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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盲人的日常生活中，为了解决出行问题，感知周围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高级图像信息，文字能简洁有效的表述周围场景，这就涉及到文字识别需

求。 

根据文献调研，现存的场景文字识别技术多是针对英文，而缺少对中文的

支持，且现存的文字识别引擎对文字姿态有较高要求，文字校正可以满足这一

需求。 

本文基于霍夫变换理论提出了一种有效的文本文字校正方法，同时基于低

秩理论提出了一种有效的场景文字校正方法。文本文字校正方法主要使用霍夫

变换检测文本行，再通过旋转操作校正文档。场景文字校正方法主要用增广拉

格朗日算子和迭代凸优化的方法对输入的图像做降秩操作，当秩达到最低时，

就完成了图像的校正。经过实验的检测，本文提出的两种方法都有效的提升了

文字识别的准确性和检出率。 

本文还基于 LeNet 模型，在 TensorFlow 框架下做了中文文字识别的初步研

究，并设计了一套轻量级的文字识别系统，完成了对常见汉字常见形态的识别。 

 

 

关键词：视障人士  文字校正  低秩理论  迭代凸优化  文字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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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perceive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for solving the travel problem. As an advanced image 

information, characters are simple but eff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surrounding scenes, 

which needs the support of character recognition.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the existing scene text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re 

mostly based on English character, while lack of support for Chinese. Moreover, the 

existing text recognition engines have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position of the 

characters, which can be satisfied by character rectification.   

In our article, an effective method based on Hough Transformation for text 

rectification and a method based on low rank theory is proposed for solving those 

problems mentioned. The Hough Transformation is used to detect the text line and then 

rotate it to the right position, which can rectify the text. And we use the Augmented 

Lagrange Multiplier and iterative convex optimization to solve the low rank problem, 

when the rank of a picture is the lowest, the rectification of the picture is finished. After 

our tests, it shows that both of the methods are effective for character rectification. 

At last, we made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using 

the LeNet Model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ensorflow. We designed a micro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system, which showed good performance on usual Chinese words. 

 

Keywords: visually impaired, character rectification, low rank theory, iterative 

convex optimization, character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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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引言 

“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当年一曲《你是我的眼》火遍大

江南北，这首歌曲的作者是一位盲人，词中描绘，都是盲人内心的最深感触。 

根据 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2018 年最新的全

球视力障碍人数调查显示[1]，全球目前有约 1.88 亿人患有轻度视力障碍，2.17

亿人患有中度到重度视力障碍，3600 万失明人士。根据预测，到 2050 年，盲人

数量将会增长到 1.15 亿之多。在这之中，我国的失明人士又占约 20%，视力障

碍人数占约 25%[2]。 

数据显示的视障人数如此之多，生活中却不常见到，这是因为视力障碍对他

们的出行有极大的影响，因为缺乏视力的辅助，在嘈杂的城市环境中，他们无法

准确感知周围信息和自身位置，也难以准确找到出行目的地，这就对盲人的视觉

辅助提出了很大的需求。 

盲人视觉辅具最常见的形式就是盲杖，盲杖成本低廉、使用方便且便于携带，

是目前大多数盲人出行所选用的辅具，但盲杖只能做单点接触式的地面障碍和前

方障碍探测，探测效率低，且无法为盲人提供周围环境的内容信息，只能让盲人

进行简易避障而无法进行环境感知。 

导盲犬也是盲人出行的一种辅助选择，相对盲杖来说，导盲犬的效率更高，

以犬作为人的“眼”，在一定程度也可以帮助盲人进行环境感知。但导盲犬训练

周期长（长达 18个月），专业性强（需要专门人士进行训练）且费用高昂（20 万

元左右），我国目前的导盲犬培训基地也只有上海和大连两家
[3]
，在训犬数量也不

足百只，数量稀少，申请困难。导盲犬在许多公共场合也被禁止出入，这让导盲

犬的使用也几乎变为了不可能。 

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发展，为盲人辅助提供了新的可能，杭州视氪科技有限

公司和上海肇观电子科技公司分别推出了视氪眼镜[4]和天使眼两款盲人智能辅

助眼镜，其中视氪眼镜重点解决盲人出行问题，给盲人辅助带来了新的福音。 

盲人对周围环境的感知，通俗的说，就是知道周围有什么。通过对周围环境

的认识，可以帮助盲人定位和寻找目的地，从而辅助他们出行。利用人工智能的

盲人视觉辅助，就是从计算机视觉出发，通过机器理解周围环境的图片、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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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转化为盲人所能感受到的信息，如听觉信息，让盲人理解周围环境。然而，

图像理解一直是计算机视觉中具有挑战性的难题，仅利用一般的视觉元素（如房

屋、数目、天空、地面等）及其相互关系，由于缺乏足够的上下文条件约束，很

难准确描述一幅图像的内容，也就很难给盲人提供周围环境信息。 

相对于一般物体，文字属于更高级的视觉元素，包含了更多更精简的语义信

息，对盲人出行的帮助更大。例如，可以通过分析店铺招牌的文字信息，了解所

在场景。可以通过分析路牌的文字信息，了解目前所处位置。可以通过分析包装

袋信息，了解物品内容并进行购物。利用文字所蕴含的高级语义，可以更有效的

利用场景信息，这既对图像理解的科学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对盲人出行的

辅助意义重大。 

环境感知所用的视频或者图像都可以通过手机拍摄来获取。但对于盲人来说，

如何获取周围环境的图像也是一个难题，不同于正常人的拍摄习惯，由于盲人看

不到周围物体，他们的拍摄具有随意性。对于一块店铺招牌，普通人可以端正的

站在招牌前拍摄一张正视图，而盲人只能拿起手机随机拍摄，这样拍到的图片可

能是倾斜甚至具有投影变换的，这对于识别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需要通过一些手

段来校正以消除影响。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传统光学字符识别 

传统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技术主要面向

文档图像，现有的开源引擎以 HP 实验室的 tesseract 最为出名，这款引擎最早

于 1985 年由 HP 实验室研发，到 1995 年已成为业内最准确的三款引擎之一，在

搁置一段时间之后，于 2005年由 Google 继续进行研发，并开源其代码[5]。 

tesseract 的工作流程大致如下：首先它将输入的文本作为二进制图像处理，

接下来进行连接组件分析并保留轮廓，以便检测出反文本并保留其为白底黑字的

文字，在这个阶段轮廓还会被聚合起来形成斑点。下一个阶段，斑点会被组织成

为文本行，并根据字符间距的种类把文本行分为不同的文字，再使用有限空间和

模糊空间将比例文本分解为单词[5]。 

识别的过程分两步进行：第一遍先依次尝试识别每个单词，并把其中令人满

意的结果传给自适应分类器，作为训练数据。自适应分类器可以保留这些数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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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进行后面的识别。运行第二遍的时候，自适应分类器会对那些识别的不足够好

的单词进行再次识别。最后，在解决模糊空间之后，整个的识别过程就完成了。 

作为一款经典的文字识别引擎，tesseract 有许多优秀的特点，包括如下：

线搜索算法，可以容忍一定的文本倾斜。使用二次样条法[6]更精确的拟合基线，

以便 tesseract 可以拟合弯曲的基线。但这款引擎的使用条件非常有限，受制于

文本定位的方式，tesseract 只能对文本文档进行识别，且要求不能过于倾斜，

对于自然场景下的文字，tesseract 显得无能为力。而且尽管 Ray Smith 等人后

续提出了改进的 tesseract，使其适用于多文本识别（包括汉字）[7]，但由于引

擎识别的基本原理还是字符匹配，只是在文字提取的部分对于单词进行了提取，

因此该引擎对于英文这种字符类别较少的语言支持较好（识别结果见[8]），而对于

汉字这种字符非常多的语言，每次识别前都需要对汉字字库进行预训练，而训练

数据又十分庞大，识别的匹配速度也会很慢。 

1.2.2 场景文字检测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对文本文档进行识别，对场景文字

的识别也提出了需求，不同于文本文档，场景文字背景复杂、方向也不规范，这

就对检测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检测方面，也有

一些文献把检测和识别放在一起，从而实现端到端的识别。 

XiangBai 等人提出了利用文字串的对称性特征，不通过检测字符、笔画来

确定文字区域，而是直接检测文字串，从其低级特征中提取对称性
[9]
，这种方法

利用了文字的上下文信息，更为鲁棒，但存在速度较慢的问题，且只能处理水平

或者近似水平的文本。 

CongYao 等人提出把文字检测看做语义分割问题，并把预测文字区域概率、

预测字符概率、预测相邻字符连接概率三个问题整合到一个网络中去进行整体学

习[10]，该方法首先使用改进的整体嵌套边缘检测方法（Holistically-nested 

edge detection，Hed）[11]得到文本区域图、字符图和连接方向图，再通过以每

个文本区域上的字符为顶点，字符之间的相似性为边构建图模型，用最大生成树

[12]求最小割，得到每个文本线，其中相似性包括空间相似性和方向相似性，空间

相似性指的是同一文本区域中字符的距离相近，方向相似性指的是每两个字符形

成的直线方向与连接方向图预测的方向尽可能一致。这种方法可以检测同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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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多个方向的文字，且效果很好，但缺点是模型庞大，对运算的要求较高。 

WeilinHuang 等人从文本检测和目标检测的不同点出发，利用文本是一个序

列而非独立目标这个特点，预测文本的竖直位置（文本的 bounding box的上下

边界）而非水平位置（文本的 bounding box的左右边界）[13]，文章还使用了自

上而下（先检测文本区域，后找出文本线）的文本检测方法而非自下而上（先检

测单个字符，再串成文本线）的方法，考虑了文本的上下文，且避免了由于太多

子模块导致的误差逐步累积，同时文章还使用了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和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的

结合，用卷积神经网络提取深度特征，用循环神经网络进行序列的特征识别，从

而提高了检测性能和精度。 

TongHe 等人针对文字检测的特点，将卷积神经网络引入了文字检测，并改

进了传统的自底而上的方法[14]。不同于传统的 CNN只针对单个字符做检测，他们

选择针对文本线做检测，并通过修改卷积核的长宽比、引入全卷积代替全连接、

多层融合这三点修改了传统的 CNN的结构，利用了文本区域的上下文信息，使得

检测更加鲁棒，同时节省了后处理过程，使得整个检测更加可靠通用。 

LianwenJin 等人针对多方向文字检测，对传统的 SSD 提出了改进，它们提

出用四个点的多边形表示文字区域，并用旋转的锚点来解决倾斜文字的检测问题，

同时提出用蒙特卡罗法解决四边形的交并比计算问题，并最终达到了用四边形而

非矩形框选文字的目的，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5]
。 

ShangxuanTian 等人对 SSD的训练作了改进，它们结合了半监督和无监督方

法来训练字符分类器，再用 Textflow 图模型把字符连成单词输出，有效的解决

了字符标注数据量少的问题
[16]
。 

1.2.3 端到端的场景文字检测与识别 

目前的研究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方式，即将检测和识别结合在一起，做成端

到端的检测与识别。 

XiangBai 等人针对之前的研究工作[17]做了改进，他们通过特征分类和共享，

让检测和识别共享同样的特征和分类器，同时在字符识别过程中利用了基于字典

搜索的误差校正方法。尽管检测框架比较传统，仍旧是基于笔画宽度变换检测字

符候选区域，但作为端到端的工作，将检测和识别做成了一个整体，已经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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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18]。 

MinghuiLiao等人改进了 SSD本身对小物体识别不鲁棒的问题，通过将默认

框的长宽比修改为长条形，并将分类器的卷积滤波器大小做修改，同时让 SSD由

多类检测转为单类检测，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端到端的检测识别框架[19]。识别的

过程中还使用了 CRNN（卷积循环神经网络）进行单词识别，改进了识别结果。 

Lukas Neuman等人利用 YOLO 模型和 RPN模型结合做检测，并利用双线性采

样将文字区域统一为高度一致的变长特征序列，再用 RNN（循环神经网络）和 CTC

（Connectionist Temporal Classification，基于神经网络的时序分类）做识

别，从而整合成一个端到端的检测与识别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识别速度[20]。 

1.2.4 中文场景文字识别 

尽管目前无论是对于检测还是检测与识别的整体研究都有不错的进展，但研

究的大前提还是针对英文字母，对于中文的识别研究还较少。相较于英文，中文

也确实存在许多困难。首先是英文字符数比较少，只有 26 个字母，而中文只是

常用字就有上千个，如何构建一个模型来完成这么大的数据训练和匹配是很大的

难点。更为关键的是，相较于英文可以由几个字母构成一个单词，场景中的中文

文字并没有规则的字符串结构，在检测过程中的框选也是很大的困难，很难像英

文场景用四边形去框选，更多情况是用矩形框出。 

目前对中文识别做的比较好的是百度所研究的文字识别[21]，对于较为规整的

场景文字，它都可以进行较为准确地识别，但对于过于倾斜甚至存在透视变换的

文字，则稍显无力。百度公司目前也没有开源相关的代码，供大众使用的只有文

字识别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1.3 本文研究目标与内容 

通过上文所述，可以看到，目前针对盲人视觉辅助方面的文字识别，其痛点

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盲人拍摄的随意性，导致文字存在透视、倾斜等严重妨碍文字区域检

测的问题，目前主流的文字检测又主要针对英文，对于这种存在严重变换的中文

有些无能为力。 

第二，相较于英文，中文存在太多的字符，而不同的汉字又有上下、左右、

半包围结构，不同于英文可以单个字符识别再串成单词，汉字没有办法再细分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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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部首，因为本身庞大的字符数量已经让识别变得很困难。如何完成庞大的字符

数匹配同时解决结构问题对匹配造成的干扰，是中文识别的难点。 

本文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了基于图片降秩的场景文字校正方法，通过

低秩理论对图片校正，以便完成场景文字识别。同时本文也考虑了盲人对文本

文档的阅读需求，利用传统的霍夫变换对文本文档做了校正。本文还对中文文

字识别做了一定尝试。 

本文的研究目标可以概述如下： 

一，基于低秩理论提出基于图片降秩操作的文字校正方法，以支持文字检

测与识别 

二，对中文文字识别做简易尝试，构建一个 100 字左右的常用字库，旨在

解决汉字结构对识别的影响。 

三，实际采集一定量数据，对校正前后的图片做识别对比，从而检验本文

提出方法的可行性。 

本文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盲人辅助技术的现状，文字识别的现

状，分析现有的文字识别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提出本文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第二章：低秩理论。对本文中文字校正所涉及的理论基础进行概述，提出了

文字校正的基本方案，并介绍具体操作流程。 

第三章：文字校正。对本文所提出的文字校正方法做阐述，并针对实际采集

的数据做校正，同时验证校正前后的识别对比，以说明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第四章：文字识别。基于 LeNet 模型在 Tensorflow 框架下做文字识别的初

步尝试，收集最常见的汉字和生活中常见的字体，训练一个轻量级的文字识别模

型，并对常见文字做识别。 

第五章：总结与展望。对文本的研究作总结，同时提出本文存在的不足以及

未来潜在的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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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秩理论 

2.1 低秩与低级纹理 

秩是线性代数的术语，在线性代数中，一个矩阵 A的列秩是 A的线性无关的

纵列的最大数目，类似的，行秩是线性无关的横行的最大数目
[22]
。 

如果我们把输入图像看作一张灰度图，同时对输入图像做二值阈值化的话，

输入图像也可以看作一个行列式，也就可以引入“秩”的概念。 

在行列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一个行列式的秩越低的时候，说明其线性无关

的行列就越少，整个图像也就显得简单，引申到图像中，可以这样理解：当一幅

图像对称元素足够多的时候，说明其线性无关的项就相对较少（对称的元素可以

理解为线性相关），秩就比较低。又如图 2.1 所示，当一个矩阵（左图）比较规

整的时候，秩相对较低（秩为 1），而当矩阵倾斜（右图）的时候，秩相对较高（秩

为 3），也就是说，当一幅图比较规整的时候，它的秩相对于存在倾斜的图片是要

更低的，这就为我们用降秩操作来校正图片提供了可能。 

    
1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图 2.1  规整矩阵（左图）和倾斜矩阵（右图） 

 

低级纹理的概念可以定义如下： 

用 𝐼0(𝑥, 𝑦)表示定义在二维实数空间的一个二维的纹理，当对于满足

{𝐼0(𝑥, 𝑦0)|𝑦0 ∈ 𝑅}条件的I0，在𝐼0跨越一个有限的低维子空间时（通俗的理解就是

在𝑦0变化时），存在r = dim (𝑠𝑝𝑎𝑛{𝐼0(𝑥, 𝑦0)|𝑦0 ∈ 𝑅}) ≤ 𝑘时，𝐼0是低秩的。 

也就是说，要满足低秩纹理的特性，就需要图像的纹理在图像变换的时候秩

都较低。一般来说，水平、垂直或者倾斜的边缘线可以被认为是秩为 1 的纹理，

角落可以被认为是秩为 2的纹理。而一些复杂的图像可以看作是许多边缘和角的

结合，秩可以按照这样叠加的方式去计算，不难理解，对称的图案由于对称部分

等同于矩阵里完全相同的两行（或两列），因而在计算秩的时候可以消除，因此

对称图案往往带来低秩。 

低级纹理应该具有如下特性：在函数的缩放或者沿 x、y 轴平移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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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的秩不变，即任意的g(x, y) = c𝐼0(𝑎𝑥 + 𝑡1, 𝑏𝑦 + 𝑡2)的秩都和𝐼0(𝑥, 𝑦)相同。这

使得我们在恢复低等级纹理时，可以通过恢复其缩放或平移的形式来做替代。 

但在我们实际获得的图像中，很难有“完美的”低级纹理，尤其是本文所处

理的“任意拍摄的图像”，这一方面是由于拍摄视角的不断变化导致了纹理函数

的函数域在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便拍摄视角固定，纹理还是会受到噪声、

遮挡这些类型的破坏。为了从这种遮挡和破坏中提取低级纹理，我们需要对这些

纹理建模，再寻求用数学方法解决。 

2.2 低秩纹理的提取 

上文提到过，实际获得的图像中的低级纹理可能存在遮挡或损坏，那么，我

们假设理想的纹理是𝐼0，由于存在遮挡、损坏，我们可以假设这一项为 E，那么

加上损坏的纹理就是𝐼0 + 𝐸，本文中我们所处理的图像，其存在的遮挡或损坏只

是局部区域（实际上，如果图像中大片的文字区域都被遮挡或损坏，也没有办法

复原），因此 E 只存在于矩阵的某些地方，那么 E 就是一个稀疏矩阵（后面的解

法中，会看到稀疏矩阵的用途）。再考虑到图像拍摄的随意性，图片还会存在一

个拍摄角度带来的形变。因此，我们最终获得的图像是I = (𝐼0 + 𝐸) ∗ 𝜏−1。而我

们的提取目标就是，从这个表达式中恢复低秩纹理𝐼0和域变换τ。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等价于解决优化问题： 

   min
𝐼0，𝐸，𝜏

𝑟𝑎𝑛𝑘( 𝐼0) + 𝛾‖𝐸‖0    s.t. I ∗ τ = 𝐼0 + 𝐸                   （1） 

其中‖𝐸‖0表示 E中非零条目的数量，𝛾是一个权重参数，用以平衡稀疏矩阵 E对

低秩纹理的影响。我们的目标是找到秩尽可能低的𝐼0和其对应的非零条目尽可能

少的损坏 E。 

由于表达式（1）的𝑙0核范数难以求解，因而这是一个 NP（non-deterministic 

polynomial，非确定性多项式）难问题。由于其中系数的不确定性，很难用解方

程的方式一次性的求解出所有参数，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借鉴凸项替代方法[23]：

分别求解rank(𝐼0)的核范数‖𝐼0‖∗和‖𝐸‖0的𝑙1核范数‖𝐸‖1。（注：一个矩阵的核范

数是其所有奇异值的和，而一个矩阵的𝑙1核范数指的是其非零条目的绝对值的和） 

这样，要解决表达式（1），可以等价于解决下述问题： 

   min
𝐼0，𝐸，𝜏

‖𝐼0‖∗ + 𝜆‖𝐸‖1    s.t. I ∗ τ = 𝐼0 + 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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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程中，目标函数是凸（convex）的，但其约束项I ∗ τ = 𝐼0 + 𝐸在τ的变换范

围内却是非线性的，因而整个问题是一个非凸问题，还不能直接解决，还需要根

据当前的估计值和迭代方法来线性化我们的约束条件[24]，也就是，寻求一个线性

化的约束版本（其中∇I是雅克比矩阵）： 

I ∗ τ + ∇I∆τ = 𝐼0 + 𝐸                                             （3） 

这样，表达式（2）的优化问题就被简化为： 

min
𝐼0，𝐸，𝜏

‖𝐼0‖∗ + 𝜆‖𝐸‖1     s.t. I ∗ τ + ∇I∆τ = 𝐼0 + 𝐸                 （4） 

表达式（4）是一个凸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被解决。为了让这个问题的解逼

近原始非凸问题（2），我们使用迭代凸优化方法
[25][26]

来迭代求解这个问题。 

2.3 基于迭代拉格朗日乘子的快速算法 

低秩纹理提取过程中，计算量最大的部分就是迭代凸优化中的凸优化问题。

这可以看作一个半定规划问题来求解，传统的算法，如内点法对这个问题有很好

的收敛性的解，但并不能在尺寸上很好的扩展，因而并不适用于稍大的图像。近

些年来，在开发用于核范数最小化的快速可扩展算法方面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

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增广拉格朗日乘子法[27][28]，下面本文将对增广拉格朗

日乘子法（Augmented Lagrange Multiplier，ALM）进行详细介绍。 

2.3.1 增广拉格朗日乘子法的一般表达式 

增广拉格朗日乘子法的一般形式可以表述如下： 

考虑以下形式的凸优化问题： 

min
𝑋

𝑓(𝑋)      s.t. A(X) = b                                    （5） 

其中 f 是一个凸函数（但不一定平滑），A是一个线性函数，b是一个具有适当维

数的矢量。拉格朗日乘子法的基本思想是，把上述具有约束的优化问题转化为具

有相同最优解的无约束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5），其增广拉格朗日函数定义如下： 

ℒ𝜇(𝑋, 𝑌) = 𝑓(𝑋) + 〈𝑌, 𝑏 − 𝐴(𝑋)〉 +
𝜇

2
‖𝑏 − 𝐴(𝑋)‖2

2                     （6） 

其中 Y 代表适当维数的拉格朗日乘子，‖·‖2代表欧几里得范数，μ > 0代表对不

可行点实行的惩罚项。Bertsekas 等人提出的方法[27]建立了原始问题（5）和增广

拉格朗日函数（6）之间的关系，具体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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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是表达式（5）的最优解，我们可以通过�̂� = 𝑎𝑟𝑔 min
𝑋

ℒ𝜇(𝑋, 𝑌)来选择适

当的 Y 和足够大的μ。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求解一个无约束的凸最小化问题来得

到（5）的解，但由于 Y和μ的选择并不是先验的，因此这种解法在实践中难以应

用，这时就需要用到增广拉格朗日乘子法，它可以同时最小化增广拉格朗日函数

并计算适当的拉格朗日乘子，基本的增广拉格朗日乘子法的迭代如下： 

𝑋𝑘+1 = argmin
𝑋

ℒ𝜇𝑘
(X, 𝑌𝑘), 

𝑌𝑘+1 = 𝑌𝑘 + 𝜇𝑘(𝑏 − 𝐴(𝑋𝑘)),                                       （7） 

𝜇𝑘+1 = 𝜌 · 𝜇𝑘, 

其中𝜇𝑘是一个单调递增的正序列，通过上式，原始的优化问题（5）被简化为无

约束的凸规划问题。 

因为矩阵的核范数和 1范数具有如下性质： 

𝑆𝜇(𝑌1 + 𝑌2) = argmin
𝑋

μ‖𝑋‖1 − 〈𝑋, 𝑌1〉 +
1

2
‖𝑋 − 𝑌2‖𝐹

2,      

𝑈𝑆𝜇[Σ]𝑉∗ = argmin
𝑋

μ‖𝑋‖∗ − 〈𝑋, 𝑊1〉 +
1

2
‖𝑋 − 𝑊2‖𝐹

2,                  （8） 

其中UΣ𝑉∗是𝑊1 + 𝑊2的奇异值分解，𝑆𝜇[·]代表收缩因子，定义如下： 

𝑆𝜇[X] = 𝑠𝑖𝑔𝑛(𝑥) · (|𝑥| − 𝜇),                                       （9） 

这个性质使得在上述迭代中，ℒ𝜇(𝑋, 𝑌)容易被最小化。也为后面用迭代方法

解决线性凸优化问题奠定了基础。 

2.3.2 交替最小化法求解迭代凸优化问题 

上文所述的拉格朗日乘子法（7）是一种已经很成熟的解法，但对于本文所

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解法还不够快。下文将阐述一种速度更快的方法，因为这

种方法是交替求解三项的最小值，因此我们称之为交替最小化法。 

对于表达式（4）中提出的问题，其增广拉格朗日乘子定义[28]为： 

𝐿𝜇(𝐼0, 𝐸, Δ𝜏, 𝑌) = 𝑓(𝐼0, 𝐸) + 〈𝑌, 𝑅(𝐼0, 𝐸, Δ𝜏)〉 +
𝜇

2
‖𝑅(𝐼0, 𝐸, Δ𝜏)‖𝐹

2,       （10） 

其中 Y 是拉格朗日乘子矩阵，〈·,·〉表示矩阵的内积，且: 

𝑓(𝐼0, 𝐸) = ‖𝐼0‖∗ + 𝜆‖𝐸‖1, 

𝑅(𝐼0, 𝐸, Δ𝜏) = 𝐼 · 𝜏 + ∇𝐼Δ𝜏 − 𝐼0 − 𝐸, 

这样，基本的拉格朗日迭代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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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𝐼𝑘
0, 𝐸𝑘 , Δ𝜏𝑘

) = 𝑎𝑟𝑔 min
𝐼0,𝐸,Δ𝜏

𝐿𝜇𝑘
( 𝐼0, 𝐸, Δ𝜏, 𝑌𝑘−1), 

𝑌𝑘 = 𝑌𝑘−1 + 𝜇𝑘−1𝑅(𝐼𝑘
0, 𝐸𝑘 , Δ𝜏𝑘

).                                   （11） 

我们先解决迭代式（11）中的第一个式子，一般来说，同时使𝐼0，𝐸，Δ𝜏三

者达到最小在运算上消耗极大，几乎不可能，因而我们采用交替优化的方法解决

这个问题，即，依次最小化𝐼0，𝐸，Δ𝜏： 

𝐼𝑘+1
0 = arg min

𝐼0
𝐿𝜇𝑘

(𝐼0, 𝐸𝑘, Δ𝜏𝑘
, 𝑌𝑘), 

𝐸𝑘+1 =  arg min
𝐸

𝐿𝜇𝑘
(𝐼𝑘+1

0 , 𝐸, Δ𝜏𝑘
, 𝑌𝑘),                              （12） 

Δ𝜏𝑘+1
=  arg min

Δ𝜏

𝐿𝜇𝑘
(𝐼𝑘+1

0 , 𝐸𝑘+1 , Δ𝜏, 𝑌𝑘). 

上述的每个优化问题都有一个非常简洁的闭环的解决方案，其迭代都只需要一步，

也就是，表达式（12）的解可以明确的用缩小算子表示如下： 

𝐼𝑘+1
0

 
← 𝑈𝑘𝑆𝜇𝑘

−1[Σ𝑘]𝑉𝑘
𝑇, 

𝐸𝑘+1

 
← 𝑆𝜆𝜇𝑘

−1[𝐼 ∗ 𝜏 + ∇𝐼Δ𝜏𝑘 − 𝐼𝑘+1
0 + 𝜇𝑘

−1𝑌𝑘], 

Δ𝜏𝑘+1

 
← (∇𝐼)∔(−𝐼 ∗ 𝜏 + 𝐼𝑘+1

0 + 𝐸𝑘+1 − 𝜇𝑘
−1𝑌𝑘).                       （13） 

其中𝑈𝑘Σ𝑘𝑉𝑘
𝑇代表 𝐼 ∗ 𝜏 + ∇𝐼Δ𝜏𝑘 − 𝐸𝑘 + 𝜇𝑘

−1𝑌𝑘的奇异值分解，而(∇𝐼)∔代表∇𝐼的

Moore-Penrose伪逆。 

2.4 本章小结 

本章节介绍了本文中所用到的校正方法的数学理论基础——低秩理论。我们

首先定义了低级纹理的概念，并对低级纹理的提取做了数学阐述，同时给出了解

决这一问题的经典方法——增广拉格朗日乘子法，并对方法提出了改进，利用交

替最小化的方式加快算法的速度，我们最终用到的交替最小化的算法图示如下，

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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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交替最小化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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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字校正 

本章将根据文字的种类不同，分为文本文字和场景文字两大部分进行分别阐

述，并分别介绍基于霍夫变换的文本文字校正和基于低秩理论的场景文字校正，

同时用百度的 SDK 比较校正前后的识别效果，以证明本文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3.1 基于霍夫变换的文本文字校正 

相较于复杂的场景文字，文本文字的校正是较为简单的，因为文本文字具有

很明显的横行竖列，这使得我们的校正有非常好的基准——先找到文本行，再把

文本行校正到水平位置，文本也就自然被校正了。这就需要用到直线检测，霍夫

变换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案。 

3.1.1 霍夫变换原理介绍 

霍夫变换最早于 1962年由 PVC Hough提出，用以进行模式识别，分析气泡

室照片[29]，后又于 1972 年被 Richard Duda和 Peter Hart进行改进为广义霍夫

变换
[30]

，1981年，D.H.Ballard 在计算机视觉社区发表的文章
[31]

让霍夫变换被彻

底推广开来，进行形状检测。最初的 Hough变换仅用于检测直线，到后面已经发

展到可以检测任意形状，多用于圆和椭圆，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用于提升算法的

速度和适用性，如[32][33][34]，在此不一一赘述。 

霍夫变换是一种特征提取技术，用于隔离图像中特定的形状，它其实是一种

映射，把在一个空间中具有相同形状的曲线或直线映射到另一个坐标空间的一个

点上形成峰值，从而把检测线的问题变成检测峰值的统计问题。 

假设一个二维空间中存在一条直线，那么这条直线可以用截距和斜率表示，

即y = mx + b，而根据
[30]
所提出的 Hesse 法线式（Hesse normal form），它又可

以用这样的方式表征：r = xcosθ + ysinθ，其中 r 代表原点到直线的垂直距离，

θ代表原点到直线所引垂线与 x轴之间的夹角，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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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直线的 Hesse法线式表示 

这样，二维空间中的每一条直线都可以与一对参数（r，θ）相关联，这个参

数（r，θ）所组成的平面也被称为霍夫空间，用于表征二维直线的集合。 

这样，经过一个点可以有无数条直线，将这个点映射到霍夫空间可以用图表

示。图 3.2给出了经过定点（3,4）的直线所映射到的霍夫空间。 

 

图 3.2  经过点（3,4）的直线所映射的霍夫空间 

由图 3.2可以看出，经过一个定点的所有直线所构成的一个集合对应于（r，

θ）空间中的正弦曲线，而这条正弦曲线的形状取决于坐标原点到这个点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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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一般来说，r越大则正弦曲线的振幅越大，反之则越小。 

根据正弦曲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如果不同的点所映射的正弦曲线有

交点，由于交点处的 r 和θ数值相同，说明这些不同的点是位于同一条直线上的，

由此，只要检测不同正弦曲线的交点，就可以找到共线点。 

霍夫变换检测直线的原理就是将这个交点的次数累加，算法将平面上的点转

化为（r，θ）曲线，只要出现交点，就进行累加，最终通过统计局部最大的累加

值，提取最可能的线。 

3.1.2 霍夫变换校正文本文字 

本文对文本文字的校正就基于霍夫变换，不同的是，我们对霍夫变换的检测

方法作了修改，不再是统计局部最大值（极值），而是改为设定阈值，当交点数

目超过一个数值（即位于同一直线上的点有多于这个数值个）时，就判定为一条

直线。 

在霍夫变换检测文本行之前，我们先对文本文字做预处理工作，这步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把文本的特征放大，让文本行更容易被检出。 

我们的预处理主要分为两步，黑帽运算与二值化运算，图 3.3显示了我们对

一张文本图像做的这两步预处理，黑帽运算是图像闭运算结果与原图之差，目的

是突出原图轮廓周围更暗的区域，如果输入图是白纸黑字的话，就可以理解为是

边缘提取，而二值化运算则进一步突出了边缘轮廓，为后面的霍夫变换奠定基础。   

 

图 3.3  文本预处理与霍夫变换检测文本行 

 

为了更好的检出直线，本文所用的霍夫变换的判断条件是一个双阈值操作，

我们首先取值为 80，即 80个点在一条直线上才判断这条直线存在，并把这些直

线绘制出来，然后统计这样所绘出的直线数目，若数目多于 10，则可以正常判断

文本行，继续下一步操作，如果数目少于 10，说明判断直线的条件过于苛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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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判断阈值改为 40，即 40个点在一条直线就判断直线存在。这样的双阈值操作

既保证了直线存在的可靠性（高阈值），又避免了某些文字较少的文本无法判断

出直线（低阈值）。 

由图 3.3可以看出，文本文档的霍夫变换会受到周围环境一定的影响，如纸

的边缘、手指等，这些也会被判定为直线，因而在霍夫变换之后还需要统计一下

各方向的直线数目。由于文本行必然是多数的，而外界干扰是少数，因而我们先

求取方向的平均值，再去掉与平均值差异过大（超过 10 度）的直线。最后我们

再求取一次文本行方向的平均值，然后将整个文本旋转这个平均值，从而完成文

本的复原。 

3.2 基于低秩理论的场景文字校正 

霍夫变换对于文本文字可以有效的完成校正操作，对于场景文字，就显得无

能为力了，因为场景中存在太多的干扰信息，招牌或路牌的边缘、树木、屋顶等

都会对直线的确认造成干扰，场景文字也不一定非常规整，这时就需要基于低秩

理论做图像校正了。 

3.2.1 图像预处理 

作为对图片校正的手段，低秩理论校正并不能直接用于场景文字，这是由于

场景文字图像所包含的低级纹理相对较少，还存在噪声的干扰，这就需要我们对

图像做预处理，突出文字中的低级纹理。 

我们考虑简单的情况，单个字符。由于字符是由笔画组成的，而汉字的笔画

多数是存在横平竖直的元素，这就为低秩纹理提供了便利（对称），拓展到多个

字符组成的字符串的时候更是如此，因而更多时候对校正造成干扰的反而是场景

中存在的噪声，如招牌、路牌上的噪点等，因而我们的预处理就是进行阈值二值

化操作，我们使用 Otsu 算法[35]完成二值化运算，通过这项操作，可以有效地去

除噪声。 

在二值化操作的过程中，我们既可以正二值化操作（即，字符黑色背景白色），

也可以反二值化操作（即，字符白色背景黑色）。实践证明反二值化操作的校正

效果显著好于正二值化，这是由于字符图像中字符往往占据图片较小的比例，而

二值化之后的图像矩阵，黑色部分是 1的部分，也是显著影响矩阵秩的部分，如

果背景是白色而字符是黑色，整个校正的目标函数就由背景支配，从而丧失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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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姿态的敏感性，而字符白色背景黑色则不会出现这类情况，还可以保持对字符

的敏感性，因而我们的二值化操作是反二值化，最终达到黑底白字的效果。 

在二值化预处理之后，我们取不同字符的不同倾斜视角和正视图，用我们的

低秩理论来分别计算它们的秩，我们一共测试了 10 个字符，每个字符都有从正

视图到不同角度和投影变换的 10 种不同类别视图，最后通过计算发现，每个字

符的正视图总是拥有最低的秩，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采用最小化图像秩的方式

可以有效校正字符图像。我们也用离散余弦变换处理了这些图像并计算了其𝑙1范

数（目的也是为了解释稀疏性），发现 10组中的 9组都在正视图拥有最小的𝑙1范

数，这也为我们的字符校正方案的有效性提供了佐证。 

3.2.2 单个字符场景文字校正 

相较于多个字符，单个字符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情况。本文不涉及文字检测工

作，因而后面如果不加特殊说明，我们的文字区域都是用最常见的矩形框框出（这

也是多目标或单目标检测最常见最易行的方法）。 

与上文所述的低秩理论类似，对于单个字符的图像，我们可以转化为求解如

下问题： 

 min
A，𝐸，𝜏

‖𝐵(𝐴)‖∗ + 𝜆‖𝐸‖1     s.t. D ∗ 𝜏 = A + 𝐸                   （14） 

其中 D 是输入的失真图像，A 是一个低秩矩阵（复原的目标），E 是稀疏误差矩

阵，代表对字符图像有影响的小误差，B（*）表示二值化运算，就是上文所提到

的预处理。‖·‖1和‖·‖∗分别代表矩阵的𝑙1范数（矩阵所有非零条目的和）和矩阵的

核范数（矩阵所有奇异值的和）。𝜏表示变换，在本文中一般是透视变换或投影变

换，D ∗ 𝜏就是将变换应用到图像 D。后面的 s.t.表示遵循条件，即需要遵循经过

变换后的图像可以表示为一个低秩矩阵 A和一个稀疏矩阵 E的和。 

类似的，用第二章中提到的方法，表达式（14）可以用一个线性化的表达式

替代，然后用交替优化法进行优化，其线性表达式如下： 

 min
A，𝐸，∆𝜏

‖𝐵(𝐴)‖∗ + 𝜆‖𝐸‖1     s.t. D ∗ 𝜏 + 𝐽∆𝜏 = A + 𝐸           （15） 

其中 J 是雅克比矩阵，亦即图像D ∗ 𝜏相对于变换参数的导数，是一个三阶张量。 

对于单个字符的校正分为两步：首先对输入图像做简单的前景和背景检测，

然后通过赋予前景和背景不同的强度值做前景背景分离，然后进行迭代优化。为

了让每次迭代的图像都可以进一步消除噪声的影响，我们在每一次迭代完成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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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像进行又一次的二值化操作。 

3.2.3 多字符场景文字校正 

实际生活中，盲人遇到更多需要识别的情况是招牌或者路牌，这些往往是一

串文字，解决这样一串字符的校正，可以使用分割字符的方法，转化为单个字符

校正，也可以利用整体的信息进行校正，实验发现，尽管单个字符校正可以在各

个字符上取得更好的校正，但利用整体的信息往往会对整个图片中文字的校正带

来更好的效果，因而本文采用整体校正的方法，同时也利用字符分割和单个字符

校正作为辅助。 

与单字符校正类似，如果我们图像中的所有字符位于同一个平面（实际问题

也往往如此，很少见到一张图同时包括近处和远处的文字），那么这张图中的文

字所存在的投影或透视变换𝜏应该相同，考虑到多个文字可能导致整体的秩变大

（或者说，多个文字会导致整体的秩没有单个文字时小），我们针对多字符校正

的特点，对单字符的算法进行了改进，其表达式如下： 

min
𝐴𝑖，𝐸，𝜏

∑ ‖𝐴𝑖‖∗ +𝑛
𝑖=1 ‖𝐴‖∗ + 𝜆‖𝐸‖1s.t. D ∗ 𝜏 = A + 𝐸，A = [𝐴1，… …，𝐴𝑛]（16） 

其中𝐴𝑖表示图像 A的第 i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分割出单个字符，同时也保留

A作为一个整体，然后把整体和部分都考虑进去做一个综合校正。在实际操作中，

从整体图像中完美的分割单个字符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的分割并不需要很精确，

每一块只要大致含有一个字符即可，因此我们的分割策略就是简单的用长宽比进

行，先计算整个文字区域的长宽，然后计算长宽比，由于汉字（即便是场景文字）

的长宽比大致是 1:0.8，因此只要根据文字区域的长宽比就可以大致估算这块区

域含有多少汉字，再进行均等分割即可，这种策略只适用于横排文字，对于竖排

文字不可采用，但考虑到大多数的招牌或者路牌都是横排字，因而我们的分割方

案还是可行的。 

类似于单字符校正，我们也根据低秩理论对（16）做一个线性化，表达式如

下： 

min
𝐴𝑖，𝐸，𝜏

∑ ‖𝐴𝑖‖∗ +𝑛
𝑖=1 ‖𝐴‖∗ + 𝜆‖𝐸‖1      s.t.  D ∗ 𝜏 + 𝐽Δ𝜏 = A + 𝐸 ， A = [𝐴1，

… …，𝐴𝑛]                                                         （17） 

通过求解这个式子，可以类似单字符的操作，对多字符进行校正，校正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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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做类似单字符的预处理，在这里不再赘述。 

3.2.4 场景文字校正实施细节 

我们对于场景文字的校正（无论单字符还是多字符）流程图见图 3.4，其中

图 3.4（a）是整体流程，图 3.4（b）和（c）是校正核心部分的流程，而图 3.4

（d）是迭代的细节，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当输入图像的秩过高的时候，我们的

算法进行了图像金字塔运算，以模糊图像的一些细节，降低图像整体的秩，在完

成降秩操作之后再把变换过程进行保留，然后对原图进行变换和输出。我们的代

码使用 MATLAB进行编译，每张图片的处理时间大概在 3-8s（依据图片的秩的大

小而不同）。 

 

图 3.4（a） 场景文字校正整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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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b） 场景文字校正核心部分流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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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c） 场景文字校正核心部分流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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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d） 场景文字校正迭代细节 

 

3.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3.1 基于霍夫变换的文本文档校正结果与分析 

我们用百度的 SDK 检查了这样操作的可行性，原图和复原图以及识别结果的

示例见图 3.5，其中（a）和（c）分别是校正前后的图像，（b）和（d）是对应的

识别结果。本文一共对 4张不同的文本图像进行了复原前后的识别对比，每张文

本图像都进行了 10度，20度，40度，60度四种倾斜，在这 16组数据中，偏斜

10 度的四组校正前后识别无差别，而另外三个偏斜角度，在校正前都无法正确

识别（无内容或只有断续的文字），而校正后都达到了正常识别，且三种不同倾

斜校正后的识别结果完全相同，这说明了我们基于霍夫变换的校正操作对于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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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识别的有效改进。 

 

图 3.5（a）                         图 3.5（b）  

 

图 3.5（c）                         图 3.5（d） 

3.3.2 基于低秩理论的场景文字校正结果与分析 

针对场景文字和盲人实际需求的场景，我们选取了一些路牌和店铺招牌进行

了校正和识别对比，部分校正前后的图像对比见图 3.6，部分结果对比见图 3.7，

（a）（b）（c）展示了三组不同的校正前后图像以及识别结果对比。我们的实验

一共针对 260张场景图片（部分图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同一招牌）做了校正前

后识别结果的对比，在共计 2371 个字符中，校正前共有 906个被检出，其中 557

个是正确识别的，校正后共有 1665 个被检出，其中 929 个被正确识别，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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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校正之后，我们文字的检出率得到了大幅提升，从 38.21%提升到 70.22%，

提升了接近一倍，被正确识别的字符数（召回率）也从 23.49%提升到了 39.18%，

这说明我们的校正算法对文字识别提供了有效的改善. 

 

图 3.6   部分校正前后图像对比 

 

 

图 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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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b） 

 

 

图 3.7（c） 

 

但从上面的检出率和召回率来看，我们对于场景文字的校正还存在一些缺陷，

尽管字符的识别率已经有了显著提升，但这是由于场景文字本身的识别率过于低

下，在经过我们的算法改善后，还存在许多字符仍旧无法识别，这说明基于低秩

理论的场景文字校正算法还不够完美，在某些无法准确识别校正后图片的场景中，

我们总结了一些缺点和不足，算法可以从文字区域的选择方面，也就是文字检测

方面考虑改进： 

本文对文字检测没有太高要求，采用最基本的矩形框就可以，对于文字区域

占据检测框的比例也没有要求，但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合理的改进检测框对于

我们的校正还是有提升的，首先我们的校正是基于低秩理论进行的，而检测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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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包含了边界信息，如果能采用四边形的框而不是矩形框，那么倾斜的边界信

息就对校正提供了一个降秩的方向，等于是在检测的时候也为校正做了一部分准

备工作，这样再进行校正，就等于前后共进行了两次“校正”，效果自然有所提

升。此外如图 3.8所示，适当的扩大招牌和路牌检测的边界也会对我们的算法有

进一步提升，这还是我们的低秩理论所导致的，因为我们是对整张图片做降秩操

作，从而完成校正，招牌和路牌的边界信息也是重要的低秩来源，利用好这些边

界信息可以使校正事半功倍，因此不同于文字检测要尽可能的让文字区域占比更

大，对于我们的校正来讲，适当的扩大边界反而会更好，因此我们可以让文字检

测的时候提供两个框，一个是文字区域，另一个是招牌或路牌边界区域，用边界

区域去校正，用文字区域去识别，这也是提升校正效果的一个潜在改进方向。 

3.4 本章小结 

本章系统的介绍了文字校正的方法和实际操作，包括针对文本文档的霍夫变

换校正和针对场景文字（单字符和多字符）的低秩理论校正，给出了校正前后的

图片对比，并使用百度的 SDK 对校正结果做了验证，实验发现，我们针对文本文

档的校正十分有效，显著的提高了文本的识别率，针对场景文字的校正在多数图

片中也取得了显著改善，但仍存在某些字符无法识别或误识别，这是我们基于低

秩理论的校正算法本身的缺陷，还有待改进，在本章的最后也提出了这样一些思

考和改进建议，以便后来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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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文字检测对校正的影响：尽管下图比上图文字区域检测得更为成功，但因为上图包

含了招牌的边界信息，因而上图的校正效果更为显著，而下图几乎没有校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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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字识别 

中英文字符的识别在细节上有很大差别，而目前可用的开源的中文识别引擎

并不存在，唯一开源的有中文支持的 tesseract引擎对于中文的识别率实在过于

低下，百度的文字识别对中文支持不错，但可惜并不开源，本章着手对中文识别

做研究，并将尝试做一个轻量级（100 个字左右）的中文识别模型。 

4.1  文字预处理 

目前存在的 OCR 技术多是针对英文字符和数字，尽管不像中文一样是方块

字，便于寻找横行竖列以便校正，但英文字符存在以下中文字符所不具备的优点：

英文字符数量少，只有 26 个，且英文字符不存在左右结构，都是一个整体。这

也是中文识别所存在的困难，一是如何对大量字符进行匹配，二是如何对结构进

行分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预处理工作。 

实际所需要识别的文字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噪声干扰，包括遮挡、破损或者

投影、透视变换，但这些噪声的去除是文字校正工作所涉及的，在本章的识别中，

我们的模型只基于文本文档来设计，亦即我们假定文字已经校正完成，是整洁且

正视的图像。 

对于这样的文本文字，第一步需要进行文字切割，通过观察可以看到文本文

字是具有明显的行列之分的，因而可以使用直方图投影的方法，找出行和列，然

后完成文字的切割工作。我们首先对图片进行二值化操作，使图像成为白底黑字，

然后对图像进行水平投影，具体操作就是在水平方向逐像素点进行灰度值统计，

然后将这个值记录下来，最后根据记录的值绘制统计图，进而确定行的位置（灰

度值累计很高的地方即行所在），最后我们对列进行相同的操作，通过统计图分

割每一列，从而可以确定列的位置，我们的预处理操作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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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文字识别预处理操作 

 

由图可见，确实存在一些左右结构的汉字，其列分割不够准确，将一个汉字

一分为二（如图 4.1 中的“别”字和“割”字），我们通过这样的步骤解决这一

问题：先使用上述分割算法把文本做初步切割，得到候选的切割字符集合；考虑

到同一文本中字符的大小大致相同，我们统计大多数字符的尺寸，作为标准，对

于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字符我们通过腐蚀操作进行字体连接，让左右结构的字形成

一个整体，然后再进行切割，从而得到一个修正后的结果，修正后的结果见图 4.2，

对多数左右结构字符的切割已经得到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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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修正算法后的结果图 

 

4.2 文字训练集的生成 

经过预处理步骤之后，我们的汉字已完成切割，是一个个单独的汉字，接下

来我们进一步考虑识别问题，由于本文所需求的是招牌和路牌的校正与识别，因

而文字多数是印刷体文字，我们的训练集也采用印刷体进行训练。 

受限于我们训练能力和匹配能力，本文所研究的识别模型是一个很轻量级的

（因为随着识别的字符增多，训练和匹配过程都将耗费更大的运算资源，且误匹

配的几率会增加），我们根据中国国家标准 GB2312-19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

字符集标准集》
[36]
所统计的汉字出现的频率，选取了其中最常用的 140个汉字作

为我们的字库，这些汉字出现频率最高，对识别的要求也最迫切，后续可以用相

同的方法逐步扩展我们的字库。 

生成训练集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一个汉字与标签的对应表，这个对应表就类似

一个映射，在识别的时候先识别出所归类的标签，再用这个对应表找到对应汉字。

Python 中的 pickle模块是一个用于序列化的模块，正好可以用来建立这样的映

射关系，建立完成之后我们保存这个映射，就得到了对应表。 

接下来的第二步我们进行字体文件的收集，字体文件来源于微软的字体库，

包括楷体、宋体、仿宋、黑体等 10 种常见的不同字体，我们将这些字体文件保

留下来。 

第三步是生成字体，我们首先定义好我们的输入参数，包括输入和输出目录、

字体目录、测试集大小、图像尺寸以及旋转幅度，具体的设置见图 4.3。接下来

我们导入我们的映射表，考虑到分割的汉字仍可能存在一定量的倾斜，我们设定

了一个旋转幅度，生成同一个字体的多种旋转图像，让匹配结果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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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汉字生成参数设置 

 

python 的 PIL 模块提供了很好的汉字生成函数，利用这个函数以及我们收

集的字体文件就可以生成我们所需要的汉字了，流程图见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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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汉字生成流程示意图 

 

在这个生成过程中，我们用了两层循环以生成不同汉字和不同字体，见图

4.5。其中外层循环是汉字列表循环，内层循环是字体列表循环，最后对每个汉

字有单独的表存储字体，再把所有的汉字排成一个列表，最终得到我们的字库，

见图 4.6。 

 

图 4.5 两层循环生成不同汉字和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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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最终生成的字库（以“临”字为例） 

 

我们还可以对图像做图像增强，如文字扭曲、添加椒盐噪声、膨胀与腐蚀（主

要目的是解决字符分割的时候存在的字符缺失或者粘连问题）、文字倾斜等，这

样模拟一些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噪声影响可以让匹配变得更加准确，受限于篇幅，

本文不再赘述。 

4.3 基于深度学习的文字识别 

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字库，并按比例划分训练集和测试集之后，我们就可以

做文字识别了，因为我们所使用的字库很小，因此训练和测试的运算花费并不大，

我们识别所使用的网络框架是 Tensorflow。 

对于我们的识别任务，其实就是一个对多个汉字做的多分类任务，我们的网

络模型就是在 LeNet 的基础上做微小修改，我们选择 softmax 函数作为损失函

数，Adam 作为优化器，并设定学习率为 0.05，因为分类任务比较简单（只涉及

140个汉字），因而也无需对数据做更多的优化处理，整个训练过程在 GTX1060上

进行，大约需要 1小时。 

训练完成之后，我们对模型的性能进行评估，类似 LeNet的性能评估，我们

也检测模型的 top1 正确率和 top5 正确率（top1 正确率即模型所预测出的最可

能的结果是否是正确的，top5 正确率即模型所预测出的 5 个最可能的结果中是

否有正确结果），发现这个模型对于这 140个汉字，top5正确率是 100%，top1正

确率也达到了 98%以上，这说明我们的模型是可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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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用 5 张文本文字图像和 5 张场景文字图像（都是校正过的正视图，

且其中包含的字都在 140个最常见汉字范围内）进行文字识别效果的评估，5张

文本文字图像都达到了完全正确，而 5张场景文字图像有 2张无法完成识别，这

可能是因为这两张图像的汉字字体比较奇怪，是艺术字的范畴，并不包括在我们

的训练字体里，这也是我们的文字识别所需要改进的地方。 

4.4 本章小结 

本章对文字识别做了一个初步的尝试，通过文字预处理、生成训练集、基于

深度学习做识别三步，完成了一个简单的文字识别系统。该系统对文本文档有很

好的识别效果，但对于训练集中没有包含在内的字体识别能力有限，受限于运算

能力，识别系统的字库也较小，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继续开发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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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5.1 总结 

本文针对盲人群体现实生活中的出行困难问题以及盲人群体需要识别周围

环境的需求，充分考虑了盲人群体拍照的随意性，基于霍夫变换理论提出了一套

文本文档校正方法，同时基于低秩理论提出了一套场景文字校正算法，并针对随

意拍摄的图像进行了测试，通过对比校正前后的识别结果，证明了我们霍夫变换

算法对文本文档校正的可靠性以及低秩理论对场景文字校正的可行性。同时本文

也针对中文文字的识别，基于 TensorFlow 框架做了初步尝试，并成功设计了一

个轻量级的识别模型，可以识别多种形态的最常见的 140 个汉字。现将本文主要

工作内容归结如下： 

1.针对文字校正的实际问题，改进了低秩理论，并使用了交替最小化和迭代

凸优化算法解决降秩问题。 

2.针对文本文档校正，利用了霍夫变换理论，提出了基于霍夫变换的校正方

法，并在 75%的数据中显著提升了识别结果。 

3.针对场景文字校正，利用低秩理论，提出了基于低秩理论的校正方法，并

将检出率和召回率都提升了 70%以上，显著改善了识别结果。 

4.针对文字识别，利用 TensorFlow 框架和 LeNet 模型，在此基础上改进，

训练并测试了最常见的 140个汉字的识别，并针对文本文字和不太复杂的场景文

字通过了测试，对文字识别做了初步尝试。 

5.2 展望 

通过本文对场景文字校正结果的测试，发现尽管有改善，但改善后的识别准

确率也并不高，尤其对于某些图片的改善微乎其微，经过思考研究可以从以下方

面改进。 

1、对文字检测提出更高的需求，因为本文的场景文字校正算法基于低秩理

论，因而需要利用图片中的低级纹理，这样招牌和路牌的边界乃至检测框的边缘

都可以作为校正的重要依据，如果可以改矩形框为四边形框进行文字区域检测，

同时在切割文字区域的时候扩大边界把招牌一起切割（或者换言之，检测招牌并

切割），利用文字区域的边界信息和招牌边界信息，我们可以更好地完成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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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识别也就有更大的改善。这也是主要可以改进的方向。 

2、某些图片包含的细节过多导致矩阵的秩计算过于复杂，本文的处理方式

是针对这些图片进行图像金字塔操作，整体把图片的细节略去，让图像整体的秩

先降低，再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上完成降秩操作。但这样不可避免的要付出丢失

细节的代价，我们的测试也发现这样粗暴的整体降秩，最终的校正结果并不算好，

这是我们算法本身的缺陷，将来的算法可以改进现有算法进行更好地迭代优化，

提升算法速度之后就不必要以牺牲细节为代价求解降秩，相信对于这些包含很多

细节的图片也会有更好的校正效果 

3、受限于运算能力和匹配速度，文字识别现在做的模型还过于轻量级，字

库数量和字体数量都还有待提升，这需要更好的网络模型，也是未来可以改善的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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