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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背景文件图像的字符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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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含有多种噪声的复杂背景笔迹图像的字符提取进行了研究。提取灰度共生矩阵的二次统计量惯性

矩特征来进行图像分割，采用 Ｈｏｕｇｈ变换方法来检测图像中的表格直线。笔迹图像字符提取步骤包括格线

检测、图像分割、区域生长恢复字符笔画、去格线和断笔修补。实验证明了该方法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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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件图像分析中，许多文件带有各种形式

的污染，或者文件本身带有各种噪声而难以处理。

文件图像的字符提取一般要去除文件纸张背景颜

色、格线、斑点噪声等信息，得到只含有字符笔画

和背景颜色的二值文件图像。对于彩色文件图

像，陈 又 新［１］利 用 彩 色 图 像 游 程 邻 接 算 法

（ＣＲＡＧ）分析图像中的彩色连通域，进行了复杂

彩色文本图像中字符的提取。对于纸张上有各种

格线的文件图像，一般用Ｈｏｕｇｈ算法或利用格线

与背景的颜色差异［２］检测出格线并去除，再对断

裂的笔画进行修补［３］。对带有噪声的模糊图像，

刘成林［４］、Ｆａｎ
［５］、Ｌｉｕ

［６］都进行了研究。但是实际

许多文件由于存储年代久远，或是文件为复印机

复印件，文件图像上会留下与文件字符颜色差别

不大的斑点噪声，这些斑点噪声在形态上也与字

符笔画中的点相似，用一般的方法难以去除。本

文利用惯性矩特征来度量斑点噪声区域和字符笔

画区域的形态差异，并进行文件图像分割。分割

后的文件图像通过区域生长恢复笔画、去除格线

等后期处理，就得到只含有字符笔画的二值图像。

１　基于惯性矩的图像分割

１．１　文件图像背景噪声区域和字符笔画区域的

形态差异

如图１（ａ）所示，文件与斑点噪声图像的形态

差异表现在以下几点：① 图像斑点噪声多为点

状，其边缘梯度方向在横向和纵向大体均匀；字符

笔画多为条形，其边缘梯度方向随笔画呈连续的

横向或纵向分布，这是由字符笔画具有明显的方

向性决定的。② 斑点噪声多在纸张空白处随机

散布，其密度在整个纸张的不同区域大致均匀；而

字符笔画在空间上的分布由汉字结构决定，是不

均匀的。③ 斑点噪声点一般比较模糊，边缘梯度

较小；而字符笔画与纸张的灰度对比较明显，边缘

梯度较大。

根据这些差异，文件图像中的斑点是噪声还

是字符笔画的一点，可以由该点所在区域内图像

的形态来判断。若斑点周围是模糊的、无明显梯

度方向的区域，则该点是斑点噪声；若斑点周围有

明显的纹理走向，则斑点周围是字符笔画，该斑点

更可能是字符上的一点。

１．２　基于惯性矩的图像分割

本文从图像的纹理特征出发来分析文件图像

形态与图像纹理惯性矩之间的对应关系。图像的

纹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图像中灰度和颜色的变

化反复出现的纹理基元和它的排列规则。图像的

纹理分析方法大致分为统计方法和结构方法。本

文用到的灰度共生矩阵分析方法［７］是统计方法的

一种，它适用于细而无规则的纹理分析。

灰度共生矩阵是描述在θ方向上、相隔犱像

元距离的一对像元，分别具有灰度值犻和犼的出

现概率，其元素可记为狆（犻，犼｜犱，θ），当θ和犱 选

定时，也可记为狆犻犼。用数学表示则为：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３月

狆（犻，犼狘犱，θ）＝ ｛狓，狔狘犳（狓，狔）＝

犻，犳（狓＋犇狓，狔＋犇狔）＝犼｝ （１）

式中，犳（狓，狔）表示图像在（狓，狔）处的灰度值；犇狓、

犇狔是水平和竖直方向的距离，其值与θ和犱 有

关。灰度共生矩阵将（狓，狔）的空间坐标转换为（犻，

犼）的灰度对的描述，反映了图像灰度关于方向、相

邻间隔、变化幅度等的综合信息，可以作为分析图

像基元和排列结构的信息。

惯性矩是灰度共生矩阵的二次统计量，其数

学定义为：

犐（犱，θ）＝∑
犻，犼

狆（犻，犼狘犱，θ）（犻－犼）
２ （２）

　　从式（２）可以发现，惯性矩不仅与像素的灰度

值有关，而且与像素的位置有关，位置取决于步长

犱和方向θ，步长与纹理粗细有关，方向与纹理走

向有关。惯性矩值越大，表明在θ方向上相距犱

个像元的像素对的灰度差越大，图像沟纹越明显，

图像也就越清晰；反之，惯性矩值越小，表明图像

纹理沟纹越弱，图像也就越模糊。因此，文件图像

与惯性矩有以下对应关系：① 字符图像的条状笔

画有明显的纹理走向，其惯性矩值较大；② 纸张

斑点图像较模糊，其纹理的方向不明显，惯性矩值

较小。利用这种差异，可以将文件图像的字符区

域和斑点区域分割开来。

２　复杂背景文件图像字符提取流程

本文处理的复杂背景笔迹图像主要带有格

线、背景颜色、斑点污染等噪声。由于在利用惯性

矩对图像进行分割时，部分格线信息会丢失，这会

对格线检测产生影响。在字符提取的后期处理

中，也需要用到格线的位置信息来对断裂的笔画

进行修复。因此，将格线检测作为笔迹图像字符

提取的第一步。本文中复杂背景笔迹图像的字符

提取步骤如下：利用Ｈｏｕｇｈ算法
［８］定位图像中的

格线；计算笔迹图像的惯性矩特征，按惯性矩特征

将笔迹图像的字符笔画区域和斑点噪声区域分割

开来；对去除了斑点噪声区域的笔迹图像进行二

值化；对二值笔迹图像进行区域生长，恢复字符笔

画，区域生长后，二值笔迹图像会带有格线和部分

噪点；最后进行去除格线和噪点等后期处理。

２．１　格线检测

对有格线的文件图像，利用Ｈｏｕｇｈ算法检测

图像中的格线。为了在较小的计算量下精确定位

图像中格线的位置，本文对二值化后的图像进行

二次迭代Ｈｏｕｇｈ变换。首先在０°～１８０°范围内，

以１°为步长检测图像中的格线，求出格线的大致

倾斜角度，精度为１°；第二次以前一次 Ｈｏｕｇｈ变

换检测出的格线倾斜角度的±０．５°为范围，以

０．０２°为步长再次进行 Ｈｏｕｇｈ变换，精确地求出

图像中格线的倾斜角度，精度为０．０２°。经过两

次Ｈｏｕｇｈ变换，能够准确地定位图像中的格线。

在实际图像处理中，由于大部分文件图像的倾斜

角度在－１５°～１５°之间，因此可以预设第一次

Ｈｏｕｇｈ变换的搜寻角度范围为－１５°～１５°，以减

少计算量。

２．２　图像分割

由于文件图像中字符笔画与噪点的形态差异

能够由其惯性矩特征表现出来，本文利用惯性矩

特征对文件图像进行分割。其中步长的设置会影

响分割效果，根据实验得到的最佳效果，本文使用

步长为８。由于字符笔画与斑点相比有明显的方

向性，因此，在字符笔画上的点计算出的惯性矩值

较大，而斑点噪声和纸张空白区域计算出的惯性

矩值较小。惯性矩对字符笔画的方向也非常敏

感，本文分横向（０°）、纵向（９０°）、左对角（４５°）和右

对角（１３５°）四个方向来计算图像的惯性矩。在计

算不同方向的惯性矩时，对应方向的笔画所在区

域计算出的惯性矩值会较其他方向笔画区域计算

出的更大。本文取平均加权来融合图像４个方向

计算出的惯性矩，对计算出的惯性矩图像进行

ＯＳＴＵ阈值分割，就可以将字符笔画区域与噪点

区域分割开来；然后对字符笔画区域进行阈值分

割，就可以得到去除斑点噪声区域的二值字符图

像。

２．３　区域生长

惯性矩分割后，部分字符笔画可能被错误地

去除，图像中字符笔画周围也可能带有部分噪点。

本文用形态学中的腐蚀算法去除字符笔画周围的

噪点，余下的点作为种子点进行区域生长，以提取

出图像中字符的完整笔画。部分与字符笔画相连

的格线也在区域生长过程中被恢复。

２．４　去格线

区域生长后的笔迹图像为只带有完整字符、

部分格线和噪点的二值图像。格线可以由第一步

检测出的格线位置去除，噪点由形态学模板去除。

去除格线时，部分与格线交叠的字符笔画出现断

裂，本文采用文献［９］中的形态学方法对断裂的笔

画进行修复。

３　实验结果

用本文方法对文件图像１（ａ）进行字符提取。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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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横向、纵向、左斜对角、右斜对角４个方向的

惯性矩图像如图１（ｃ）～图１（ｆ）所示。可以看出，

在字符笔画上的点计算出的惯性矩值较大，而斑

点和纸张空白处计算出的惯性矩值较小。由于惯

性矩对字符笔画方向也非常敏感，选择计算纵向

和横向惯性矩时，纵向和横向笔画区域的惯性矩

值会较其他方向笔画区域的更高，如图１（ｃ）、

１（ｄ）所示。图１（ｂ）为对４个方向的惯性矩平均

加权的图像。对图１（ｂ）进行ＯＳＴＵ分割，效果如

图１（ｇ）所示，字符笔画区域与噪点区域被分割开。

去除噪点区域后的文件图像效果如图１（ｈ）所示，

可以看出，大部分斑点噪声被去除，只有少量灰度

值较低、与字符笔画形态类似的斑点被保留。

图１　利用惯性矩进行文件图像分割

Ｆｉｇ．１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ＩｎｅｒｔｉａＦｅａｔｕｒｅ

图２分别为对原始笔迹图像（图２（ａ）、２（ｄ）、

２（ｇ））进行斑点噪声分割、二值化后用区域生长方

法恢复字符笔画（图２（ｂ）、２（ｅ）、２（ｈ））、去除格线

等去噪处理（图２（ｃ）、２（ｆ）、２（ｉ））的效果。用该方

法对１２张具有复杂斑点背景的笔迹图像进行测

试，总共从１８９８个字符中正确提取出１８３０个，

提取率达９６．４％。

本文方法与高斯低通滤波（图３（ａ））、阈值分

割（图３（ｂ））、中值滤波（图３（ｃ））处理原文件图像

的比较如图３所示。可以看出，对于与笔画颜色

相近且面积较大的斑点噪声，用一般的平滑方法

无法去除，而本文方法能较有效地分割字符笔画

区域与噪点区域。与本文方法相比，文献［４］的方

法可能将字符中的点状笔画当作斑点噪声被去

掉；文献［５］存在平滑滤波参数选择和平滑后的分

割阈值选择的问题，因此本文方法更加简便、实

用。

图２　文件图像分割和去除格线效果

Ｆｉｇ．２　Ｂｉｎ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ａｍｅＬｉｎ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３　文件图像去噪效果比较

Ｆｉｇ．３　Ｓｐｅｃｋｌ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分析重度污染文件图像中斑点与字

符笔画的形态差异，提取图像的惯性矩特征来对

复杂斑点文件图像进行分割，惯性矩值越大，表明

相邻像素对的灰度差越大，图像沟纹越明显，判断

此区域为字符区域；反之，惯性矩值越小，表明图

像纹理沟纹越弱，图像也就越模糊，则判断此区域

为噪声区域。对分割后的文件图像经过去格线和

去噪点处理，就能提取出清晰完整的书写字符。

文件字符提取只是文件分析／字符识别的第

一步，字符提取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后续字符分

割、特征提取的效果。在实际笔迹鉴别应用中，本

文方法可以从复杂背景的、斑点噪声较多的文件

图像中提取字符，也能够应用于其他领域的图像

分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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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邓伟，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模式识别、图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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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高光谱影像纹理特征编码分形特征研究 　　　　　　　　　　舒　宁，等

 产生最佳Ｔｕｎｅｄ模板的蜜蜂交配算法 郑肇葆

 基于数码相机莫尔效应的位移测量 易学锋 ，等

 利用 ＭＯＤＩＳ红外资料反演大气参数以及表层温度的研究 赵　强 ，等

 基于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获取森林地区ＤＴＭ的新方法 唐菲菲 ，等

 局部电离层异常对局域增强系统的影响及其监测方法 牛　飞，等

Ｓ形分布的数据拟合数学模型研究 毋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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