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284102.X

(22)申请日 2016.05.0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91309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8.31

(73)专利权人 电子科技大学

地址 611731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

西源大道2006号

(72)发明人 梅亚敏　于鸿洋　张平　曾创　

(74)专利代理机构 电子科技大学专利中心 

51203

代理人 周刘英

(51)Int.Cl.

G06K 9/62(2006.01)

G06K 9/32(2006.01)

G06K 9/36(2006.01)

G06K 9/40(2006.01)

G06K 9/2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663377 A,2012.09.12,

CN 104182750 A,2014.12.03,

CN 105373794 A,2016.03.02,

李蕊.中文印刷体文档数学公式识别系统.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信息科技

辑》.2007,16-65.

王慧.基于模板匹配的手写体字符识别算法

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信

息科技辑》.2012,第9-35页.

尹芳.场景文本识别关键技术研究.《中国博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信息科技辑》.2014,第

23-89页.

审查员 丁蓬莉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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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文字识别处理的模

板匹配方法，属于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技术领

域。本发明对输入的模板和待识别图像进行预处

理后进行特征提取：对图像文字区域以相邻的连

通域为单位，进行矩形框的标定，得到多个特征

矩形；再对当前模板图像和待识别图像进行多次

坐标原点归一化处理、尺度归一化处理并分别计

算每次归一化处理的特征集合相似度，取所有特

征集合相似度中的最大者作为当前模板图像的

匹配相似度，最后取所有模板图像中的最大匹配

相似度作为当前待识别图像的最优匹配模板。本

发明用于文字识别处理，尤其是医学化验单识别

系统的字符识别模块，解决了场景图像褶皱、尺

度多变以及光照多变等因素对文字识别造成的

影响，提高字符识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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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文字识别处理的模板匹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列步骤：

对待识别图像和多幅模板图像进行图像预处理，所述图像预处理包括图像倾斜校正、

图像去噪、图像灰度化、图像二值化；

对待识别图像和各模板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得到对应的特征集合：

对各模板图像的文字区域以相邻的连通域为单位，进行矩形框的标定，得到模板图像

的特征集合 其

中 表示当前模板图像T中第j个特征矩的横向坐标、纵向坐标、横向像素

长度、纵向像素长度，j＝{1,2,3,…,n}，n表示模板图像T中特征矩形的个数；

对待识别图像的文字区域以相邻的连通域为单位，进行矩形框的标定，得到待识别图

像的特征集合

其中 表示当前待识别图像S中第i个特征矩形的横向坐标、纵向坐标、横

向像素长度、纵向像素长度，i＝{1,2,3,…,m}，m表示待识别图像S中特征矩形的个数；

对模板图像和待识别图像进行坐标原点归一化处理、尺度归一化处理，每进行一次归

一化处理，则计算一次特征集合相似度，取最大特征集合相似度作为当前模板图像的匹配

相似度；取最大匹配相似度所对应的模板图像作为当前待识别图像的最优匹配模板；

其中，特征集合相似度sim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αi∩βj表示当前待

识别图像的第i个特征矩形和当前模板图像的第j个特征矩形的矩形区域重叠面积大小，αi

∪βi表示前待识别图像的第i个特征矩形和当前模板图像的第j个特征矩形的矩形区域并

集面积大小。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尺度归一化处理时，先将缩放比例设置为R

并进行一次尺度归一化处理，再基于爬坡算法筛选得到最佳缩放比例并进行对应的尺度归

一化处理，其中R＝ws/wT，参数ws为当前待识别图像的图像宽度，wT为当前模板图像的横图

像宽度；或者R＝hs/hT，参数hs为当前待识别图像的图像高度，hT为当前模板图像的横图像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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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文字识别处理的模板匹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文字识别技术中的模板匹配

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OCR(光学字符识别)技术

在信息识别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同时也步入社会化的实用阶段，OCR技术成功应用于

社会各行各业中，在医疗行业也有着普遍的应用。

[0003] 从统计模式识别的观点来看，字符的识别实际上是一个模式分类的问题。国内外

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识别方案，大致可分为基于分类器的识别方法和基于模板匹配的方

法。

[0004] 利用分类器进行识别的方法可以获得较好的识别结果，但是分类器的方法需要大

量的学习样本进行训练。模板匹配算法通常是对二值图像进行匹配，是实现离散输入模式

分类的有效途径之一，实质是度量输入模式与样本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取相似性最大者为

输入模式所属类别。它根据字符的直观形象抽取特征，用相关匹配原理进行识别。

[0005] 从实时性、算法复杂性等角度考虑，模板匹配算法能够满足字符识别的任务。但是

模板匹配也有其缺陷，即对同一类字符在不同场景图像的尺度多变性以及光照多变性敏

感，容易产生匹配偏差。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文字识别处理的模板匹配方法，该方

法在模板集合中进行匹配寻优，以确定待识别图像(测试样本)的最优匹配模板。

[0007] 本发明的用于文字识别处理的模板匹配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0008] 对待识别图像和多幅模板图像(模板图像的数量基于实际应用需求进行设置)进

行图像预处理，所述图像预处理包括图像倾斜校正、图像去噪、图像灰度化、图像二值化；

[0009] 对待识别图像和各模板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得到对应的特征集合：

[0010] 对各模板图像的文字区域以相邻的连通域为单位，进行矩形框的标定，得到模板

图像的特征集合

其中 表示当前模板图像T中第j个特征矩的横向坐标、纵向坐标、横向像

素长度、纵向像素长度，j＝{1,2,3,…,n}，n表示模板图像T中特征矩形的个数；

[0011] 对待识别图像的文字区域以相邻的连通域为单位，进行矩形框的标定，得到待识

别图像的特征集合

其中 表示当前待识别图像S中第i个特征矩形的横向坐标、纵向坐标、横

向像素长度、纵向像素长度，i＝{1,2,3,…,m}，m表示待识别图像S中特征矩形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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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对模板图像和待识别图像进行多次坐标原点归一化处理、尺度归一化处理，每进

行一次归一化处理，则计算一次特征集合相似度，取最大特征集合相似度作为当前模板图

像的匹配相似度；取最大匹配相似度所对应的模板图像作为当前待识别图像的正确匹配模

板；其中，特征集合相似度sim的计算公式为： αi∩βj表示当前待识别图

像的第i个特征矩形和当前模板图像的第j个特征矩形的矩形区域重叠面积大小，αi∪βi表

示前待识别图像的第i个特征矩形和当前模板图像的第j个特征矩形的矩形区域并集面积

大小。

[0013] 进一步的，为了降低计算复杂度，在尺度归一化处理时，先将缩放比例设置为R并

进行一次尺度归一化处理，再基于爬坡算法筛选得到最佳缩放比例并进行对应的尺度归一

化处理，其中R＝ws/wT，参数ws为当前待识别图像的图像宽度，wT为当前模板图像的横图像

宽度；或者R＝hs/hT，参数hs为当前待识别图像的图像高度，hT为当前模板图像的横图像高

度。

[0014]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解决了场景图像的褶

皱、尺度多变以及光照多变等因素对文字识别造成的影响，有效提高字符识别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实现框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一种归一化锚点和归一化尺度的选取坐标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实施方式和附图，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0018] 将本发明的模板匹配方法用于文字识别处理，其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0019] S1：图像预处理过程：

[0020] S1-1：输入待识别图像。其中待识别图像可以通过联机的摄像设备采集，也可以是

已保存的场景图像。本实施方式中，采集的图像样本是利用相机拍摄的，图像样本来自13种

不同种类的纸质医学化验单。对于同一类别的同一张化验单，拍照时将选取不同的角度、距

离和光照，以丰富待识别图像的测试样本库。

[0021] S1-2：图像倾斜校正：首先检测图像的倾斜角度，然后根据检测到的倾斜角度采用

放射变换对图像进行旋转校正，即可得到符合要求的图像。

[0022] S1-3：图像去噪：本具体实施方式中，采用bilateral  Filter双边滤波对图像进行

去噪，结合图像的像素值相似度和空间邻近度的一种折衷处理，同时考虑灰度相似性，可以

很好地保留边缘。

[0023] S1-4：图像灰度化：相机采集的图片为24位真彩图，需要转化为灰度图。用g表示灰

度化后的灰度值，R、G、B分别表示真彩图中的红、绿、蓝分量，g＝0.299R+0.587G+0.114B。

[0024] S1-5：图像二值化：字符图像二值化一般是将256色的灰度图转化为只有黑白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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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值图。通过选择一个合适的阈值T，然后逐个扫描图像中的各个像素点和阈值T进行比

较，即 其中f(x,y)表示经灰度处理过后的灰度值，f′(x,y)表示

经过二值化后图像的像素值，thr为阈值。本具体实施方式中，通过局部阈值来选取阈值。

[0025] S2：模板匹配过程：

[0026] S2-1：模板图像(以下简称模板)和待识别图像(测试样本)的特征提取：选取其中

一张模板，将模板的文字区域以相邻的连通域为单位，进行矩形框的标定，得到模板的特征

集合：

[0027]

[0028] 其中， 表示模板T中第j个特征矩的横向坐标、纵向坐标、横向像

素长度、纵向像素长度，j＝{1,2,3,…,n}；n表示此模板T中特征矩形的个数。

[0029] 同理，将预处理之后的待测试样本进行特征提取，得到测试样本的特征集合：

[0030]

[0031] 其中， 表示测试样本S中第i个特征矩形的横向坐标、纵向坐标、

横向像素长度、纵向像素长度，i＝{1,2,3,…,m}；m表示当前测试样本S中特征矩形的个数。

[0032] 得到模板T和样本S的集合特征后，将二者进行坐标原点归一化和尺度归一化。归

一化之后的模板T′的特征集合分别为：

[0033]

[0034] 其中， 表示归一化后的模板T′中第i个特征矩形的横向坐标、

纵向坐标、横向像素长度、纵向像素长度，n表示此模板T′中特征矩形的个数。同时得到归一

化后的样本S′的特征集合为：

[0035]

[0036] 其中， 表示归一化后的样本S′中第i个特征矩形的横向坐标、

纵向坐标、横向像素长度、纵向像素长度，m表示当前测试样本S′中特征矩形的个数。

[0037] 得到模板T′和样本S′的集合特征后，通过求T′与S′之间的特征集合相似度sim来

判断样本与模板是否匹配。理论上，如果sim的值为1，则表示样本与模板之间完全匹配。求

特征集合相似度的公式为： 其中，αi∩βj表示当前待识别图像的第i个特

征矩形和当前模板图像的第j个特征矩形的矩形区域重叠面积大小，αi∪βi表示当前待识别

图像的第i个特征矩形和当前模板图像的第j个特征矩形的矩形区域并集面积大小。

[0038] 当第i个特征矩形和第j个特征矩形的矩形区域有重叠时，αi∩βj和αi∪βi的计算

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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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0041] 当第i个特征矩形和第j个特征矩形的矩形区域没有重叠时，αi∩βj和αi∪βi的计

算方法如下：

[0042] αi∩βj＝0

[0043]

[0044] S2-2：锚点和尺寸的遍历归一化：为了将测试样本归一化到当前正在比对的模板，

则必须获取准确的锚点和最佳尺度归一化比例。锚点即需要归一化的坐标原点的参考点，

模板和测试样本需选取相同的矩形特征作为锚点，才能进行正确的坐标原点归一化。

[0045] 根据先验知识，化验单模板的每一个矩形特征都是已知的，这里选取当前模板的

其中一个指定的特征作为锚点，然后在测试样本中搜索对应的锚点。

[0046] 参见图2，不同的锚点和不同的缩放比例构成一个坐标系。在坐标系中，将不同的

锚点和不同的缩放比例进行遍历。在选取不同的锚点和缩放比例时，分别根据sim的计算公

式进行对应的特征集合相似度计算，得到所有遍历后的特征集合相似度集合，并从中选取

最大者作为当前模板的匹配相似度，记为SIM。

[0047] 在遍历锚点之前，可以先进行初步筛选，缩小遍历范围。已知R为最佳缩放比例值

的大概值，在遍历缩放比例之前，先将缩放比例暂定为R，然后利用爬坡算法进行筛选得到

最佳缩放比例(图2所示的最佳值)。其中R＝ws/wT或R＝hs/hT，参数ws为当前测试样本的图像

宽度，wT为当前模板的横图像宽度；参数hs为当前测试样本的图像高度，hT为当前模板的横

图像高度。

[0048] S2-3模板集合遍历：将当前测试样本与13个模板依次进行比对。在比对时，根据

S2-2中的步骤将测试样本的锚点和尺度归一化到模板的锚点和尺度，最终得到13个匹配相

似度的集合：{SIM1,SIM2,...,SIM13}，取13个匹配相似度中的最大值所对应的模板作为当

前测试样本的最优匹配模板。

[0049] S3：文字识别输出：

[0050] S3-1图像文本定位：将13个化验单模板的版面特征进行录入，对化验单模板里的

每一个项目进行文本定位，定位时对每一个项目和待识别的文字区域采用画矩形框的方法

进行标定，同时对每一个项目进行编号。根据S2中的步骤，在确定测试样本的对应的最优模

板后，即可得到测试样本的版面特征。此时，将模板中的矩形框定位信息应用到测试样本

中，矩形框的锁定采用自适应搜索方法进行精确定位。

[0051] S3-2字符分类识别：图像文本定位成功后，将按照模板中不同的项目进行分类识

别。识别的结果通过计算机显示器显示出来或通过打印机输出结果或根据系统应用的领域

将该领域数据融入系统中，得到该字符的全部相关信息。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5913093 B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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