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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商標是一種藉由圖像或是混合圖像與文字存在的標誌，經由

特定的符號或是顏色所組成，利用圖像的組成、配置、形

狀、顏色、混合、字體、字體顏色等視覺元素將會帶給人們

不同的視覺感受。 

過去的研究中，對於視覺元素在商標中扮演的角色偏向質化

的探討，通常多利用使用者測試的方法找到設計元素與商標

的相關度，較少應用電腦視覺對於圖像量化分析的方法，本

研究的目的在於利用各種視覺特徵的計算方式，分析各種商

標中視覺元素的組成，包含商標中圖像的複雜度、平衡度、

組成重複度等相關量化指標。 

藉由大量透過網路上收集的商標進行分析後，可發現商標普

遍具有低複雜度、高平衡度、低重複度的設計特性，本研究

最後試著以商標獨特性指標代替商標辨識度以驗證所設計的

分析方法可行性。由於在電腦視覺領域中關於商標美學的研

究並不常見，本研究可說在此領域進行了開端的探索。 

中文關鍵詞： 商標設計, 美學, 視覺因子, 影像分析 

英 文 摘 要 ： A logo is a mark composed of graph or a combination 

of text and graph. Typical visual elements in a logo 

design such as layout, shape, color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composition, and typeface. The graphical 

mark can exhibit interesting properties by mixing the 

elements in creative ways. 

Most previous researches regarding the role of visual 

elements in logo design are of qualitative nature. In 

this research, we propose to incorporate visual 

feature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algorithms commonly 

utilized in computer vision to compute proper index 

and investigate key visual elements in logo design, 

including complexity, balance and repetition. 

After analyzing large amount of logos collected from 

the internet, we find out that most logos are of low 

complexity, high balance and exhibit some degree of 

repetition. We propose a new measure of 

“distinctiveness＂ and investigate its relationship 

with to the aforementioned properties. We hope that 

the results obtained here serve as a catalyst to 

motivate further research in applying computer vision 

methods to the area of aesthetics and design. 

 

英文關鍵詞： Logo Design, Aesthetics, Visual Elements, Imag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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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設計之視覺元素分析 

 

1. 前言 

電腦視覺在物件辨識的應用日趨成熟，尤其行動平台的全面普及，帶動影像辨識的商機，做為浸

淫此領域超過二十年的研究人員，除了繼續找尋更有效的特徵描述模式與更精準的分類演算法，對於

下一個十年電腦視覺領域的發展，有著什麼樣的想法與做法? 

就某種程度，我們可以說電腦已經初具「辨識」(recognition)的能力，接下來要問的問題是:電腦能

否具備「鑑賞」(appreciation)的能力? 換句話說，能否藉由影像中視覺元素的擷取與分析，從各種觀點

分析圖像的美感? 上面的提問可說是「大哉問」，因為美感的體驗除了與圖像本身的色彩、筆觸、構圖、

材質等因素相關，同時也和文化背景、教育程度、藝術流派、表現手法有著密切的關聯，所以在探討

這項議題時，在目標設定上應有循序漸進的規劃，在分析的素材的部分也應該由簡而繁，不宜在起始

階段就處理太複雜的作品，以免陷於五里霧中，失去方向感。舉例來說，想要分析繪畫中的用色技巧，

可以選擇著色比賽的作品作為處理的樣本，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想要研究筆觸，則可選定素描作品，

以避免色彩的影響，而本計畫的主要目標雖然在於研究美感體驗與視覺元素的關聯性，作法則更為審

慎，取材的範圍限縮至簡易的圖像，也就是商標圖案。 

商標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圖案設計，由過去的研究中，對於視覺元素在商標中扮演的角色偏

向質性的探討，通常多利用使用者測試的方法找到設計元素與商標的相關度，較少應用電腦視覺對於

圖像量化分析的方法，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利用各種視覺特徵的計算方式，分析各種商標中視覺元素的

組成，包含商標中圖像的複雜度、平衡度、組成重複度等相關量化指標，並期盼由此出發，建立明確

且可量化的美感指標，再逐步推展至較複雜的圖像，對於視覺美感體驗進行更全面性的探討與理解。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利用各種視覺特徵的計算方式，分析各種商標中視覺元素的組成，包含商標中

圖像的複雜度、平衡度、組成重複度等相關量化指標，並建立這些指標在設計中所扮演的角色。商標

圖案中，包含圖像的組成、配置、形狀、顏色、混合、字體、字體顏色等視覺元素，以及陰影、背景

色調、點、線、面等各種單元組成，應用在商標設計中將會帶給人們不同的視覺感受。過去研究中，

對於視覺元素在商標上的應用曾有若干的探討，然而在相關文獻中鮮少提及基於電腦視覺技術分析視

覺元素的作法，多數論文都是利用使用者測試，尋找到設計元素與商標的相關度；然而基於使用者測

試的實驗設計，得到的成果較難以具體量化，或許利用電腦視覺中各種視覺特徵值的演算法，可以找

出更有效的商標分析方式。 

現今電腦視覺中大部分的研究是針對在辨識系統上，例如人臉辨識、景點辨識等應用，或是用來

進行影像處理，例如模糊化影像的還原或是雜訊去除；另外一類則是影像分析的研究，這類研究通常

是針對影像的複雜度、品質進行分析，希望可以找到更好的影像壓縮方式以方便儲存或是在應用在網

路串流，較少針對電腦視覺與人類視覺的差異進行比對研究，對於電腦視覺在設計與美學上的應用則

是更少數。 

對於不同的視覺元素而言，在電腦視覺領域中亦有許多不同的特徵值計算方式，例如關於顏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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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可使用 RGB 或是 HSV 等不同色彩空間做為分析的依據、在計算圖像中的形狀可考慮各區塊邊緣

的不同或是利用幾何學的定義來找出商標的形狀，該如何利用電腦視覺元素的分析方式來測量人類視

覺的刺激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些眾多視覺特徵值的測量方法該如何用來分析商標的設計元素則是另

外一個具挑戰性的議題。 

根據上述緣由，本研究主要的目的為探討電腦視覺領域中影像特徵值的計算方式該如何用來分析

商標中存在的設計元素。重點放在針對商標設計準則中提到的重要設計元素該如何利用電腦視覺領域

中的測量方法進行分析，例如利用電腦視覺領域中的測量方法來找出商標在視覺感受上是否平衡、是

否有利用到重複的元件、或是該商標設計是否精細等。計算出來的這些指標，在經過大量的商標資料

分析後，本研究提出大多商標具有的特性包含低複雜度，高平衡度，以及重複度不高等特性。 

利用本研究提出的商標設計元素分析方法以及利用這些方式所建立影像特徵值與設計元素的特性，

期望可以提供商標設計者一個檢驗其商標設計上的盲點，此外如同之前所敘述，由於利用電腦視覺的

處理方式來分析美學的研究並不多見，本研究亦希望能對電腦視覺分析應用在設計或美學的領域進行

先導性的探索。 

本研究報告架構如下:第三段說明過去學者曾經研究過的美學相關研究及商標設計的準則。第四段

探討與圖形視覺元素相關的分析方法，第五段為本篇所提出針對不同視覺元素分析的方法說明、實驗

分析與結果探討，並進一步探討商標獨特度與設計指標的關係，第六段則進行總結，並同時對後續研

究與方向提出具體建議。 

3. 相關研究 

由於商標也是一種圖像，因此商標研究也相關於美學的研究，在先前的研究中對於視覺元素與美

學的研究，涵蓋影像中組成圖形的研究、或是組成圖形的配置與比例、或是影像複雜度與美學的相關

研究，此外在影像中視覺元素通常有許多內含的意義，同樣的視覺元素對不同文化、歷史背景、種族

也會有不同的感受，色彩對於不同性別也會引發不同反應，此外，也有研究是針對如何評斷一張影像

進行探討。 

雖然商標也是一種圖形，也相關於美學研究，然而商標也有不同於影像的部份，那就是商標往往

需要更多的目的與特定的設計理念，依據不同的文化背景、視覺設計，也有著不同於影像的設計準則，

此外商標設計中，往往會加入企業名稱，也是其不同於大部分的影像設計之處。對於影像美學的視覺

元素分析方法也有許多研究，包含平衡度的測試，複雜度的計算，了解這些影像分析方法，將能提供

本研究選擇適當的解析途徑。 

Guidelines for Selecting or Modifying Logos 

Henderson 於該研究中指出，企業對於商標的首要考量是須具有高辨識度；Henderson 利用四項

指數來比較一個好的商標應該有的性質，這四個指標分別是正確的辨識度、混淆度、情緒影響、具涵

義度等四項指標，此外為了建立商標設計元素與這四項指標的關係程度，Henderson 在研究中又定義

出七種商標設計的指標，包含： 

 自然：表示出該商標的圖形是否與人類日常接觸到的經驗的程度而定，有可能是利用真實的

圖像或是僅保留平常接觸事物的外型，有些圖像設計者指出僅保留外型與架構的設計是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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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 

 和諧：和諧度指出該圖像是否對稱或是該圖像是否平衡，圖像是否平衡並不等同於此圖形是

否也對稱，對稱的圖形通常具有高平衡度，然而平衡度較低的圖形也可能不代表其對稱度也

低。 

 描述力：一個商標是否具有描述力可由三個指標來做計算：複雜度、活動度、深度；複雜度

可根據圖像中的單元組成多寡或是該商標是否有過多的修飾來計算，活動度可讓商標更活撥，

深度高可以讓商標的外觀更具有立體感。然而這三個指標皆會互相具有相關度。 

 平行度：平行度表示出商標中線條或是圖形單元是否相鄰出現。 

 重複度：重複度表示出商標中一樣的圖形單元重複的出現。 

 比例：比例表示商標長度與寬度的比例，最有名的其中一種比例稱作”黃金比例”。 

 圓滑度：表示出該商標是否藉由弧線或是圓形來組成。 

上述七個指標之外並不能用來說明一個好的商標應該要有怎樣的特性，Henderson 利用使用者測

試收集測試者的回饋之後，最後將七項指標之間建立互相的關係，同時也建立七項指標與另外四項指

數之間的關係。Henderson發現七項設計指標之間是具有相關性的，並且其關係會產生非線性的關聯度，

該研究建立了三種不同目的(High-Recognition Logos、Low-investment Logos、High Image Logos)之商標

設計準則，以及討論失敗的商標設計案例。 

表 3.1 四種商標設計準則與七種設計元素的相關度，對於企業最需要的高辨識度的商標最需要的自然、

和諧度與描述力。 

 自然 和諧度 描述力 平行度 比例 重複性 

High-Recognition 高 中等-高 中等-高   一些 

Log-investment 中等 高 中等-高 中等-高 黃金比例  

High-Image 中等-高 高 高    

Poorly Designed 非常低 低 太高/太低    

表 3.2 三種有用的商標設計準則與四項商標需求指數的相關度，提供企業選擇適合自己公司風格的商

標設計準則依據。 

 辨識度 混淆度 情緒影響 意義度 

High-Recognition 高度需要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Log-investment 不適用 高度需要 高度需要 有用但非必須 

High-Image 無關 無關 高度需要 有用但非必須 

利用此研究建立的準則，設計師可以快速的根據企業需要的商標形式快速的建立該企業需要的商

標，不過此研究僅針對沒有公司名稱的商標做分析，該研究專注於商標中的圖形而不是文字，然而文

字也常常是商標中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有些商標僅只有文字，對於含有文字的商標，該研究所得出的

準則是否適用則有待確認。此外由於該研究使用的分析方法是透過使用者施測，使用者測試雖然可以

得知較為貼近人類視覺的辨識度、混淆度等資訊，然而對於其中許多的指標往往也會因為使用者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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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習慣、文化背景等而產生變化，其結果也是較不客觀的。 

閱讀平面設計 

Koschembar 指出商標被賦予太多涵義時，反而失去效果，商標的設計除了需要具有獨特性，更

需要簡單明瞭，使其具有能被快速理解的特性，此外並非所有的商標都必須具備該企業的名稱或內容，

作者認為藉由處理文字，善用視覺元素和顏色產生的效果會更顯著。而商標設計如同一般設計特性，

若干基本設計原則是可適用的。 

 字體：古典字體象徵傳統、保守、嚴謹、敏感等，黑體字代表冷淡、動力與信賴。 

 形狀：圓形給人沈靜、完美、和諧而菱形則給人活力、能量、速度等感受。 

 配置：水平給人平衡、安定，垂直給人具有動力或是分隔的感覺，對稱表示沈靜，有時卻也

表現出無趣。 

 顏色：可區分為暖色系、冷色性、中性色系，暖色系代表情緒，積極，冷色系則代表沈靜，

獨立自主等性質。 

Koschembar 亦提及過度應用設計元素是危險的，就一般設計而言，勿僅使用認知心理學的觀點

來設計商標，否則後果難以想像。單單憑藉心理學的角度和已存在的樣版來從事設計，將使得所有的

商標變得單調無變化，大多數的時候還是需要依賴自己的直覺，如果覺得設計正確，就應忽略規則，

以便產生更多的可能性。 

An Information-Theoretic Framework for Image Complexity 

在此研究中，Rigau 利用 information-theoretic 的方法來計算出一張影像的複雜度；在使得 MI 

(mutual information) 值計算為最大的前提之下，去選擇最適合的分隔點，以及分割方向(包含要選擇垂

直分割或是水平分隔)；重複分隔步驟，直至將一張影像分隔出適當的區塊。其後再利用兩種方法來計

算該影像的複雜度，其一為依據切割出來的區塊與整張圖的比例，另外則是利用分割出來的區塊計算

取得 Jensen-Shannon divergence，利用這兩個值來說明一張影像的複雜程度。 

Information Theory是根據機率與數理統計來嘗試解決通訊系統、資料傳輸、密碼學等相關方面問

題的研究方法，試著將資訊以統計的方法來考慮。Shannon將一群資料之間的 Entropy以下列的方式定

義: 

                                                      (3-1)    

Rigau 的研究結果成功的設計出一種計算影像複雜的方法，此外也說明經過模糊化的圖形將會比

原來的圖形分割出來的區塊將會較少，也就是表明了其影像複雜度將會變低，另外 Rigau 指出該方法

亦可以用於彩色影像上，然而 Rigau 並沒有建立驗證機制說明其方法的準確度。以上提出的問題將是

本研究後續處理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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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essment of Preference for Balance 

Wilson於該研究中提出一種簡單新的影像平衡度測試方法，影像的平衡度指標是視覺美學的重要

元素，Wilson 的測試方法相當簡單，利用影像的上下、左右、對角等區塊最後再進行加總，計算出該

影像的平衡程度(如圖 3.1所示)。 

 

圖 3.1 利用區塊分割法對影像的平衡度做計算，其中黑色圓圈為影像中佔有視覺感受的地方。 

該研究利用 Adobe Photoshop 產生的 216張影像(分別由圓形、方形、六角形等三種物件組成的各

種不同複雜度的影像)進行使用者測試，使用者要求在十分鐘之內，利用 1到 5等級完成對這 216張影

像平衡度評比，測試者皆需與螢幕保持一定距離，其研究結果顯示出該方法與測試者利用人類視覺得

到的評比具有一定的線性相關程度。此外對於不同形狀(圓形、方形、六角形)組成的平衡度測試當中，

發現由圓形組成的影像帶給測試者較為平衡的感覺，其次為六角形，方形給人較為不平衡的感覺。 

Wilson提出了一種快速的影像平衡度計算方法，該方法計算出來的數值與人類視覺的感受也具有

一定的相關度，然而該方法只能針對二值化影像，影像中不一樣的顏色、亮度皆會導致平衡度有差別，

該方法則無法處理。另外該方法也只針對長寬比為 1:1 的影像做處理，對於長寬比不同的影像則無法

得知是否也符合人類視覺的感受。針對上述的問題，本研究將以實驗設計搭配內容分析來提出可能的

解答。 

藉由上述的文獻探討，我們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與商標設計視覺美感相關的議題，包含高階視覺元

素的定義、設計準則的思考、影像複雜度的分析、圖像平衡性的計算等，其中有些研究是由上而下

(top-down)，以設計者的角度來檢視商標圖像的視覺特性，有些則是採取由下而上(bottom-up)方式，從

基礎的組成元素與量化指標(如平衡度、複雜度)來定義商標的美感呈現，這樣的思考模式有助於我們

釐清面對此類型研究所應採行的步驟，期望在若干理論基礎所形塑之方針引導下，建立底層視覺元素

與高階美感體驗之有效連結。 

 

4. 研究方法 

本段將分別針對本研究進行的分析方法做說明，首先為和諧度(平衡度)的分析方法，第二個為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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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度的分析方法，第三個為分析商標內元件重複度的方法，最後則是關於商標設計獨特性的探討。 

 4.1 商標和諧度 

商標的和諧度可分為兩個依據，其一為是否平衡，另一為是否對稱，然而平衡度與對稱度在視覺

上是具有一定相關性的，影像是否平衡往往也關係到是否對稱，所以在本研究中將不會將對稱度與平

衡度分開分析，而僅以平衡度做為分析的依據，然而本研究使用的平衡度分析方法對於對稱度依然具

有一定的描述力。 

影像複雜度的測試方法將依據 Wilson 提出的平衡度計算方式，根據其平衡度的計算方式分別計

算其八種區塊表 4.1 所示，由於商標的在影像中的位置會影響到平衡度的計算，所以在要注意的部份

是是否商標位於影像的正中央，故在前處理中會將商標影像中的邊框去除，除去位置對平衡度的影響。 

 表 4-1 八種影像分隔方式，計算平衡度的時候分別對黑白兩區塊內的資訊做加總，可取得八個

指標再進行加總做為影像平衡度的評比 

說明 圖例 說明 圖例 

左 

右 

 

垂直內 

垂直外 

 

上 

下 

 

水平內 

水平外 

 

左下 

右上 

 

斜角內 

斜角外 

 

右下 

左上 

 

反斜角內 

反斜角外 

 



 8 

Wilson將影像分隔為兩個區塊，兩個區塊在依照式 4-1的計算方式取得八個比值，最後取八個平

均做為平衡度的指標。 

                       

           

 

                       

           

 

   
       

     
    為不同的分割方式） 

        
 

 
   

 

   

 

 (4-1) 

在 Wilson 的方法之中僅計算二值化的圖像，然而在真實的影像中，亮度的強弱也將影響到平衡

度的強弱，越接近白色的亮度對於平衡度所造成的影響將會越弱，所以平衡度的強弱將會改成亮度值

所以平衡度的計算方式將會變成式 4-2： 

                                      

           

 

                                       

           

 

其中                              

(4-2) 

除了二值化以及灰階的影像之外，尚可考慮 HSV色彩空間中色調(H)、飽和度(S)、亮度(V)的色彩

資訊做平衡度的測試，其中因為色調 H容易受到主觀意識影響，此外也較難以用在量化比較故捨棄之，

僅利用飽和度與亮度做為分析依據。然而由於亮度越暗、飽和度較高會給人較為不平衡的感受，所以

在計算的時候亮度需要做反相再做加總，期望可以在考慮飽和度資訊之後可以利用額外增加的色彩空

間資訊使得平衡感更貼近人類視覺感受。在考慮飽和度與亮度的資訊之後其公式變成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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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不同的分割方式  為比重） 

(4-3) 

影像平衡度的計算尚可以考慮其他資訊，例如色彩空間，或是邊緣強弱、多寡等其他資訊來做為

計算的依據，然而由於色彩對於人類視覺的感受容易受到主觀意識的影響，此外也是較難以量化的資

料，所以本研究僅先考慮亮度與飽和度等資訊做為最基本的影像平衡度依據。 

4.2 商標清晰度 

商標的清晰度可分為三個分析指標：複雜度、活動度、深度，由於這三個指標具有一定的相關性，

故本研究僅選擇在影像處理中也常用來分析的複雜度做為清晰度的指標。 

在影像複雜度的計算上，將使用 Information Theory中 Entropy的計算方法，然後在找出何謂最適

合的分隔點的，此分隔點將會使兩個區塊分割之後各自的 Entropy加總為最小，在適當的分隔之後再利

用分隔出來的區塊取得該商標的複雜度指標。由於利用此處採用影像分隔的處理方式，不同的影像大

小會造成複雜度的有所差異，所以在計算複雜度之前需要將影像的大小作正規化，在不改變商標的比

例為前提之下，將所有的影像先進行正規化。 

根據 Information Theory，Entropy的計算公式如式 4.4: 

           
  

(4-4) 

在處理離散的數學問題的時候通常將其改寫成式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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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可以選擇做為分析的資料有許多種，例如邊界、色彩、亮度、紋理等。在本研究中選擇影

像的灰階直做為計算的目標，也就是利用亮度做為特徵值計算的依據。由於相同的影像如果經過些許

的變化會造成影像複雜度的改變，雖然各張影像的複雜度關係是獨立的，在經過變化之後不一定會保

有與原圖一樣的關係，也就是說兩張圖經過不同的影像變化後其複雜度的關係是可能改變的。 

在特徵值上採用灰階影像資訊，將每一個像素點取得的像素資料轉換成 8-bit 的灰階影像資訊。

灰階影像可做為簡單分析影像中亮暗的分布依據，通常在影像中亮暗轉換的地方通常會是各區域間的

界限，所以也可以大致上為各區塊分割的依據。 

要如何定義一張影像是否要繼續分割是困難的，由於影像本身具有的 Entropy本就不同，如果使

用相同的分割依據應該是不合理的，例如在一張本身就很凌亂的圖像中，或許找到特定的模式就可以

說是分割完畢了，然而對於一張僅包含一個複雜模式的影像中，也許就不夠了。如果在本身就有相當

差異程度的影像中使用相同的設定，這樣只會使一張影像被分成許多獨立的小區域，而使得各小區域

間的相似度反而變得類似，無法顯現出各自的獨立性。所以在此處以原圖的 Entropy做為基準點選擇一

定的比例做為是否繼續分割的 Threshold，根據所選的比例不同可以將圖像分割成不同的表現形式。 

分割影像的依據有許多種，在本方法中將根據 Information Theory計算出來的 Entropy做為是否繼

續切割的依據，可做為分割依據的方法有許多，本研究中採用分割的兩區塊其 Entropy總和為最小為基

準。根據分割出來的兩個區塊去計算其各自的 Entropy，然而兩個區塊間的組合也有許多種方式，例如

最大，最小，相差最大，總和最小等，在實驗中發現最適合的方式可能是以最小總合的方式來計算分

割的依據點，其公式可參考式 4-6。 

                             

                             

                                 

                  直切   

            橫割   

(4-6) 

然而計算 Entropy的時候相需要考慮其上限的部分，例如僅具有 8 pixel的圖其 Entropy最大只有

3，而具有 256 pixel的影像則最大會有 8的Entropy；除此之外此方法尚需考慮各區塊大小造成的 Entropy

的組成，也就是要考慮區塊大小比例對於整體 Entropy所佔的比重，否則可能切出一小塊直線會是最小

總和的切法，所以原式修改成式 4-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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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artition的過程中，如果計算出來的結果如果橫切與直切相等，會變成兩種切法都可以，此外

我們通常不希望影像被分割成長條狀，所以不管是哪一種方法皆需考量現在被分割的影像其長寬的比

例，所以分割的依據公式變成式 4-8。 

                                             

(4-8) 

也就是說如果橫切與直切算出來的數值差不多的時候，會選擇將兩個區塊切成較接近正方的形狀。

但是如果兩個區塊分析出來的 Entropy差距有一定的級數的時候，也就是兩區塊相差一定程度的時候還

是會以 Entropy為主要分割依據。 

分析影像複雜度的程式中詳細計算流程分成五個步驟，流程圖則如圖 4-1。  

1. 讀取影像，截取出要分析的視覺特徵子，同時計算出初始影像的 Entropy，根據設定的比

例，找到停止分割的 Threshold。 

2. 檢查是否還有影像區塊需要測試？沒有的話就跳到步驟五。 

3. 測試影像區塊的 Entropy是否大於設定的 Threshold，若是則跳到步驟二。 

4. 若影像區塊大小夠大可以再分割，則根據設定的模式選擇最佳的分割點，將影像分割成兩

個區域，跳到步驟二；否則直接跳回步驟二。 

5. 計算分割出來的影像區塊計算最後的複雜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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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複雜度計算流程圖 

在計算複雜度的指標時，可利用已經不再被分割的區塊做為計算的依據，由於不再被分隔的區塊

擁有各自的 Entropy，且各個區塊的大小也會對整體的 Entropy有些微的影響，而切割出來的區塊數量

也是一個指標，本研究利用三種不同的計算方式定義出商標的複雜度：區塊內容複雜度 Cf、區塊大小

複雜度 Cp、以及區塊整體分隔複雜度 Cr，這三種複雜度指標具有不同的意義，Cf表示區塊內圖型不同

產生的複雜度，Cp表示區塊大小組成的複雜度，而 Cr則表現出整體的複雜度。 

由於本研究使用切割的方法是直線的，並沒有辦法將一個非方型的區塊分割在一起，然而利用猜

測一樣的區塊應該會有相同的Entropy，所以在此處利用計算在不同區塊中各自的Entropy並做一統計，

如果許多區塊結為相同的 Entropy，將會使得 Feature Entropy 計算出來的數值降低，如果不相同，即時

切割出來的區塊大小一樣也表示其並非是相同的，以此得到第一個複雜度指標。 

                

(4-9) 

切割出來的區塊即使擁有同樣 Entropy，雖然可能是因為根據分割的方式為直線會將其從同一個

區域分割出來，但是這也表是影像中的分隔區域並不是單純的直線分隔才會造成這樣的區塊產生，如

果兩個 Entropy相等但是區塊大小不相等，這表示兩個區塊的內容類似，但是其大小是不一樣的，所以

該影像是較複雜的，表示該影像複雜度應該提升。以此推論求得第二種複雜度指標。 

Load Image

Init

Threshold ,Image Data

Is Image 

List >0

Image Partition

Score

Is E(Ip) > 

Threshold

List<0

List>0

Entropy <= Threshold

Entropy >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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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根據上述兩種方式取得二種複雜度指標，已經可以大致上推算一張影像的複雜度，然而考慮某一

種情形，在某一張簡單的影像中單獨分析某一個區塊，以及分析整個原圖，如果該區塊分隔的項目與

原圖算出來的 Entropy皆相同，然而此部分只占整張圖的一小部分，以較符合人類視覺的角度來說，應

該會認為單獨看的複雜度較高，然而其複雜度反而比整張圖的複雜度較小，這是因為沒有考慮到複雜

度所占據的區域，所以應該將區塊分割的比例加上考慮。 

   
 

 
     分割的區塊數         

 

(4-11) 

4.3 商標元件重複度 

商標內元件的重複度有助於人類對於該商標的視覺記憶，在分析上可利用電腦視覺中，透過計算

商標內組成元件的形狀相近度達到其重複度的測量依據。由於本研究是針對於人類視覺的刺激上，且

為了提供設計人員準則所以在選用的描述子則必須選擇貼近於人類視覺的分析方法，於相關研究中發

現基於輪廓的 Fourier Descriptor 是一個貼近於人類視覺且計算容易的方法，所以針對商標重複度的指

標，本研究將使用 Fourier Descriptor 做為分析的依據。 

要如何取得商標中的輪廓，本研究將利用 Suzuki 提出的方法，利用基於拓撲架構的分析方法取

得影像中的輪廓，使用該方法必須先將影像進行一些前處理，以利取得輪廓，以下說明其流程與目的。 

 

 利用高斯模糊以避免重複計算相近邊緣的問題。 

 將模糊過的影像進行 Canny邊緣偵測，由於僅考慮輪廓的問題，去除掉計算輪廓時不需要

的點。 

 利用分析拓樸架構取得影像中的輪廓。 

經過上述的三個步驟可以快速的取得影像中的輪廓，如圖 4-2 中，然而可以發現 會有輪廓太多

的問題，所以分析出來的輪廓應該經過篩選。在人類視覺中對於影像中佔有較大面積的輪廓通常具有

較強的刺激力，所以本研究首先刪除面積較小的輪廓，此外人類無法一次注意太多輪廓，如果一張影

像的組成有太多輪廓則僅選擇出較具有代表性的，本研究輪廓篩選的依據可參考式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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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根據上面的篩選條件，本研究對面積小於原始影像面積 0.5%的輪廓不予考慮，另外則是僅選出

較具有視覺影響力的 16個輪廓，如圖 4-2。  

 

圖 4-2利用拓撲架構分析出來的商標輪廓 

在取得主要的輪廓後，利用形狀描述子對輪廓做分析。輪廓是一群具有順序的點集合，集合之間

的相似度並不好比較，本研究採用 Shape Signature的方式，將二維空間的點資訊轉換成一維的連續資

訊，並使用 Centroid Distance做為轉換的依據，將二維空間的點資訊轉為一維的距離資料。如圖 4-3所

示。 

 

圖 4-3將商標的輪廓利用 Centroid Distance 轉換之後，可將二維的空間資訊轉換成一維的連續資訊，y

軸資訊表示與中心點的距離。 

為了能在之後利用 Fourier transform轉換出來的資料能互相比較，在此先對這一維資訊進行重新

取樣，使其成為具有相同比數的資料序列，之後便可利用 Fourier transform，將空間域上的點集合資料

轉換成頻率域的資訊，如圖 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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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左方為商標輪廓經由 Centroid Distance 轉換後的連續資料，右方為此輪廓經由 Fourier transform

後，將各頻率強度經過正規化後以直方圖表示的結果。 

結合使用 Centroid Distance 與 Fourier transform，使得資料具有旋轉不變，位移不變，尺度不變

等好處，所以可以藉由比較商標中各輪廓直方圖之間的相似度來測量其輪廓是否為一樣或相似。以此

得到相似度。在比較直方圖的方法上，由於相鄰的資料表示其頻率是相近的，也就是在直方圖上相鄰

的資料有一定的相關性，所以本研究採用 Earth Mover’s Distance (EMD)做為分析其相似度的依據，用

以獲得比 Chi-square distance更精準的資料。 

在人類視覺中，對於相似輪廓的圖形便可能覺得是同樣的物體，然而並不知道利用 EMD 算出來

的相似度中該如何定義重複或是不重複，此處本研究利用統計的方法，藉由找出所有單一商標內輪廓

的相似度之後，利用其平均相似度以及標準差定義出是否重複的 Threshold，參考式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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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然而人眼不太可能進行太精細的比較，些許重複可能也會影響到人類的視覺感受，所以本研究將

相似度分成四個等級，其定義如式 4-14:     

   

 
 

 
                      

                      

                     

                     

   

    

(4-14) 

以此本研究可以將輪廓間的相似程度利用式 4-13, 4-14求得，在取得相似程度之後，對於單一商

標的重複度便可以利用相似程度計算得到，對於重複度的計算為類似或相同元件出現的次數，另外考

慮不同的相似程度其權重應該也越小，本研究以距離的平方倒數做為其權重，可得到重複度的計算方

法，參考式 4-15。 

                     

 

   

   ＝                     

    

(4-15) 

4.4 商標設計獨特性 

以往有一些研究是利用影像中物件的配置做為影像辨識的依據，這些研究也說明了在影像在空間

配置的關係有助於提昇正確辨識的效果，此外對於一個商標而言，Koschembar 也提到了商標的配置會

影響到商標的視覺感受，所以在獨特度的測量上，本研究將利用人類視覺對圖像的感受也就是佈局做

為分析的依據，在佈局特徵分析的設計上，考慮到商標的組成通常是較簡單的，且使用的影像皆為沒

有旋轉或是雜訊等問題的影像，可以利用最直接方法且不需要考量到佈局特徵子的強健性的問題。 

關於商標中的佈局可以利用影像中的空間相似度進行分析，對於空間相似度的分析上也就是必須

先針對佈局找到一定程度的描述子，例如 Egenhofer 利用空間中任意兩個物體的空間結合拓樸學上的應

用對其空間關係進行編碼，其關係圖如 4-5 (左)，Egenhofer 定義出 8 種基本的拓譜關係包含不相交、

包含、在裡面、相交、相等、覆蓋、被覆蓋、重疊;此外在空間佈局很重要的一個要點為方向，所以 Frank

亦利用垂直線、水平線將空間分成四個方向(東、南、西、北)或更進一步的衍生成八個方向(東、東北、

東南、北、南、西、西北、西南)等方向，如圖 4-5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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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左) Egenhofer 定義的八種空間相對關係，(右) Frank定義的八個相對方向關係 

參考上述的相關研究，在佈局特徵子編碼上可以考慮的有方向、空間關係等兩個要點，所以本研

究在佈局特徵子的設計上利用人類視覺感受中對於元件的位置大致會以重心的位置做為其標準，結合

利用商標中任意兩個元件的重心相對位置關係找出佈局特徵子，由於元件的大小於人類視覺中會產生

刺激的不同，也就是會先注意到較大的元件，所以在佈局特徵子除了考慮元件相對位置的差異外，會

額外考慮元件大小的比重。 

在元件佈局特徵子的取得上，由於必須以兩兩元件的關係做為分析的依據，所以必須先取得元件，

也就是必須先取得單獨的元件；如同在計算商標重複度指標，在取得佈局特徵子上，本研究依舊將商

標輪廓做為計算的標準，所以前處理以及輪廓的取得如同重複度的處理一樣，利用利用 Suzuki提出的

拓樸架構分析取得輪廓，並取得商標中較容易受到注意的 16 個輪廓，也就是面積較大的 16 個輪廓，

在以此取得該輪廓的位置資訊以及重心資訊，做為計算佈局特徵子的依據。 

在分析兩兩輪廓的相對方向的部份，本研究參考 Frank提出的方法，以八個方位做為計算特徵子

的依據，例如小輪廓位於大輪廓右方如圖 4-6 (左) 。然而在額外考慮如果重心位置很近或是一樣的話，

在八個方位的分類可能會無法完全涵蓋，所以需在增加一個情況，也就是位於中間或是相等的情況。 

此外兩個輪廓的相對空間關係除了上述的方向關係之外，在兩兩比較的時候本研究僅以較大的輪

廓做為基準，計算其他較小輪廓與較大輪廓的相對位置關係，由於本研究分析出輪廓的部分使用的方

法，使得輪廓不會有相交或是重疊等問題，Egenhofer 定義出的八種基本關係中在分析上僅會出現兩種

情形，不相交或是包含等兩種關係，所謂的包含即是其中一個完全涵蓋另外一個，所以本研究在額外

考慮一佈局狀況為較大的輪廓完全包含較小的輪廓如圖 4-6 (右)，這兩種情況下依然可以利用其重心的

相對位置找出其方向關係。 

 

圖 4-6（左）商標內任兩個輪廓可能產生不同的相對位置關係，（中）輪廓的相對位置落在兩區域中間，

（右）大輪廓完全包含小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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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輪廓間的位置相對關係可以產生量化的直方圖做為佈局特徵子。然而考慮其相對位置關係並

不會剛好落於這八個方位上，如圖 4-6 (中)，所以對任兩個輪廓的相對位置產生的視覺刺激應該會在特

徵直方圖上的兩個不同的 bin上產生影響，也就是依照角度的比例不同對鄰近的兩個 bin產生影響，最

後必須考慮的一點是輪廓的大小對特徵子的影響，輪廓的大小會造成視覺刺激上的不同，其對特徵直

方圖造成的影響也不同，所以在計算的時候必須額外以輪廓的大小當權重，將其反應到特徵直方圖上，

計算方式可參考 Eq. 4-16。 

            
     

     
  

                           

    

   

  

 

   

                             

                           

    

   

  

 

   

                        

                  

    

   

 

   

其中         表示         的重心 

 

(4-16) 

藉由輪廓的基本關係，包含上、下、左、右、右上、右下、左上、左下以及相等 9種關係以及其

中一輪廓完全包含另外一輪廓同樣存在的 9種關係，所以本研究利用的佈局特徵描述子為一具有 18維

度的直方圖，如圖 4-7。 

 

圖 4-7三個不同商標其輪廓以及佈局特徵直方圖，由直方圖可以大致看出上、中兩個商標相較於下方

的商標在有較相近的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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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商標各自的佈局特徵子之後，可藉由計算該商標與資料庫中其餘商標的佈局特徵直方圖相

似度求得商標獨特度，此處的相似度計算上由於佈局特徵直方圖上相鄰的 bin 可能不具有相關性，所

以不適合利用在商標重複度中使用的 EMD做為其相似度，此處以通用的 Chi-square Distance做為計算

相似度的方法，在取得每張商標的平均相似度之後，在將相似度經過正規化到 0～1的值之後當成其獨

特度，1 表示該商標的佈局在商標資料庫中是較獨特的，而 0 表示其佈局與資料庫中許多商標類似。

其分析結果可參考圖 4-8，其中約有 10%的商標其獨特度較高，而大部分的商標其獨特度也是較低的約

落在 0～0.2之間。 

 

圖 4-8利用佈局特徵直方圖相似度求出的商標獨特度，x軸表示商標獨特程度，1表最獨特 y軸為該獨

特度佔商標資料庫的百分比 

4.5 獨特度與商標視覺元素 

在找出商標的獨特度之後，本研究試著找出平衡度、複雜度與重複度三個指標與佈局獨特度間是

否存在一定的關係，佈局獨特度如同之前所述可以反映出一定程度的視覺辨識率，所以也等於在分析

三項指標與正確辨識的相關程度，本研究將比較 Henderson 的結果。 

4.5.1 獨特度與和諧度 

根據本研究使用的商標資料分析出來的商標獨特度與和諧度的關係如圖 4-9，其中 x 軸表示和諧

度指標，橘色的線條表示該和諧度商標的平均獨特度，綠色直方圖則表示該和諧度指標商標於資料庫

所佔的比例，由資料中可發現獨特度指標呈現先上升後下降的趨勢，在指標超過 0.4之後又再度上升，

然而由於指標超過 0.4 的商標數量比例非常稀少，所以其參考性較低，所以大致上可得出獨特度與平

衡度的關係大致上呈現先上後下降的曲線，也就是說越不平衡的商標其獨特度越低，然而太過平衡的

商標也因為太過平衡使得其獨特度下降，正如 Henderson 的研究指出商標和諧度會與商標的正確辨識

率呈現輕微的關係，此外此關係會約略呈現先上後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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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商標獨特度與和諧度的關係圖，其中綠色直方圖表示該和諧度所佔有的數量比例，橘色線條則

說明該和諧度商標所分析出來的獨特度指標 

4.5.2 獨特度與精細度 

根據本研究使用的商標資料分析出來的商標獨特度與精細度的關係如圖 4-10，其中 x軸表示精細

度指標，橘色的線條表示該精細度商標的平均獨特度，綠色直方圖則表示該精細度指標商標於資料庫

所佔的比例，於圖中可看出隨著精細度的上升獨特度指標也隨著上升，然而超過 4 之後略成下降趨勢

之後到 5 之後才右呈現上升，然而由於指標超過 5 的商標數量也是極少，故此部份較無比較價值，所

以精細度與獨特度指標約略呈現上升的趨勢，也就是說越精細的商標其獨特性較高，然而太精細的商

標其獨特性也會略微下降，Henderson的研究指出越精細的商標其辨識度越好大致與本研究分析結果相

同，然而下降的部份則與 Henderson 提出的看法不同，這可能是因為精細度對於人眼的判斷存在一個

上限的問題，也就是在複雜度超過一定之後就難以判定其精細的程度。 

 

 

圖 4-10 商標獨特度與精細度的關係圖，其中綠色直方圖表示該精細度所佔有的數量比例，橘色線條則

說明該精細度商標所分析出來的獨特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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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獨特度與重複度 

根據本研究使用的商標資料分析出來的商標獨特度與重複度的關係如圖 4-11，其中 x軸表示重複

度指標，橘色的線條表示該重複度商標的平均獨特度，綠色直方圖則表示該重複度指標商標於資料庫

所佔的比例，由圖中可看到隨著重複度增加，獨特度呈現下降之後不再變化的趨勢，重複度超過指標

10之後由於數量比例太稀少較不具有參考性質，也就是說在此重複度與獨特度的關係似乎沒有太大的

相關性，然而 Henderson 的研究指出重複度與辨識度具有一定的相關，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因

為對於重複度而言與商標佈局較沒有直接關係，若要針對重複度與辨識度的相關分析上可能需要考慮

其他種相關於辨識度的分析方法上。 

 

圖 4-11 商標獨特度與重複度的關係圖，其中綠色直方圖表示該重複度所佔有的數量比例，橘色線條則

說明該重複度商標所分析出來的獨特度指標 

5. 實驗結果 

本段將說明利用前述指標的計算方式，對大量商標進行分析後得到的結果，藉由這些結果將可提

供建立商標設計指標的基準。 

在商標資料庫的選用上，由於本研究想歸納商標的設計準則，所以必須對大量的商標進行分析。

現今的商標資料庫例如 UMD Logo Database或是 FlickrLogos-32，這些商標資料庫的建立目的通常為用

來進行商標辨識的研究，所以有種類太少(UMD Logo Dataset，如圖 5-1左)或是商標影像為真實生活的

照片的問題(FlickrLogos-32，如圖 5-1右)等，種類太少不適合用來進行量化的分析，而商標影像為照片

則會因為背景以及解析度等造成分析上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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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左) UMD Logo Dataset (右) FlickrLogos-32 

基於以上因素，本研究使用的商標資料庫為自行從網路上搜索建立，現今資料內約有 26000張商

標，除了企業的商標之外也包含如電影、音樂、汽車等商標影像資料，圖像原檔為向量圖檔，避免在

做分析的時候進行尺寸轉換時造成圖像模糊的影響。此外皆為僅有商標的影像，所以不會有背景或是

其他雜訊的干擾問題，樣本如圖 5-2。 

 

圖 5-2 本研究使用的商標資料庫樣本 

前處理方面，依據商標分析方法的不同，將會使用相對應的前處理方式，例如平衡度的測試，圖

的大小不會造成太大的差異，空白的區域也必須先去掉，而在複雜度的測試上則會有影像大小的問題，

所以影像必須先將大小做正規化等，此外分析商標形狀的時候，必須先取得影像中較穩定的輪廓，則

必須先進行高斯模糊使得相近的邊緣不會被計算成不同的輪廓。 

5.1 商標平衡度 

根據選用不同的影像特徵子將會影響人類視覺中對平衡度感知刺激強弱的問題，此外電腦視覺中

計算出來的特徵值的強弱不一定符合人類視覺的感受，如表 5-1是以 HSV色彩空間中的 SV 資訊做為

計算的依據，可以清楚的看出飽和度(S)與亮度(V)數值大小對於人類視覺感受恰好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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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根據八個不同的區塊配置計算出來的影像平衡度，此處以 HSV的 SV資訊做為平衡度測試的依

據。以 Adobe Flash 與 Intel Core 商標為例。 

原圖 保留 S 資訊 保留 V資訊 平衡度 

   

R={0.005,0.1

3,0,112,0.106,0.06,

0.106,0.135,0.163} 

              

   

R={0.154,0.4

16,0.181,0.370,0.04

8,0.081,0.064,0.12} 

              

 

如果僅以二元化影像做為分析的依據，其統計結果如圖 5-3，可發現八個平衡度指標具有類似的

分布，此外可注意到大多數的商標都具有高等的左右對稱度。圖 5-4則是進一步改成以灰階化影像做

為分析依據的結果，藉由考慮灰階影像的差異，所以區塊單點差異的最大值由二元化影像的1變成255，

其自由度將會上升，兩區塊的參考總和也會有更多的差別，可預期計算出來的平衡度與僅考慮二元化

影像時應該會有下降的趨勢，由圖 5-4可看到平衡度如預期的下降，然而並沒有太明顯的下降，表示

設計商標的時候設計者不會使用亮度相差太多的顏色，然而其自由度上升亦表示設計者會利用亮度使

得商標較具活潑性。另外可注意到在內外的上下對稱指數與其他的有較大的不同，表示出設計者在設

計商標的時候位在圖形中央與四周的比重可能是比較不同的，這與人類視覺是相符的。進一步的考慮

HSV的資訊，結果如圖 5-5，除水平對稱(V)指標之外，其他指標都有明顯的改變，此外，本來比例呈

現緩慢下降的趨勢，則變成先升後降，這可能是因為設計者會利用空間上顏色分布的不同，造成影像

的平衡有較大的不同，以避免造成商標太單調。 

經由三種不同分析方法參考的影像特徵的特點不同，透過單純二元化影像的平衡度測試說明了，

設計者在設計的時候不會讓區塊分布有太大的差異，也就是會限制元件的位置分布，然而後兩個實驗

則顯示出由於無法在分布上有太大的不同，設計者會使用顏色上的差異使得商標的活潑度能夠展現出

來，然而不管利用哪一種因子來表現，還是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出現，應該是太不平衡的設計對於人類

視覺上是不美觀的原因(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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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二值化商標的平衡度測試，SUM為八個指數加總的平均，x軸為計算出來的平衡度，y軸為該

商標所佔的比例。 

 

圖 5-4灰階化商標的平衡度測試，SUM為八個指數加總的平均，其中 x軸為計算出來的平衡度，y軸

為該平衡度的商標所佔的比例。 

 

圖 5-5利用 HSV色彩空間 SV的資訊取得的平衡度測試，SUM為八個指數加總的平均，x軸為計算出

來的平衡度，y軸為該平衡度的商標所佔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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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左側四張圖為平衡度較低的商標，右側兩張則為平衡度較高的商標。  

5.2 商標複雜度 

藉由不斷的選出最適合的切割點，本研究用來分析複雜度的方法可以順利的將商標切割成多個區

塊，再藉由這些區塊計算出三個複雜度的指標，如表 5-2 所示；然而可以發現並非分割出來的區塊越

多其複雜度越高，這是因為有許多分割出來的區塊其組成是相同的，本研究使用的計算方式正好可以

避免這種情形發生。此外對於部分的商標計算出來的 Partition Entropy 是大於 Feature Entropy ，說明

了並不能僅使用一種 Entropy做為商標複雜度的指標，兩種 Entropy應該都應該要包含在複雜度的計算

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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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原圖與分割之後的影像以及其複雜度以 Adobe Flash 與 Intel Core 2 、Basterisco.com 商標為例 

原圖 切割後 複雜度 

  

Entropy Feature=9.04 

Entropy Partition=6.96 

Ratio=1.12% 

  

Entropy Feature=5.41 

Entropy Partition=3.94 

Ratio=3.70% 

  

Entropy Feature=3.60 

Entropy Partition=5.45 

Ratio=0.39% 

 

根據每個分割區域的複雜度計算出來的 Feature Entropy (FE) 數值較高表示該商標每個區塊內的

Entropy較不相同，也就是利用較多的元件組合成一個商標。結果如圖 5-7所示，大致可將商標分成兩

種主要類型，第一種可說是即簡設計，也就是設計者會使用較少、較簡單的元件去組成商標，使得其

複雜度極低(<1)，另外一種複雜度設計則是稍高(1.8~3)，設計者比起第一種使用較多不同的元件設計商

標，其目的應該是輕微增加商標的變化。不管是哪一種設計，可發現設計者皆不會使用太多不一樣的

組合來組成商標，很明顯高複雜度對商標來說是不利的。 

Partition Entropy(PE) 與FE不同，該指標表示的是分割區域的組成其大小的差異度，結果如圖 5-8，

可發現商標大致在複雜度為 2的附近呈現常態分布，說明商標設計在元件大小的組成上應該有一定的

規則，且不會使用過多的設計元素，使得複雜度過度上升。而在 Area Ratio 表示出的則是分割出來的

區塊與原圖的比例，由圖 5-9可以再一次地說明商標的設計上不會使用太複雜的設計，幾乎所有的商

標都有相似的 Area Ratio 值。 



 27 

 

圖 5-7利用灰階化商標計算出來的 Feature Entropy，x軸為計算出來的複雜度，y軸為相同複雜度的商

標所佔的比例。 

 

圖 5-8利用灰階化商標計算出來的 Partition Entropy，x軸為計算出來的複雜度，y軸為相同複雜度的

商標所佔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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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利用灰階化商標計算出來的 Area Ratio，x軸為計算出來的複雜度，y軸為相同複雜度的商標所

佔的比例。 

5.3 商標元件重複度 

根據本研究計算重複度的方法，必須先定義出差距在多少以內的輪廓稱作重複，所以必須先計算

出商標資料庫內各輪廓內的差異度以此做為分析的依據。此處專注於單獨商標內輪廓的重複度，所以

僅進行同一張商標內的輪廓間比較，對於僅有單一輪廓的商標則不做分析，也就是對於僅有 2個輪廓

的商標僅計算一次，而對於有 16個輪廓的商標則需要比較 120次，套用本研究使用的商標資料庫其計

算出來的結果為：輪廓間的差異度平均為 3.268456,其標準差為 3.22939。所以 Δ計算出來為 0.413。輪

廓間的相似度分析結果如圖 5-10，可看出輪廓間的相似程度大略呈現常態分布。 

 

 

圖 5-10每個商標中輪廓間的相似程度的距離，其中 x軸為相似距離，距離 0表示輪廓為一樣，距離越

遠表示差異越大，y軸則為所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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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結果得到的平均，標準差之後得將輪廓的差異度轉換成相似度，將所有輪廓的差異度計

算出來之後，利用商標內各輪廓的相似度後得到商標內元件的重複度，如表 5-3所示。 

表 5-3原圖與取得輪廓後的商標，每個商標最多取 16個輪廓在互相比較其相似度，此處以 Microsoft 

windows、Norwest bank、Asianet 等商標為例， 

原圖 切割後 複雜度 

  

Contour Count = 4 

Repetition = 6 

  

Contour Count = 4 

Repetition = 1.972 

  

Contour Count = 16 

Repetition = 108.75 

 

根據本研究的定義，一張商標最多只取 16個主要輪廓，彼此互相比較次數為 120次，若兩輪廓

極為相似則重複度為 1，故本實驗計算出的最大重複度為 120，其結果如圖 5-11，可發現大部分的商標

其重複度皆低於 15，這可能是因為商標不會使用太多不同的元素，而如果在使用較多輪廓的情形下則

可能會使用較不同的元素，當然也有例外，也就是存在使用許多同樣輪廓的商標如 下方 Norwest Bank

公司的商標是利用許多同樣的方塊所組成的，其重複度在本研究的計算方法下高達 108.75。另外如果

額外考慮商標中輪廓數量的多寡，可以看出平均輪廓重複度的不同，可參考圖 5-12，注意到有大約 1.5%

的商標在其輪廓的組成是幾乎完全一樣的，而 75%以上的輪廓平均重複度是低於 0.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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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利用輪廓相似度計算出的商標元件重複度，其中 y軸表示該重複度在資料庫所佔的比例，x軸

表示為重複度。 

 

圖 5-12 利用商標元件重複度，考慮商標內輪廓數量重新計算得出的重複度。 

 

6.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定義並實作了三種視覺元素應用在商標設計準則上的分析方法，包含平衡度、複雜度、重

複度。利用本研究建置的商標資料庫進行分析後發現大多數的商標皆是屬於低複雜度以及高平衡度，

在重複度上則通常不高，然而不管是哪一個指標皆存在著特例的存在。 

在平衡度而言，本研究發現提出的八項平衡指標對於人類視覺感受的比重應是不同的，於分析資

料可發現人類在設計上與其他類對稱比較下，可能會更注重於左右對稱，於複雜度分析上來說，商標

設計可能會有兩大類型的設計，一為極簡風、另一則為稍微複雜的設計，在重複度上，現今商標設計

上，似乎較少使用重複的元件做為設計的風格，然而也是存在少數使用完全相同的元件來組合成商標。 

最後本研究提出利用商標佈局獨特度驗證三個指標與辨識率的相關性，其中平衡度與複雜度與過

去學者的研究存在類似的結果，然而在重複度上關係則較不明確，推測其中原因可能因為重複度的計

算方式較難有一致的看法，本研究中亦曾嘗試多種定義方式，但最終並未能發現最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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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蒐集本次研究所需樣本的過程中，我們亦發現有相當數量的商標內嵌文字，這類含有文字或字

母內容的商標，在設計上有其先天的限制(或涵義)，對於此類商標，較難使用統計方式來驗證其中視覺

元素扮演的角色，因此本研究中先排除這類的樣本。此外，雖然我們理解顏色在商標設計上有其特殊

的重要性，但是在本研究中，我們先將重點放在基本且通用性高的視覺元素。 

關於未來研究之建議，除了蒐集與分析更多樣本，找出其他可能的商標設計元素來增加對商標的

了解，並將發展的電腦視覺分析方法結合現存的分析方法做為評估商標的依據。由於商標設計日新月

異，擴充商標資料庫與分類，以找到更精準的分析結果也是必要的工作之一。最後，商標背後的涵義，

對於一個好的商標設計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如何利用資訊科學領域的方法，來分析商標的涵義，以增

進商標辨識率的分析，也是後續研究要持續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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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ogo is a mark composed of graph or a combination of text and 
graph. Typical visual elements in a logo design such as layout, shape, color, 
composition, and typeface. The graphical mark can exhibit interesting proper-
ties by mixing the elements in creative ways. Most previous researches regard-
ing the role of visual elements in logo design are of qualitative nature.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to incorporate visual feature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algo-
rithms commonly utilized in computer vision to compute proper index and in-
vestigate key visual elements in logo design, including complexity, balance and 
repetition. After analyzing large amount of logos collected from the internet, we 
find out that most logos are of low complexity, high balance and exhibit minor 
degree of repetition. We hope that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is research serve as a 
catalyst to motivate further efforts in applying computer vision methods to the 
area of aesthetics and design. 

Keywords: Logo Design, Aesthetic Measure, Visual Elements, Image Features. 

1 Introduction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we have witnessed the extens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once academically oriented research into realms that affect our 
daily life. Computer vision is one such example. Continuing innovations in computer 
vision and image analysis have led to success in tasks such as face detection [1], ob-
ject recognition [2],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3], and 3D scene reconstruction [4]. 
Although the ultimate goal of image understanding is yet to be realized, the progress 
of computer vision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is indeed quite impressive. More applica-
tion domains will certainly be exploi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powerful tool and 
algorithms already devised. 

Within the scope of computer vision research, art analysis is one subject that has 
gained attention only recently. Stork has taken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aintings and drawings [5]. New insights into historical paintings have been gained 
through rigorous mathematical analysis, revealing details that were imperceptible to 
human observers. Assessing the aesthetic quality of photo using computer vision 
techniques is also a surging topic due to the prevalence of image capturing devices 
[6].  More generally, researchers in the area of computational aesthetics attempt to 
develop computational methods that can make aesthetic judgments as humans d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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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visual elements for logo design. Logo is a 
form of visual art. It is created by mixing simple geometric shapes, text and color to 
form a mark that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identity of an organization or corpora-
tion. Most existing literatures on logo are concerned with the ‘design’ aspect. Few 
materials that dealt with the analysis of content are qualitatively oriented [8]. There-
for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corporate visual feature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algorithms to compute proper index and investigate key visual elements in 
logo design, including complexity, balance and repetition. To observe the roles of 
these visual features, we have collected around 26K logos from the Internet to  
perform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The rest of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In section 2, we review past research 
in applying computer vision techniques to art analysi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extraction of relevant visual features. Section 3 presents three mid-level visual fea-
tures employ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namely, balance, complexity and repetition. We 
discuss how these features can be computed from the input image and why they are 
considered significant in the logo design. Section 4 depicts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analyzing visual features from the logo dataset.  Section 5 concludes this paper with 
a brief summary and outlook on future investigation. 

2 Related Work 

Previous research in applying computer vision techniques to art analysis often in-
volves the computation of image featur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ir roles in art ap-
preciation. Many visual features can be extracted from an image. They include low 
level features such as color, brightness, edge, corner and blob.  Mid-level features or 
factors including balance, proportion, composition, and complexity have been shown 
to exhibit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aesthetic judgments. For complex artistic expres-
sions in paintings and drawings, preprocessing steps are usually required to obtain a 
robust mid-level representation. In contrast, the material examined in this research, 
i.e., logo, has a simpler structure. Therefore, mid-level features can be computed di-
rectly from the image. Such a simplification has made it feasible for us to explore a 
much larger collection of samples compared to those reported in previous work [9]. 

Balance is considered t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visual 
images. In [10], Wilson et al. proposed a method to compute balance scores for black-
and-white stimuli. The balance score gauge the symmetry along four principal axes: 
horizontal, vertical and two diagonal directions. Additionally, inner and outer regions 
are defined to measure the distribution of black pixels in different areas. The experi-
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bjective balance score is highly correlated to subjec-
tive preferences for the 130 images employed in their study. We also consider balance 
to be a key element in logo design. However, the original balance score is defined 
only for black-and-white images. As a result, we will modify and extend the defini-
tion of balance score to suit our purpose. 

Complexity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aesthetic evaluation. Birkhoff defined the 
aesthetic measure as the ratio between order and complexity [11]. When interpr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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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view point of information theory, Shannon entropy can be employed to esti-
mate the complexity of a signal. In this research, we follow a similar approach to 
compute the entropy [12]. Yet we observe that the complexity of an image should be 
examin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oward this end, we have defined three metrics 
to measure the complexity of a logo. 

Repetition attempts to quantify the occurrence of similar visual components in an 
image. In logo analysis, this corresponds to the discovery of similar geometric shapes. 
There exist many methods to extract and describe geometric shapes from an image, 
including Hough transform, shape context [13], and Fourier descriptor. In this re-
search, we chose Fourier shape descriptor due to its efficiency and invariance with 
respect to rotation, translation and scaling. A repetition score based on similarity 
measures of major constituent shapes will then be defined.  

3 Visual Elements in Logo Design 

Many mid-level visual featur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characterize the aesthetic prop-
erties of visual arts. Since we are restricting ourselves to the study of logo, we will 
consider three mid-level visual attributes that are deemed important in the composi-
tion of logo. We have deliberately left out one essential attribute: color in this study as 
we believe that this topic deserv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to arrive at some concrete 
conclusions. In the following, we will introduce balance, complexity and repetition 
and define proper formula for computing these quantities from input images. 

3.1 Balance 

Balance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symmetry.  Indeed, the simplest form of balance is 
symmetry. However, balance can be achieved when the visual forces of asymmetri-
cally arranged elements compensate for each other. It is therefore a more general 
concept than the notion of symmetry. The balance score defined by Wilson et al. is 
calculated using Eqs. 1-4, and the partition styles are depicted in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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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al formula defined above can only cope with black-and-white images.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modifications shown in Eqs. 5-6 to compute balance score 
from grayscal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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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ight region partitions for computing the balance score (white: A1, black: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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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lor images, we can utilize RGB color space and compute the balance  

of individual channel using the above formula. However, we will get three different 
balance scores in this manner.  It is challenging to interpret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se scores as the role of ‘color’ is coming into play. To exclude the color factor, we 
will adopt the HSV representation and define the balance score using only the S  
(Saturation) and V (Value) components in this research. The newly modified balance 
measure be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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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mbol ω in Eq. 7 denotes the weight assigned to the saturation component. In 
all our experiments, we set ω to 0.5.  Fig. 2 shows two logo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balance score. Notice that the balance score thus defined indicates more balance when 
the value is closer to 0, and signifies imbalance when the value is approaching 1. 

 J$+K+(-/� L-*M$-*+#( N-/M%

� �

� �
Fig. 2. Top logo: R={0.005,0.13,0,112,0.106,0.06,0.106,0.135,0.163}, Balance=0.102, Bottom 
logo R={0.154,0.416,0.181,0.370,0.048,0.081,0.064,0.12}, Balance=0.180 

3.2 Complexity 

Complexity measur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entropy using information-theoretic  
modeling. Higher entropy corresponds to more complex configuration in an image. 
The discrete version of entropy can be expressed as Eq. 12: 

O � � @ � P� /#K� P��                          (12) 

In this study, we employ a top-down image partition algorithm to segment the logo 
into homogeneous regions with similar brightness value. A low complexity image 
will contain only a few large homogeneous blocks, and vice versa for a high  
complexity image. The partition can be applied vertically or horizontally. We will 
iterate through all columns are rows and compute the corresponding entropies, as 
shown in Eq. 13-14.  The entropy H is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artition 
should continue. If the minimum of the sum of the entropies of two partitioned re-
gions is smaller than a threshold Q, the segmentation process stops. Otherwise the 
partition proceeds according to Eq. 15. The flowchart of the proposed image partition 
algorithm is depicted in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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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Flowchart of the proposed image partition algorithm 

Once the partition is done, the complexity score can be computed accordingly. 
However, we notice that there exist several possib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artitioned 
result. The first complexity measure, denoted as partition-based complexity, is direct-
ly related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rea of the partitioned segments and can be com-
puted using Eq. 16. If the sizes of the partitioned regions are diverse, the image is 
thought to possess higher complex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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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ly, since the direction of partition is either vertical or horizontal, a homo-
genous yet irregularly shaped region may be divided into smaller segments. It would 
be unfair to calculate the complexity using only the partitioned area. Instead, we can 
examin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ntropy of the segments and defined another com-
plexity measure, denoted as homogeneity-based complexity, based on the homogenei-
ty of the entropy of segmented regions as shown in Eq.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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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Distribution of balance scores using saturation and value (8 directions and final score) 

 

Fig. 10. Distribution of partition-based complexity scores using different thresholds 

 

Fig. 11. Distribution of homogeneity-based complexity scores using different thres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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