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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論文 

偵測以及辨識是確認一個交通標誌為何的兩個主要步驟[12]。偵測是系統從一張拍攝駕

駛者視野的完整照片中，尋找是否有交通標誌出現在其中，並且確認交通標誌在此圖片

內的位置，我們通常將一張圖片內有可能是交通標誌的區域叫做 region of interests 

(ROIs)。交通標誌有其獨特的外型以及顏色，像是警告標誌是正三角形的標誌，由紅色

的外框白色底以及黑色圖像所組成，因此 TSR 系統通常以這兩種資訊來偵測這些

ROIs，而顏色分類(color segmentation)、邊的偵測(edge detection)[19][31]以及角的偵測[11]

則是偵測子系統常用到的技術。當 ROIs被偵測出來後，再針對這些 ROIs擷取出一些有

用的特徵，並利用這些特徵來將其分類。有許多研究人員已經提出一些將這些圖像分類

的技術，包括了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s)[11]、template matching[31]、chain code[35]

和 matching pursuit methods[19]。以下分成偵測以及辨識兩部分來討論相關的論文。 

 

2.1 交通標誌偵測相關論文 

在 Bartneck、Janssen和 Ritter等人的論文裡，他們利用 Polynomial Classifier 來進行顏色

分類的動作，也就是將決定函數限制為特徵函數(如 Red、Green和 Blue的值)的線性組

合，然後利用大量的訓練資料訓練出適當的係數[9][21][39]。Priese 等人則是利用

CSC(color structure code)來進行顏色分類，他們將所有的像素建構成一個階層式的構

造，然後用 region growing的方式將擁有相同顏色的像素合併在一起，即可將圖片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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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塊塊顏色相同的區域[32][33][34]。Kang 等人論文中則先設定了幾個類別的中心，

然後再利用各個類別裡面訓練資料的標準差、關聯係數以及距離等等，進行分割和合併

的動作以達成顏色的分類[23]。Escalera和 Ghica等人的論文中則提到，可以利用簡單的

顏色二值化(color threshold)來完成顏色的分類，將圖片中的像素分成可能是交通標誌的

像素和不是的像素，然後再利用邊的偵測將這些物件描繪出來[11][15]。Kehtarnavaz 和

Ahmad則將每一種顏色表示系統都拿來做訓練資料的群聚實驗，能夠得到最緊密的群聚

且群聚和群聚之間越分開的系統是最好的，最後以 YIQ(Luminance、blue-green/orange、

yellow-green/magenta)顏色系統當作牠們的顏色表示系統，並且利用 ART(adaptive 

resonance theory) Neural Network 來分辨像素顏色[24]。張耀升也是利用顏色二值法的方

式來區分出紅色與非紅色像素，然後利用邊的偵測來找出交通標誌候選人，不過他提出

了在時間不同的情況下，照片所呈現的光度是不同的，因此可以先算出平均光度，然後

根據之前所定義的光度等級，將原圖片做光度的改變，以符合顏色二值法所定義的臨界

值[3]。 

Janssen 和 Ritter等人的論文中則利用 CCC(color connected component)來將相同顏

色的像素聚集起來，並可描繪出這些物件的外型資料(topological information) [21][39]，

其中[21]還利用這些資訊合併成為Meta CCC用來描述顏色物件的組合，如有可能是交

通標誌的組合描述為紅色物件包含著白色物件。 

因為找出來的 ROIs 可能相當的多，因此有些論文提出一些方法來刪去不可能是交

通標誌的 ROIs，Janssen 等人的論文裡面也有提到，可能是交通標誌的 ROIs 必須符合

三項條件：(A)必須是紅色物件裡面包含著白色物件，(B)Bounding Box長寬比必須在 0.5

到 2.0之間，(C)物件覆蓋範圍必需在 100個像素以上[21]。 

    Aoyagi 等人則提出了利用基因演算法來偵測交通標誌，首先他們以亮度的值區分

出屬於背景或物件的像素，然後將這些搜尋樣本(如圓形交通標誌)表示成基因的形式，

再對其做基因演算法以找出圖片上所有的圓形交通標誌[8][18]。 

    Escalera 等人除了利用顏色二值法區分出屬於交通標誌顏色的物件外，還提出了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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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角的偵測方法，配合交通標誌特殊的形狀(如三角形、八角形…等)來判斷那些物件確

實是交通標誌[11]，Rangarajan 則提出了最佳角偵測方法，利用研究出的遮罩(Mask)對

原圖片做 convolution，即可以得到所定義的角類型，再利用簡單的搜尋圓形、三角形等

方法就可以順利的偵測出交通標誌[37]。Piccioli 等人則和 Escalera 等人一樣利用 color 

threshold 的方式偵測紅色像素，不過它們是以 HSV 顏色系統來作為分類依據，另外他

們還提出若在沒有顏色資訊的情況下，還可以利用一些 priori knowledge，像是偵測出天

空和道路之後，從它們的交界處往右延伸的方形區域是交通標誌有可能的所在地。然後

再利用 edge detection偵測出 search region內所有的邊，並且假設交通標誌沒有變形的情

形，偵測和地平線夾角是 0 度、正負 60 度加減ε度的線(ε代表因為雜訊所造成極為小

的角度差距)，並且利用這些線，確認出是否有三個夾角為 60度的角，以精準的交通標

誌所在處，交由後方辨識系統辨識，在它們的測試資料中，最好的情況可以達到達到 98%

的正確率[31]，不過由於有類似交通標誌並沒有變形等等假設，因此在比較困難的照片

下，可能正確率沒有辦法達到這麼高的地步。 

 

    Gavrila 等人則是利用 DT(distance transform)的方法找出交通標誌的候選人，首先將

圖片做邊的偵測後，再進行 DT，此時可以利用 template 去對整張照片進行 template 

matching，利用 DT後的圖片做 template matching而不利用邊的偵測後的圖片的原因是

其相似度測量的結果會比較平滑(smoother)，這樣比較有利於套入數種有效率的搜尋方

法來找到正確的答案，另一方面利用 DT後的圖片進行 template matching對於 template

和圖片中的 ROIs 之間的差異性有比較大的容忍度，可以偵測到被破壞較嚴重的物件

[14]。 

Miura 等人在論文中提到，他們使用兩種攝影機，先利用 wide-camera 找出可能的

交通標誌候選人後，再利用 tele-camera 來捕捉這個候選人的近照以利辨識，他們以顏色

和外型來判斷誰是可能的候選人[29]。 

    Sandoval 等人則提出以極座標的方式來表現所有在圖片中的像素，並且設計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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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lution masks，它們可以被用來做圓形標誌和位置相關的邊的偵測[40]，且不論這個

圖片內的物件如何轉動，它們仍然可以輕易的偵測出邊來。Kehtarnavaz和 Ahmad則利

用傅立葉和極座標轉換找出了一些交通標誌不會因為外在因素而改變的特徵[24]。 

    Hirose 等人提出了一個新的 filter叫做 Simple Vector Filter(SVF)，它利用圖片中像

素的 HSI值來確認哪些屬於交通標誌的像素，經過它過濾後的圖形可以把像素區分為物

件的像素和背景的像素[18]。 

    Hsu 等人提出先把搜尋的範圍縮小，他們認為只需搜尋圖片右邊中間的部分，然後

在 HSI系統下，將圖片用顏色二值法區分為紅色與非紅色兩部分，最後再利用交通標誌

的三角形及圓形紅色部分通常是一個有寬度的帶狀區域(Band)的特性，利用三角形和圓

形的 template去做 template matching，若有百分之八十的紅點落入樣板內，則認為是交

通標誌候選人[19]。 

 

2.2 交通標誌辨識相關論文 

在交通標誌辨識方面，有相當多的研究都是以類神經網路來執行辨識的工作，Luo 等人

利用 self-organizing neural network的模型，建立了 reconfigurable neural network 來辨識

交通標誌，他們認為 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如果沒有重新訓練就無法辨識新發現的交

通標誌，因此他們採用了可以不必重新訓練的模型，首先分佈一些神經元，然後利用

projection learning 來訓練這些神經元，而在系統實際上線時若發現有新的交通標誌無法

辨識，就會驅動重設定機制，將之前散佈的一些尚未分類的神經元設定給這些新的交通

標誌[26][36]，不過在實際的狀況下，此種功能用到的機會並不多，因為交通標誌是由

國家統一制定的，並不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有修改的情形產生，除非有開到別國去的需

求，才有機會遇到沒有在訓練過程中被放入的交通標誌，因此，交通標誌的偵測與辨識

最好還是以選擇高辨識率的方法為主，而不必過分考慮到動態靜態網路的問題。Kang 等

人提出了一種利用 GT(geometrical transformation)來辨識交通標誌的方法，找出交通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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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後，將物件移到照片的中央，對其做 polar-exponential grid transform轉換至複數

運算空間(complex computation space)，這時可以達成物件大小和旋轉的不變性，最後再

做傅立葉轉換(Fourier transform)，將結果送進 BPN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作辨

識，此方法可以達到相當程度的辨識不變性[23][24]。Ghica 等人則是提出了利用 ART 

neural network 來作辨識的工作，但裡面也提到不管是 BPN或是 ART neural network，在

面對輸入不是交通標誌的物件時，效果都不怎麼好 [15]。Janet 等人提出了一種

RFNN(region- and feature-based neural network)，它是 self-organized multi-functional neural 

network 的一種，他們認為這種類神經網路並不必是針對某個特定問題而產生的，而可

以處理許多問題，並且它的訓練時間、反應時間和所需要的資料空間都相當的少[20]。 

    Priese 等人建構了一個 TSC(traffic sign classifier)-module，是一個階層式的決策樹，

首先利用 CSC 來判斷物件顏色，然後使用 geometric classification將物件依照形狀分類，

最後利用統計分析來完成辨識的工作[34]。 

    Zheng 等人採用了 model-based的方法來辨識交通標誌，雖然 model-based方法的效

率比較差，不適合用在即時系統上，但是他提出了一套從例子學習的新方法，將訓練資

料轉換成特徵向量後，再利用 RBF(radial basis function) network 來找出讓特徵向量轉換

為類別向量最佳的參數，並且證明了利用 RBF network的方法其實等同於 k-NN(k-nearest 

neighbor)決策規則方法[43]，在 Mitchell 的 Machine Learning 一書中也有提到此理論的

證明[28]。 

    Priese 等人以四種模組混合使用來辨識交通標誌，首先是 arrow detection module用

來偵測與辨識有箭號的交通標誌，利用對物件作細線化，並檢視”Head”所在的位置就可

以知道箭號所指向的方向，然後是 speed limit detection module，利用對速限數字做 chain 

code 來辨識，最後利用 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er和 neural network classifier 兩種方法來

辨識其餘的交通標誌[35]。 

Jiang 等人提出以型態的轉換(morphological transform) 處理標誌中央部份的圖像，

然後定義出相似度的測量方法，利用形狀比對的方式來進行交通標誌的辨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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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deh 等人採用另一種模組比對的方法，在找出 ROIs 後，由於交通標誌有一定的

形狀(圓形和三角形等)，因此可以將物件的外框看作是否是圓形或是一些直線，且這些

直線正好互交成三角形或八角形…等，這樣可以先降低 ROIs 的數目，然後再利用每種

交通標誌內容的像素比例不同的關係，來做進一部的辨識，但這種方法還是會有一些不

妥之處，因此他提到，可以將其區分為左右兩邊後再分別計算其像素比(如白，黑兩色

像素比)，這樣就可以解決如右轉標誌和左轉標誌等此類全區像素比相同的情形[42]。 

    張耀升利用 SFAHN (supervised fuzzy adaptive hamming net)來辨識交通標誌，首先利

用傅立葉轉換、極座標轉換和離散餘弦轉換(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DCT)來找出擁有

不變性(invariant)的特徵，再將其輸入 SFAHN 來辨識，他認為 SFAHN擁有可隨時加入

一個新類別而不破壞原有類別辨識力的特性，相當適合利用作為一個 on-line的系統[3]。 

 

2.3 文獻方法與實作方法之比較與討論 

我在偵測子系統所採用的方法，和 Escalera、張耀升等人的文獻中所提到的 color threshold

的 segmentation方法很類似，和其他方法比較起來它的實作方法較為簡單且成效也相當

好(請參照第四章實驗數據)，另外也加入了一些從交通標誌觀察到的特徵來過濾可能是

交通標誌的物件，不過為了應付更艱困的偵測環境，我和其他的文獻採取不同的 color 

threshold的公式，以期望能夠達成在艱困環境中保有一定程度的偵測效果。 

    在辨識子系統中，我也和許多的研究者同樣採用類神經網路來辨識交通標誌，除了

參考它們特徵擷取的方法以及前處理的過程外，我自己加入了 DCT和 SVD 兩種擷取特

徵的方法，並且利用 F measure 量測準確率和召回率提供混合的權重值，期望利用這些

方式來提高在艱困環境下的交通標誌辨識率。而和其他研究者不同的是我們還希望利用

機率的方式來辨識交通標誌，也就是利用 naïve Bayes claasifier 來進行交通標誌的辨識，

不過很可惜的結果並不如我們所預期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