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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book covers, characters contain rich semantic information. By extracting

accurate information from complex color images, and combining it with 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 technology,
it is possibl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book retrieval.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xt information
in Chinese book covers, this paper proposes connected components methods to locate the text regions. At first, the
grayscale image is decomposed to a series of binary images and merged to connect components in each image,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generating candidate text regions. Additionally, text verification is
used to rule out non-text regions. The result regions are regarded as the prominent regions of book cover, further
this paper use Hu moment invariant to extract features for image matching. Experiments show the results of this
method are fairly good, proving the importance of text information to book retrieval.
Key words:
摘

要:

text location; connected component; color clustering; Hu moment invariant

文字作为图书封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丰富的语义信息.从复杂彩色图像中准确地获取文本信息,

并结合现有的图像检索技术,可以进一步提高图书检索的精确度.针对中文图书封面文本的特点,采用基于连通
分量的方法定位文本区域.首先通过颜色聚类将图像其分解为一系列的二值图像,然后依汉字结构合并各个图
像中的连通分量,生成候选文本区域;通过文本验证进一步滤除非文本区域.定位获得的文本区域作为图书封面
的显著区域,对其提取 Hu 不变矩特征用于图像匹配.经实验证实,该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检索效果,表明了文本信
息对于图书检索的重要性.
关键词: 文本定位;连通分量;颜色聚类;Hu 不变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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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媒体信息检索的发展,复杂背景下的彩色图像文本信息提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应用于视频
索引和图像检索等领域.图像中的文本检测是指通过计算机检测文本的存在、定位文本所在的位置,并将文字
部分提取出来,以备送入 OCR 系统便于识别.但文字特征容易文字的大小、语种、颜色、字体、背景纹理等的
影响,这些都增加了文本检测的难度.如何从形式不一的复杂图像中快速而准确的定位文本,是目前国内外研究
的热门课题.

1

相关工作
文本检测和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发展迅速.文本检测技术大致可分为基于边缘和梯度的方法、基于纹

理的方法、基于笔画宽度的方法,基于学习的方法和基于连通区域的方法等五类.基于边缘和梯度的方法针对
文本和背景之间的对比度较高的特点,首先检测图像的边缘,然后利用形态学操作或平滑滤波的方法连接文本
边缘,再通过一些启发式机制过滤非文本区域.Hasan 等人 [1] 将形态学方法用于文本检测.将彩色图像转化为灰
度图像后,采用形态学梯度算子和自适应阈值获取二值化的边缘图像,接着运用形态学操作将候选区域连接成
文本块,最终通过宽高比、灰度一致性等限制过滤非文本区域.Dinh 等人 [2]通过局部自适应阈值对视频的每一
帧进行边缘检测,接着对边缘图像进行形态学膨胀操作并利用笔画宽度信息对候选文本进行过滤,最终结合连
续帧的检测结果确定文本区域.基于边缘和梯度的方法虽然速度较快,但当图像背景较复杂时误检率较高.
基于纹理的方法将文字当作一种特殊的纹理,利用纹理特征决定像素点或像素块是否为文字.小波变换、
快速傅里叶变换、离散余弦变换和 Gabor 滤波等均可用于检测图像中文本区域的纹理特性.Mao 等人[3]对原始
图像做多尺度小波变换,应用各个尺度下 LH 和 HL 子带的小波高频系数提取像素的局部能量变化(LEV)信息,
通过阈值去除 LEV 响应值较低的像素,接着用连通分量分析的方法获得候选文本区域,并利用几何过滤规则对
候选文本进行验证,最终将各个尺度下检测到的文本区域相融合.
基于笔画宽度的方法针对文本笔画宽度一致的特点区分文本和背景.Epshtein 等人[4]采用 Canny 算子提取
图像的边缘,并沿边缘像素梯度方向计算每个像素可能对应文字的笔画宽度值,然后通过连通区域分析的方法
找到候选文本字符,通过宽高比等几何规则去除非文本字符,最终将字符连接成文本行.Chen[5] 等采用边缘增强
的最大稳定极值区域(maximally stable extremal regions)作为候选文本,接着采用几何过滤和笔画宽度一致性的
限制过滤非文本字符;候选文本字符最终被连接成文本行,并分割为逐个的单词.基于笔画宽度的方法速度较
快,但对于笔画宽度变化较大的特殊字体适用性较差.
在使用纹理方法进行文本定位时,人为地构造适用于各种情况的纹理分类器较为困难,因为人们提出了基
于学习的方法自动生成分类器.Li 等人[6]提出了一种笔画滤波器,首先对灰度图像进行滤波,对得到的响应图像
采用滑动窗口的方法逐个提取统计特征进行 SVM 训练以获得候选文本区域,最终采用几何规则和垂直水平投
影的方法对候选文本区域进行过滤.Chen 等人[7]用 Adaboost 方法训练强分类器用于文本检测,也取得了不错的
效果.基于学习的方法可以适用于不同尺寸、语言和字体的文字,但是分类器的效果易受训练样本集与测试样
本集的相似程度的影响.
基于连通区域的方法根据文本中字符通常拥有相同或相似颜色的特点,首先提取单字或文字的一部分,然
后应用一定的合并规则形成文本区域.Liu 等人[8]针对广告图像,提出了一种基于边缘的颜色聚类方法将彩色图
像分割为多个同质的颜色层,接着依照汉字的结构特点对各层分别采用连通区域的方法合并候选文本区域,最
终结合笔画宽度信息过滤候选文本.
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可以分为特征提取和图像匹配两个步骤.这里着重介绍特征提取步骤.早期的特征提
取方法如颜色直方图、颜色、形状和纹理等易受到尺度、旋转以及光照变化的影响,2004 年 Lowe[9]提出了经
典的 SIFT 特征,因其拥有鲁棒性、局部性、辨别能力强的特点,成为图像检索领域最为常用的特征之一,但维度
高和数量多的特性给检索带来了一定的困难.Blei 等人 [10]在局部特征基础上,聚合一副图像的多个局部特征为
一个高维向量,通过对聚合后的向量进行编码并使用倒排文件进行索引,提高了效率.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大多
采用低级视觉特征,缺乏图像自身的语义信息.而要达到语义级的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是非常困难的.彩色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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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的文本是图像高层语义内容的重要来源,其对于图像的自动标注、索引等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作用.通过
提取图像中的文本信息,再结合现有的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概念级的基于内容
的图像检索.

2

基本思想
汉字的结构比西文字符更复杂,多数汉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连通分量组成.基于对图书封面汉字的观察,我

们得出下面的结论:
普通汉字宽高比在 1~1.2 之间,斜体等特殊字体宽高比在 1~1.5 之间.
同一文本行(列)中不同汉字之间的间隔大于同一汉字不同连通分量的间隔.
同一行(列)中不同汉字的尺寸基本一致.
文本一般远离图书封面的边缘.
大多数汉字的结构都属于图 1 所示 3 种类型之一:内外结构、上下结构和左右结构[11].
图 边
Fig.1

富 高

驻

记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图1

汉字的结构

本文针对中文图书封面的特点,首先对原始图像的灰度图像进行颜色聚类,将其分解为一系列不同灰度级
的二值图像;然后依上述汉字的结构对各个二值图像分别进行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连通分量合并,以生成候选
文本区域;并通过笔画滤波的方法结合支持向量机以进行文本验证,接着合并各二值图像的检测结果;对于定位
获得的文本区域作为图书封面的显著区域,提取 Hu 不变矩特征用于图像匹配.图 2 显示了本文方法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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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chart of this paper
图2

3

方法流程图

颜色聚类
由于相机拍摄的原因,人们眼中颜色相一致的图像可能存在许多细微的颜色变化,这些颜色变化会影响文

本检测的效果,因而需要在预处理阶段予以去除.基于图书封面文本和背景灰度差异较大的特点,本文采用无监
督的聚类方法对图像进行颜色聚类,具体步骤为:首先将原始图像转化为灰度图像,并将其量化为 N 维直方图;
接着计算每个直方图 bin 与邻近两个 bin 的差值,若小于两者其中之一,则将指针指向差值最大者;最终整个直方
图会形成若干局部极大值,指向同一个局部极大值的 bin 属于一个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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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颜色聚类,属于同一聚类的像素被赋予相同的灰度值.由于文本和背景灰度值差异较大,聚类后两者会
分属于不同类别,接着选择灰度位于每两个局部极大值之间的像素可以将灰度图像分解为一系列的二值图像,
从而达到背景和文本分离的效果.图 3 展示了本文采用颜色聚类的过程.图 4 为一个具体的颜色聚类实例.

Count Times

通过实验验证,本文设定 N=26 时效果最佳.

Grayscale Values
Fig.3

Color clustering procedure
图3

4

颜色聚类过程

Fig.4

Color clustering examples
图4

颜色聚类实例

基于连通分量的候选文本生成
经颜色聚类,我们将灰度图像分解为一系列不同灰度级范围的二值图像.接着在各个二值图像中,依照汉字

的组成结构,分别进行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连通分量合并从而生成候选文本区域;经文本验证后,最终聚合各个
二值图像的结果.
4.1 连通分量
颜色聚类过程使得图像的文本和背景相分离,下面对各个二值图像进行连通分量分析.我们采用区域增长
算法,使一系列 8-连通的黑色像素构成连通区域.每个连通区域由其外接矩形表示,该矩形限定了该连通分量的
上、下、左、右这 4 个边界.
在对连通区域进行合并之前,依照图书封面汉字的特点,我们首先对其进行筛选,去除矩形面积过大、过小
的区域.由于汉字大多远离图书封面的边缘,所以删除与图像边缘相连的连通区域.针对部分连通区域外界矩形
相交的情况,其可能对应于内外结构的汉字,规定若两个矩形重叠部分面积大于较小矩形面积的 30%,则合并两
个连通区域.
通过连通分量的分析,删除部分明显不是文字的连通区域,接下来进行种子区域的选取,并通过种子区域进
行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的连通区域合并.
4.2 种子区域的选取
合理的选择种子区域,并沿其确定的行(列)进行水平(垂直)方向上的连通区域合并,就可以将汉字的多个连
通分量组合在一起.由于同一行(列)中汉字的大小基本一致,而种子区域作为潜在的汉字,其大小决定了该行
(列)中其他汉字的尺寸范围,因而种子区域的选择至关重要.根据图书封面汉字的特点,规定种子区域是满足宽
高比在 1/m~m 之间的连通区域.根据本文实验的结果,设定 m=1.5 时效果最佳.
4.3 连通区域合并
通过种子区域的选取,得到一系列候选文本区域,接下来沿每个种子区域确定的行和列依照规则进行水平
和垂直方向的连通区域合并.由于行和列的合并过程类似,这里仅描述水平方向的区域合并.
首先规定某个连通区域 t 上、下、左、右这 4 个边界分别表示为 top(t),bottom(t),left(t),right(t)宽、高分别
为 width(t),height(t).具体的合并规则如下:
(1) 假定存在某个种子区域 x,该行其他潜在汉字位置和大小的范围由下列条件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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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top=top(x)−k×height(x)
mintop=top(x)+k×height(x)
maxbottom=bottom(x)+k×height(x)
minbottom=bottom(x)−k×height(x)

(1)

maxwidth=(1−p)×width(x)
minwidth=(1−p)×width()
经实验验证,k 和 p 的参数分别设定为 0.25 和 0.2.
(2) 依种子区域界定的范围,所有外接矩形中心落在 maxtop,maxbottom 之间的连通区域都将作为潜在的汉
字区域参与区域合并.种子区域界定的范围如图 5 所示.
maxtop
mintop

minbottom
maxbottom
minwidth
maxwidth

Fig.5

Restricted boundary of a seed region
图5

种子区域界定范围

(3) 从左至右依次进行区域合并,若当前行不存在其他连通区域,则执行第(5)步;若存在连通区域 i 满足下
列 3 个条件:
maxtop<top(i)<mintop
minbottom<bottom(i)<maxbottom

(2)

minwidth < width(i)<maxwidth
则该连通区域 i 被标记为潜在的汉字,接着向右遍历下一个连通区域,仍执行第(3)步;若条件不满足,则向右遍历
下一个连通区域,若存在连通区域 j,则将 j 和当前连通区域 i 合并为新的连通区域 t,接着执行第(4)步;若已不存
在其他连通区域,则执行第(5)步.
(4) 若连通区域 t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top(t)<maxtop
bottom(t)>maxbottom

(3)

width(t)>maxwidth
则连通区域 t 被标记为非文本区域,向右查找下一个连通区域,转而执行第 3)步;若条件不满足,同样执行第 3)步.
(5) 当前种子区域行合并完毕,执行其他种子区域的行合并.所有种子区域完成行合并后,接着执行种子区
域的列合并.当连通区域合并完毕之后,得到该二值图像的候选文本区域.下一步进行候选文本的验证.

5

候选文本的验证
连通区域合并得到的候选文本中存在一些错误的结果,需要通过文本验证进一步去除非文本区域.本文将

文献[6]中的笔画滤波器算法用于文本验证.对于各个候选矩形区域,首先通过笔画滤波获取每个像素的响应值,
获得与矩形区域大小相同的响应图像.然后对得到的响应图像提取统计特征,最终利用 SVM 分类器对候选文本
区域进行验证.笔画滤波器的形式如图 6 所示,图中 l,w 和 a 分别表示笔画的长度、宽度和方向,w1,w2 取 1 和 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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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大者.

对于每个候选文本区域,首先通过水平、垂直和对角等 4 个方向上的滤波器生成 4 幅响应图像.像素(x,y)
响应值由下面公式计算:
Rl , w, a ( x, y ) =

| u1 − u2 | + | u1 − u3 | − | u2 − u3 |
max(σ 1 / 2)

(4)

⎧ π π 3π ⎫
其中, a = ⎨ 0, , , ⎬ , ui 和 σ i 分别表示区域 i 灰度值的均值和标准差,i={1,2,3}.
⎩ 4 2 4 ⎭
接着从响应图像中提取 24 维统计特征.特征包含均值 ma,方差 va 和加权能量值 ea:
1
ma =
∑ Ra ( x, y)
W × H ( x , y )∈B

va =
ea =

1
W ×H

1
W ×H

∑

( x , y )∈B

( Ra ( x, y ) − ma ) 2

(5)

1
R 2 ( x, y )
2
2 a
+
x
−
x
+
y
−
y
1
(
)
(
)
( x , y )∈B
c
c

∑

⎧ π π 3π ⎫
其中 a = ⎨ 0, , , ⎬ ,B 是候选文本区域 ,(x c ,y c ) 表示其中
⎩ 4 2 4 ⎭

w1
w

心坐标.因此可以从四幅响应图像提取 12 维特征.考

l

虑笔画的空间分布信息,接着定义了垂直累加特征
w1

VAP(vertical accumulation profile) 和 水 平 累 加 特 征
HAP(horizontal accumulation profile):
VAP[i ] =

∑

R π ( x, y )

∑

R0 ( x, y )

( x , y )∈Si

w2

HAP[i ] =

a

( x , y )∈Si

2

(6)

垂直累加特征将滤波方向为 π/2 的响应图像沿竖直方

Fig.6

Stroke filter

向等分为 4 块,并累加各块内的响应值,Si 表示第 i 块;水平累

图6

笔画滤波器

加特征对滤波方向为 0 的响应图像沿水平方向等分为 8 块,
执行相似的操作.这样在两幅响应图像提取 12 维特征,结合

上面的 12 维特征 ,一共是 24 维特征向量 .接着我们利用 SVM 分类器验证候选文本的正确性 .这里我们采用

1 000 个文本区域和 1 500 个非文本区域训练 SVM 分类器,候选文本区域分辨率统一缩放到 24×12.

6

图书封面检索
由于图书封面中汉字存在不同的字体、尺寸和样式,所以直接通过 OCR 进行文字识别效果不佳.本文将文

本定位得到的汉字区域作为图书封面的显著区域,并对每个区域提取 Hu 不变矩特征,用于图像的匹配.具体对
于一幅待检索图像,首先对其做归一化操作,通过文本定位方法确定其文本区域,接着对每个区域提取 Hu 不变
矩特征,并对每个区域检索数据库中各个图像对应的文本区域,找出距离最近的 20 个文本区域对相应的数据库
图像进行投票 ,最终返回投票值最高的图像作为匹配结果 .特征间的距离度量采用 L1 距离 ,排名第一位的文本
区域对应数据库图像投票值为 1,后面的投票值依次递减 0.05.

7

实

验

为 了 验 证 算 法 的 有 效 性 , 我 们 通 过 互 联 网 搜 集 到 16 000 幅 中 文 图 书 封 面 图 像 , 图 书 分 辨 率 在

300×300~800×800 之间.实验中首先随机选择 200 幅图像用于文本检测,并和文献[6]采用的笔画滤波器算法作
对比 .在文本定位评价指标方面 ,我们采用使用频率较高的遗漏率和精度两个标准来评价算法性能 ,两者分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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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衡量算法的查全率和查准率,其定义如下:
遗漏率=未检测到的文本区域数/实际包含的文本区域数
精度=检测正确的文本区域数/算法检测到的文本区域数

.

表 1 给出了算法文本检测的结果.可以看出,虽然本文算法在遗漏率方面稍逊于文献[6],但检测精度明显高
于后者 .这是由于为了减少非文本区域被误检为文本区域的概率 ,我们对种子区域宽高比等过滤规则限定更为
严格所致.图 7 展示了两种算法部分图书封面的文本定位对比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存在部分误检的情况,但是本
文算法成功定位图书封面的众多关键文字区域.

Results of text location

Table 1
表1
Our method
Ref.[6]

(a)

文本定位结果

Contained text Undetected text Detected text Detected region
1 721
99
1 622
2 274
1 721
91
1 630
2 579

(b)

(c)

(d)

Fig.7

(e)

Omission rate (%)
5.8
5.3

(f)

Accuracy (%)
71.3
63.2

(g)

(h)

Results of text location

图7

文本定位结果

在图书检索方面 ,我们从数据库中选择 75 幅图书拍摄其封面 ,用于验证图书的匹配效果 .为了展示文本定
位提取显著区域对于图像检索的重要性,这里直接提取图像的 Hu 不变矩特征与本文算法做对比.实验规定结果
中对应于拍摄图像的数据库图像排名第一位时检索正确 .经实验验证 ,本文算法有 49 幅图像检索正确 ,而采用

Hu 不变矩成功检索出 32 幅图像.两种算法的对比如图 8 所示.
通过实验的相关验证,认为本文算法具有以下优点:

(1) 图书兴趣区域集中于文字区域
定位对图书封面提取兴趣区域 , 这样能够保证在检测到相
当数量文字区域的同时 , 去除一些较为复杂的纹理区域 , 而
这是其他基于局部特征的方法所不具备的.

(2) 文字检测受拍摄背景影响不大
文字一般不会位于图书封面边缘 , 所以采用阈值操作

Accuracy (100%)

相对于其他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方法 , 我们采用文本

可以容易的去除背景和图书边界区域 , 从而减少复杂背景

Our method

对图书检索带来的影响.

Hu moment

然而我们也认识到方法仍存在一些不足 . 首先本文通
过文本检测方法定位图书封面的兴趣区域 , 但也因此丢失
了图像中一些其他对检索有用的信息 , 有时仅仅采用文字

Fig.8

Comparsion of our method with others
图8

本文方法和其他方法对比

信息进行检索是不够的 , 例如图书名称存在重名的问题 ; 其
次,Hu 不变矩虽然具有平移、缩放、旋转不变的特点,但由于低阶几何矩只能描述图像的部分信息,对汉字这类
较复杂的纹理区域描述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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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文本定位的中文图书封面检索系统 , 通过对图书封面的文本定位 , 提取图像中显著的
文字区域,并通过 Hu 矩特征进行图像匹配,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由于本文的图书封面文本定位是针对文本行(列 )
对齐的情况,如何定位图像中的倾斜文本是下一步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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