪些属性选择 3 种
不同的“种子”的属性。有趣的是，
虽然性是积极与网路效应相关，当动
物接种，不性增加与网路效应的相关
性。因此，当我们贪婪地选择我们的
五个属性，相关性最好的病毒式传播
的组合是：动物，合成产生的，不美
的，明确的，而不是性感。
4.1.5 自动化相对病毒式传播预测

表 1：具有病毒式传播人类标注属性组合的相关性。组合“引”第一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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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在不同的数据集和方法相对病毒式传播的预测。
要创建一个自动化的相关病毒式传播
虽然我们的预测效果很好上述机会，
的预测分类，我们开始使用我们完整
请注意，从这些图像中提取的属性是
的~10k 图像数据集，并有工人 AMT 做
不平凡的，给定数据集中的图像的多
同样的任务，第 4.1.4 节，把它们分
样性。虽然脸检测和动物通常被认为
为病毒（上半部分在等级）与非病毒
可 靠 地 工 作 足 够 的 [16] ， 记 得 在
性（低半级），并随机配对起来相对属
reddit 的图像有挑战性由于其非写
性标注为前 5 执行从我们在图贪婪搜
实，嵌入式文字内容和图片组成。为
索属性。 7（三）：动物，合成产生
了量化典型的视觉数据集和我们的数
（SynthaGen），美丽的，明确的和性。 据图像的质的区别，我们训练的分类
请注意，我们所有的前五名属性是视
器将图像分类为属于我们的病毒式传
觉。在混合人机网路效应预测组合属
播数据集或数据集 SUN [38，34]。我
性为所有数据集的相关的轨迹可以在
们提取从我们的数据集，并从 SUN 的
图中看到。图 7（b）。
图像数据相若数目 DECAF6 功能。得到
与所有的注释，我们再通过 10 倍交叉
的分类器能够以全新的形象归类为来
验证训练相对属性的预测为每这些属
自两个数据集以 90.38％的准确度的
性无咖啡因 6 深厚的功能[15]和 SVM
一个到来，确认质的差异。此外，对
分类来获取所有的图像对（第 3.3.1
于普及[23]开发的度量应用到我们的
节）相对属性的预测。我们获得相对
数据集中输出偶然类似的结果（表 2）。
属性的预测精度是：动物：70.14％，
因此，我们的数据集提供了一个新的
Synthgen：45.15％，美：56.26％，
制度，以研究图像理解问题。
显式：47.15％，性：49.18％（可能： 4.2 附近环境
33.33 ％ ）， 由 包 括 中 性 对 。
推理关于图像对如我们上面相对网路
Futhermore ， 我 们 得 到 的 动 物 ：
效应确实，导致的图像在其网路效应
87.91％，Synthgen：67.69％，美：
的人类感知的图像的附近的影响的问
81.73％，显式：65.23％，性：71.13％
题。我们设计了一个实验 AMT 探索这
为+/-相对的标签，但不包括中性（并
个（图 8）。回想一下，在涉及相对网
列）对（可能：50％）。结合这些自动
路效应预测前面的实验中，我们形成
属性预言 inturn（自动）预测的病毒
了对图像，其中每对含有病毒和非病
式传播，我们得到了 68.10％的准确
毒的形象。现在，我们添加这些对两
度。如果我们用这 5 个属性的地面实
个“代理”的图像。这些代理被选择
况相对属性的注解，我们达到
为任一类似于病毒图像，或对非病毒
（65.18％）的精度，比直接从图像预
图像，或随机地。相似度使用的要点
测相对人的病毒式传播的表现
描述[28]测量的。 4 日和 6 日最相似
（60.12％）要好。使用我们深相对属
的图像是从我 们的病毒图像数据集
性，机器可以更准确地预测相对病毒
（第 3.2 节）中选择。我们没有选择
式传播比人类！这是因为：（1）人类
最接近的两个图像，以避免几乎相同
不 完 全了解是 什么让一个图像病毒
的匹配，并确保任务似乎并不像一个
（因此需要一个研究这样和自动的方
“寻找最奇一出”的任务。我们研究
法来预测网路效应）和（2）由机器训
了两种不同的 实验环境中这三个条
练有素的属性分类可能已锁存到的病
件。首先是那里的工人被要求从他们
毒含量的偏差。得到的属性了解到概
认为是最病毒最少的病毒全部四个排
念可以是来自这些属性的人类感知不
序图像。在第二个试验设计中，工人
同。
仍然示出的所有四个图像，但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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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注释从原始对的两个图像中的一个
比另一个更病毒。也许“代理”的图
像仅仅存在影响病毒式传播的看法？

对于这两种情况下，我们仅检查病毒
和非病毒性的图像的相对排名。

表 3：在不同的代理图像人力排名的准确性。
在六个场景的工人精度表 3 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当记者问到所有四象，排序，
确定真正的病毒图像更难随机代理的存在，因为他们往往在预测混淆的工人和他
们的表现病毒式传播下降到近的机会。精心挑选的代理的存在，仍然可以使目标
图像病毒突出。 什么时候
要求只是所感兴趣的两个图像进行排
件（排序 2）非常相似。这表明，或许
序，性能总体较高（因为任务是不太
代理图像的仅仅存在不影响病毒式传
笨重）。但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三个条
播的预测。

图 8：
的值一车汽车是如何红色，或是否更
红 比 其他如果 多个图像被添加到池
（a）不改变（b）中。然而，这可能
看起来多种病毒的图像 - 通过显着
性[22]（例如，红葡萄酒 Ferrari 在
（f））的比其他图像时，可能会开始
看起来好象比取决于加入到混合物中
的 图 像相同的 图像更少的病毒可视
化。参照图图 8（c）。在我们的实验中，
工人们被要求在一个实验设计（四）
在 他 们的病毒 式传播的升序四象排
序，而他们被要求只有 2 个在另一个
设计（五）排序图像，被显示他们的
全部 4 个后。在这两种情况下，也有
兴趣只有两个目标图像（病毒：绿色，
非病毒：红色），而其他两个图像是代
理图像（黄色）加入混合物。这些图
像被选择为使得它们在靠近（在要旨
空间）对病毒的目标图像（顶行），该
非病毒目标图像（中间行），或随机的

（底行）。
开发可推理等高阶现象组级别的图像
特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在视觉领
域。视觉搜索或显着性进行了研究，
以确定哪些图像或图像区域弹出。但
在相对排序变革模式同一组基于其他
图像的存在的图像还没有被开发。这
种模型可以让我们选择图像的理想设
定包围通过增 加其将病毒机会的图
像。
4.3 时间背景
在审查中的图像网路效应的空间附近
的图像的效果，我们现在研究的时间
方面的影响。特别是，我们向用户展
示同一对图像的其他后，在 4 个不同
分辨率一个在相对网路效应实验中使
用在第 4.1.3 节：8×8，
16×16，32×32，360×360（原始）。
我们选择模糊模拟在缩略图大小的第
一印象判断，当图像 are'p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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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阶段，我们要求他们该图
像他们认为更可能是病毒。病毒式传
播的预测表现得 47.08％，49.08％，
51.28％和 62.04％。网路效应预测，
即使在 32×32 的图像，其中，人类已
显 示 识别语义 内容图像中非常可靠
[35]降低到机会。试报告感到惊讶的
图像的 65％。我们发现预测的病毒式
传播和惊喜之间的相关性-0.07 真正
的 病 毒式传播 和惊喜之间的相关性
-0.04，和。也许人都是坏估计他们是
否是真正的惊讶与否，并要求他们未
必有效;或者真正的惊喜是不是有病
毒式传播相关。
4.4 原文上下文
作为第一个实验来评价图像的标题的
作用，我们显示图像的工人对，问他
们觉得哪一个更有可能是病毒。然后，
我们揭示了图像的标题，并再次问他
们同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获得标题
勉强提高病毒式传播预测（62.04％对
62.82％）。这表明，也许标题不会动
摇科目后，他们已经判断的内容。
我们的第二个实验是相反成立。我们
首先表明工作者称号独自一人，问他
们哪个称谓更容易使图像是病毒。然
后，我们给他们的形象（与冠军一起），
问他们同样的问题。工人病毒式传播
亲戚预测比单独使用标题（46.68％）
的几率更糟糕。有趣的是，已经由标
题底漆，即使是具有获得图像的表现
没有显 著 上 述 改 善 未 经 标 题
（62.04％）被引查看图像时的机会
（52.92％），比他们的表现显著降低。
这表明，图像内容似乎是在图像网路
效应的人类感知的主要信号。但是请
注意，这些实验不分析可以嵌入在图
像的文字的作用（记因！）。

五．结论
我们研究了从计算机视觉的角度病毒
的图像。我们从 reddit 的，世界各地
的病毒含量的主要引擎推出了三款新
的图像数据集。我们定义使用 reddit

的元数据的病毒式传播的分数。我们
发现，网路效应可以更准确地为相对
概念预测。虽然人类可以预测从图像
内容相对病毒式传播，机器是无法做
到使用低级别的功能。高层次的图像
理解是关键。我们确定了五个关键的
可视属性与病毒式传播相关：动物，
合成产生的，
（不）美丽的，明确的和
性。我们预计采用深图像特征这些相
对属性。 （：60.12％，比人更高的
性能），使用这些深层相对属性的预测
为特征，机（SVM）可以的 68.10％的
准确预测病毒式传播。最后，我们研
究图片病毒式传播的人预测如何与不
同的“上下文”变化 - 内在的，空间
（附近），时间和文本。这项工作是在
了解图像内容操作复杂，但重要的现
象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表明，需要先
进的图像理解来预测病毒式传播，以
及我们的数据集和典型的视觉数据集
之间的质的区别。这开辟了视觉领域
的新机遇。我们的数据集和注释将被
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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