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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光學文字辨識是近二十年來被廣泛研究的題目，利用文字辨識技術將文件數位化，既可

減少紙張的存放空間，又可以自動將文件分類以方便日後檢索。目前市面上文字辨識相關產

品，都聲稱文字辨識率可高達 90% 以上。然而，這些數據大都是根據正常字體之印刷文字

影像的辨識結果統計。對於印刷文件中常見的特殊字體（如粗體字、中空字、底線字與斜體

字），辨識效果會與正常字體有明顯的差異。若同時使用多字體的辨識核心來做辨識，對於數

量龐大的中文字集，會導致辨識速度下降。本研究提出方法來自動偵測出印刷文字區塊影像

中，各內容文字所屬的特殊字體。 

  首先，利用文字區塊影像的水平與投影方向投影輪廓分析，可先將各文字行與可能的文

字元件擷取出，再統計各元件大小、元件間距離、元件內筆劃寬度與元件黑點群長度等特性，

以判斷各字元所屬的字體。後續進行文字辨識時，可使用該特殊字體字元所訓練出的辨識核

心去比對，便可在盡量維持辨識速度下，提升含特殊字體文件的整體辨識效果。 

關鍵詞：特殊字體偵測，投影輪廓，文字辨識，黑點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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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 has been a common research topic during the past 

twenty years.  Digitizing paper documents by applying OCR techniques can decrease their storage 

space.  These digitized images can also be classified and retrieved conveniently. 

     Commercial OCR products purport to provide a satisfactory character recognition engine 

with accuracy above 90%.  This accuracy is generally measured by recognizing printed characters 

having normal typefaces.  However, for several special typefaces such as italic, underline, hollow, 

and boldface, poor recognition accuracy is obtained by commercial systems.  Since the numb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large, the recognition speed is slow when a multi-engine OCR system is used.  

This study proposes an approach for identifying the special typeface of each character in a 

text-block image.  In the proposed approach, text lines and character components are extracted by 

analyzing the projection profiles of the images.  Then,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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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gaps between pairs of components, stroke width, and black run length, are computed and 

analyzed to identify the special typeface of each character.  Finally, a specific recognition engine 

is applied to recognize an unknown character image according to the corresponding identified 

typeface. 

Key Words: special typefaces, projection profiles, character recognition, black run lengths 

 

一、緒論 

  光學文字辨識（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是近

二十年來被廣泛研究的題目，對於擁有數量龐大之紙張式文

件的機構而言，利用文字辨識技術將文件數位化，既可減少

紙張存放的空間，又可以自動將文件分類也方便檢索，有利

於後續的知識分享與文件管理應用。一般的文件影像分析與

辨識流程，是將輸入的文件影像先經過雜訊去除、傾斜校正

等前處理（pre-processing）後，開始進行文件版面分析，將

文件中的圖、表格與文字區塊分離。而後，針對各個文字區

塊或表格的欄位區域，進行文字行的擷取與內容文字抽取。

將這些抽取出來的單一字元送到辨識核心作辨認，最後根據

文件屬性，利用事先建立的辭典來校正原先的辨識結果，這

就是所謂的後處理（post-processing）。 

  光學文字辨識技術應用在中文的辨認上，則有幾個困

難點：第一、中文字集的文字數量太過龐大，包括一萬三

千多個繁體字、六千多個簡體字、以及港澳地區的三千多

個特殊字，即使去除重複的文字，各種不同的中文字總計

起來超過兩萬多個字。第二、印刷文件中的中文字有不同

的常見字體，例如新細明體、楷書、黑體、仿宋體、圓體、

隸書等，如果未使用相對的辨識核心來辨認特定的印刷文

字，其辨識效果會降低很多。但是若每一未知文字影像，

均用不同字體的辨識核心各比對兩萬多次，將會大幅降低

辨識速度。第三、中文字有不少筆劃較多的字，例如龜、

籲等，文件經過掃描成影像後，這些複雜文字容易內部模

糊，筆畫結構分析不易，造成辨識的困難。第四、中文字

有很多外觀相似的字，例如千、干、于或已、己、巳等，

這些混淆字集的差異很小，其字元影像經過辨識，常常會

誤認成其他相似的字。 

  目前市面上的文字辨識相關產品（例如台灣力新國際

的『丹青 OCR』與蒙恬科技的『認識王』、大陸清華紫光

的『紫光 OCR』與漢王的『漢王 OCR』），均聲稱其辨識

率高達九成以上。但是，這些數據都是根據常見的正常字

體所做的文字影像辨識結果統計。對於印刷文件中常見的

一些特殊字體（如斜體字、空心字或底線字），由於其特性

與正常字體的特性有明顯的差異，辨識效果往往遠低於正

常字體的辨識。雖然特殊字體的文字在一篇文件中的數量

不算太多，但往往都是用來表示重要資訊的文字，若辨識

錯誤將可能失去整個文件的關鍵資訊。本研究將提出方法

來偵測一篇文件影像中，哪些文字屬於常見的斜體字、底

線字、中空字、粗體字等特殊字體，未來辨識系統可在字

元辨識前，應用此技術先判斷某字元影像是否為特殊字

體，再以相對應的辨識核心去比對，便可在盡量維持辨識

速度下，提升文字的辨識效果。 

  本研究主要在文字區塊中判定各文字是否為某特殊字

體，因此，每篇文件影像會先利用傳統的版面分析技術做

圖文分離，擷取每個文字區塊影像當作本系統的輸入。   

圖 1 為本研究的系統流程圖，首先對輸入的區塊影像作傾

斜校正，然後分析水平方向的投影輪廓，抽取出每條文字

行，再同樣分析每行影像的垂直投影輪廓，將該行中可能

的文字元件擷取出。過濾所有標點符號後，可將間距夠近

的元件合併，並利用寬度初步將所有合併後元件分類為多

重字元與單一字元兩類。不同類別的文字元件可進一步做

字元分離，並進行每一字元的特殊字體判定。 

 

二、文獻探討 

  光學文字辨識研究，這二十年來受到不少關注 [2]。

一套完整的文件影像辨識系統的處理流程，可以粗略地分

成前處理、辨識核心與後處理三大模組。紙張文件經過掃

描成影像後，需先經過如雜訊去除、傾斜校正 [4] 等的影

像前處理，而後利用版面分析(layout analysis） [5] 以及

表格結構抽取 [1] 技術，來分離文件中的文字、影像、表

格等不同類型區塊。文字區塊與表格的欄位內容是可以自

動辨識的區域，必須將區域內文字擷取出 [8]，送入辨識

核心。在文字行擷取與字元分割方面，常見的是以分析灰

階統計圖（gray histogram）[9, 13] 方式，來分割文字行與

背景。若輸入為黑白文件影像，則可利用偵測相連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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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校正 

文字元件擷取 

文字元件合併及初步分類 

特殊字體判定 

文字區塊影像 

判定結果 

標點符號過濾 

 
 

圖 1. 系統流程圖 

 

（ connected component ） [10] ， 以 及 分 析 投 影 輪 廓 

（projection profile）[3] 兩種不同技術。針對文字變異度

大的手寫文件或者印刷文字緊貼嚴重的情形，不管利用偵

測相連元件或分析投影輪廓，均不容易正確分離出單一文

字 。 此 時 ， 可 利 用 以 辨 識 為 基 礎 的 切 割 方 法

（recognition-based segmentation），並以找尋非線性切割

路徑的方式 [11]，可以解決單一文字影像擷取問題。本研

究主要處理印刷中文字的特殊字體判斷，輸入為文字區塊

影像，可先透過快速地傾斜校正技術，將校正後的文字區

塊以投影輪廓分析方法，得出文字行及可能的文字元件區

域。將標點符號過濾後，再利用區塊內的文字特性統計，

同一字元的多元件合併，最後進行多重字元的再分割，並

將所有分割後的單一字元進行特殊字體判定。 

  一份印刷文件中，不管是中文字或英數字，均有很多

不同的字體（typeface）。英數字由於字數較少（不到 100

個），可以將未知文字影像與不同字體的文字特徵做比對，

來得到相似度最大的辨識結果。然而，中文字集的字數超

過兩萬字，為避免辨識速度過慢或者辨識效果太差，往往

必須先做印刷字體的判定，再利用特定字體的特徵來與該

未知文字影像做比對。在一般印刷品中，有六種常見中文

字體（如圖 2 所示）。Tseng 等人 [12] 使用了筆劃寬度平

均、筆劃寬度變化、水平/垂直筆劃寬度比例等特徵，來判

斷不同的中文印刷字體。Zhu 等人 [14] 則是使用 Gabor 

   
明體 楷書 黑體 

   
宋體 圓體 隸書 

 

圖 2. 同一文字的不同正常字體影像 

 

濾波器找到各種不同的特徵，再使用各個特徵的加權歐基

里德距離（weighted Euclidean distance），分辨出不同的字

體。Zramdini 和 Ingold [15] 基於印刷字在排版上的特性，

使 用 多 變 量 貝 式 分 類 方 法 （ multivariate Bayesian 

classifier），來辨認不同字體的英文文件。Li 等人 [7] 使

用垂直筆劃與連續的斜線筆劃（ continuous diagonal 

strokes），來偵測英文的斜體字；而 Li 等人 [8] 則是用傾

斜角度的投影方法以及文字輪廓特徵點以偵測與分割斜體

字。這些字體判斷方法，均是用來辨別印刷文字不同的正

常字體，對於常見的斜體字與粗體字著墨並不多，至於特

殊的中空字、底線字並無法利用上述方法判定。 

  印刷文字常見的不同一般字體判定，利用目前的研究

成果，已可精確地分辨。但是，文件中的重要資訊常常使

用特殊字體來凸顯，若以目前市面上的 OCR 系統來做辨

識，對於一些以特殊字體來呈現的文字，辨識效果並不理

想（如圖 3 所示）。這些特殊字體的文字雖然數量不多，

卻是文件中的精華所在，更需確保其辨識準確性

（recognition accuracy）。本研究著重在特殊字體的判定，

將常見的一般字體文字均視為正體字，以與斜體字、粗體

字、中空字與底線字等特殊字體分別（如圖 4 所示）。唯

一的限制是不處理單一底線字，例如單一「日」字加上底

線，會合理誤判為「旦」字。本研究開發之系統可從文字

區塊影像中，判定各個組成文字的字體型態，以利後續使

用相對的文字辨識核心。 

 

三、字元擷取與分類 

（一）文字區塊影像傾斜校正 

  本研究開發的系統，其輸入為文件影像經過版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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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串影像 辨識結果 

 
滿 清 睫 宰 皇 帝 

 
策 士 部 昱 道 

 

圖 3. 使用『丹青 OCR』產品所做的辨識效果測試 

 

   
正體字（楷書） 粗體字 斜體字 

  

 

中空字 底線字  
 

圖 4. 同一文字的不同字體影像 

 

後，所分離出的文字區塊。為確實判定每一印刷文字的特

殊字體，必須先將個別字元影像擷取，以進行字體特性的

判斷。由於處理的是印刷文件，可以簡單並快速地利用投

影輪廓分析法來擷取所有字元。然而，投影方法最怕的是

原影像傾斜，導致無法利用投影輪廓明確分離不同字元。

因此，原輸入的文字區塊影像（如圖 5(a)）必須進行傾斜

角度偵測與校正 [4]。首先，將原影像塗抹後，考慮兩垂

直行位置 L1 和 L2 上的所有黑點（如圖 5(b) 所示），統計

L1 上每個黑點在 L2 上何相對位移位置上同樣有黑點（如 

圖 5(c)）。利用統計出累積數量最多的相對位移位置

offset，即可求出原影像的傾斜角度 θ 並予以轉正，

21 LL
offset
−

=θ ，其中 |L1−L2|為 L1 和 L2 兩位置的距離。 

（二）文字元件擷取與合併 

  將輸入的文字區塊影像作傾斜校正後，即可利用分析

水平方向的投影輪廓，將水平文字行擷取出（如圖 6(a)），

並針對每一文字行影像做垂直投影，可初步分割出可能的

文字元件區域（如圖 6(b)）。由於部分中文字由兩個以上分

離的元件組成（如「心」、「引」等），文字區塊影像經過兩

方向的投影輪廓分析後，所得出的文字元件區域（如    

圖 7），需要將屬於同一文字的分離元件合併，才能組成完

整的文字。由於同一文字行的所有印刷中文字，字元寬度 

 
(a) 原文字區塊影像 

 

L1 L2 
 

(b) 原影像塗抹後選取兩垂直行位置 

L1 L2

 

(c) 相對位移位置示意圖 (d) 兩垂直行相對黑點位移位置統計圖

 

圖 5. 文字區塊影像傾斜校正 

 

通常變化不大，因此可以利用分析每個元件的寬度，將寬

度過小的元件與鄰近的元件合併。然而，文字區塊內可能

包含了寬度也夠小的標點符號，這些符號會影響完整文字

的合併結果，因此必須先予以過濾。 

  為避免標點符號影響文字元件的合併，必須先判定所

有切割出的文字元件是否為標點符號，予以過濾。經過觀

察，一般印刷文件其標點符號有如下的特性： 

1. 標點符號與左右兩文字的距離明顯大於兩鄰近文字之

間的距離。 

2. 有些標點符號（句號、逗號等）其高度會明顯小於文字

行的高度。 

3. 有些標點符號（如驚嘆號、冒號等）其寬高比例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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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文字行擷取效果 

 

 
(b) 單一文字區域分離效果 

 

圖 6. 利用投影輪廓分析法擷取文字行並分離單一文字區域 

 

 
 

圖 7. 文字元件切割結果 

 

小於完整中文字。 

  根據以上三個特性，針對每個初步擷取出的文字元

件，有三個元件特徵（平均元件間距、平均元件高度、平

均元件寬高比）會先被統計出。然後，檢驗每個元件是否

符合特性 1，而且特性 2 或特性 3 其中之一也符合時，則

將此元件視為標點符號，並予以捨棄（如圖 8 所示）。 

  在捨棄文字元件中的標點符號之後，不滿足完整文字

特性的連續元件必須設法合併成同一文字。首先，統計非

標點符號且寬高比接近方正的所有元件（可能為單一完整

字元），計算元件寬度的變化範圍 [CWmin, CWmax]。假設連

續三元件為 C0、C1 與 C2，各自的寬度為 CW0、CW1 與 CW2，

元件 C1 是否為一完整文字，或者需與 C0 或 C2 合併成同一

文字，其處理流程如圖 9 所示。利用此合併流程，可以將

屬於同一文字的分離元件予以合併，結果如圖 10 所示。 

 

 
 

圖 8. 去除標點符號後的文字元件 

 

（三）文字元件分類 

  如圖 10 所呈現的，利用寬度特性將文字元件合併完成

之後，並非每個文字元件都是單一文字。在判定個別字元

的所屬特殊字體之前，必須先利用元件寬度，將目前所有

文字元件分成兩大類：單一字元與多重字元。其中單一字

元類型（圖 11(a)），主要是一般的正體字、中空字、粗體

字與單一斜體字。而多重字元類型（圖 11(b)），則主要是

連續斜體字或連續底線字。圖 12 顯示文字區塊內所有字元

元件類型的判定結果。 

  由於文件版面編排與掃描品質不盡相同，根據觀察與

歸納，除了連續斜體字或底線字的情況外，還有兩種可能，

因鄰近字元間距過近或相連，利用分析投影輪廓無法明確

分割，導致該文字元件被初步判定為多重字元類型。第一、

多個非斜體或底線字緊密相連；第二、斜體字或底線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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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不需再合併
解除最後一次合併 

CW2≧CWmax 

CW0≧CWmax 

Yes

C0 與 C1 合併 

Yes

C1 視為標點符號，去除

No 

CW1≦CWmin 

C1 不需再合併 

No 

Yes

No 

CW1≧CWmax 

C1 與下個元件合併

為 C3，寬度 CWmrg
CWmrg≦CWmax

Yes

No 

C1←C3

Yes

No 

 
 

圖 9. 文字元件合併流程圖 
 

 
 

圖 10. 文字元件合併後結果 

 

 
 

 
(a) 單一字元 (b) 多重字元 

 

圖 11. 字元元件的兩大分類 

 

 
 
圖 12. 文字元件分類結果（實框為單一字元；虛框為多重字元） 

兩側文字太靠近。因此，對於單一字元的文字元件，系統

可以直接判定其所屬字體；而多重字元的文字元件，則會

先利用不同方式做連續字元的分割後，再進行個別字元字

體的判定。 

 

四、字體偵測 

  所有文字元件分成單一字元與多重字元兩類別之後，

各字元需進行字體的判定。首先，對於單一字元類別的文

字元件，會先判定是否符合斜體字的特性，如果非斜體字，

即可利用該字元筆畫寬度，來判定屬於正體字、中空字或

者粗體字。而多重字元類別的文字元件，則要先確認是否

為連續底線字，若為連續底線字，利用偵測出底線範圍來

分離出與底線字相連的其他文字。若非連續底線字，則可

能為斜體字或連續緊密字元所造成，此時必須利用非線性

切割方式，將此元件內所有文字獨立分離出，再並進行個

別單一字元的字體判定。圖 13 為文字元件的字體判定處理

流程。 

（一）底線字偵測 

  為避免如同人眼容易對「旦」與「日」誤判，本研究

並不處理文件中罕見的單一底線字。對於歸類於多重字元

的文字元件，系統必須先偵測該元件是否為連續底線字所

產生，再將個別底線字切割開。底線字的特性是在文字底

部會有一條與文字寬度相近且連續的水平線，因此可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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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範圍內

大於範圍小於範圍

計算筆劃寬度

筆劃寬度與門檻

範圍比較

非線性分割文字

含有夠長底線

斜體字特性

No

粗體字正體字中空字底線字 

單一字元文字元件

Yes 
Yes 

No
底線範圍判斷 

底線範圍內 

分割文字 

單一字元 

Yes 

No 

斜體字 

No

 
 

圖 13. 文字元件字體判定流程圖 

用群長偵測（run-length detection）方法，累計連續的黑點

像素數量，來檢查此元件底部是否有一條夠長的水平線。

假設此多重字元的元件 Ci 長度為 LenCi，而該元件底部偵

測出的最長的水平線長度為 Lenmaxl，如果兩長度差異過大

（超過單一字元的平均寬度），表示元件 Ci 內含有非底線

但相連之文字。此時，必須將所偵測出群長超過 1.5 倍平

均字寬的起點與終點位置標示出（如圖 14(a) 所示），然後

將各群內的底線去除後（如圖 14(b)），再利用投影方式（如

圖 14(c)）找出可能的切割位置，配合同文字行的平均字

寬，即可將此連續底線字元切割（如圖 14(d)），並將每個

切割出的字元判定為底線字，而原先該元件內不在底線所

含括的部分，則需繼續進行其他特殊字體的判定。 

（二）斜體字偵測 

  斜體字一直是 OCR 系統處理時的難題，除了連續斜

體字不容易分離之外，斜體字也會與鄰近的非斜體字相

連，造成切字與辨識的效果不精確。對於因為斜體字導致

無法精確切字的問題，必須利用非線性的切割方式 [11]，

在兩個相連或間距甚小的文字間，找出一條非線性的切割

路徑，以明確分離兩字元（如圖 15 所示）。另外，對於各

個分離出的字元，必須檢查是否滿足斜體字的特性，來判

定屬於斜體字體的可能。經過觀察多數不同的斜體印刷文 

Run1 起點 Run1 終點

(a) 底線的起迄位置 

 
(b) 去線後之底線區域 

 
(c) 垂直方向投影輪廓 

 
 

(d) 底線字串的切割結果(實框)及未切割部分(虛框) 
 

圖 14. 字串影像之底線偵測、去除與字元切割 

 

字，斜體字的特性（如圖 16 所示）可歸納如下：第一，斜

體字不是因為文件傾斜所產生，並無法經由旋轉校正，而

是文字經過某個小角度（約 18°）的往右傾斜，所以在斜

體字上不會有明顯的垂直筆劃。第二，傾斜字外觀上很像

將正常字的上半部往右拉、下半部往左拉，因此斜體字矩

形區域範圍內，其左上角與右下角均會出現一塊因位移產

生的空白區域，又以左上角較右下角更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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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多重字元之元件影像 (b) 非線性切割路徑 

 

圖 15. 利用非線性切割路徑分離多重緊密文字影像 

 

 
(a) 正體字 

 
傾斜的垂直筆劃

左上角 

空白區域 

右下角 

空白區域  
(b) 相對斜體字 

 

圖 16. 印刷斜體字之外觀特性 

 

  根據斜體字元的特性，要判定一個單一字元文字元件

是否為斜體字，首先要檢驗是否含有夠長的垂直筆畫。為

設定垂直筆畫長度的門檻值，本研究選取一個含有最長垂

直筆畫的文字「引」來估算。利用累計垂直方向最多的連

續黑點數目，可估算此文字影像中可能的最大垂直筆畫長

度（如圖 17 所示），並以此長度當作門檻值 Thrls。如果一

個待判定的未知文字影像，以同樣方式計算出最大的筆畫

長度為 Lenvs，而且 Lenvs 夠長（ lsvs ThrLen ×> 6.0 ），該字

元因為含有垂直筆畫可被判定為非斜體字。然而，不是每

個中文字都有垂直筆畫（例如「三」字），所以即使某字元

影像找不到夠長的垂直筆畫，也不能直接判定為斜體字，

必須再用斜體字的另一特性（左上與右下角均有明顯空白

區域）來做進一步判斷。 

  根據觀察，一般文件的內容，其斜體字的傾斜角度約

為右傾 18°。因此，可利用一個虛擬的矩形（寬度與高度

各為 tan18° 與 1），來計算某字元影像左上角落的空白區

域大小。如圖 18 所示，在文字影像的左上角以該虛擬矩形

為基準，等比例放大直到其中一側碰觸黑點，然後計算空

白區域的面積（AreaLT）。若該面積 AreaLT 大於一個門檻值

Thrblank，即可判定此字元影像為一斜體字。門檻值 Thrblank

的決定，以方正中文字（如「回」或「國」）的傾斜字體為

主要考量，此種文字影像左上方空白區域為直角三角形（寬

高各為 CH×tan18° 與 CH，其中 CH 為影像高度）。為符合 

 

垂直筆劃長度

 
 

圖 17. 斜體字之垂直筆劃長度估算 

 

 

1 

tan18° 

 
(a) 虛擬矩形 

 

 
(b) 等比例放大虛擬矩形直至碰觸黑點 

 

圖 18. 文字影像左上角空白區域之檢測方法 

 

不同文字的斜體字外觀特性，本研究開發的系統將 Thrblank

訂為 °×× 18tan
8
1 2CH 。圖 19 為斜體字的判定流程。 

（三）中空字與粗體字偵測 

  針對多重字元的文字元件，本系統會先判斷是否為底線

字或斜體字，再利用等分切割或非線性切割方式，將相連字

元分離成單一字元，即可分析底線字與斜體字特性，用以判

定各字元是否屬於該特殊字體。再來，對於尚未判定字體的 

 

 

計算左上角空白區域

面積 AreaLT 

No

Yes

非斜體字

計算最大筆畫長度 Lenvs

單一字元影像 

AreaLT > Thrblank

斜體字

Yes

No 

Lenvs > 0.6*Thrls

 

圖 19. 斜體字判定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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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單一字元，則需要進一步判定屬於粗體字、中空字或者

一般正體字。根據觀察，這三種字體最主要的不同在於筆畫

寬度，中空字的筆劃比一般正體字來得小，而粗體字則含有

寬度較大的筆畫。為了快速地預估文字影像的筆畫寬度

SW，本研究所採用的計算方法 [12] 為： 

 

pp

p

WB
B

SW
−

= ， （1） 

 

其中 Bp為該文字影像的黑點總數，Wp則表示某特殊黑點的

數量，該黑點的 2×2 遮罩內，周圍三個鄰居有兩個以上是也

黑點。 

  由於同一文件中，不同的文字區塊其文字特性有所不

同，因此筆畫寬度的大小比較其實是相對的。本研究處理

的是常見且一般的文件，其內容中的文字大多數為一般正

體字，只有需要強調的特殊詞會用中空字或粗體字。所以，

本系統會先計算整個文字區塊中每個文字的筆劃寬度並統

計其分佈（如圖 20 所示），然後以分佈圖最高的位置 SWpeak

為基準，往兩側找到累積次數明顯落差的位置，當作此文

字區塊中正體字的筆畫寬度變動範圍 [SWmin, SWmax]。最

後，將此文字區塊中每個字元 Ci 的筆畫寬度 SWCi 與此範

圍比較，如果 SWCi＞SWmax，則該字元為粗體字；如果 SWCi

＜SWmin，則該字元為中空字；否則為一般正體字。圖 21

為正體、粗體與中空字的判定流程。 

 

五、實驗結果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開發一套可自動判定文字區

塊內所有字元屬於何種特殊字體，以協助 OCR 辨識核心

採用該字體的文字特徵進行後續的字元辨認。為評估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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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同區塊內所有文字筆畫寬度統計圖 

 

No

Yes

粗體字 

計算平均筆畫寬度 SW

單一字元影像 

SW < SWmin 

正體字

Yes 

No
SW > SWmax 

中空字  
 

圖 21. 中空與粗體字之判定流程圖 

 

究提出的特殊字體判別方法，以天下雜誌、遠見雜誌、管

理雜誌、理財週刊等中文雜誌的 52 篇文章為實驗樣本，內

含 174 塊文字段落，共計 27334 個文字（其中正體字 23346

個、斜體字 1403 個、底線字 856 個、粗體字 1565 個、中

空字 386 與標點符號 362 個）。有些文字是包含兩種以上的

特殊字體特性，其中有傾斜粗體字 23 個、傾斜底線字 76

個、粗體底線字 18 個以及傾斜粗體底線字 12 個。所有雜

誌文章以 Umax Vista S-8 掃描器、使用 300dpi 解析度掃描

並存成 tif格式黑白影像。利用C# 語言在Visual Studio.NET 

2003 環境下開發視窗應用程式，並以 HP Pavilion dv1618 筆

記型電腦為測試平台。本研究的測試主要分成兩方面，一為

標點符號的過濾效果，另一為每個字元的特殊字體判別效

果。 

  首先，針對所有文字區塊影像透過傾斜校正以及投影

輪廓分析，可將文字元件初步分離，此時利用本研究所歸

納出的標點符號特性，來判定標點符號，並予以過濾。兩

種型態的錯誤均用來評估此標點符號判定方法的效果：型

0 態一錯誤（type I error）指的是未將標點符號判定為標點

符號；而型態二錯誤（type II error）指的是將非標點符號

誤判為標點符號。各將兩型態錯誤數量除以實際標點符號

總數以及非標點符號數目，可得到兩種型態的錯誤率。   

表 1 為本實驗所得到標點符號判定的測試結果。 

 

表 1. 標點符號判定之實驗結果 

型態一錯誤率 型態二錯誤率 

%1.1
362

4
=  %43.0

36227334
1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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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來，將標點符號過濾後的文字元件經過合併、分類

後，即可利用本研究提出的方法對多重字元與單一字元做

細部的切割與特殊字體判別。文字區塊中不同的特殊字體

文字，可利用上述兩種型態錯誤率（此時，型態一錯誤指

的是未將某特殊字體文字判定正確；而型態二錯誤指的是

將非此特殊字體文字誤判為該特殊字體），來評估本研究所

提特殊字體判別方法的正確性。表 2 是本實驗對特殊字體

判別的測試結果。 

  國內外針對字體的判定已經有一些研究成果，只是每

個研究著重的文字標的不太一樣，對於不同 OCR 系統的

貢獻也有所不同。針對本系統與文獻中的研究不同之處，

以及是否需事先經過訓練，經過本研究彙整列在表 3。本

研究與 Tseng et al [12] 都著重在中文字體的判定，主要是

因為中文字集數量繁多，如果未先判定字體，無法提升後

續的文字辨認效果。另外，本研究著重在中文字特殊字體

的判定，也是因為已經有不少研究針對不同的正常字體作

分辨，效果也都還不錯，但是較不處理特殊字體文字。即

使處理特殊字體，也較少處理單一字元具有多重特殊字體

特性（如傾斜的粗底線字「葉」）。再來，本研究以文字區

塊為單位，標點符號過濾或者字體判定過程所需的一些門

檻值，均是根據不同區塊中所有文字的統計資料，並不需

事先訓練或者訂定，這是本研究在印刷中文字之特殊字體

判定上主要的貢獻之處。 

  本研究針對印刷文件中的中文字，做特殊字體的判定。

根據各種不同特殊字體的觀察，底線字與傾斜字相較於正體

字有較特殊且穩定的分辨特性，因此會有較高的分辨率。至

於粗體字與中空字，希望與正體字做分別，只能利用筆畫的

粗細來分辨。為了訂定適當的分辨門檻值，本研究假設文件 

 

表 2. 印刷中文字特殊字體判定之實驗結果 

 型態 1 錯誤率 型態 2 錯誤率 

正體字 %18.0
23346

42
=  %89.1

2334627334
75

=
−

 

斜體字 %99.1
1403

28
=  %64.0

140327334
166

=
−

 

底線字 %0
856

0
=  %07.0

85627334
19

=
−

 

粗體字 %23.2
1565

35
=  %02.1

156527334
263

=
−

 

中空字 %4.4
386
17

=  %3.1
38627334

351
=

−
 

 

表 3. 字體自動判定技術之比較 

   功能

方法 
中文 英文

一般 

字體 

特殊 

字體 

事先

訓練

Tseng et al [12] O X O X O 

Zhu et al [14] O O O 斜體、粗體 O 

Zramdini and 

Ingold [15] 
X O O 斜體、粗體 O 

Li et al [7] X O X 斜體 O 

本研究 O X X 

斜體、粗體、

中空、底線、

及多重組合 

X 

 
中同區塊的所有文字，大多數為一般正體字。因此，計算

整個文字區塊中每個文字的筆劃寬度並統計其分佈，然後

以分佈圖最高的位置為基準，往兩側找到累積次數明顯落

差的位置，當作此文字區塊中正體字的筆畫寬度變動範

圍。然而，當該文字區塊的正體字數比例並非佔絕大多數，

或者某些正體字因交叉筆畫多，導致平均筆畫寬度過大，

都會造成利用筆畫寬度統計圖決定的門檻值不夠精確。以

單一文字的判定來說，其實不容易改善其效果。但是有兩

個建議，可當作正體、粗體與中空字判定效果改善的方向：

第一，可將單一文字的字體判定結果，改成利用 [0,1] 的

模糊數（fuzzy number）來表示其可能性後，再參考前後

文字的字體可能性，來完成此字元的字體判定。第二，可

搭配 OCR 辨識核心，將筆畫寬度位於兩門檻值附近的文

字（不確定是 [中空/正體] 或者 [正體/粗體]），分別利用

可能的字體辨識核心做辨識，再根據辨識出的信心度，可

確認字體同時完成辨識。 

 

六、結論 

  光學文字辨識是近幾十年來一個熱門的題目，利用文

字辨識技術將大量的紙張式文件數位化，不僅可減少存放

空間，也可將文件自動分類以利檢索。然而，OCR 系統在

辨識一份多字體文件時，不管使用單一字體特徵或者考慮

多重字體特徵，均會造成辨識效果不佳或辨識速度緩慢的

結果。以現有的 OCR 系統，針對不同的正常字體均可做

初步之判斷，但是，對於一些常見特殊字體則未有技術判

定。本研究特別提出方法，在印刷文字區塊影像中，判定

每一字元屬於何種特殊字體或者為一般正常字體。 

  首先，將文字區塊影像做傾斜校正後，即可分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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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垂直的投影輪廓，擷取出文字行與可能的文字元件。再

根據元件特性，將屬於標點符號者過濾後，即可將近距離

的元件予以合併並分類。屬於多重字元之元件，會先判定

是否有連續底線字特性，利用不同的分割方法予以切割成

單一字元。每個單一字元利用斜體特性判定後，再利用筆

畫寬度判定該字元是否有中空、粗體或正體字特性。本研

究以 174 個文字區塊影像當作測試樣本，評估所開發系統

的標點符號過濾與特殊字體判定的效果。良好的實驗結果

均顯示本研究提出方法之可行性，日後再結合不同正常字

體的判定技術，應用在 OCR 系統之辨識核心，提升更好

的辨識效果是可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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