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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中文書法經過了長久歷史的演變，已不單用來記錄事物，而轉化成
為一種藝術的表現形式。從古至今，有眾多書法大家和美學家撰寫
書法專書，然而中文書法理論大多講述較抽象的技法，且在相關文
獻鮮少之情況下難以具體將美感量化。本研究的目的為以電腦視覺
角度解析中文書法筆畫與結構，找出影響書法美觀程度的視覺元素
，並加以量化分析，透過機器學習機制，使電腦具有基本的書法鑑
賞能力。有別於過去研究，我們提出6種描述整體楷書書法作品美感
的特徵，包含排版工整度、字距掌握度、文字偏移程度、文字書寫
大小穩定度、筆畫風格一致程度以及筆畫平滑程度。本研究蒐集書
法比賽和素人作品共100張，每張皆經由一般母語為中文之受測者的
評估，並且將得到的評分作為樣本的標籤，透過SVM辨識3個級別和
5個級別的樣本，兩者皆有好的辨識效果。再者，我們將辨識結果轉
換成美感分數，亦能真實呼應人工評分。透過我們的研究成果，期
望能提供書法初學者在書法創作上的基礎參考標準。

中文關鍵詞： 美感評估、書法、楷書、筆畫分析、結構分析、機器學習

英 文 摘 要 ： After a long history of evolution, Chinese calligraphy has
transformed from a tool for writing to a unique form of
art. Many publications regarding calligraphy writing
techniques and appreciation have emerged along the way.
Although the the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esthetics is
profound, it is difficult to define measures to quantify
”beauty” or ”taste” of calligraphic work. The objective
of this work is to explore and extract relevant visual
features for aesthetic evalu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using computer vis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Specifically, six global visual featur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describe the quality of calligraphy written in regular
script, including layout, text spacing, text orientation,
size stability, style uniformity and stroke smoothness.
Together with local statistics obtained from each
individual character, we employ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to categorize the works into three or five levels of
expertise. In both cases, good recognition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Furthermore, an aesthetic score
can be obtained by converting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
with weighting factors. We hope that the evaluation results
can assist beginners in identifying flaws in their writings
and provid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ir
skills in Chinese calligraphy.

英文關鍵詞： Aesthetic evaluation; Chinese calligraphy; Regular script;
Stroke analysis; Structural
analysis;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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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電腦視覺技術的書法美學評估機制 

一、 前言與研究目的 

中文書法所使用的文字，是世界四大文字體系中歷史最悠久的，也是現今使用人數最多的主要

文字。自古以來，書寫中文字就要求勻稱美觀，因此它已不單是用來記錄事物，而成為一種藝術。 

本研究的目的為找出影響整體書法作品美觀程度的視覺元素，並加以量化分析，透過機器學習

機制，使電腦具有基本的書法鑑賞能力。有鑑於書法初學者大多以楷書入門，且一般大眾較有欣賞楷

書的素養，因此本研究基於楷書的審美標準，提出 6 種描述整體書法作品美感的特徵，包含排版工整

度、字距掌握度、文字偏移程度、文字書寫大小穩定度、筆畫風格一致程度以及筆畫平滑程度，以及

一種個別字的平衡度特徵。所延伸探討的議題則如下所述： 

1. 現有研究僅限於分析或評估單一文字，誠然，要成就一份高品質的書法作品，必須具備美觀的組

成文字，但反之並不一定成立，如果這些組成文字的風格迥異、或是大小不一、排列不整齊，即

使個別文字符合美觀的要件，組合起來的效果不見得最佳(如圖一)。也就是說，想要準確評估一

篇書法的美觀與否，除了個別文字的分析外，本研究較著重於探索書法整體性的視覺特徵。 

此外，根據單一文字所定義的評估規則，通常在比較相同文字內容時的效果較佳(如圖二)，但是

若出現的字不同，或是有幾個字同時出現，評分的效果如何受到影響，也是尚未解決的問題，本

研究將嘗試整合全域和區域式的判斷方式，使得美感評估的機制能適用於不同的輸入狀況。 

 

圖一 由現存碑帖文字組合而成的”科技部”字樣 

 

圖二 同一中文字的不同寫法，對應不同的分數(c,j 屬於高分群，f.i 屬於低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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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字型或書寫風格的一致性，是判斷書法作品的美觀程度的重要因素，然而書寫的風格如何被量化

計算或分類辨別？單一的文字是否能穩定地表現其風格樣式，或是必須累積一定字數，才能正確

地進行判斷? 這些問題與先前的印刷字體辨識研究有一定的關聯，卻又不盡相同，尋求適切的解

決方法，將是本研究的重點議題。 

3. 美感的評估通常被轉換成機器學習的問題，目前的研究都採用傳統的分類器(如類神經網路、SVM 

等)，近來頗為風行的深度學習架構，是否適用於美感評估問題？以最常見的 CNN 的設計而言，

由於輸入為原始之影像畫素值，透過卷積運算、取樣、pooling 等流程，可逐步將低階特徵歸納為

中、高階的描述子，因此用於物件辨識的任務頗見功效，然而圖像之美學特徵，通常要經過某種

方式的定義與計算，而非直接存在於畫素的數值。因此什麼樣的機器學習架構才能有效的解決我

們面臨的問題？ 

4. 機器學習的成功與否，訓練樣本扮演十分關鍵的角色。現有的書法美學量化研究中，使用的數量

大約是數百字，和教育部公布的常用字(4808)與次常用字(6341)總量還有甚大之差距，因此，關於

資料庫的建立與標示，在質量上都有加強的空間。相關訓練與測試資料的蒐集與標示，乃本研究

必需進行的基礎工作。 

本研究報告架構如下：第二段介紹過去以書寫文字為主的影像特徵相關研究。第三段則進一步

說明我們所提出的整體與個別字之影像特徵擷取方法。第四段以實驗方式驗證本研究方法，並透過實

驗數據進行分析及討論。第五段則進行總結，並同時對後續研究與方向提出具體建議。 

二、 相關研究 

提及書法的書寫原則，清代著名書畫家黃自元所編撰的《黃自元間架結構摘要九十二法》，從前

人書寫經驗的基礎上，對楷書間架結構總結了九十二法，每一條法則都有四個字作為例字，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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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四 《黃自元間架結構摘要九十二法》之其中八法，(a)為第一法至第四法，針對文字結構之布局提出書

寫建議，而(b)為第五十三法至第五十六法，針對書法筆法提出建議。 

雖然有如此優秀的著作總結大部分的技法，但是若要參考美學著作來量化書法美感因素尚有困

難之處。由於書法技法著作內沒有能完全套用至所有文字的規則，除非可以先辨識出書法字是哪個字，

再尋找對應的量化規則作評估方可解決。然而，中文字數量非常龐大，根據教育部頒布的常用國字就

有 4808 字，次常用國字 6341 字，雖然現今改良的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架構使得手寫

中文字的辨識率提升許多，但需要花費的硬體成本和時間成本很大，因此要使用書寫技法著作作為指

標來評估書法美感仍困難重重。 

近年來，眾多學者對於中文字美感評估的研究愈來愈有興趣。Xu 等人的研究不受上述限制，他

們提出單一筆畫形狀、筆畫間關係與整體風格一致性為三項影響書法字美感的要素，並且邀請 5 位專

家，為每字的每個筆畫、不分字體，以三項要素分別評分，評分有三個等級──good、so-so 和 bad。

最後，以專家評分作為訓練標籤，使用機器學習的方式自動分類書法字的美感等級。Xu 的研究需事

先分離所有的筆畫，方能進行後續專家標籤和量化分析作業。然而，要自動分離出所有筆畫仍是件困

難的工作。Sun 等人基於傳統書法書寫原則，提出 32 個特徵值來描述文字的美感，其中特徵主要分為

整體字與元件佈局兩大類。描述整體字美觀程度的特徵有對齊(alignment)、穩定性(stability)、布白分

布(distribution of white space)與筆畫間隙(gap between strokes)，而元件佈局部分則描述文字部件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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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使用 Wang 等學者提出的 Locality-constraint Linear Coding (LLC)方法，取得比對 10 種電腦字型的

元件特徵。在訓練的階段，他們邀請 33 位受測者進行 1000 字的美感評估，其中評分亦分作 3 等級，

再使用 back-propagation (BP) neural networks 作美感訓練。該研究提出多種新美感特徵，其結果雖佳，

但仍受限於需事先得知文字為何字，才能取得元件佈局部分的特徵。 

我們從前人的研究可以發現，原本已存在的方法，即使起初目的並非在美感評估上，亦可嘗試

使用於美感元素的量化，因此以下將探討本計劃所採用之現有演算法。 

甲、 平衡度分析 

觀賞書法不外乎受到最初、最直覺的視覺感受影響，例如：整幅書法作品的架構和字與字之間

的排列是否整齊或連貫、墨水是否濃淡適中、每個字的字型是否工整等觀點來評定美觀與否。上述觀

點有幾個共通點──幾乎是受到作品整體平衡、個別字體的構圖進而影響視覺感受，若從視覺美學角

度來看也就是影像平衡度(Assessment of preference for balance, APB)。影像平衡度可用 Wilson 所提出的

方法來測試，如圖四所示： 

 

(a)     (b)   (c) 

圖四 (a) 影像被四個主軸線分割，用來測試對稱程度 (b) 影像由垂直線分割成內區與外區，用來測試內

外分布；同樣地也可由水平線分割影像區域作評估  (c)為平衡分數 8.58 的例子，其中黑色圈圈為影像中佔有視

覺感受的地方。 

Wilson 的方法計算平衡程度的公式如下： 

APB balance ratio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1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2|/|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1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2| × 100%     (1) 

其中 area 1 與 area 2 各自代表該區域黑色 pixel 數量，且 area 1 與 area 2 是由某一或兩條線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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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開來的。若量測結果為 0%，則代表該影像以某線為基準是對稱的。 

Gershoni 等人的研究亦使用平衡度測試對日文書法第一眼直覺的評估，他們甚至測試旋轉不同角

度影像的平衡度，圖五為針對 16 張影像的實驗結果與其排名。 

書法為白底黑字的影像，恰好符合 Wilson 提出的方法的限制條件──二值化影像，因此我們將

透過此方法，量化書法個別字的平衡度。 

 

圖五 16 張影像按照平衡程度作排名──從最平衡(右上角)到最不平衡(左下角)，其中為旋轉的影像以虛線框標

示，每張影像號碼標註在左側。 

乙、 筆畫寬度分析 

中文書法是漢字的書寫藝術，其擁有一套完整的筆法──點、橫、撇、豎、鉤，書寫的人技巧

性地控制按筆或提筆，方能達到粗細輕重變化。然而每個人書寫的風格不盡相同，有些人喜好細瘦的

筆跡，有人喜歡豐潤的字體，此稱之為風格。 

若要分析筆畫的風格就需要計算文字的筆畫粗細，Epshtein 等人在 2010 年提出了 Stroke Width 

Transform (SWT)演算法，可用來找尋筆畫寬度值(stroke width value)。Epshtein 所定義的筆畫(stroke)

是個寬度相似的連續帶狀區域。為測量筆畫寬度，首先使用 canny 偵測影像的邊緣，接著計算影像的

梯度方向，以坐落在邊緣的像素為起點，沿著其梯度方向延伸直到碰到另一個邊緣像素為止，並且記

錄此過程經過的像素數量，作為該邊緣點的筆畫寬度值；反之若無法找到另一個邊緣點，則代表該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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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像素所在處並非筆畫。在這其中，若起點邊緣像素的方向角度與終點的方向角度差距超過 6/π ，

亦代表起點邊緣像素並非筆畫。 

  

圖六  SWT 之演算法流程。(a)筆畫的其中一小部分 (b)黑點為偵測出來的邊緣部分，p 是邊緣上某一像

素，沿著其梯度方向尋找亦為邊緣的 q 點，而 p 與 q 之間的距離為 w  (c)更新 p 到 q 路徑的筆畫寬度值。 

SWT 的每個像素起始值皆設定為 ∞，測量筆畫寬度過程如圖六所示，每找到一對 p 和 q，就會

沿路更新像素的筆畫寬度值，若 w 的值比原值還小，原值將被 w 取代否則維持原樣。在經過第一次

造訪所有邊緣像素後，發現有些像素的 SWT 值不太合理，這些例外狀況如圖七(b)所示。 

  

圖七  (a)圖以紅點為例，它會前後接受垂直與水平方向的造訪，而 SWT 值為之其中的最小值，因此紅

點的 SWT 是正確的。(b)圖的紅點同樣地存有接受垂直與水平方向造訪後得到的值，但實際上該值並非它真實

的寬度，因此第二次的造訪更新是必要的。 

 圖七(b)的狀況並非每個像素都能得到真實的 SWT 值，因此需要第二次的造訪更新。第二次

的處理大致相同，不同的地方在於更新時，必須先得出 p 和 q 路徑上的 SWT 中位數的值，再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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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沿路取代比中位數大的像素，即可完成整個取得筆畫寬度的過程。 

本研究採用 SWT 演算法來計算書法文字的筆畫寬度，然而此方法受限於影像的解析度，若解析

度不夠好，邊緣資訊會因為不完整而遺失筆畫寬度資訊，如圖八所示。此外，由於 SWT 在 Epshtein

的研究中主要用於偵測場景中文字，因此並未講求筆畫寬度的精準度，而我們為求 SWT 值更接近真

實的值，將會在求值過程作些許改變和後續處理。 

     

圖八 解析度不佳的書法影像使用 SWT 取得筆畫寬度過程。 

三、 研究方法 

陳仕侗先生對於書法美感有此一說：「書法美感是由線條成字、由字成行、由行成篇，展現出個

體與整體搭配出來的視覺效果和心靈感動。」因此透過評估個體和整體，可以間接影響我們的視覺感

受。由這樣的觀察，我們嘗試許多評估方式，最後歸納出六項整體以及一項個別視覺元素特徵，以描

述書法作品美感。 

甲、整體特徵：排版工整度 

真正的書法是寫在無格線、空白的宣紙上的。為了判斷一幅書法作品是否工整，我們提出「格線

切割法」，藉由分析格線的切割狀況，判斷作品的工整程度，倘若找出來的格線無法分隔出所有的文

字，或是找不出任何格線，代表排版不甚理想。書法作品在電腦看來是白底黑字的二值化影像，若談

論到空間結構，比起黑色文字往往更在意布白的部分，也就是行與行、列與列之間的空白區域。首先，

我們統計所有直行與縱行的黑色像素數量，如圖九所示，其中投影圖的山谷處為布白，也就是分隔出

行與列的地方，將是我們畫格線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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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書法作品投影圖 

我們所提出的方法不僅可用於找分隔列的格線，亦能用來分隔行的格線，在此以找分隔列的格線

來說明方法。首先統計完所有橫列的黑色像素數量後，抽出所有符合判斷空白列條件的橫列編號，組

成集合 𝑆𝑆 ： 

𝑆𝑆 =  � 𝑖𝑖
𝑖𝑖 𝑠𝑠.𝑡𝑡.  𝐵𝐵𝑖𝑖<𝑇𝑇

 (2) 

其中 𝐵𝐵𝑖𝑖 為作品影像第 𝑖𝑖 個橫列的黑色像素總數，只要 𝐵𝐵𝑖𝑖 小於門檻值 𝑇𝑇 ，皆視第 𝑖𝑖 個橫排為空白

列，而 𝑆𝑆 為所有 𝐵𝐵𝑖𝑖 小於 𝑇𝑇 的編號 𝑖𝑖 之集合。 

找出所有符合空白列條件的橫列編號後，接著找出與其相匹配的等距離格線組合。等距離格線即

為等差數列，利用此概念，將等差距的編號組成集合 𝐺𝐺 ： 

𝐺𝐺 =  {𝑔𝑔1,𝑔𝑔2, … ,𝑔𝑔𝑚𝑚} =  { 𝑆𝑆𝑆𝑆𝑎𝑎𝑎𝑎𝑆𝑆 + 𝑑𝑑 (𝑗𝑗 − 1) |  𝑔𝑔𝑗𝑗

≤  𝐼𝐼𝐼𝐼𝑎𝑎𝑔𝑔𝑎𝑎𝑆𝑆𝑖𝑖𝐼𝐼𝑎𝑎} 

 𝑗𝑗 = 1,2, … ,𝐼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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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𝑔𝑔𝑗𝑗  為第 𝑗𝑗 個格線位址，共有 𝐼𝐼 個格線， 𝑆𝑆𝑆𝑆𝑎𝑎𝑎𝑎𝑆𝑆  為起始格線編號，𝑑𝑑  為格線間的距離，

𝐼𝐼𝐼𝐼𝑎𝑎𝑔𝑔𝑎𝑎𝑆𝑆𝑖𝑖𝐼𝐼𝑎𝑎 為作品影像的高度，格線示意圖如圖十。 

 

圖十  找分隔「列」的格線示意圖 

 我們按照式(2)與(3)分別找出集合 𝑆𝑆 與集合 𝐺𝐺 ，若集合 𝐺𝐺 為集合 𝑆𝑆 的子集(𝐺𝐺 ⊂  𝑆𝑆)，則集合 

𝐺𝐺 就是我們要找的格線。然而符合 𝐺𝐺 ⊂  𝑆𝑆 條件的集合 G 可能不只有一個，因此我們定義「切割出的

區塊最多者」，也就是格線數量最多、格線距離最近的組合為「最佳格線」。 

       
(a)          (b)         (c)          (d) 

圖十一 使用格線切割法判斷排版工整度的實作結果。(a)排版非常工整的書法作品 (b)行排版佳 (c)列的排版雖

然不完美，但整體作品還算整齊 (d)行與列的排版都不甚理想，整體作品有些許凌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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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一呈現的是整幅書法作品利用格線切割法找尋格線的結果，其中(a)的排版是最理想的狀況，

其行與列格線皆精準地縱橫在字與字之間。(b)和(c)找格線的狀況雖然沒有(a)完美，但整體看起來不會

令人感到不舒服，而(d)的排版就稍嫌凌亂了。由此不難發現如(a)一般完美切割的作品，其格內僅包含

一個文字；反之諸如(b)、(c)與(d)的作品，則由兩個以上文字分享一個格子的空間。為了評估書法作

品的排版好壞，定義僅含一個字的格子為「理想格子」，非理想格子的部分則給予適當的評分，在此

提出一個量化排版工整程度的公式： 

                        排版工整度 = �∑  1
𝑐𝑐𝑘𝑘

𝐶𝐶𝑘𝑘∈𝐶𝐶

𝐶𝐶𝐶𝐶
       (4) 

其中 𝐶𝐶 為作品影像中所有包含一個以上文字的格子之集合，而集合 𝐶𝐶 內有 𝐶𝐶𝐶𝐶 個格子， 𝑐𝑐𝑘𝑘 則代

表第 𝑘𝑘 個格子內字數。 

我們給每個格子分數，格內文字愈多，得分就愈低，排版工整度則為所有格子的分數平均值開根

號。由於排版工整度量化值介於 0 到 1 之間，因此開根號有拉開每個作品特徵值之間距離的用意。以

圖十一(b)為例，含有文字的格子共有 7 個，由上往下、由右至左格內分別有 3、5、5、3、4、4、4 個

字，因此其排版工整度為 0.509。而排版很整齊的圖(a)的排版工整度為 1，圖(c)為 0.5，圖(d)為最低分

的 0.397。 

乙、整體特徵：字距掌握度 

書法章法之美的內涵是極其豐富的，字與字之間要有空白相隔，既不可過滿，過滿則會擁擠雜亂；

又不可過疏，過疏便單調。由此可知，字與字之間的距離的表現亦為鑑賞時評估的要素，因此我們提

出一個評估書法作品字距掌握度的量化方法，在此比起「過疏」，我們更著重於處理「過滿」的部分。

若將中文字看成獨立的四方形，文字也彼此進入各自區域了。利用這個概念，我們試著框出每個文字，

若無法順利框對文字的話，就代表該作品的文字太過擁擠。 

首先我們標示出書法作品影像的相連通區域(connected-component labeling)，再將每個不連通區域

框上邊界外框(bounding box)，可以發現擁有多部件的文字會分成許多小框。為了讓所有小框有所歸屬，

我們檢查所有邊界框之間的關係，若兩兩相互交錯就融合成剛好包含兩個框的大外框，如圖十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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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a)        (b)       (c) 

圖十二  圖示三種融合為一個框的狀況 (a)交疊 (b)包圍 (c)相連。判斷為可融合之後，將轉變為可容納兩個框

的新外框，如下半部的紅色框所示。 

要判定是否相互交錯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式作確認：假設現在要確認 A 框與 B 框是否相互交錯，

檢查 B 框的四個角是否落在 A 框的區域內，只要有一個角符合這個條件就代表兩個框相互交錯；反之

再反過來檢查 A 框的四個角有無落在 B 框內，即可確認兩框是否能夠融合。整幅作品可能需要經過好

幾次的框融合處理作業，直到框數趨於穩定就完成了，演算的過程如圖十三。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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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g)         (h) 

圖十三  (a)字距拿捏較佳的書法作品 (b)相連通區域圖，不相連的區域標上不同的顏色 (c)每個不相連的區域各

自框上個別的邊界框，共 48 個框 (d)融合所有相互交錯的邊框結果圖，共 28 個框 (e)字距拿捏不佳的作品 (f)

相連通區域圖 (g)不相連的區域所有邊框圖，共 68 個框 (h)經過六次融合相互交錯的邊框作業之結果圖，共 22

個框。 

圖十四(a)的作品的字距掌握得很好，所以每個字都有完整的被框出來。然而(e)是字距掌握得較不

好的作品，很多字未和其他字保持距離，彼此有空間交錯的地方，因此造成最後結果有一個以上的字

被框在一起的狀況，我們視這些為「擁擠區域」，反之為「適當區域」，藉此我們提出公式來計算字距

掌握度： 

字距掌握度 =
適當區域黑像素數

全部黑像素數
 (5) 

 以圖十三(a)來說，沒有我們如我們所說的擁擠的狀況，因此其掌握度為 1，但(e)的作品並非

掌握得宜。從(h)的結果可以看到 6 個框為擁擠區域，其框內有不只一個文字，因此經過公式計算，其

字距掌握度為 0.623，不甚理想。 

丙、整體特徵：文字偏移程度 

前兩個小節介紹了兩種視覺元素特徵，能夠將整體排版不佳、行列間或字與字之間太過靠近的作

品區分出來，儘管如此仍無法確定是否非「過滿」的作品就等同於好看。在排版工整度與字距掌握度



14 
 

表現完美的作品如圖十四，(a)作品無庸置疑是件優秀的作品，而(b)作品雖然排版好，但文字似乎與同

行的文字比較起來稍有偏移，例如文中的「府」與「頌」字，我們可以從格線切割結果中明顯發現到

這個現象。 

      
(a)                  (b) 

圖十四 在排版工整度與字距掌握度表現很好的作品。 

為了區分出這類文中部分字偏移的作品，我們提出一個測量文字偏移程度的方法：首先找出作品

的格線，並且在每個字框上邊界外框，觀察文字在其所屬格內的偏移狀況。若所有字的邊界外框中心

座標並非在穩定的位置上，就可以稱此作品的文字偏移程度大，測量公式如下： 

水平方向的文字偏移程度 = 文字中心相對 X座標

格子寬度
= 𝑥𝑥

𝑤𝑤
 (6) 

垂直方向的文字偏移程度 =
文字中心相對 Y 座標

格子高度
=
𝑦𝑦
ℎ

 (7) 

其中，「文字中心相對 X、Y 座標」代表文字的中心在其所屬的格子的相對位置，分別以 x 和 y 表示，

而格子寬度與高度各為 w 和 h。 

圖十五為「入」字和其所屬格的位置示意圖，由人眼可明顯觀察到文字為在偏右上方處。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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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落在格子中心，其水平和垂直偏移程度值則正好皆為 0.5，而圖十五的「入」字之水平與垂直偏

移程度各為 0.54 和 0.4，從值亦可看出文字落在篇右上角的地方。以一件好的作品來說，未必需要每

個文字的偏移程度都接近 0.5，只要每字的中心相對位置在差不多的位置就是理想的。因此，最後統

計所有文字的偏移程度之標準差，倘若標準差大，則代表作品中有些文字偏左側、有些文字偏右側；

若標準差小，則文字位置相對穩定。 

 

圖十五 綠色格子為「入」字所屬格的格線，紅色框表示文字的邊界框，而文字中心點在所屬格內的相對

位置為(70,60)，所屬格的寬與高分別為 130、150。由此可計算出水平方向偏移程度=70/130=0.54，垂直方向偏

移程度=60/150=0.4。 

丁、整體特徵：文字書寫大小穩定度 

字體大小的一致程度也是鑑賞與創作中很重要的一環。除了文字偏移程度，由圖十五也可觀察到

作品有些文字忽大忽小的狀況，如此的作品亦給人一種文字不流暢的感覺。圖十六為一些文字忽大忽

小狀況明顯的作品。  

   

(a)        (b)           (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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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文字忽大忽小的作品 

為了計算文字大小穩定度，首先為每個字框上邊界外框，接著將之擴展成新的正方形外框，其外

框的邊長為原外框的寬、高之大值，並且計算新外框的面積作為該文字的面積。最後，計算出所有文

字的面積，統計所有文字之標準差並且開根號，以拉大作品特徵值之間距離。倘若特徵值小，代表作

品整體文字大小穩定，反之則文字忽大忽小狀況明顯。圖十七示範擴展的步驟。 

                   文字面積 = [𝑀𝑀𝑎𝑎𝑀𝑀(𝑊𝑊𝑖𝑖𝑑𝑑𝑆𝑆ℎ,𝐻𝐻𝑎𝑎𝑖𝑖𝑔𝑔ℎ𝑆𝑆)]2      (8) 

             整體作品文字大小穩定度= �SD(所有文字面積)      (9) 

 

(a)          (b)         (c) 

圖十七 圖示三種文字邊界外框(藍色框)擴展成正方形外框(紅色框)狀況 (a)寬比 

我們之所以使用正方形的面積作為文字的面積，書法專家對於楷書有此一說：「楷」有「法式、

典範、規矩」的意思。基於此，若能把文字寫得方方正正且大小一致，方為一件標準的楷書作品。除

此之外，若單以邊界外框的面積作為文字面積，對於有些字是不公平的，例如：「一」、「二」、「月」

等長形字，因此將外框擴展至正方形可避免受到文字形狀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提出的量化方式與人眼的感覺是相同的。以圖十八為例，三張圖中(a)看起來

文字忽大忽小的狀況最嚴重，(c)為其縮小圖，但其表現看起來變得和(b)不相上下，由我們量化出來的

結果亦可看出此現象。因此，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集，經過處理全部調整成同等寬度的影像，而給受

測者評估用的圖亦為同等寬度圖片，如此一來特徵量化時便無須考慮作品間文字比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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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b)      (c) 

圖十八 比較作品比例相同與文字比例相同之文字大小穩定度感受。(a)和(b)影像比例相近時，(a)作品的文

字忽大忽小狀況明顯。(c)為(a)的等比例縮小圖，文字穩定度狀況和(b)相似。 

戊、整體特徵：筆畫風格一致度 

當行筆技巧成熟，書寫風格趨於穩定，作品會因文字風格前後一致的緣故，讓整體作品呈現一氣

呵成的美感，如圖十九的(a)、(b)與(c)，雖然(c)作較沒有(a)、(b)好看，但仍觀賞起來仍是舒服的；反

之如(d)圖，愈寫到後半部筆畫愈細，(e)則是愈寫愈粗，難免給人一種虎頭蛇尾的感覺。因此，為了量

化風格一致程度，我們運用 SWT 演算法取得筆畫寬度資訊，計算個別字的筆劃寬度標準差，用來表

示整體作品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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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圖十九  (a)、(b)和(c)為風格一致作品，而(c)、(d)則為風格變化大的作品。 

 我們使用 SWT 的演算法，搭配適合書法字的邊緣偵測方法，為了配合書法獨特的筆法，還調整

SWT 在造訪邊緣像素時，放寬判斷起點邊緣像素的方向角度與終點角度差的標準，從 6
π
 改成 2

π
，以

提升筆畫寬度的準確度。圖二十為所計算的筆畫寬度結果。 

(a) 

   

(b) 

   

(c) 

   

(d) 

   

圖二十 使用 SWT 搭配簡單的邊緣偵測方法取得之筆畫寬度結果。 

在我們求得整幅作品的筆畫寬度資訊後，取出所有邊緣像素的 SWT 值，以個別字的筆劃寬度標

準差作為個別字的風格，最後再計算所有字的風格之標準差，由此量化風格一致度。 

文字風格 = SD(
文字邊緣 SWT 值

所有文字邊緣 SWT 平均值
) (10) 

整體作品風格一致度 = SD(所有文字風格)  (11) 

雖然我們盡可能提高 SWT 的精準度，但仍有些部分與實際筆畫寬度有誤差，例如圖二十(c)的「未」

字，在橫畫與豎畫的交界處所算出的筆畫寬度比實際上大，其值不應該為十字路口的對角線長，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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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適當地去除個別字 SWT 值中較大 5%的寬度值，以避免此狀況影響風格一致性的量化結果。 

己、整體特徵：筆畫平滑程度 

在前一小節介紹了描述筆畫風格一致度的視覺元素特徵，能夠區分風格一致與風格差異大的作品。

然而，「筆畫風格一致」的作品未必好看，因為風格一致的意思不僅包含「從頭到尾都好看」，也包含

「從頭到尾都不佳」的作品。因此，我們提出另一個能將筆畫美感分級的特徵，以彌補「筆畫風格一

致度」特徵的不足。 

我們觀察，藉由整體作品的筆畫粗細變化，以判斷提按筆法的使用程度，倘若作品筆畫粗細變化

大，則代表提按筆明確，反之則代表筆畫較平滑且無變化。因此，延用上一小節 SWT 演算法所計算

出的寬度資訊，統計整體作品筆畫寬度的標準差，由此量化筆畫的平滑程度。 

作品筆畫平滑程度 = SD(
所有文字邊緣 SWT 值

所有文字邊緣 SWT 平均值
) (12) 

以整體作品的鑑賞來說，在意的不外乎是整體一致感，從一幅作品的排版到行列間距離的編排，

從文字大小穩定度到前後筆畫風格一致性和筆畫平滑程度，以上找出可能影響整體感的因素，並且量

化。 

庚、個別字特徵：平衡度測量 

對於書法文字的平衡，如圖二十一所示，平衡測量範圍為可以包含整格文字的正方形區域，我們

採用四個主軸線分割書法影像──垂直線、水平線、對角線和反對角線，因為對書法字來說，內外的

切割方式較不重要的緣故。 

 

圖二十一 書法文字平衡度測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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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知道這些統計數據是否確實能分辨文字好或不好看，在此取用書法比賽參賽者的文字來做

比較。 

區域一比例 區域二比例 APB 

32.44% (左) 67.55% (右) 35.11% 

48.72% (上) 51.27% (下) 2.54% 

40.07% (左下) 59.92% (右上) 19.84% 

45.92% (左上) 54.07% (右下) 8.14% 

整體平衡度 16.41% 

(a) 

區域一比例 區域二比例 APB 

28.58% (左) 71.41% (右) 42.82% 

41.18% (上) 58.81% (下) 17.63% 

46.82% (左下) 53.17% (右上) 6.34% 

41.87% (左上) 58.12% (右下) 16.25% 

整體平衡度 20.76% 

(b) 

區域一比例 區域二比例 APB 

0.93% (左) 99.06% (右) 98.12% 

43.49% (上) 56.50% (下) 13% 

15.67% (左下) 84.32% (右上) 68.64% 

1.20% (左上) 98.79% (右下) 97.58% 

整體平衡度 69.33% 

(c) 

表一 三個「廣」字的平衡度分析結果。(a) 截自《顏真卿楷書千字文》 (b) 截自國小學生組前三名作品 (c) 截

自國小學生組作品。 

表一呈現三個不同作者所寫「廣」字的平衡度測量結果，由整體平衡度來看，(a)優於(b)，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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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於(c)，和實際比賽評估結果相同，而名家顏真卿的作品無庸置疑為平衡度最優秀者，由此可初步推

斷平衡度測量可用於鑑別書法字的美觀程度。此外，(b)與(c)的字直接從影像可看出稍微偏右側，而由

垂直線的分割方式來測量其平衡度，其比例差距非常明顯，可以得知平衡度測量的方式非常敏感。 

辛、前處理步驟：書法作品切字 

在進行視覺元素特徵的量化之前，必須盡可能將所有文字擷取出來，以確保特徵值的準確度。我

們除了參考格線切割法所得到的資訊，亦使用相連通區域(connected-component labeling)的方法，讓不

連通區域框上邊界外框(bounding box)，再將被完全包住的框與包住它的框融合，如此一來可讓「點」

筆畫或是小部件找到自己應屬的文字，如圖二十二所示，我們稱之為相連通區域切割法。 

 

圖二十二  以三個字圖示被完全包含的框之融合方式。 

 在切字的過程中，我們使用格線與上述的邊界外框等資訊交叉對照，即使是表現不佳的作品，大

部分的字仍遵循這個原則，因此在整個切字的過程中，依循「文字的長與寬比例接近 1:1」作為判斷

是否切對文字的標準，其中接近 1:1 指寬高比例介於 0.7 至 1.3 的區間。圖二十三為處理流程圖。 

 

圖二十三  書法作品切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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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無論哪個作品，我們以格線切割法作為切字的第一步，若切出的格子寬高比例接近 1:1，

則認定每格內皆有一個字，如圖二十四；若比例並非 1:1，則將每個格子獨立出來，作為子任務個別

執行格線切割法，直到整幅作品的每個格子的大小相近，且比例接近 1:1 為止，如圖二十四(b)所示。 

         

(a)                        (b)aaaa 

圖二十四  使用格線切割法之切字流程。(a)作品所切出的格子寬高比例接近 1:1，因此認定每格內皆有一個字，

而(b)的格子比例並非接近 1:1，因此每格各自再度進行格線切割法，直到整體作品的格子大小相近且寬高比接

近 1:1 為止。 

然而，有些作品無論怎麼以格線切都無法達成接近比例 1:1 的標準，如圖二十五，此時需要搭配

邊界外框來完成切字作業。圖二十五(b)為邊界外框示意圖，可以發現到被孤立的部分大多為「點」的

筆畫或是部首。首先計算所有邊界外框的面積，並且等分成兩部分──面積較大者與面積較小者，其

中面積較小者全部為等待合併的元件，如圖二十五(c)所示；而面積較大的框之中，再挑出未和其他框

交疊且寬高比例接近 1:1 者，如圖二十五(d)所示，暫定它們為候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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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圖二十五  無法單以格線切割法切出所有文字的作品範例。(a)使用格線切割法結果 (b)相連通區域切割法示意

圖 (c)整幅作品中邊界外框面積較小者，其中全為等待合併的元件 (d)從邊界外框面積較大者之中，挑出未和其

他框交疊且寬高比例接近 1:1 者 (e)依序經過層層融合後成果。 

在合併元件的過程中，首先一一檢查元件自身面積是否與其他邊界外框交疊 50%以上，若有則合

併成新邊界外框。在此階段，若新外框的面積與候補字相近且寬與高比例接近 1:1 的標準，則將該外

框視為候補字。在完成融合兩兩交疊 50%以上框程序後，接著依照中文字的特性融合元件。我們推測

若邊界外框是寬大於高的矩形，則必定需要與同為寬大於高的矩形合併，且相對位置在其上或下；反

之若為高大於寬的矩形，則需要與同為高大於寬的矩形合併，且相對位置在其左或右。因此在此階段，

我們將檢查剩餘的元件，判斷其周圍是否有適合合併的元件，同時判斷是否符合列入候補字的標準。

在此階段，面積過小的元件不予合併，由於如此元件極可能為「點」筆畫，因此待以上流程完成後，

再將小元件試著與鄰近的大元件(候補字)合併，找出合併後最符合文字標準者，將之列入候補字。此

動作一直持續到落單的元件皆找到歸屬則完成切字作業，而所有的候補字成為了正確的字。 

大部分研究所使用的切字方法以設定固定字寬、字高來找尋文字，然而我們所蒐集到的樣本雖然

皆為楷書作品，但風格差異大且為作者的自由創作之作，因此以一般的方法難以切出所有文字。而我

們提出的 rule-based 切字方法所分離出的文字並非完美，平均切字成功率為 97%，若作品內文字太過

擁擠，則在合併元件過程中容易判斷錯誤。在下一小節將實際測試所有美感特徵的效果，由實驗結果

將可知道即使判斷錯誤，對辨識結果影響並非太大。 

四、 實驗結果 

我們蒐集了書法比賽、素人的作品共 100 件書法作品，並請 13 位受測者評分為所有作品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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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各個視覺元素特徵的效果。 

甲、 排版工整度 

我們由式(4)計算排版工整度的特徵值，若作品的排版工整度特徵值愈大，則作品結構愈工整，其

中特徵值最高可達 1，指的是每格內只含 1 個字的作品；若排版工整度特徵值愈小，則作品結構愈不

工整。排版工整度的特徵值計算結果如表二所示，其紀錄了三分法與五分法兩種分類方式之各級別特

徵值平均值和標準差。結果可知優秀作品的平均表現確實為所有級別最高的，不佳作品的特徵值平均

也確實為最低的，因此可初步確定此特徵有一定的鑑別度。而圖二十六呈現三分法與五分法各級別的

排版工整度次數分配狀況，其中優秀作品集中在排版工整程度最高的區間，普通作品也集中在前段班，

而不佳的作品很明顯落在後半段。由以上分析可知排版工整度這個特徵在每級別的表現符合我們的期

待，是一個能有效描述各個級別的特徵。 

 三分法 五分法 

類別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優秀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不佳 

樣本數 26 16 58 21 6 12 20 41 

平均值 0.92 0.68 0.48 0.95 0.77 0.72 0.52 0.46 

標準差 0.18  0.21  0.22  0.17  0.18  0.23  0.20  0.22  

表二 三分法與五分法的排版工整度平均值與標準差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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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 三分法與五分法的排版工整度次數分配圖。 

乙、 字距掌握度 

我們用式(5)來計算字距掌握度的特徵值，若作品的字距掌握度特徵值愈大，則作品結構不至於擁

擠且字距拿捏得當，其中特徵值最高滿分可達 1，指的是初始找到的所有邊界外框相互無交錯的作品；

若特徵值愈小，則作品結構擁擠。字距掌握度特徵值的計算結果如表三所示，其記錄了三分法與五分

法兩種分類方式之各級別特徵值平均值和標準差。由表三可以看出優秀作品的字距掌握度都是非常良

好的，可以明顯鑑別中庸以上的作品。但在五分法的不佳和非常不佳的字距掌握度部分，有非常不佳

的作品的字距掌握度高於不佳作品的狀況，推斷可能是由於在受測者在評估中庸、甚至不佳的作品時，

比起字距掌握度更在乎個別字的優劣，因此形成這樣的實驗結果。 

圖二十七則呈現三分法與五分法各級別的字距掌握度次數分配狀況，由於對於書法創作來說，要

達成字與字之間保持距離的條件相對容易，因此無論是哪個級別的作品大多集中在字距掌握度最高的

區間。雖然字距掌握度滿分無法成為某些級別作品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優秀作品的必要條件，真實反

映了鑑賞的評估觀點。同樣道理，若作品在此特徵值表現未達滿分，則必為普通或不佳作品，由此證

明能透過字距掌握度充分判定是否為非優秀的作品。以機器學習的角度來說有突顯中庸與不佳作品特

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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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法 五分法 

類別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優秀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不佳 

樣本數 26 16 58 21 6 12 20 41 

平均值 1 0.89 0.72 1 1 0.97  0.67 0.73  

標準差 0  0.24  0.34  0  0  0.05  0.37  0.34  

表三 三分法與五分法的字距掌握度平均值與標準差數據。 

 

 

 
圖二十七 三分法與五分法的字距掌握度次數分配圖。 

丙、 偏移程度 

 我們由式(6)(7)來計算水平方向文字偏移程度的特徵值，若作品的文字偏移程度特徵值愈大，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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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忽左忽右情形愈明顯，作品結構也較不穩固；若特徵值愈小，則作品整體結構愈穩定。文字偏移程

度的特徵值計算結果如表四所示，其紀錄了三分法與五分法兩種分類方式之各級別特徵值平均值和標

準差。由表可知優秀作品的平均表現確實為所有級別偏移程度最小的，不佳作品的偏移程度平均也確

實為最大的，因此可初步得知此特徵有一定的鑑別度。而圖二十八呈現三分法與五分法各級別的文字

偏移程度次數分配狀況，其中優秀作品集中在偏移程度小的區間，而中後半段很明顯只有普通、不佳

作品。由以上分析可知文字偏移程度這個特徵在區別優秀和中庸以下的作品有一定的效果。 

 三分法 五分法 

類別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優秀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不佳 

樣本數 26 16 58 21 6 12 20 41 

平均值 0.059  0.085  0.086  0.06  0.061  0.075  0.087  0.089  

標準差 0.017  0.042  0.037  0.018  0.017  0.03  0.04  0.04  

表四 三分法與五分法的文字偏移程度平均值與標準差數據。 

 

 
圖二十八 三分法與五分法的文字偏移程度次數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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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文字書寫大小穩定度 

 我們用式(8)計算文字大小穩定度的特徵值，由於穩定度的值為文字面積大小的標準差開根號，因

此特徵值愈小則大小穩定，特徵值愈大則作品有文字忽大忽小的狀況。文字大小穩定度的特徵值測量

結果如表五所示，其紀錄了三分法與五分法兩種分類方式之各級別特徵值平均值和標準差。由表可知

優秀作品的大小穩定度確實為所有級別最佳的，不佳作品的特徵值平均也確實為最大的，因此可初步

得知此特徵有一定的鑑別度。而圖二十九呈現三分法與五分法各級別的文字大小穩定度次數分配狀況，

其中優秀作品集中在特徵值小的區間，而大部分的普通及不佳作品落在特徵值 0.4 以上的區間，由此

證明文字大小穩定度特徵能夠充分作為判定中庸以下作品之依據，可以淘汰普通和不佳的作品。 

 三分法 五分法 

類別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優秀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不佳 

樣本數 26 16 58 21 6 12 20 41 

平均值 0.174 0.249 0.327 0.176 0.154 0.218 0.344 0.327 

標準差 0.040 0.115 0.145 0.037 0.059 0.072 0.185 0.121 

表五 三分法與五分法的文字大小穩定度平均值與標準差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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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 三分法與五分法的文字大小穩定度次數分配圖。 

戊、 筆畫風格一致度 

我們由式(9)來計算筆畫風格一致度的特徵值，由於風格一致度的值為所有文字的筆畫風格標準差

得到的，因此若特徵值愈小則筆畫風格前後一致；若特徵值愈大，則文字的風格前後不一。其中，我

們曾提及橫畫、豎畫的交界處所算出的筆畫寬度比實際上大的問題，因此我們將去除個別文字前 5%

大的 SWT 值，以避免此問題影響量化結果。 

 三分法與五分法各級別的筆畫風格一致度的次數分配狀況圖三十呈現。可以發現雖然優秀作品大

多集中在特徵值較小的幾個區間，但普通與不佳的作品也有不少在那些區間，因為筆畫風格一致度並

非優秀作品的充分條件，且不佳的作品也有可能筆畫風格一致，因此需要搭配筆畫平滑程度來彌補此

特徵的不足。 

 

0%
20%
40%
60%
80%

100%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次

數(

%)

文字大小穩定度

文字大小穩定度-五分法次數分配圖

非常優秀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不佳

0%
20%
40%
60%
80%

100%

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

次

數(

%)

筆畫風格一致度

筆畫風格一致度-三分法次數分配圖

優秀 普通 不佳



30 
 

 
圖三十 三分法與五分法的筆畫風格一致度次數分配圖。 

己、 筆畫平滑程度 

我們由式(11)來計算筆畫平滑程度的特徵值，由於筆畫平滑程度的值為計算作品筆畫寬度標準差

得到的，因此若特徵值愈小則整體作品的筆劃寬度前後變化小，筆畫較平滑無變化；若特徵值愈大，

則作品筆劃寬度變化較大。 

筆畫平滑程度特徵值的計算結果如表 4.9 所示，其紀錄了三分法與五分法兩種分類方式之各級別

特徵值平均值和標準差，可以看出優秀級別和中庸以下級別的特徵值平均值由有些差距，代表此特徵

對於區分該兩種類別有效。 

 三分法 五分法 

類別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優秀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不佳 

樣本數 26 16 58 21 6 12 20 41 

平均值 0.313 0.290 0.290 0.312 0.303 0.287 0.299 0.287 

標準差 0.039 0.045 0.039 0.041 0.044 0.038 0.043 0.040 

表六 三分法與五分法的筆畫平滑程度平均值與標準差數據。 

0%
20%
40%
60%
80%

100%

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

次

數(

%)

筆畫風格一致度

筆畫風格一致度-五分法次數分配圖

非常優秀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不佳



31 
 

 

圖三十一 三分法與五分法的筆畫平滑程度次數分配圖。 

 圖三十呈現的是三分法與五分法各級別的筆劃平滑程度次數分配狀況，若以單一特徵來觀察，雖

然效果沒有完全符合我們的預期，但仍然可以作為參考。 

庚、 平衡度 

平衡度測量值愈小，代表文字平衡度愈佳，我們計算出作品內文字的個別平衡度，再分別計算所

有文字平衡度的平均值和標準差作為評估書法美感的指標。表七與表八紀錄了三分法與五分法之各級

別特徵值平均值和標準差，兩者搭配使用更能詮釋每個作品級別的文字平衡度表現。由表七可知優秀

作品的平均表現確實為所有級別最好的，且由表八也能發現優秀作品的平衡度表現很穩定，代表作品

在平衡度表現良好的確是優秀作品的必要條件，以機器學習的角度來說有突顯優秀作品特色的意義。 

 

 三分法 五分法 

類別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優秀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不佳 

樣本數 26 16 58 21 6 12 2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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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平均值 0.122  0.126  0.124  0.121  0.129  0.132  0.123  0.123  

標準差 0.014  0.021  0.018  0.014  0.008  0.023  0.012  0.019  

表七 三分法與五分法之文字平均平衡度的平均值與標準差數據。 

 

 三分法 五分法 

類別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優秀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不佳 

樣本數 26 16 58 21 6 12 20 41 

平均值 0.066 0.076 0.073 0.066 0.070 0.079 0.072 0.073 

標準差 0.008 0.018 0.014 0.008 0.008 0.019 0.011 0.015 

表八 三分法與五分法的作品文字平衡度標準差之平均值與標準差數據。 

辛、 書法作品評估學習 

在前一小節，我們對於所有特徵以 100 件書法作品影像作了初步的檢測，並且挑選出排版工整

度、字距掌握度、水平方向文字偏移度、文字大小穩定度、筆畫風格一致程度、筆畫平滑程度、平衡

度平均值以及平衡度標準差這八項特徵作為美學評估訓練的特徵。我們使用 libsvm 來訓練隨機挑選的

70 件作品，作 10 次交叉驗證，再以剩下的 30 件作品做為測試樣本，而 Label 則是由真人評估得到的

分數。其中 SVM 訓練所設定之參數值如下：C=1000、kernel= [linear, rbf]、gamma=[0.1, 1e-2, 1e-3, 1e-4]，

由 8 種組合方式找尋最佳化訓練模型。每個作品皆有 13 位受測者給予評分之平均分數，若為三分法

的實驗，則優秀、普通以及不佳類別的平均分數值各介於 1.4~2 分、0.7~1.3 分和 0~0.6 分；若為五分

法的實驗，則非常優秀、優秀、普通、不佳以及非常不佳五類別的平均分數值各介於 3.3~4 分、2.5~3.2

分、1.7~2.4 分、0.9~1.6 分和 0~0.8 分。 

首先將作品依照區間分配，可以分成三類別或五類別，以此分群方式之辨識結果如表 4.10 所示，

而三分法和五分法之每筆測試資料的得分如式(13)與式(14)，其中 R_p 表示美感預測等級，而 R_a 代

表正確答案。辨識結果如表 4.11 所示。 

               𝑆𝑆𝑐𝑐𝑆𝑆𝑎𝑎𝑎𝑎3 =  � 
5        (𝑖𝑖𝑖𝑖 �𝑅𝑅𝑝𝑝 − 𝑅𝑅𝑎𝑎� = 0)

2.5        �𝑖𝑖𝑖𝑖 �𝑅𝑅𝑝𝑝 − 𝑅𝑅𝑎𝑎� = 1�
0        �𝑖𝑖𝑖𝑖 �𝑅𝑅𝑝𝑝 − 𝑅𝑅𝑎𝑎� =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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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𝑆𝑆𝑐𝑐𝑆𝑆𝑎𝑎𝑎𝑎5 =  

⎩
⎪⎪
⎨

⎪⎪
⎧

 

10        (𝑖𝑖𝑖𝑖 �𝑅𝑅𝑝𝑝 − 𝑅𝑅𝑎𝑎� = 0)
7.5        �𝑖𝑖𝑖𝑖 �𝑅𝑅𝑝𝑝 − 𝑅𝑅𝑎𝑎� = 1�
5        (𝑖𝑖𝑖𝑖 �𝑅𝑅𝑝𝑝 − 𝑅𝑅𝑎𝑎� = 2)

2.5        �𝑖𝑖𝑖𝑖 �𝑅𝑅𝑝𝑝 − 𝑅𝑅𝑎𝑎� = 3�
0        �𝑖𝑖𝑖𝑖 �𝑅𝑅𝑝𝑝 − 𝑅𝑅𝑎𝑎� = 4�

         (14) 

 三分法 

類別 全部 優秀 普通 不佳 

樣本數 100 27 14 59 

訓練樣本數 70 15 8 47 

測試樣本數 30 12 6 12 

正確率 75% 95.8% 1.3% 90.8% 

得分 127.5
150

= 0.85    

 

 五分法 

類別 全部 非常優秀 優秀 普通 不佳 非常不佳 

樣本數 100 21 4 12 20 43 

訓練樣本數 70 13 2 7 14 34 

測試樣本數 30 8 2 5 6 9 

正確率 67% 92.5% 20% 8% 80% 80% 

得分 

127.45
150

= 0.849 

     

表九 三分法、五分法之 SVM 辨識結果。 

 由表九可發現使用我們所提出的特徵能夠良好的辨識三個級別與五個級別的書法作品。雖然

辨識結果佳，但在辨識普通級別時效果不甚理想，於是我們使用 SVM 訓練出的模型，得出測試樣本

可能屬於各個級別的機率分配，探究普通級別辨識率不佳的原因。表十為我們拿九幅作品作為測試預

測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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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編號 a b c d e f g h i 

受測者評分 0.1 0.2 0.5 0.8 0.8 1 1.5 1.6 2 

對應美感級別 不佳 不佳 不佳 普通 普通 普通 優秀 優秀 優秀 

預測美感級別 不佳  不佳 不佳 不佳  不佳 不佳 不佳 優秀 優秀 

預測優秀機率 0.03 0.07 0.09 0.11 0.18 0.23 0.30 0.48 0.69 

預測普通機率 0.16   0.16 0.15   0.16  0.14   0.13   0.19   0.21   0.16   

預測不佳機率 0.81 0.77     0.76 0.73 0.68 0.64   0.51   0.31   0.15   

美感分數 11.11 15.18 16.20 19.44 25.10 29.88 39.24 58.22 76.42 

表十 受測者評分與電腦評分之比較。 

每個人對於同一件事物的感受並沒有標準答案，因為每個人看的角度不同，感受也有所不同的

緣故。當觀賞一幅無論由任何觀點來看都是優秀的作品時，直接認定作品是優秀的機率很大；若一幅

作品的排版工整，但文字書寫尚未成熟，這時可能無法認同該作品是優秀的，亦無法將之歸類為不佳

的作品，因此在經過兩個意見的拉扯之後決定其為普通作品。為了避免多數決的結果，在此定義另一

個量化美感預測結果的公式： 

𝐴𝐴𝑎𝑎𝐴𝐴𝑆𝑆ℎ𝑎𝑎𝑆𝑆𝑖𝑖𝑐𝑐 𝑆𝑆𝑐𝑐𝑆𝑆𝑎𝑎𝑎𝑎 = 𝑃𝑃𝑏𝑏𝑏𝑏𝑠𝑠𝑡𝑡 ∗ 100 + 𝑃𝑃𝑎𝑎𝑎𝑎𝑏𝑏 ∗ 50 + 𝑃𝑃𝑤𝑤𝑤𝑤𝑤𝑤𝑠𝑠𝑡𝑡 ∗ 0       (15) 

其中 P_best 代表優秀級別的機率，P_ave 為普通級別的機率，而 P_worst 為不佳級別的機率。範

例作品的美感分數如表 4.12 所示，可以發現到美感分數能夠大致呼應人工給予的評分結果，而且原本

被認定為不佳的作品，由美感分數表示之後更能反映被歸為同一級別作品間的實力差距。 

 本研究提出的特徵之 SVM 辨識結果良好，由美感分數來呈現預測結果亦對作品有良好的詮

釋。我們相信未來若增加書法樣本、均勻分配各個等級的作品，並且多加尋求專家的意見，書法作品

評估的辨識率會更上層樓。 

五、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提出了 6 種評估整體書法作品美感的方法，包含排版工整度、字距掌握度、文字偏移程

度、文字書寫大小穩定度、筆畫風格一致程度和筆畫平滑程度，並且個別測量上述特徵與平衡度是否

能有效評估 100 件書法作品的美感程度。我們發現大部分特徵的測量結果能確實反映真實創作過程以

及鑑賞時所注重的美感因素，例如：行的排版比列的排版還要準確描述各級別作品的美觀程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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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賞時「行」表現之重要性；文字大小穩定度的量化值接近人眼觀看文字忽大忽小的感受；筆畫較無

變化的作品較不符合楷書的審美觀等等。 

本研究所提出與結構相關之特徵，同樣適用於篆書和隸書之布局井然有序的審美觀。然而，筆

畫風格一致程度特徵之評估對象僅限楷書有效，若風格偏行楷的書法字，比起規矩的楷書將有更多寬

度被高估的筆畫。 

除了各特徵的檢測以外，我們亦使用 SVM 以 8 維特徵訓練辨識整幅書法作品美感的模型，我們

的模型無論是三分法還是五分法，辨識結果皆良好。未來若蒐集更多不同級別的作品，使得作品的美

觀程度分布能更均勻，或許能再提升辨識率。此外，未來應多加參考書法專家意見，作為設計新美感

程度特徵之靈感來源，並且將其意見列入樣本標籤的訂定行列。 

本研究有別於前人研究，我們致力於整幅書法作品之美感評估，未來可嘗試結合更多已發展的

個別字評估特徵，以提升辨識率。此外，搭配使用深度學習機制，解決美感評估問題，期盼機器輔助

中文書法美感評估的應用更加廣泛。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6  年 1  月 20  日 

一、 參加會議經過 

 

兩年一度的國際圖型識別研討會，至今已堂堂邁入第二十三屆，進入第四十六個年

頭。這次的會議在墨西哥的度假勝地坎昆(Cancun)，時間排定在十二月份，當地怡人

的氣候想必讓參與會議的學者及研究人員在繁忙的行程中獲得紓解。由於

12/11-12/13 本人亦於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ultimedia(地點在加州聖荷

西)發表論文，時間與地點相近，可以一次出國參加兩個會議，在機票費用方面節省

不少。 

這次發表的論文，與二維影像的特徵描述相關，延續了本人過去在這方面的研究，

但是以點群方式來進行考量、比較後得出的特徵描述子，主要貢獻是解決點群數量

較大時產生的高維向量降維問題，有效控制特徵維度，但又能改善比對之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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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效能與準確度。 

此次會議共有五個 Track: 

Track 1: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Track 2: Computer Vision and Robot Vision 
Track 3: Image, Speech, Signal and Video Processing 
Track 4: Document Analysis, Biometrics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Applications 
Track 5: Biomedical Imag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我們的論文屬於第一大項，安排在 12 月 6 日下午的 TuPT3 session: Segmentation, 

Features, and Descriptors I 發表，討論過程相當熱烈，也從中學習到他人看問題的視

角，獲益良多。 

按照慣例，每次的 ICPR 都會頒發卓越成就獎項，此次的 K.S. Fu Prize 由 CUNY 的

Robert Haralick 教授獲得，Haralick 教授曾任 IAPR 會長，在電腦視覺與圖形辨識領

育貢獻良多，獲獎實至名歸；至於 J. K. Aggarwal Prize 則由史丹佛大學與 Google 合

聘的 Fei-Fei Li 教授獲得，李教授近年來在影像分類、視訊分析與深度學習方面有相

當多的成果，令人注目。 

除了得獎人的演講之外，每個 Track 也都安排一位 Keynote speaker，題目包含:  

1. Visual Congruent Ads for Image Search 
2. Semantic 3D reconstruction 
3. A Future for Learning Semantic Models of Man-Made Environment 
4. Pattern Recognition progress,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5. Validation of image registration: the truth is hard to make 

 

主題多元，涵蓋面廣，在大場次演講外，同時有五個平行發表場次，因此參加會議

的期間，實在是獲取相當多新知，有如進行了充電之旅。 

二、 與會心得 

每次參與會議都有新的收穫，在短短的幾天內，可以遍覽最新研發的成果，也有許



 
 

多國際的交流，相當值得。 

 

三、 發表論文全文或摘要 

如附件。 

四、建議 

持續補助國內學者與研究生參與重要國際會議，為台灣累積厚實的研發能量。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1) 紙本議程摘要 

(2) 隨身碟內含此次研討會所有發表之論文檔案 

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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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obust image features are essential in building effective 

image recognition engines. These features can b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various principles, such the distribution of local 

gradients (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s, HO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pixels (Local Binary Descriptors, LBD), 

or local intensity order statistics (Local Intensity Order Patterns, 

LIOP). Because the feature dimension grows quickly as one 

considers the ordering relations of a group of N (N>2) pixels, few 

researchers have exploited local order statistics among a pixel set 

to define an image feature.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ovel approach to construct a feature 

descriptor using local intensity order relations (LIOR) in a pixel 

group. In contrast to LIOP where the feature dimension increases 

drastically with the number of elements in a set, the size of LIOR 

is manageable. Moreover, LIOR ensures the stability of ordering 

by encoding the intensity differences as weights. Two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assigning the weights have been devised and tested.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s yield 

better or comparable performanc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mage 

degradation when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LIOP. Additionally, 

the storage requirement is significantly lower when the number of 

pixels in a group increases. 

Keywords-local descriptors; local intensity order patterns 

(LIOP); local intensity order relations (LIOR)    

 

I. INTRODUCTION 

 

The search for effective feature descriptors for robust 

image recognition has been a continuous endeavor for 

researchers in the computer vision community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introduction of SIFT has clearly set a 

benchmark for local image descriptors [1]. Recent 

developments focus on representation using low-bit storage 

and simple distance metric to speed up the processing while 

maintaining comparable recognition rate. In general, the 

definition of local feature descriptors can be attained using 

one of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1) distribution of local image 

properties, 2)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pixels and 3) 

relationship among pixels in a region. The well-known SIFT, 

SURF [2] and HoG [3] features fall into the first category, 

with different selection of local property. Local binary 

descriptors (LBD) including BRIEF [4], BRISK [5], ORB [6] 

and FREAK [7] belong to the second type as pairwise 

comparison is performed to arrive at the binary coding. Local 

binary pattern (LBP) [8] and its variants can be viewed as the 

combination of 1) and 2), as pixel intensity is first compared, 

and the result is then converted to a histogram.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examples for type 3, however, a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 group of N pixels can be complicated. 

Local intensity order pattern (LIOP) is probably the only 

method in the literature that exploits local order statistics 

among a pixel set to formulate the feature descriptor [9]. 

LIOP has demonstrated good performance when evaluated 

using the standard benchmark dataset. It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VLFeat library since 2013 [10].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is paper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opportunity of constructing feature descriptors using local 

order relationships of N elements in a window. Because LIOP 

uses the ranking of pixel intensity (with N! possible 

combinations) to encode the feature, one notable limitation of 

LIOP is the drastic growth in feature dimension when N 

increases.  Additionally, if non-strict ordering is allowed (i.e., 

‘equal’ relation is permitted), it can be shown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combination is further increased to: 

 

𝑇𝐶 = 𝑁! + ∑ (𝑁 − 𝑖)! ∗ 𝐶𝑖+1
𝑁𝑁−1

𝑖=1                  (1)  

 

Table 1 illustrates the situation with N=4. In this case, 

TC=69, indicating 45 extra relationships when ‘equality’ is 

allowed. Apparently, the total number of relations grows very 

quickly as N increases. 

In this research, we attempt to alleviate the above problem 

by adopting a ranking mechanism that captures the intensity 

relationship among N pixels in a reg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aintains controllable feature dimension.  This is 

inspired by considering Kendall's tau coefficient [11], which 

compare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wo ranking results ra and rb 

according to: 

𝜏(𝑟𝑎 , 𝑟𝑏) = 
(𝑛𝑐−𝑛𝑑)

(𝑛𝑐+𝑛𝑑)
                    (2) 

 

In (2), nc denotes the number of concordant pairs where nd 

denotes the number of discordant pairs.  Suppose ra and rb are 

two ranking orders of 5 elements d1,… d5: 

 

ra : 𝑑1 ≺𝑟𝑎
𝑑2 ≺𝑟𝑎

𝑑3 ≺𝑟𝑎
𝑑4 ≺𝑟𝑎

𝑑5 

rb : 𝑑3 ≺𝑟𝑏
𝑑2 ≺𝑟𝑏

𝑑1 ≺𝑟𝑏
𝑑4 ≺𝑟𝑏

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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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can been seen that there exist three discordant pairs 

(𝑑1 ,𝑑2 ),(𝑑1 ,𝑑3 ) and ( 𝑑2 ,𝑑3 ) between these two rankings. 

Thus the Kendall’s tau coefficient = (7-3)/(7+3)=0.4. Notice 

that strict ordering is assumed in the definition of Kendall’s 

tau. 

Using Eq.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ranking 

results is consolidated into a single coefficient, compared to 

the possible N! combinations for the LIOP method. A middle 

ground would be to record the concordant/discordant relation 

between two elements in the pixel set of size N, thereby 

obtaining a vector of size N(N-1). If ‘equality’ relation is also 

permissible, the dimension increases to N(N-1)+1. This is the 

approach adopted in this research. Specifically, a reference 

ranking 1≺2≺3≺⋯≺N will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generating concordant/discordant relations, which will then 

be encoded in the N(N-1)+1 array. The benefit of the 

proposed encoding scheme is that ordering relations of all N 

elements are preserved to a certain degree, while the resulting 

feature dimension is still kept at a manageable level.  Details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eature descriptor based 

on local intensity order relations (LIOR) will be provided in 

Section 3. 

TABLE 1:  EXTRA NUMBER OF RELATIONS FOR N=4 WHEN NON-STRICT 

ORDERING IS ALLOWED 

N=4 
2 out of 4 are 

equal 

3 out of 4 are 

equal 

All 4 are 

equal 

 𝐶2
4 𝐶3

4 𝐶4
4 

Example 
1 = 2 < 3 < 4 

1 < 2 = 3 < 4 

1 = 2 = 3 < 4 

1 < 2 = 3 = 4 
1 = 2 = 3 = 4 

Combinations 3! * 𝐶2
4 2! * 𝐶3

4 1! * 𝐶4
4 

Total 3! * 𝐶2
4 + 2! * 𝐶3

4 + 1! * 𝐶4
4 = 36 + 8 + 1 = 45 

 

 

The remainder of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outlines the key steps in defining LIOP, the feature 

descriptor we wish to improve. Section 3 introduces two 

versions of LIOR feature descriptor proposed in the work. 

LIOR-1 focuses on encoding concordant/discordant relations. 

LIOR-2 further exploits the degree of 

concordance/discordance to arrive at a different encoding 

scheme. We will illust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local 

descriptors with simple examples. In Section 4, we report the 

comparative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LIOP, LIOR-1 and 

LIOR-2 evaluated with standard benchmark dataset. Finally, 

Section 5 concludes this paper with a brief conclusion and 

outlook on future work. 

 

II. RELATED WORK 

 

The local intensity order pattern (LIOP) proposed by 

Wang et al. has been shown to exhibit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SIFT, DAISY and HRI-CSLTP in terms of recall rate. 

Since our LIOR descriptor is motivated by LIOP, we will 

provide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key stages involved in 

constructing LIOP in this section.   

Given an image patch, the overall intensity is used to 

divide the patch into B sub-regions called ordinal bins. In 

each bin, a collection of N samples is first identified within a 

neighborhood of radius R. We then consider the order 

relations of N points, which has a total of N! combinations, 

and increment the corresponding index in the histogram of 

size N!. This process will be repeated for selected points in 

all bins, generating a feature vector of size 𝐵 × 𝑁!. 
To illustrate, let us set N=3. Then there will be 3!=6 

different permutations of order relations among these three 

samples (excluding ‘equality’ relation), as listed in Table 2.  

TABLE 2. ORDER RELATIONS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DEX FOR N=3 

Order Relation Index 

(1,2,3) 1 

(1,3,2) 2 

(2,1,3) 3 

(2,3,1) 4 

(3,1,2) 5 

(3,2,1) 6 

 

According to Table 2, three pixels with intensity values 

(10,20,30) has an order relation 1≺2≺3, generating an index 

of 1.  The triplet (30,10,20) will produce an index of 5. The 

original formulation of LIOP embeds the equality relation by 

interpreting all the three triplets (10,10,30), (10,30,30) and 

(10,10,10) as 1≺2≺3.  

Since the order relations are more stable when the 

intensity differences between samples are larger, LIOP 

assigns weight to the descriptor according to Eq. (3): 

 

𝑤(𝑥) = ∑ 𝑠𝑔𝑛(|𝐼(𝑥𝑖) − 𝐼(𝑥𝑗)| − 𝑇𝑤) + 1𝑖,𝑗       (3) 

 

where sgn() is the sign function and Tw is a predefined 

threshold. This is equivalent to counting the number of 

dissimilar samples in a group. Therefore, groups containing 

more disparate samples will have more influence.  

Feature dimension is obviously a concern when it comes 

to the choice of N. LIOP is claimed to have higher 

discriminative power as it exploits the local information 

using the intensity order of all the N sampled neighboring 

points. It appears that a larger N will encode more local 

structures and hence yield more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However, feature dimension is proportional to N!, and grows 

very quickly when N increases. In practice, only three 

settings of N (3, 4 and 5) have been tested in the LIOP paper. 

III. LIOR FEATURES 

 

How does one encode ranking relations while keep the 

feature vector at a reasonable size? Instead of comparing all 

N samples that generates N! permutations, we can compare 

and enco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elements at one 

time, reducing the total number of relations to 𝐶2
𝑁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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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ing histogram has a dimension of order O(N
2
), much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O(N!). Image descriptor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above principle is named local intensity order 

relations (LIOR) feature. 
Two versions of LIOR feature are defined in this work. 

LIOR-1 is obtained by encoding concordant/discordant 

relations of pairs of elements selected from a pixel group. 

LIOR-2 further exploits the degree of 

concordance/discordance to arrive at a different encoding 

scheme. 

 

A.  LIOR-1 

 

The overall process for constructing LIOR is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LIOP. The main difference lies in the way we 

compare and encode the relations among N pixels in a set.  In 

the original LIOP formulation, an index array of size N! is 

reserved to store the ranking relation, which is accumulated 

over a region to obtain the histogram (or distribution).  In 

LIOR-1, we examine the relative magnitude of two elements 

from the set of N pixels. A total of N(N-1)/2 pairwise 

comparisons are carried out. We allocate an array of size 

N(N-1) to record the relationship.  For two pixels Pa and Pb, 

if 𝐼(𝑃𝑎) < 𝐼(𝑃𝑏),we will increment the entry corresponding to 

(a,b),  and vice versa. If there is a tie, the information will be 

recorded in an extra dimension, resulting in a final dimension 

of N(N-1)+1 for LIOR-1 feature.   

Take N=4, for example, with four pixel values 

165,165,197 and 163. An array of size 4*(4-1)+1=13  will 

first be allocated. We then perform pairwise comparison of 

(165,165), (165,197), (165, 163), (165,197), (165,163) and 

(197,163), respectively, as illustrated in Fig. 1.  For the first 

pair, since 165=165, we will increment dimension #12.  For 

the second pair, since 165 < 197, we will increment 

dimension #2, and so on. The overall encoding procedure is 

portrayed in Fig. 1. The final descriptor is constructed by 

accumulating the LIOR-1 of points in each ordinal bin, then 

by concatenating them together.  

 

 
Figure 1. Constructing LIOR-1 using N=4 as an example. 

Unlike the original LIOP descriptor, weight assignment is 

not feasible since the ranking relation is distributed among all 

pairwise comparison results. To address this issue, a modified 

version named LIOR-2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degree of 

dissimilarity between pixel intensities is proposed. 

 

B. LIOR-2 

 

In LIOR-2, the degree of intensity difference between two 

pixels Pa and Pb is further exploited to define a new encoding 

mechanism. A threshold T will be specifi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pixels increase from 2 to 4 

(excluding tie), as listed in Eq. (4) and illustrated in Fig. 2. 

Fig. 3 provides an example of constructing LIOR-2 using 

T=20 and N=4. Table 3 compares the feature dimension of 

LIOP, LIOR-1, and LIOR-2 with 6 ordinal bins and different 

Ns.  

𝐼(𝑃𝑏) − 𝐼(𝑃𝑎) < −𝑇 

−𝑇 < 𝐼(𝑃𝑏) − 𝐼(𝑃𝑎) < 0 

0 <  𝐼(𝑃𝑏) − 𝐼(𝑃𝑎) < 𝑇 

𝐼(𝑃𝑏) − 𝐼(𝑃𝑎) > 𝑇                         (4) 

 

 

 

Figure 2. More relationships by considering intensity differences in LIOR-2 

 

 

 

Figure 3. LIOR-2：Constructing LIOR-2 using N=4 and T=20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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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ARING FEATURE DIMENSION OF LIOP, LIOR-1 AND LIOR-2 

N B Dim: LIOP Dim: LIOR-1 Dim: LIOR-2 

4 

6 

6*4!= 144 
D1(4)=6*13 

      = 78 

D2(4)=6*25 

        = 150 

5 6*5!= 720 
D1(5)=6*21 

       =126 

D2(5)=6*41 

       =246 

6 6*6!=4320 
D1(6)=6*31 
        = 186 

D2(6)=6*61 
       =366 

7 6*7!=30240 
D1(7)=6*43 

       =258 

D2(7)=6*85 

       =510 

8 6*8!=214920 
D1(8)=6*57 

       =342 

D2(8)=6*113 

     =678 

 

IV. EXPERIMENTAL RESULTS 

 

We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local image 

descriptors LIOR-1 and LIOR-2 using standard benchmark 

dataset, as shown in Fig. 4 [12]. Rotation, scaling blurring, 

compression, illumination change and noise are present to 

test the robustness of the descriptor under various 

degradation conditions.  

 

 
Figure 4. the dataset of Affine Covariant Feature 

 

We use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ratio (NNDR) to 

determine the match between two features. In this method, if 

the nearest distance divided by the second nearest distance is 

smaller than a predefined threshold, it is deemed as a correct 

match. The matching score (M.S.) between two images is 

computed according to Eq. (5):  

 

𝑀. 𝑆. = 100 ∗
# 𝑜𝑓 𝑐𝑜𝑟𝑟𝑒𝑐𝑡 𝑚𝑎𝑡𝑐ℎ𝑒𝑠

𝑚𝑖𝑛 {# 𝑜𝑓 𝑓𝑒𝑎𝑡𝑢𝑟𝑒𝑠 𝑖𝑛 𝑡𝑤𝑜 𝑖𝑚𝑎𝑔𝑒𝑠}
        (5) 

 

Table 4 summarizes the matching scores for different 

images in the dataset with different numbers of sampled point 

N.  It can be observed from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at both 

LIOR-1 and LIOR-2 produce comparable matching scores 

with respect to LIOP, with relatively smaller feature 

dimension, or equivalently, storage cost in most cases. The 

performance of LIOR-2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LIOR-1, at the 

cost of almost twice the feature dimension. The only 

exception is the category Leuven, as shown in Fig. 5. 

 

 

TABLE 4 MATCHING SCORES FOR DIFFERENT IMAGES CONTAINING 

DIFFERENT TYPES OF DEGRADATIONS 

Threshold=20 N=4 N=5 N=6 N=7 N=8 Avg 

Bikes 

LIOP 46.2 49.3 49.0 42.1 - 46.7 

LIOR-1 43.4 44.9 47.1 46.9 48.0 46.0 

LIOR-2 45.0 45.6 47.9 47.3 48.3 46.8 

Trees 

LIOP 9.4 11.5 11.8 9.7 - 10.6 

LIOR-1 8.0 8.9 10.7 10.8 11.5 10.0 

LIOR-2 9.0 10.0 11.7 12.0 12.5 11.0 

Graf 

LIOP 21.1 22.3 22.4 20.1 - 21.7 

LIOR-1 19.7 20.9 21.6 21.8 21.9 21.1 

LIOR-2 20.2 21.7 21.8 22.3 22.3 21.7 

Wall 

LIOP 21.8 24.9 25.3 23.1 - 23.8 

LIOR-1 19.9 21.8 23.7 24.3 25.2 22.3 

LIOR-2 21.7 23.5 25.1 25.6 26.5 24.5 

Bark 

LIOP 13.8 14.4 15.7 13.6 - 14.3 

LIOR-1 12.8 13.0 13.5 13.5 14.0 13.4 

LIOR-2 13.2 12.5 13.8 13.8 14.0 13.5 

Boat 

LIOP 23.6 25.2 26.1 22.7 - 24.4 

LIOR-1 20.7 21.9 24.0 24.4 25.1 23.2 

LIOR-2 22.3 23.3 25.3 25.7 26.3 24.6 

Leuven 

LIOP 46.9 48.3 46.7 44.1 - 46.5 

LIOR-1 34.4 34.5 36.6 36.3 37.2 35.8 

LIOR-2 30.3 33.0 35.3 34.9 35.7 34.3 

Ubc 

LIOP 67.7 69.1 67.5 63.5 - 67.0 

LIOR-1 67.3 68.2 70.0 70.3 70.7 69.3 

LIOR-2 68.5 69.5 70.9 71.0 71.5 70.3 

Noise 

LIOP 73.1 78.6 72.9 63.9 - 72.1 

LIOR-1 71.8 76.3 78.2 79.7 80.6 77.3 

LIOR-2 76.2 80.6 82.1 82.9 82.7 80.9 

-: not computed since feature dimension is too large for LIOP. Bold 
numbers denote best performance among LIOP, LIOR-1 and 2. 

 

 

   
Image 1 Image 2 Image 3 

   
Image 4 Image 5 Image 6 

Figure 5. the Leuven (light) category 

It turns out that the degradation type in the Leuven 

category is illumination change. The average brightness of 

six images presented in Fig. 5 is very low. Therefore, the 

range of intensity difference becomes small. This makes the 

magnitude comparison less robust.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dynamic range of the image intensity, we apply histogram 

equalization to the degraded images, and then use LIOR-1 

and LIOR-2 to generate the feature descriptor. The matching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histogram equalization are listed in 

Table 5. The improvement is clearly observed in the new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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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MATCHING SCORES AFTER APPLYING HISTOGRAM EQUALIZATION 

Histogram 

Equalization (HE) 
N=4 N=5 N=6 N=7 Avg 

LIOP 

Orig. 46.9 48.3 46.7 44.1 46.5 

HE 47.4 49.3 48.4 44.8 47.5 

LIOR-1 

Orig. 34.4 34.5 36.6 36.3 35.5 

HE 45.0 46.3 48.0 47.8 46.8 

LIOR-2 

Orig. 30.3 33.0 35.3 34.9 33.4 

HE 46.6 47.4 48.5 48.8 47.8 

 

V.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n image descriptor based on 

local intensity order relations (LIOR) of pixels in a set 

motivated by LIOP. Two versions of LIOR are devised by 

considering the degree of dissimilarity between pixel 

intensities. Experimental results validated the efficacy of the 

proposed feature in terms of image matching performance 

and storage cost. In general, LIOP-2 produces best results 

when more pixels in a set are compared.  

Future improvements to LIOR include the incorporation 

of weights in the descriptors based on the degree of pixel 

intensity difference. Alternative encoding mechanism that 

defines more versatile relationships among pixels while 

maintaining manageable dimension is also contemp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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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參加會議經過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ultimedia 是由 IEEE Technical Committee on 

Multimedia (TCMC)所主辦的年度國際多媒體研討會，至 2016 年已經舉辦第十八屆，

本次會議時間為 12/11-12/13，地點在加州聖荷西，與本人所參加之另一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tern Recognition (ICPR 2016, Cancun, Mexico)時間與地

點相近，因此可以一次出國參加兩個會議，在機票費用方面節省不少。 

此次會議為本人第四次於 IEEE ISM 發表論文，與前幾次不同的是，這次論文的第一

作者彭久芳碩士研究生，也獲得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之獎勵，得以

同行，也因此過去發表時均由本人簡報，此次則改由彭同學上場，在台灣時就先在

實驗室的周會中演練過數次。 

這次發表的論文，與使用者介面的評估有關，主要是結合眼動與滑鼠移動軌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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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介面設計的優劣，除了應用於互動式資料視覺化工具外，對於一般的圖形介面、

操作流程都可適用(如 3D 建模與編輯程式)。 

這次的會議安排相當緊湊，同一個時間都有三個場次以上的論文發表，我們的論文

被安排在第三天 Multimedia and Web Interfaces（多媒體與網頁介面），同時還有日本

NHK 電視台與美國麻省理工學院、 捷克科技大學、法國與盧森堡的研究機構共同

合作的論文在同一會議場次。整個發表的過程相當順利，雖然過程還是可以看出彭

同學有些緊張，在臨場反應部分可以再加強。 

此次會議共安排五場 Keynote 演講，一次的 Panel 論壇，特別有印象的是普渡大學的

Jan P. Allebach 教授所主講的場次，Allebach 教授在影像列印品質評估的研究與我近

期所進行的電腦視覺與美學評估有若干相通之處，因此會後特別向 Allebach 教授更

進一步的請教。至於 Panel 的主題: Beyond the Buzz of IoT, Deep Learning, and Cloud: 

Do they influence future multimedia research? 也切中潮流，發人深省。另外與 3D 主題

相關的有兩個場次 3D Data, Graphics and Retrieval (I) (II)，不過多數著重於模型的搜

尋，與 3D 列印有間接的關聯性。 

 

二、 與會心得 

每次參與會議都有新的收穫，在短短的幾天內，可以遍覽最新研發的成果，也有許

多國際的交流，尤其本次會議舉辦地點在加州矽谷，因此藉此機會參訪包含 Google, 

facebook, Salesfore 等高科技公司，體會美國 IT 界領先群的工作氛圍，相當令人印象

深刻。 

 

三、 發表論文全文或摘要 



 
 

四、建議 

持續補助國內學者與研究生參與重要國際會議，訓練新血，為台灣累積厚實的研發

能量。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1) 紙本議程 

(2) 1GB 隨身碟內含此次研討會所有發表之論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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