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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針對京劇臉譜影像檢索做一相關研究。人類歷史的時間軸不斷地向前進，每一時期

都有值得人們紀錄保存的事與物。我們的檢索方法可以對不同狀況下之京劇臉譜影像做很有效

率的檢索。首先，我們將每個京劇臉譜的尺寸標準化為 60 X 60 像素，再用 8 條規則（利用 RGB

三原色之相對關係）將每個京劇臉譜轉換成顏色字串。其次，我們利用權重函數(權重可以作調

整)進行比較要檢索的京劇臉譜的顏色字串與儲存於資料庫的顏色字串。最後，排名前 10 名相

似的結果將被檢索出來。我們的系統特色為：1.基於內容的京劇臉譜檢索系統（基於相似性檢

索）和 2.基於文本的京劇臉譜檢索（非常迅速和成熟）。 

關鍵詞：京劇臉譜檢索，基於內容的圖像檢索，顏色字串，權重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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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demonstrate a hybrid system for efficient retrieval of Peking opera mask image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First, we standardize each Peking opera mask to 60 x 60 pixels. Second, 

eight rule（us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hree primary colors of the RGB color model) are used 

to convert each Peking opera Mmask into a color string, and color strings stored in the database. Third, 

we compare the color strings of Peking opera mask images with color strings stored in the database 

using a weighting function. Finally, the ten most similar results are shown. Our system maintains the 

advantages of both content-based（based on similarity searching）, and text-based retrieval（rapid and 

mature）system. 

Key Words: Peking opera mask retrieval, CBIR（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 color string, 

weighting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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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人類歷史的時間軸不斷地向前進，每一時期都有值得人

們紀錄保存的事與物。中華文明歷史源遠流長，留存的文化

與寶物非常豐富。其中「京劇臉譜」相關研究議題有白寒枝 

[1]表示：「目前在國內外，京劇臉譜的流行範圍相當廣泛，

已經被公認為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標誌。京劇臉譜的視覺

符號，從形式上來講，特色鮮明，具有突出的視覺美;從內

容上來講，主要受到儒、道、佛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影響，

蘊含著中國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京劇臉譜的視覺符號，自

成體系，成為一個相對完整的符號系統。對京劇臉譜的視覺

符號系統進行探討，有著重要的理論研究意義和實際應用價

值。」；徐千禾 [2]說：『以京劇的臉譜為素材，加上第三隻

眼，作為倒車雷達的包裝，銷售至歐洲國家，華麗的臉譜色

彩攫取消費者的目光，加上對東方戲劇的奇幻想像，為商品

找到合適的包裝，藉由戲曲文化的襯托，讓人們能夠很快地

注意到商品。數位典藏計畫的成果與資源，對設計師來說，

是個偌大的寶庫。但要如何循著蛛絲馬跡找到可以應用的寶

藏，仍有待許多關卡的努力與配合。台灣包裝設計協會副理

事長黃國洲說：「藏品的影像數量很多，實際上要找到圖，

真的是要看運氣！」一邊苦笑，黃國洲一邊談起在搜尋影像

與授權途中所碰上的難題。在典藏台灣-聯合目錄底下，搜

尋的結果無法直接以影像呈現，需要一頁一頁開啟，時效性

比較弱；關鍵字多以學術研究的角度建置，對一般社會大

眾、設計師來說，太過專業，難以親近、理解。以設計的角

度來看，完全無法派上用場。…搜尋、著作權、圖像授權費

是目前應用數位典藏資源時很頭痛的三個要素。』；楊敏婷 

[3]認為：『近幾年來政府正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

從整體文化面、創意面、藝術面、設計面來提升人民的生活

品質，徹底落實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精神。舉凡台灣歷屆所

舉辦的苗栗國際假面藝術節、2009 年北京奧運的 PUMA「北

京見」臉譜商品及 2010 年迪士尼新款米奇臉譜商品，皆源

自於「京劇臉譜」作為成功轉化的元素，成為熱門關注焦點。』

由此可見京劇臉譜已吸引各界的注意，資訊領域理應急起直

追迎頭趕上才是。 

    如何將這些珍貴文化與寶物的資料，包括文字資料、圖

像資料，以數位化的格式作完整的建置，並加以電腦化的管

理與檢索，以期珍貴文化與寶物可以永續保存與使用。雖然

在過去 30 年有各種用於儲存、瀏覽、搜索和檢索的圖像系

統已被陸續提出，但至今尚無一個令大家都很滿意的系統。

一個圖像檢索系統是對一個極龐大的資料庫進行瀏覽，搜索

和檢索圖像的計算機系統。不幸的是，大多數的成熟圖像檢

索方法目前只有基於文本的方法，例如：谷歌（google）或

雅虎（Yahoo）的「關鍵字」搜索]。 

  所謂的「基於內容的圖像檢索」[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 （ CBIR ） 或 Content-based Visual Information 

Retrieval（CVIR）]，是屬於圖像識別與人工智慧的一個熱

門研究領域。基於內容的圖像檢索指的是查詢條件本身就是

一個「數位圖像」或「大概內容的數位圖像（如：一張手畫

的草圖再轉換為一張手畫的數位草圖）」，它建立索引的方式

是通過提取數位圖像內容特徵，然後通過計算比較這些數位

圖像內容特徵和查詢條件之間的距離，來決定兩個數位圖像

（片）的相似程度。網際網路上傳統的搜索引擎，包括

google、Yahoo 以及 MSN 都已推出相應的數位圖像（片）

搜索功能，例如：谷歌在 2010 年 6 月在谷歌圖片搜索加入

數位圖像搜索功能[一個基於內容的數位圖像檢索系統

（CBIR）]如圖 1。谷歌允許用戶上傳數位圖片檢索相似的

圖片。它看起來很有趣，但其性能卻並不夠出色。谷歌的系

統嘗試了解圖片的含義並以文字標識當「關鍵字」，然後再

使用「關鍵字」以文本檢索方法檢索相似的圖片。相信「真

正基於內容的檢索方法」將在不久的將來扮演多媒體檢索系

統非常重要的一環 Antani et al. [4]。K. Konstantinidis [6]提

出了基於 L * a * b *顏色空間的顏色直方圖的模糊鏈接方

法，並提供了僅包含 10 個分類的直方圖。 直方圖方法是基

於從廣泛多樣化的圖像集中檢索相似圖像所獲得的性能來

評估的。他們的方法被認為對圖像的各種變化，例如：光照

變化、遮擋和雜訊比其他方法直方圖創建更不敏感。Silva 

[10]討論了基於相關反饋的基於內容的圖像檢索（CBIR）系

統的方法，該方法根據兩種主動學習模式（貪婪和計劃）進

行。比較著名的系統還包含 SIMPLIcity [12]、Netra [7] 、

Photobook [8]、VisualSEEK [11]等。近期的有[9]提出基於相

關反饋方式，根據兩個主動學習的範例，命名為貪婪和計

劃。在貪婪的方法，該系統的目的是在每次循環查詢傳回最

相關的影像。在規劃方法，是在每次查詢皆傳回最相關的（信

息量最大的）影像，並在幾次循環查詢後，再選出最相關的

影像傳回。Qian et al. [9]則利用機器學習演算法的技術於設

計電腦輔助路徑規劃系統（CAP），以幫助年輕醫生在外科 

http://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repository/resource_list.jsp?queryString=%E6%95%B8%E4%BD%8D%E5%85%B8%E8%97%8F&queryType=qs&metaCategory=all
http://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repository/resource_list.jsp?queryString=%E8%A8%AD%E8%A8%88%E5%B8%AB&queryType=qs&metaCategory=all
http://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repository/resource_list.jsp?queryString=%E8%A8%AD%E8%A8%88%E5%B8%AB&queryType=qs&metaCategory=all
http://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repository/resource_list.jsp?queryString=%E8%91%97%E4%BD%9C%E6%AC%8A&queryType=qs&metaCategory=all
http://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repository/resource_list.jsp?queryString=%E6%95%B8%E4%BD%8D%E5%85%B8%E8%97%8F&queryType=qs&metaCategory=al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0%9C%E7%B4%A2%E5%BC%95%E6%93%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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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點選「以圖搜尋」 

 

(b) 再點選「上傳圖片」與「瀏覽」 

 

(c) 再選取「要檢索的圖片」後點選「開啟舊檔」 

 

(d) 谷歌檢索的結果（相似的圖片)。 

圖 1. 谷歌的數位圖像檢索系統 

 

手術路徑規劃同時維持最高的精確度。 

在本研究中，我們提出了一個「京劇臉譜影像」的檢索

系統，本研究不像大多數 CBIR 的方法嘗試標識一個文字當

「關鍵字」，然後使用「關鍵字」去檢索相似的圖片。我們

的方法是直接使用圖片顏色的空間位置去檢索相似的圖

片，再輔以權重函數來補足其不盡完美之處。我們的系統總

覽如圖 2。本系統包含三個階段：（1）我們將每個京劇臉譜

影像的尺寸標準化為 60X60 像素，再用 8 條規則（利用 RGB

三原色之相對關係)將每個京劇臉譜影像轉換成顏色字串；

（2）我們利用權重函數進行比較這些顏色字串；（3）排名

前 10 名相似的結果將被秀出。本文的其餘部分安排如下：

第 2 節介紹京劇臉譜影像的尺寸標準化與顏色字串的轉換

方法及利用權重函數進行比較這些顏色字串進行說明；實驗

結果和討論在第 3 節；最後，結論和未來的工作在第 4 節說

明。 

 

 

圖 2. 系統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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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首先，我們將每個京劇臉譜的尺寸標準化為 60 X 60 像

素，再用 8 條規則（利用 RGB 三原色之相對關係）將每個

京劇臉譜轉換成顏色字串。其次，我們利用權重函數（權重

可以作調整）進行比較要檢索的京劇臉譜的顏色字串與儲存

於資料庫的顏色字串。最後，排名前 10 名相似的結果將被

檢索出來。 

（一）尺寸標準化與顏色字串編碼 

  由於京劇臉譜影像可能有不同大小，因此，所有的京劇

臉譜影像皆被標準化為標準尺寸（60×60 像素），我們使用

雙立方插補（bicubic interpolation）方法來標準化尺寸

Gonzalez et al. [5]，因雙立方插補演算法可以保留更好的細

節質量。雖然標準化尺寸將失去京劇臉譜影像的一些內容信

息，但卻可以得到對不同的大小、模糊和雜訊問題的包容效

果，並可加快速度。 

  三原色光模式（RGB color model），又稱 RGB 顏色模

型或紅綠藍顏色模型，是一種加色模型，將紅（Red）、綠

（Green）、藍（Blue）三原色的色光以不同的比例相加，以

產生多種多樣的色光。因為 RGB 顏色空間是一個三維空間

向量，並且每一個像素 P（i），是由一個有序三元組：紅，

綠和藍色的坐標，R（i）、G（i）、B(ⅰ)，其分別表示紅色、

綠色和藍色光的顏色的強度。我們知道 R、G 和 B 的值在改

變的光照條件和不同的顏色飽和度的情況下會完全不同。然

而，R（i）、G（i）和 B(ⅰ)之間的相對關係卻是非常相似的。

此外，RGB 方式只有 6 種排列關係（即 RGB、RBG、GRB、

GBR、BRG 和 BGR）。因此，我們可以利用 R（i）、G（i）、

及 B(ⅰ)之間的相對關係（如：R（i）> G（i）> = B(ⅰ)，

則轉換該像素為 R（第一個系列的「紅色」）。再加入「白色」

和「黑色」總計 8 種字符（W, K, R, S, G, H, B, C）。因為我

們利用 RGB 三原色之相對關係來訂定 8 條規則。所以，我

們的方法可以克服光照條件的變化和不同的色彩飽和度。茲

將 8 條規則列示如下： 

(1) if a pixel 235 = < r (i) = < 255, 235 = < g (i) = < 255, 

and 235 = < b (i) = < 255 , then assigns the pixel as 'W'; 

(白色) 

(2) if a pixel 0 = < r (i) = < 20, 0 = < g (i) = < 20, and 0 = < 

b (i) = < 20, then assigns the pixel as 'K'; (黑色) 

(3) if a pixel r (i) > g (i) > = b (i), then assigns the pixel as 

'R'; (第一個系列的「紅色」） 

(4) if a pixel r (i) > = b (i )> g (i), then assigns the pixel as 

'S'; (第二個系列的「紅色」） 

(5) if a pixel g (i) > r (i) > = b (i), then assigns the pixel as  

' G'; (第一個系列的「綠色」） 

(6) if a pixel g (i) > = b (i) > r (i), then assigns the pixel as 

'H'; (第二個系列的「綠色」） 

(7) if a pixel b (i) > r (i) > = g (i) , then assigns the pixel as 

'B'; (第一個系列的「藍色」） 

(8) if a pixel b (i) > = g (i) > r (i), then assigns the pixel as 

'C'; (第二個系列的「藍色」） 

  因為 8 種字符（W, K, R, S, G, H, B, C）3600 個就代表

83600（=210,800）的排列方式，這應該足夠用來判別不同的

京劇臉譜影像。我們做了一個實例「以 20×20 個像素的 24

位元的顏色色板」來說明轉換結果，我們用 W 代表白色，

如圖 3。我們可以觀察到的 R 和 S 代表兩個系列的紅色，G

和 H 代表兩個系列的綠色， B 和 C 代表兩個系列的藍色，

W 代表白色和 K 代表黑色。 

（二）加權函數 

  欲查詢（檢索）的京劇臉譜影像之顏色字串將和在資料

庫中的所有京劇臉譜影像之顏色字串經由加權函數做相似

度之計算。由此相似度計算出的「權重值」則用以確定排名，

排名前 10 名相似的結果將被秀出。加權函數之概念如下： 

如果「查詢欲京劇臉譜影像之顏色字串」和「在資料庫中的

京劇臉譜影像之顏色字串」在相同的位置都包含相同的顏色

字串，例如：兩者都是 R，則權重值=權重值+1。 

 

 

圖 3. 以 20×20 個像素的 24 位元的顏色色板說明轉換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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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函數之演算法描述如下： 

輸入： 

「欲查詢京劇臉譜影像之顏色字串」和「資料庫中的所

有京劇臉譜影像之顏色字串」。 

輸出： 

每個「欲查詢京劇臉譜影像之顏色字串」和「資料庫中

的所有京劇臉譜影像之顏色字串」比較後產生之總權重值。 

開始 

    將「欲查詢京劇臉譜影像之顏色字串」和「資料庫中的

所有京劇臉譜影像之顏色字串」輸入。 

步驟 1） 

如果「欲查詢京劇臉譜影像之顏色字串」和「資料庫中

的所有京劇臉譜影像之顏色字串」在相同位置的字皆是 R，

則總權重值=總權重值+1（If both of them are R, then weight 

= weight + 1.)。 

步驟 2） 

同「步驟 1」，在相同位置的字皆是 S，則總權重值=總

權重值+2（If both of them are S, then weight = weight + 

2.)。 

步驟 3） 

同「步驟 1」，在相同位置的字皆是 G，則總權重值=總

權重值+1（If both of them are G, then weight = weight + 

1.)。 

步驟 4） 

同「步驟 1」，在相同位置的字皆是 H，則總權重值=總

權重值+2（If both of them are H, then weight = weight + 

2.)。 

步驟 5） 

同「步驟 1」，在相同位置的字皆是 B，則總權重值=總

權重值+1（If both of them are B, then weight = weight + 

1.)。 

步驟 6） 

同「步驟 1」，在相同位置的字皆是 C，則總權重值=總

權重值+2（If both of them are C, then weight = weight + 

2.)。 

步驟 7） 

同「步驟 1」，在相同位置的字皆是 W，則總權重值=

總權重值+（If both of them are W, then weight = weight + 

.）。 

步驟 8） 

同「步驟 1」，在相同位置的字皆是 K，則總權重值=總

權重值+（If both of them are K, then weight = weight + .）。

結束 

  所有參數（1, 2, 1, 2, 1, 2, , ）的預設值都設

為 1，如圖 4(a)。當然，不同的參數值可以被提供給這些參

數，例如：若查詢結果不如預期。如果查詢者認為白色才是

重點，則可將白色（W）權重調高，例如：改設為 5 或其他

值，則輸出之排名前 10 名相似的結果將被改變，如圖 4(b)。 

 

 

圖 4(a). 所有參數的預設值都設為 1 時，輸出前 10 名相似 

        的結果，查詢結果不如預期。 

 

 

圖 4(b). 茲將白色(W)權重值改設為 5，則輸出前 10 名相似 

       的結果即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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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谷歌及 K. Konstantinidis [6]的數位圖像搜索功能若

查詢結果不如預期，則無任何補救或改善方法，如圖 5(a)

與圖 5(b)。 

 

 

圖 5(a). 谷歌的數位圖像搜索若查詢結果不如預期，則無任 

何補救或改善方法。 

 

 

圖 5(b). K. Konstantinidis 的數位圖像搜索若查詢結果不如 

       預期，則無任何補救或改善方法。 

 

三、實驗結果和討論 

實驗的京劇臉譜影像資料庫皆來自網際網路（全球資訊

網），總計有 27,000 個京劇臉譜影像。我們與谷歌及 K. 

Konstantinidis 的數位圖像搜索做簡單比較，查詢了「白、紅、

綠、藍色系京劇臉譜影像」與光照條件的變化和不同的色彩

飽和度京劇臉譜影像，如圖 5~9。我們使用一台 P4 的電腦

CPU 2.5 GHz，記憶體 4G，訓練時間（3.198 秒/27,000 京劇

臉譜）和我們的方法檢索時間（0.031 秒/每次查詢）是非常

迅速的（如表 1）。由圖 5 與圖 8 發現若我們的方法查詢結

果不如預期，則可調權重值以改善之，例如：圖 5(b)將白色

（W）權重值改設為 5 與圖 8(b)將綠色（H）權重值改設為

4，則輸出前 10 名相似的結果將明顯改善。而谷歌及 K. 

Konstantinidis 的數位圖像搜索若查詢結果不如預期，則無任

何補救或改善方法。 

 

表 1. 與 K. Konstantinidis 的比較結果 

        執行時間 

 

使用方法 

訓練時間（秒) / 

所有臉譜 

搜尋時間（秒) / 

十個相似臉譜 

使用我們的方法 3.58/27,000 0.031 

K. K. 的方法 12.930/27,000 0.050 

 

 

 

圖 6(a). 所有參數（1, 2, 1, 2, 1, 2, , ）的預設值都 

設為 1 時，輸出前 10 名相似的結果。結果不錯就不 

需再更改權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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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b). 谷歌的數位圖像搜索若查詢結果不如預期，則無任 

何補救或改善方法 

 

 

圖 6(c). K. Konstantinidis 的數位圖像搜索若查詢結果不如 

預期，則無任何補救或改善方法。 

 

圖 6. 查詢「紅色系京劇臉譜影像」提出的方法與谷歌及 

K. Konstantinidis 的數位圖像搜索比較 

 

圖 7(a). 所有參數（1, 2, 1, 2, 1, 2, , ）的預設值都 

設為 1 時，輸出前 10 名相似的結果。查詢結果不如 

預期。 

 

 

圖 7(b). 如果查詢者認為綠色才是重點，則可將綠色（H） 

       權重調高，例如：改設為 4，則輸出前 10 名相似的 

結果將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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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c). 谷歌的數位圖像搜索若查詢結果不如預期，則無任 

何補救或改善方法。 

 

 

圖 7.(d) K. Konstantinidis 的數位圖像搜索若查詢結果不如

預期，則無任何補救或改善方法。 

 

圖 7. 查詢「綠色系京劇臉譜影像」，提出的方法與谷歌及 

     K. Konstantinidis 的數位圖像搜索比較，若查詢結果 

不如預期，可調權重以改善之。 

 

 

圖 8(a). 所有參數的預設值都設為 1 時，輸出前 10 名相似

的結果。結果不錯就不需再更改權重值。 

 

 

圖 8(b). 谷歌的數位圖像搜索若查詢結果不如預期，則無任 

何補救或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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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c). K. Konstantinidis 的數位圖像搜索若查詢結果 

 

圖 8. 查詢「藍色系京劇臉譜影像」提出的方法與谷歌及 

K. Konstantinidis 的數位圖像搜索比較 

 

 

圖 9(a). 我們的系統可以克服光照條件的變化和不同的 

色彩飽和度 

 

 

 

圖 9(b). 谷歌的數位圖像搜索若查詢結果不如預期，則無 

任何補救或改善方法。 

 

 

圖 9(c). K. Konstantinidis 的數位圖像查詢結果 

 

圖 9. 克服光照條件的變化和不同的色彩飽和度提出的方法 

  與谷歌及 K. Konstantinidis 的數位圖像搜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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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因「京劇臉譜」的檢索特性及其困難點是不同的人畫的

「京劇臉譜」可能因為調色比例不盡相同而導致色調有所不

同或因「照相」時光線不同而導致明暗有所變化。而這種差

異卻是言語或文字難以描述的。我們知道 R、G 和 B 的值在

改變的光照條件和不同的顏色飽和度的情況下會完全不

同。然而，R（i）、G（i）和 B（i）之間的相對關係卻是非

常相似的。我們利用 RGB 三原色之相對關係訂定 8 條規則，

以克服光照條件的變化和不同的色彩飽和度。因為我們將每

個京劇臉譜影像轉換成顏色字串，該京劇臉譜影像檢索系統

即成為一個類似基於文本的檢索系統。因為顏色字串的每個

字母皆是包含一系列顏色，例如：白色、黑色、紅色、綠色

或藍色系列。因此，我們的系統可以克服不同的亮度與不同

的色彩飽和度的問題，更容許「欲查詢之數位圖像」與「其

查詢結果」具有一些差異性（基於相似性的檢索）。因加權

函數的計算是極迅速，所以我們的系統執行上是非常迅速的

（非常迅速和成熟）。換句話說，我們的系統保持了基於內

容的數位圖像檢索系統（基於相似性的檢索）和基於文本的

數位圖像檢索系統（非常迅速和成熟）的雙重優點。在未來，

我們將進一步藉由人工智慧學習方法，改善演算法，增進實

用性，並將提出更具深度的檢索方法，以增加本研究實用價

值與適用於不同的數位圖像領域，我們希望基於內容的數位

圖像搜索將來能更為正確、有效與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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