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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子图像 VCH的文本检测与定位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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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子图像的变异灰度直方图(VCH)的检测与定位文本的方法 , 对子图像 VCH 的映射特

征及其与图像文本的对应关系作了分析 ,并给出文本检测与定位的有效算法。该算法通过对行分割子图像

VCH C中的凸台和列分割子图像 VCH R中的凹谷的识别与定位 , 实现在图像中快速检测与定位文本。文章给出

了计算试验的结果 ,并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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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图像中的文本能对视频中的故事提供简

明而直接的描述 ,数字新闻视频中叠加的字幕通

常提供有关人物的名字和新闻事件的概要 ,因此 ,

文本(text) 字幕(caption)(以下统称文本)的检测

与识别对视频内容的分析和理解很有帮助。作为

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何

从图像和视频信号中快速而准确地检测和识别文

本 ,早已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并提出多种文本区检

测(text area detection)方法
[ 1 ～ 7]

。归纳起来 ,现有

的方法可分为 3 类:①基于连接成分(connected

component-based)的方法
[ 3 , 7 〗

。该方法能快速定位

文本 ,但是当文本嵌入复杂背景或接触其他图形对

象时 ,会遇到困难。②基于纹理(texture-based)的方

法。这种方法效果不错 ,但它难以找到文本区的精

确边界 ,而且在“似文本”的背景纹理区往往出现错

误
[ 4 , 5]
。③基于边(edge-based)的方法

[ 6]
,这类方法

基于分析边亮度图 ,实现对文本区的分解 ,但难以

处理大尺寸文本。

在图像文本区检测与定位的研究中 ,笔者提

出了一种变异灰度直方图(variant color histogram ,

VCH)和基于VCH的字幕 文本检测与定位的快速

算法
[ 1 , 2]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该算法对那些相

对较简单的情况(如图像中文本亮度比较突出 ,所

有非文本区亮度变化不大等)是十分快速和有效

的 ,而那些比较复杂的图像(如文本区与其背景的

亮度差别不是很明显 ,非文本区各个部分的亮度

变化很大 ,文本区既非水平也非垂直等)则对算法

提出了挑战 。因此 ,将它称为基于 VCH的基本算

法。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努力 ,在 VCH 概念 、文

本检测算法 、概率模型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都有

了较大的进展 。

1　关于图像变异灰度直方图

传统的数字图像灰度直方图(color histogram ,

CH)是灰度级的函数 ,它反映出图像中对应于各

个不同灰度级的像素数 ,其中像素的统计在整幅

图像中进行。因此 ,它不具有描述图像局部特征

的能力 。VCH 与传统的 CH 有相似之处 ,但又有

显著的不同特点 ,其反映图像某些局部特征的能

力使得它很有实用价值 。而对于文献[ 1]给出的

VCH 函数定义 ,本文将它推广到子图像-图像中任

意的连续行(列)。

定义 1　给定一图像 f(x , y),对于其中由若

干连续的行或列(数量为 L)所构成的任意子图像 ,

可分别按行或按列生成其变异灰度直方图 VCH 。

该函数可用如下两种略有不同的公式定义:

CH1(k , λ)=(1 -Nr(k , λ) Tn)＊100%,

k =1 , … , L (1)

CH2(k , λ)=Nr(k , λ) Tn ＊100%,

k =1 , … , L (2)

其中 , k 为子图像的像素行(列)号;Tn是一行(列)

中的像素总数;λ是用于表示某一灰度级的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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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称为阈值;Nr(k , λ)是子图像第 k 行(列)中

灰度值大于 λ的像素数 。

对于图像中任意的局部像素块构成的子图

像 ,其 VCH 函数定义与定义 1类似 ,不再赘述。

由式(1)可以看出 ,参变量λ对 VCH 的形态

有着重要的影响 ,当它取图像最大灰度级(S max)

时 ,直方图函数 CH1的值全为 100;当它取图像最

小灰度级(Smin)时 ,该函数值全为 0;CH2与 CH1的

情况正好相反。适当选取阈值 ,可使 VCH 产生明

显的局部区域特征映射。

按行生成VCH 时一般用式(1),记为 VCH
R
,表

示子图像中各行中灰度值不大于λ的像素所占百分

比;按列生成VCH时一般可用式(2),记为VCH
C
,表

示各列中灰度值大于 λ的像素所占百分比。

从定义可见 ,与传统的灰度直方图相比 ,这种

新的灰度直方图具有两个特点:①按行(列)进行

像素统计而不是就整幅图像统计;②设置阈值 ,即

统计一行(或一列)中灰度在阈值 λ之上(或之

下)的像素数。这些特点使得 VCH 能反映图像局

部区域的特征。因为图像中背景的亮度变化比较

平缓 ,而某些局部区域 ,如字幕 、文本 、车牌等 ,其

亮度与其邻近的背景区域形成较大反差 ,因此 ,这

些局部区域将使 VCH 函数值突变 ,在直方图中生

成凹谷(或凸台)。利用这种映射效果 ,笔者设计

出基于图像VCH 的检测定位视频图像中的字幕 

文本的快速算法 ,取得了较好效果
[ 1]
。

2　子图像的 VCH与文本映射特征

一般来说 ,整幅图像的内容较多 ,变化较大 ,

情况复杂 ,在利用 VCH 进行文本检测时 ,无论是

特定目标映射特征的生成(阈值的确定)还是识

别 ,难度都较大。因此 ,算法比较复杂 ,适应性较

差。于是 ,很自然地想到图像的分割 ,就是将一幅

图像按某种方式分成多个子图像 ,再对每个子图

像进行检测
[ 8]
。但是 ,简单的图像分割很可能将

待识别目标也分割开 ,给目标的识别带来了麻烦。

能否找到一种分割图像的方法 ,它不影响待检测

目标的映射特征呢 ?根据这种思路 ,笔者从文本

固有特点出发 ,采取抽取连续行(或连续列)的方

法来构成单个子图像。这样抽取的子图像 ,对横

向分布的文本而言 ,无论是紧包含还是穿越文本

区(紧包含文本区是指子图像上下(或左右)边缘

刚刚超过文本区边缘 , 穿越文本区是指子图像的

上下(或左右)边缘均在文本区内),都能生成大体

一致的 VCH 特征 。这对于发现文本区的存在及

确定其位置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

下面给出VCH
C
中的凸台及其被分割特征和

描述参数的定义。

定义 2　在 VCH
C
中 ,如果存在一个具有一定

宽度的连续区域 ,其函数值明显高于相邻区域 ,且

边界比较陡峭 ,则称之为凸台(convex);如果在整

个凸台范围出现多个狭窄间隙(其函数值明显低于

凸台高度),将凸台分隔成一个个的单元 ,则称之为

凸台分割。对于这些特征可用如下参数来描述。

1)凸台位置 。凸台是由其两边具有 0函数值

的邻近区域界定的 ,这种邻近区域称为周边域。

从图 1可见 ,凸台与周边域的分界点 A 、B 即为凸

台位置。其中 , A(k 1 ,CH2(k1))为左边界 , B(k2 ,

CH2(k 2))为右边界 , k1 、k 2为边界点的像素列号。

2)凸台宽度 。凸台两边界点之间的列数为凸

台宽度 ,即 Wc = k2 – k 1 。

3)凸台高度 。凸台高度为 Wc范围内各函数

值的平均值 ,即 HC =∑
k
2

i=k
1

CH2(i) Wc 。

4)单元及其间距。狭窄间距将凸台分割成

一个个单元 ,这是由文本中字符及其间距映射而

成的 。单元宽度用 Wu表示。由于同一文本中的

文字和符号(包括标点和空格)一般都具有基本相

同的宽度 ,并且间距也基本相同 ,反映到直方图

中 ,多数单元的宽度基本相等 。不过 ,文本行可能

存在空格符 ,也有可能出现相邻字符横向笔画的

接触或交错 ,而且 ,子图像往往只涉及文本区整个

高度的一部分 ,故可能出现近似的二倍(或多倍)

宽度的单元或某些单元宽度偏大或偏小等情况。

因此 ,有必要定义单元的平均宽度Wu ,其值为大

致等宽的那些单元的宽度平均值。

图 1　VCHC 中的特征区域

Fig.1　Feature Regions in VCHC

　　5)单元数目 。Nu≈Wc∕Wu 。

与凸台特征参数的定义类似 ,可给出凹谷特

征参数的定义。由于这种定义与文献[ 1]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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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基本相同 ,这里不再赘述 。

为了清楚而准确地表达子图像 VCH 中的文

本映射特征的存在性 ,这里给出两个相关定理 。

定理 1　如果由若干连续行构成的子图像穿

越(或紧包含)某一横向文本区(假定字符亮度高

于背景),且式(2)中的λ值选取适当 ,则该子图像

的VCH
C
必有该文本区对应的凸台及其被分割的映

射特征 ,且凸台两边的邻近区域函数值一般为 0。

证明　横向文本区一般是由多个字符组成的

文本行 ,相邻两个字符之间有相对很小的间距。

在文本区及其周边区域 ,一般只有字符和背景两

个灰度级 ,两者有明显的亮度差。VCH 实质上是

一种像素分类器 , 它以 λ为界 , 将图像(或子图

像)每一列的像素按灰度级分为两类 。设字符的

亮度为 I1 ,其背景亮度为 I2 ,且 I2< I 1 ,则当 I2<

λ<I1时 ,按式(2)生成穿越文本区的子图像的

VCH
C
,其形状如图 1 所示。其中 ,对应于文本区

中字符的各列 , CH2函数值反映出字符笔画在这

些列中的像素所占百分比;对应于文本区两侧的

邻近区域的各列 ,一般情况下 ,所有像素的亮度都

低于字符笔画的亮度(除非在极少情况下背景包

含斑纹或白点 ,可能有少数像素亮度与字符接

近);对应于字符间隔的各列 ,除了可能存在少数

字符笔画延伸的影响之外 ,绝大多数像素为背景

灰度。因此 ,形成了凸台且被分割的特征和邻近

区域函数值为 0的情况。

证毕

定理 2　如果由若干连续列构成的子图像穿

越(或紧包含)某一横向文本区(假定字符亮度高

于背景),且式(1)中的 λ值选取适当 ,则该子图

像的VCH
R
必有该文本区对应的凹谷映射特征 。

证明　在文本区及其周边区域 ,一般只有字

符和背景两个灰度级 ,两者有明显的亮度差(字符

的亮度较高)。VCH 作为一种像素分类器 ,将图

像(或子图像)每一行的像素按灰度级分为高于 λ

和低于λ的两类。设字符的亮度为 I1 ,其背景亮

度为 I2 ,且 I2< I1 ,则当 I2 <λ<I1时 ,按式(1)

生成穿越文本区的子图像的 VCH
R
,其形状如图 2

所示 。图中 ,函数值大的区域表示亮度高于 λ的

像素少。例如 ,对应于文本区的各行 ,具有较高亮

度的字符像素所占比重大 ,函数值较小;而对应于

文本区上下邻近区域的各行 ,绝大多数像素的灰

度低于 λ,函数值很大 。这就形成了凹谷特征(如

A 、B 之间的部分)。

证毕

图 2　VCHR中的特征区域

Fig.2　Feature Regions in VCHR

3　基于子图像 VCH的文本区检测

定位算法

对于可靠检测和定位视频图像中的文本来

说 ,由于存在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故有较大的困

难。这些因素主要有:在不同文本之间 ,字符尺寸

宽幅变化 ,字体多种多样;同一文本的字符颜色可

能不同;在一个视频序列中文本可能静止不动 ,也

可能朝某个方向移动 ,也可能改变大小;文本可能

在很复杂的背景中出现等
[ 4]
。因此 ,文献[ 1] 提出

的利用图像 VCH 中文本映射特征进行文本检测

与定位的方法 ,其适应性不够好。

在分析了子图像 VCH 及其中的文本映射特

征之后 ,笔者提出了基于子图像VCH 的文本检测

与定位算法 ,取得了在图像中检测定位文本的很

好效果 。该算法的基本步骤如下(初始化时将

Text-Table置空)。

1)按某种模式和顺序在图像中抽取若干连续

像素行 ,构成水平子图像 。

2)对抽取的子图像生成VCH
C
,调用搜索凸台

程序 PDetec进行映射特征检测 ,当发现凸台及其

被分割的特征时 ,转到步骤 3);否则 ,若抽取子图

像操作已遍及整个图像 ,转到步骤 7);否则转到

步骤 1)。

3)计算凸台特征参数 ,判断特征的典型性 ,如

果特征明显 ,则初步认为该子图像中有文本区存

在 ,且适合的阈值λ也已求得 , 转到步骤 4);否

则 ,转到步骤 1)。

4)用步骤 2)、步骤3)中求得的λ和凸台所在

位置(起 、止列号),对由此确定若干列构成的子图

像按式(1)生成 VCH
R
,调用搜索凹谷程序 CDetec

进行映射特征检测 。如果发现显著的凹谷特征 ,

则转到步骤5);否则 ,转到步骤 1)。

5)对凹谷起 、止行之间的子图像重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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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H
C
,调用搜索凸台程序 PDetec进行映射特征检

测 ,若凸台及其被分割的特征显著 ,则确认文本区

存在 ,其位置由凹谷的起 、止行号和第二次生成的

凸台的起 、止列号确定。

6)对文本区编号 ,将编号及文本区的位置信息

保存于表 Text-Table 中(注意 ,若在步骤 2)中检测

出的凸台不止一个 ,则应转到步骤3)重复处理),然

后转1)以继续检测图像中还可能存在的文本区。

7)若Text-Table中非空 ,则根据其中保存的信

息对各个文本区画出边框线 ,作为标记 。

此算法的关键在于设计有效而快速的检测

VCH中文本映射特征(凸台或凹谷)的程序。这

里仅讨论搜索凸台程序 PDetec。由上面的分析可

知 ,VCH
C
中的凸台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①边界

陡峭 ,有较大的高度 ,两边有函数值很小(和等于

零)的周边域;②凸台被分割成多个单元 。根据这

些特点 ,笔者设计出如下 PDetec算法。

1)按经验模式计算出一个阈值λ,若它未超

过规定范围 ,则生成子图像的 VCH
C
, 转到步骤

2);否则 ,表明在当前子图像中未发现文本区 ,返

回。

2)统计VCH
C
中的低值函数点总数 Tz , 若 Tz

>Tz
0
(Tz

0
为阈值),转到步骤 3);否则 , 转到步骤

1)。

3)对各个低值函数区间 ,逐段累计出连续低

值点数目 SZ ,将 SZ值及相应区间的起始列号以

二元组形式存于数组MCL中。

4)若MCL中二元组数大于 1 ,则对其中的二元

组自左至右逐一进行如下操作:若某元组的低值

点数目大于 SZ
0
(阈值),则与其后的低值点数目大

于 SZ
0
的元组逐一配对检查 ,若两者之间距离足够

大 ,且具有分割特征。则作出凸台标记 ,返回。

关于搜索子图像凹谷的程序 CDetec 的设计

思想 ,文献[ 1] 中已有论述 ,虽然后来作了较大的

改进 ,但基本思路基本相同 ,故不在此赘述。

4　试验与结果分析

上述文本检测与定位算法已用 Java 语言编

程实现 。经过对大量图像的检测试验 ,得到很好

的试验结果 ,图 3给出其中的一例。

图3(a)为一数字图像;图 3(b)为对应图像中

两条白线(行号为 376 ～ 395)界定的子图像的

VCH
C
,文本“艾默生网络能源”的映射特征十分明

显 ,凸台左右边界为 85列和 450列 ,7个凸单元大

体等距排列;图 3(c)为对文本所在列范围(取略

大于凸台范围:81 ～ 460列)子图像生成的 VCH
R
,

其中用椭圆标注的凹谷(行号为 365 ～ 412 ,对应于

图3(a)的白线所示部位)为上述文本的映射。其

左右两边还有凹谷 ,但不在当前考察的范围 。

图 3　数字图像及其子图像 VCH

Fig 3　An Image and Its VCH of Sub-image

　　由此试验所得到的这两个直方图可清楚地看

出 ,上述算法能在图像中十分有效地检测出文本

区 ,并准确地确定其位置:行号为 365 ～ 412 ,列号

为85 ～ 450。由于被处理的都是些子图像 ,所用

的都是一些四则运算 ,因此速度较快。

经过分析与试验验证 ,本文算法比文献[ 1]的

算法在多个方面有了改进 ,具有如下的显著特点。

1)较好地解决了阈值的选取问题。根据经验模

式 ,在子图像中搜索几次即可得到适当的λ值;

2)几乎完全避开了非文本区的影响。图像中

除了在极少情况下出现的“似文本区”可能造成一

定程度干扰外 ,其他非文本区不可能同时在VCH
C

和VCH
R
中映射产生被分割的凸台与凹谷的明显

特征 。

3)强化局部性的作用 。算法以文本区的邻近

域和字符间隙的映射特征为主要识别对象 ,更加

突出了 VCH 具有的局部性 ,使文本检测的可靠性

大大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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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适应性增强 。对于文本区非完全水平(垂

直)排列的情况 ,只要倾斜角不太大 ,该算法也相

当有效。

5)检测速度快。算法仅对行(列)数很少的子

图像进行处理 ,计算量大大减少 ,故检测速度显著

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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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has been attracting wide attention to retrieval ,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of huge video

data.A number of content based methods for indexing and retrieving have been presented.Text detection

and extraction in video images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achieving image-content-based retrieval.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for detecting and locating text areas in images based on sub-image VCH.The

mapping features of sub-image VCH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exts and mapping features is analyzed.And

the algorithm for detecting and locating text areas in images is described.Some computing experiment

results are given and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re made for it in the end of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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