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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了相邻字符压域的高斯混合模型．用于区分字符与非字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从图
像中提取多语种文本的方法．首先对输入图像进行二值化，并执行形态学闲运算，使二值图像中每个字
符成为一十单独的连通成分．然后根据各连通成分重心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彤成连通成分之间的邻接关
系；最后在贝叶斯框架下，基于相邻字符区域的高斯混合模型计算相应的伪概率．以此曲判据将每个连
通成分标注为字符或非字符．利用所提出的文本提取方法，进行了复杂中英文文本的提取实验，获得大
于９７％的准确率和大于８０％的召回率，证实了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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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提取是文本图像分析与识别领域中的一个

免了经验性的邻域选择方法．具有更高的鲁棒性，

重要问题，在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自动视频记录、

为了测试本文所提出的文本提取方法，我们针对图

光学字符识别（ＯｃＲ）等许多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

像中的复杂中英文文本进行了提取实验，获得大于

用．由于图像中的文本区域存在很多变化，如方向不

９７％的准确率和大于８０％的召回率，表明本文所提

定、颜色不一致、排列不规则等等，因此实现文本自

出的方法是有救的．

动提取相当困难．

目前已有文本提取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基
于区域的方法和基于纹理的方法【ｌ。２ Ｊ．基于区域的

１用于区分字符与非字符的高斯混合建模
方法

方法利用文本区域与背景区域在颜色或灰度特性上
的不同来进行提取．通常采用自底向上的策略，即首

文本提取的关键在于如何区分字符区域与非字

先辨识子结构，然后通过子结构的合并来标记文本

符区域．以往工作多根据文本区域本身的特性来进

区域．根据所采用的子结构的不同，基于区域的方

行区分，本文则利用相邻字符区域之间的关系特征

法又可分为基于连通成分的方法和基于边缘的方

来解奂这一问题．

法．基于纹理的方法利用文本区域与背景区域在纹

经过形态学闭运算，可以使二值图像中的每个

理特性上的不同来进行提取，可以采用Ｇａｂ。ｒ变换、

字符对应一个单独的连通成分（有关计算方法请参

小波变换等方法实现．这些方法主要针对图像中的

见第２节），则图像中的连通成分或者对应于一个字

规则文本，如文本颜色一致ｂｊ、文本排列成直线－ｏ

符区域，或者对应于一个非字符区域．我们按如下

等等此外，目前还缺乏描述多语种文本对象的统

方式定义连通成分之问的相邻性：如果两个连通成

一模型，提取不同语种文本须采用各自不同的特征

分的覆盖范围是连通的．则它们是相邻的这里，连

和方法．最近，ｚｈａｎｇ和ｃｈａｎ一５１提出了字符串的马

通成分的覆盖范围是指由距离该莲通成分最近的所

尔可夫随机场（ＭＲＦ）模型，用于场景图像中颜色一

有像素点构成的子图像根据上述相邻连通成分的

致的英文文本提取，取得较好效果．

定义考察图像中的字符区域与非字符区域，发现相

ｚｈａ“ｇ和ｃｈａ“ｇ的工作表明，基于字符相互关
系模型的方法具有较好的推广性和较高的鲁棒性，

邻字符区域具有以下关系特征．
”ｚ，：字符重心间距的一致性

因此本文也利用字符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文

图像中的大多数文本串，无论是成直线排列还

本提取．所提出的文本提取方法可用于处理多语种

是成曲线排列，相邻字符之间的距离是近似相等的．

文本和复杂文本，如混色文本和成曲线排列的文本

设｛Ａ．Ｂ，ｃ｝表示３个相邻字符的重心，不失一般性，

等等．我们将３个相邻字符之间的关系特征建模为

我们假设｜｜Ａ一．８ ｌ≤＿｜Ａ—ｃ【｝，并且Ｉ Ｂ—ｃＩＩ≤

高斯混合模型（ＧＭＭ），并根据该模型区分字符与非

ｌＩ Ａ—ｃ｜｜。则３个相邻字符之间的间距一致性可

字符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下３步完成文本提取：１）

以度量为

对输人图像进行文本区域初始定位和二值化【引，然

…
¨７

后对每个候选文本块的二值图像做形态学ｆｌ了运算，

．一ｌＩ垒＝！【｜
叫一』且一Ｃ ＪＪ’

以使每个字符对应一个连通成分；２）检测二值图像

２）ｚ：：字符区域面积的一致性

中所有连通成分，按照每个连通成分重心的ｖｏｒｏｎｏ·

与相邻字符重心间距的一致性相似，相邻字符

区域建立连通成分之间的邻接关系；３）在贝叶斯框

区域的面积常常也是近似相等的．设Ａ加－，Ａｒ阳。

架下，根据所建立的相邻字符区域的高斯混合模型，

和Ａｒ船，分别表示３个相邻字符的区域面积，则３

计算相应伪概率，以此为判据将每个连通成分标注

个相邻字符之问的面积一致性可以度量为

为字符或非字符．与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ｅ方法＿４ Ｊ相比，本
文方法中所采用的ＧＭＭ模型与ＭＲＦ模型一样有

筹

Ａ—Ａ

坐瑚

＾一Ａ

Ａ—Ａ

翌舰

Ｂ—Ｂ

Ａ—Ａ

蕈｛舰 ＪＪ

（２）

效，但更简单，学习和提取效率更高．同时，本文利

３）ｚ３：区域密度

用ｖｏｒｏｎｏｉ分割确定图像区域之间的邻接关系，避

字符区域密度定义为区域内的前景像素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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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２

面积的比值．字符区域的密度与非字符区域的密度

ｚ）．我们将这样的函数值称为伪概率。并采用如下

之间存在差异．我们计算３个相邻字符的平均区域

的函数形式来计算伪概率：
Ｐ（声（，ｆ ｃ））＝ｉ—ｅｌｐ（一ａ户（，ｆ ｃ））．（８）

密度作为第３维特征：

。，：缝型坠±墅磐坚堡型盟．（３）

根据式（８），Ｐ（声（Ｊｌｃ））随着ｐ（ｚｌ ｃ）的增加而增
加，并且当ｐ（ｘｌ ｃ）＝０时，Ｐ（ｐ（，Ｉ ｃ））＝０；当

综合起来，采用，＝｝ｚ．，ｚ：，ｚ。Ｊ作为３个相邻

声（ｘ【Ｃ）＝十ｏ。时，Ｐ（户（ｊＩｃ））＝１．因此，Ｐ（户（引
ｃ））是以一（ｊ ｃ）为自变量，光滑、单调递增，且值域

区域对应的特征矢量．我们假设３个相邻字符区域
的￡服从高斯混合分布．高斯混合模型（Ｇａｕｓｓ；ａｎ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ｍ。ｄｅｌｓ）是一种半参数化的密度估计方法，

在［０，１］之问的函数，可以用来计算伪概率，作为对
Ｐ（ｃＩ ｆ）的近似．

它结合了参数化和非参数化方法的优点，能够逼近

综上所述，对于任意３个彼此相邻的区域，计算

具有有限间断点的任意连续密度【“，是模式识别领

其特征向量ｌ＝｛ｚｌ，ｚ２，ｚ３｝，然后用式（８）计算相

域中经常采用的统计模型之一，设ｃ表示３个字符

应伪概率，如果伪概率值大于０．５，则认为这３个相

相邻的情况．＾，最，奶分别表示第＾个高斯成分

邻区域均为字符区域，否则认为其中至少存在一个非

的均值向量、协方差矩阵和在高斯混合模型中的权

字符区域，并不再对其中某一区域的特性进行判断．
上述ＧＭＭ模型方法的局限在于需用于由３千

值，则有

及３个以上字符所组成的文本．由于图像中的大多
ｐ（ｚ

ｃ）＝∑ｑ～（Ｊ

ｆ ｍ，置），

（４）

往往大于３，因此这种局限并不会明显影响本文方

其中

法的可用性．

Ⅳ（ｘ Ｉ№，噩）＝

（２。）＋ｇ

数文本均表示有意义的语句，其中包含的字符个数

Ｉ最【｛ｅｘｐｆ－寻（Ｊ一肌）７蜀１（＃№）１．
（５）

我们将３十彼此相邻的区域分为两种情况，或者它
们都是字符，或者其中至少一个不是字符．设Ｐ（ｃ）
表示３个彼此相邻的区域都是字符的概率，由（ｘ）表
示ｒ的分布，则根据贝叶斯公式，我们得到

Ｐ（ｃ㈨＝坐ｊ裂塑．

２文本提取方法
为了将第１节中所述相邻字符区域的ＧＭＭ模
型用于文本提取，需要获得图像中每个字符对应的
区域．因此，首先对输入图像进行文本初始定位和
二值化这里采用了基于边缘像素聚类的文本区域
初始定位和二值化方法＿６］，可以保证二值图像中文

（６）

本的完整性，但其中也存在许多非文本区域，即方法
准确性较低．然后，对所获得的二值图像做形态学

显然，用概率Ｐ（ｃ Ｃ，）来判别ｒ是否属于３个字符
相邻的情况是台理的．在式（６）中，声（ｘ Ｊ ｃ）可以从

闭运算，以使得二值图像中的每个字符对应一个单
独的连通成分．考虑到字符在图像中可能出现的多

３个相邻字符的样本中估计出来，但是由于反例（非

种形态，我们采用了具有不同大小和方向的结构元

文本）情况太复杂，以致无法得到代表所有反例的典

素执行闭运算，从而获得多个新二值图像．图ｌ显

型样本，因此学习Ｐ（ｃ）和声（ｒ）很困难．Ｊ表示根

示了在不同尺度下进行形态学变换的相应结果．

据任意３个彼此相郐的区域所获得的特征向量，既

在这些新二值图像和原始二值图像中，基于第

包括３个区域都是字符的情况，也包括至少一个区

１节所述的相邻字符区域的ＧＭＭ模型将连通成分

域不是字符的情况．而非字符区域中的内容可以是

标注为字符或非字符，从而完成文本提取．如果新

除字符以外的其他任何图像．因此，ｒ的取值范围

二值图像中的连通成分被标注为字符，那么在原始

很广，其观测值可能等概率地出现于特征空间的任

二值图像中确定该连通成分对应的区域，并将原始

意一个点上．这说明可以假设ｚ的分布是均匀的．

二值图像中这一区域内的所有连通成分都标注为字

于是，Ｐ（Ｃ）和声（ｘ）对于所有的ｘ来说为恒定值，

符．如图２所示，图２（ａ）是原始二值图，图２（ｂ）是根

因此

据图２（ａ）得到的一幅新二值图．图２（ｂ）中的方框表
Ｐ（ｃ

ｒ）。：声（Ｊ

ｃ）．

（７）

示在该二值图像中所标定的一个文本区域．图２（ａ）

式（７）说明，可以用一个以户（？｝ｃ）为自变量，光滑、

中的灰色像素表示这一文本区域在原始二值图中所

单调递增，且值域在［ｏ，１］之间的函数来估计Ｐ（ｃＩ

对应的连通成分，这些连通成分都被标注为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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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不同尺度的形态学闭运算结果．（ａ）骧始图像；（ｂ）对应于尺度１的形志学闭运算结果；（ｃ）对应于尺
度２的形态学闭运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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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原二值围和新二值图连通成分标注对应关系（ａ）原二值图．其中“扛”用灰色像素显示，表示这些连通成分位于图２
（ｂ）中的方框所对应的区域，都破标洼为字符区域；（ｂ）新二值图．其中方框表示一个被标洼为文本的连通成分

对于每个二值图像，连通成分的标注包括两步：

然而，ｎｌ叫ｒｍｙ三角剖分不能完全反映字符之间的邻

１）计算连通成分之间的邻接关系；２）基于相邻字

接关系，存在两种特殊情况，我们分别在图３（ｃ）和图

符区域的ＧＭＭ模型标注每个连通成分．下面分别

４（ｃ）中显示这两种情况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

进行详细的阐述．
２．１计算连通成分之间的邻接关系

根据图３（ｂ）中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结果．可以
得到３个邻域集，其中没有反映出文本串中间３个

连通成分之间的邻接关系根据连通成分重心的

相邻字符的情况，即缺失△Ｂ∞．为了解决这类问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来确定．实际上，我们计算Ｖｂｒｏｎ ０１分

题，我们将重心点集对应凸壳上所有相邻３个点均

割的对偶问题，即重心集合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剐分来

作为郐域集，如图３（ｃ）中的点线所示．

建立邻接关系ｖ８』，以更为直观地反映连通成分之间

在图４所示例子中，由于图４（ａ）中上下两条曲

的邻接关系．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中，对应～个三

线的干扰，该图中所有字符邻接关系都没有反映在

角形的３个连通成分构成一个邻域集图３和图４

图４（ｂ）中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结果中我们通过定

给出两个计算邻接关系的例子在两个图中。图３（ａ）

义二阶邻接关系来处理这种情况．首先将上述处理

与图４（ａ）是完成闭运算后的文本图像，其中粗黑点表

后得到的所有邻域集统称为一阶邻接关系，则二阶

示连通成分的重心；图３（ｂ）与图４（ｂ）显示了重心的

邻接关系定义如下：以图４（ｂ）中的点Ａ为例。它的

Ｄｄａｕｒ也ｙ三角剖分，其中每个三角形对应一个邻域集．

一阶邻域集是｛Ａ，Ｄ，Ｅ｝．我们将Ａ的邻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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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扩展到点Ｄ和Ｅ的一阶郐接关系，从而得到点

成分的二阶邻域集采用同样方法计算．图４（ｃ）用点

Ａ的二阶邻域集｛Ａ，Ｂ，ｃ｝和｛Ａ，ｃ。Ｆｊ．其他连通

线表示了在图４（ｂ）基础上扩展的所有二阶邻域集．

么ｇ。。逸

Ｆｌ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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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一阶邻接关系计算示意图．（ａ）执行闭运算后的文本图像；（ｂ）重心的Ｄｄ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ｃ）通过将重心点集对应
凸壳上所有相邻３个点均作为郐域所获得的扩展郜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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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二阶邻接关系计算示意图（ａ）执行闭运算后的文本图像；（ｂ）重心的Ｄｅｌ…ｙ三角剖分；（ｃ）计算二阶邻域后所获
得的扩展邻域集

２．２连通成分标注
获得二值图像中所有连通成分对应的一阶和二
阶邻域集之后，根据第１节介绍的高斯混合模型方

到，其中高斯成分个数Ｋ通过实验方式确定为３．
在提取实验中，我们采用了两个方向（垂直和水平）和
５种尺寸的结构元素执行二值图像形态学闭运算．

法判断每个邻域集是否对应予３个字符相邻的情

利用ＥＭ算法学习结果，我们分别进行了中英

况．如果一个连通成分至少属于一个对应于３个相

文文本提取的开放测试和封闭测试，总体实验结果

邻字符的邻域集中，则标注该连通成分为字符，否则

见表１．表中采用召回率Ｒ和准确率Ｐ评估算法性

标注它为非字符．

能．设Ｌ表示图像中真实字符对应的连通成分集
合，Ｊ表示提取方法所确定的对应于字符的连通成

为了测试本文所提出的文本提取方法，我们应

ｐ：样．Ｒ：．科，（９）

用它提取图像中的中英文文本．实验中，采用５０幅

此外，表１中～Ｔ表示图像中真实非文本连通成分

英文文本图像和４０幅中文文本图像作为训练集，另

的集台．

３实验结果与分析

外２０幅图像作为测试集．以上图像中，１０幅测试图

分集合，则召回率和准确率计算公式如下““：

．

Ｚｈａｎｇ和ｃｈｎｇ针对英文文本对他们所提出的

像来自ＩｃＤＡＲ ２００３测试集＿９ Ｊ，其余的训练和测试

基于马尔可夫随机场字符串模型的文本提取方法进

图像均来自自己建立的数据库．

行了实验，所报告的最佳结果约为准确率９０％，召

对于每幅训练图像，手工确定其中所有３个字

回率８５％＿４ Ｊ．如表１所示，我们在测试数据上得到

符相邻的情况，总共得到３４３个英文训练样本和

了９７．１６％的准确率和８０．５４％的召回率．从准确

１６７个中文训练样本．相邻字符区域的ＧＭＭ模型

率和召回率上看，本文所提出的文本提取方法与

通过期望最大化（ＥＭ）算法【”］从这些样本中学习得

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方法性能基本相当，但ｚｈａＴｌｇ和ｃ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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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测试了颜色一致的英文文本的提取，而我们的实

色文本、成曲线排列的文本、嵌入在图形中的文本等

验结果是针对中英文两种文本的，并且其中包括混

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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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实验结果

图５显示了部分测试图像及其提取结果，其中

处理相邻字符区域之间面积差异显著的情况，这是

矩形框包含部分为提取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本

本文方法召回率不够理想的主要原因，也是下一步

文所提出的方法具有处理多语种文本和复杂文本的

将要努力的方向．

能力．但是，实验结果也反映出本文方法不能有效

Ｆ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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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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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部分测试图像及其文本提取结果

文本的提取对本文方法进行了测试，实验结果显示
４结

论

本文方法是有效的．在后续工作中，我们将研究更
为稳定的关系特征，以增强方法的适应性．同时，准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相邻字符区域高斯混合模
型的图像中文本提取方法，可用于处理多语种文本

备收集更多训练样本和采用判决学习方法【１“，以进
一步提高准确率和召回率，特别是召回率．

和复杂文本．我们用高斯混合模型表示相邻字符区
域之间关系特征的统计规律，并通过ＥＭ算法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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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条)
1.学位论文 桑伯男 中文科技文档中数学公式的抽取 2007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料被以文档图像的形式存储到计算机上。通过网络进行信息的存储、查找和传播也越来越成为当前信息
流通的主要渠道。如何快速、高效地将这些文档图像转化为可编辑的格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文档图像分析技术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应运而生。
光学字符识别(OCR)是文档图像分析的核心技术。现有的OCR系统对打印字符已经能做到很高的识别率。而数学公式由于其存在二维结构，单纯通过
扩充识别系统字库无法完全记录公式图像所含全部信息。如何将打印科技文档中的公式进行定位、识别和重组，依然是一个正在研究中的课题。虽然已
经提出了多种算法，但这些算法大部分是针对英文环境下的文档。由于中英文在字库技术，字符连通体构成上的诸多不同，简单地将英文环境下算法移
植到中文环境下会产生大量错误，且没有利用中文文档的特点，是不可取的。
本文首先在绪论中介绍了文档图像分析技术，以及模式识别和神经网络等相关领域的背景知识。在定位数学公式的时候，本文给出的新算法需要对
数学符号进行识别。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利用Zemike距提取字符的特征，由自组织特征映射(SOFM)神经网络和BP神经网络组成多分类器进行符号识别的技
术。
第三章首先回顾了当前一些应用于英文环境中的公式定位算法，提出了这些算法在应用于中文科技文当时会出现的问题，讨论了标记连通体这一当
前文档分析技术中非常依赖的技术。并对中文字符的特点，中文文档排版的特点，人类阅读方式，及科技文档中普遍存在的公式分布局部性进行了讨论
。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算法，该算法采用输入框组并行的读入目标，并判定其是否是规则汉字，从而规避了标记连通体步骤。并且利用
了公式分布的局部性，对不同密度采用速度不同的算法，从而提高了整体公式定位速度。对于算法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输入框标准的确定，汉
字的确认，排版微调造成的所占空间的小差异等等，都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

在本文的最后部分，分析了系统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并讨论了新系统未来的扩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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