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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标是电视台的标志，它已成为基于内容的多媒体检索中重要的语义信息之一。台标检测中帧差

法是常用的方法，但在一些实时系统中无法取得多帧信息以致帧差法不适用。为此本文设计了一种在单帧
图像上提取显著区域并进行台标检测与识别的算法，首先改进了 Scale Saliency 方法，利用相对熵度量显著
性，提出参考上下文的显著区域检测算法，它在图像中提取的显著区域能够较准确地包含台标区域。然后，
通过计算显著区域与模板之间的 Hausdorff 距离的方法实现台标的检测与识别，这种算法具有不需要进行
训练和能够较好的排除背景干扰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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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V Logo as the sign of TV station has become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Content Based

Information Retrieval.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of detection of TV Logo is us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ulti
frames, however this method can’t work when the background is still, and in some real time systems only single
frame can be available. We designed a method for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TV Logo based on single frame of
video. First, we redefined the saliency of a region, and proposed a Context-dependent Scale Saliency detection
method, which use relative entropy between local region and context around as the measurement of saliency. This
method can detect the region of Logo more precisely. Second, we implement a method of recognition of TV Logo
by using Hausdorff distance. This method need not train and can exclude the impact of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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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台标作为电视台的标志是基于内容的多媒体检索中重要的语义信息之一，同时台标检测
也是学术界和商业界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1,2,3,4,5,6]利用了连续帧帧差的办法来提取台
标的区域进行识别，算法中都假设视频中除了台标区域静止不动外都会不断变化。这些算法
都利用到了多帧信息，而后采用帧差的办法求得台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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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帧差法在遇到静止背景、动画台标以及在一些实时系统中很难得到多帧信息等情况
下就不适用了。这就提出了如何在单帧视频图像上进行台标识别的问题。本文设计了在单帧
视频图像中提取显著区域，并计算显著区域中的边缘与台标模板中的边缘之间 Hausdorff 距
离的方法进行台标检测与识别。
显著区域算法是用来在图像中寻找特征区域的算法，它能够克服图像分割的弱点提取特
征信息进行对象识别。效果比较好的显著区域的算法有 Kadir and Brady[7]提出的 Scale
Saliency 算法，这种方法是对 Gilles [8]算法的改进。然而 Scale Saliency 算法在本文台标识
别的应用中仍显不足，比如没有考虑到上下文对显著性的影响，实验中会发现使用 Scale
Saliency 圈定台标区域往往将背景区域也包含进显著区域，或缠绕在显著区域的边缘上。针
对这一点本文利用相对熵提出了新的显著区域提取算法，能够较好圈定台标区域。
台标识别的算法比较多，比如不变矩，支持向量机等算法。然而由于台标区域一般都包
含比较多的背景噪音，且一般很难将台标与背景噪音完全分割开来。所以本文采用了只利用
边缘信息进行识别的办法，将显著区域的边缘归一化后计算与模板之间 Hausdorff 距离的方
法，能够取得比较好的识别效果，这种方法计算复杂度比较低，与模板的大小(也就是像素
点数)成一次线性复杂度。

2 Scale Saliency
Gilles[8]利用香农熵来定义一个区域的信号复杂性并用之衡量显著性。Kadir and Brady
修改了 Gilles 的算法提出 Scale-Saliency[7]算法：首先，Scale-Saliency 能够在多尺度上监测
显著区域，而不像 Gilles 的算法在固定尺度上来监测显著区域。其次，使用概率分布(PDF)
的尺度间变化程度来加权局部熵的峰值，这种方法使得尺度间的变化越剧烈越得到更高的显
著值，使得监测的区域更加稳定。下面简单介绍了 Scale-Saliency 算法。
I．区域的局部香农熵 HD 是尺度s及中心坐标位置x的函数，并定义为:

H D ( s, x )

−

∫ p ( d , s, x ) log p ( d , s, x ) .dd
2

d∈D

(1)

其中 p(d,s,x)是中心位置为 x 尺度(相当于半径)为 s 的区域的概率分布，d 为区域的描述
子，且取值空间为 D。
II．尺度间的概率总体变化作为加权WD(Sp,x)，被定义为：

WD ( s p , x )

s

∫

d ∈D

∂
p ( d , s, x ) .dd
∂s

(2)

III．假设在尺度sp时局部熵得到了局部极大值

sp

⎧⎪ ∂H D ( s, x )
⎫⎪
∂ 2 H D ( s, x )
=
< 0⎬
s
:
0,
⎨
2
∂s
∂s
⎪⎩
⎪⎭

(3)

则此区域的显著性被定义为：

yD ( s p , x )

H D ( s p , x ) × WD ( s p , x )

(4)

总之，Scale Saliency 综合信息熵和几何约束的方法来计算显著性，首先在特征空间使
用香农熵来描述显著性，然后使用 PDF 的变化情况来增加几何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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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考上下文的显著区域检测算法
如上节所述 Scale Saliency 增加了多尺度和几何约束，然而 Scale Saliency 算法没有考虑
上下文对区域显著性的影响，这使得 Scale Saliency 在本文的应用中显示了不足，它圈定的
显著区域往往不能准确地包含台标区域，往往是缠绕在台标或其他物体的边缘上，或落入局
部复杂区域，如后面实验部分图 1a 所示。
本文算法将局部区域周围的上下文作为区域显著性计算的重要因素。算法的基本思想是
不单独从局部特性上判断区域的显著性，而是将局部区域与其外围上下文区域进行比较，并
且认为显著区域应该为与上下文比较起来显示出差异比较大的区域。首先，将图像局部区域
的显著性定义为一个区域与其外围上下文的差异程度。其次，使用相对熵也就是
Kullback-Leibler 距离来计算这种差异程度，从而得到了新的区域显著性计算公式：

KL D ( s || c, x )

−

∫

ps ( d , s, x )

d∈D

log 2 ps ( d , s, x )
.dd
log 2 pc ( d , s, x )

(5)

其中 Ps(d,s,x)是中心位置在 x，尺度为 s 的局部区域的信息概率密度，Pc(d,s,x)该区域外
围上下文区域的信息概率密度。d 为信息的描述子，其取值空间为 D，比如灰度信息 d 为每
个像素的灰度值，取值区间为[0，255]。在信息理论中相对熵通常被称为 Kullback–Leibler
距离，它是一个计算两种概率密度分布之间差异的常用方法。如实验部分图 1.b 是本文算法
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算法考虑到了上下文对显著性的影响，其提取的显著区域能够较
好的包含台标区域。具体实现算法如下：
01 对于图像 I 中的每个像素位置(x,y):
02

对于在 Smin 和 Smax 之间的尺度 s:

03

IS=在距离像素位置(x,y)小于 s 的范围内的统计值集合

04

Ps(d,s)=估计局部统计值集合 IS 的统计概率分布 PDF;

05

IC=在距离像素位置(x,y)大于 s 小于 s+ Δ 的环形范围内的统计值集合

06

Pc(d,s)= 估计外围统计值集合 IC 的统计概率分布 PDF;

07
08

KLD(s,c,x)=计算概率分布 Ps(d,s)与 Pc(d,s)之间的 Kullback–Leibler 距离;
对于相对熵的峰值的 KLD(s,c,x):显著度 YD(SP,x,y)= KLD(s,c,x)

在公式(5)中相对熵 KLD 可以被看成在给定外围上下文的概率密度 Pc(d,s,x)作为先验
概率，得到的中心区域的概率分布相当于后验概率 Ps(d,s,x)后所得到的信息。相对熵越大得
到的信息就越多，就说明局部区域越显著。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更好的解释显著性的产生。

4 台标识别算法
台标识别首先需要建立需要识别的台标模版库，为此首先抽取台标比较的清晰的视频
帧，并提取台标的边缘信息建立掩码，再统一归一化到一定的尺度；然后在识别的过程中，
通过上节中提取出的显著区域，对显著区域提取边缘，并归一化到跟模版同样的标准大小，
通过计算 Hausdorff 距离的办法来进行识别。这种识别的算法由于只利用到了边缘信息，能
够比较好的减少背景对识别的干扰，不需要做前景背景的分割，且能够实现多分辨率的识别。
设模版为上点集为 B，提取的某个显著区域的的边缘的点集为 A 则它们的 Hausdorff 距
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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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样得到的距离是点集 A 中每一点距离点集 B 中点的最近距离的最大值，Hausdorff 距
离比较好的特性是它不需要点集 B 与点集 A 完全的匹配。微小地移动 A 中某一点对结果影
响不是太大。这是基于形状的识别比较重要的优点。为了准许一部分的偏离或缺失，可以使
用部分 Hausdorff 距离：

h K ( A,B ) = K th min a − b
a∈A b∈B

(7)

比如K=0.9|A|时部分距离hK(A,B)小于一定阈值d时表示 90%边缘点能够跟模版匹配上。
但是这种求距离的算法时间复杂度比较高，首先需要穷举出点集A中点与点集B中点的最小
距离，需要时间为O(|A||B|)。其次需要对这些最小距离数组选出第K个最小距离，所以需要
排序时间复杂度为O(|A|2)。
为了减少时间消耗和更加容易实现，本文将 A,B 使用矩阵 Ma,Mb 的方式来表示，用 1/0
二值来表示是否为集合的点，设 Mbd 表示将台标模板的边缘使用相态学函数向两侧扩展 d
个像素后的掩码，则有：

h K ( A,B ) ≤ d ⇔ Ma • Mb d ≥ K

Ma • Mbd =

∑

∑

Ma ( x,y ) ×Mb d ( x,y )

(8)
(9)

x =1.. width y =1..height

其中 • 表示如(9)式表示的两个矩阵的点乘。通过这样点乘就能够计算出与模板匹配上的
边缘点数。当它大于阈值 K 的时候则判定上它匹配了该模板。修改后的算法时间复杂度为
模板的大小即 O(width*height)。

5 实验与分析
在实验中首先选择了一些电视台的台标提取模板如图 3 所示。然后提取一些包含台标和
不包含台标的视频帧各 300 张，采取人工标注的方法来进行测试，将所有含有台标的视频帧
被正确检测的比率为查全率，就不包含台标但被错误地识别出台标或包含某电视台台标但被
错误地识别为其他电视台的台标的比率为误检率，其中公式(8)中 d 设为 1，K 为 0.8|A|，实
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如图 1 所示本文算法相对于 Scale Saliency 算法的优势。图 1.a 是 Scale Saliency 算法得
出的结果，由于没有考虑到上下文对显著性的影响，使得检测出的区域落入复杂局部区域，
缠绕在边缘，没有能够圈出台标区域。图 1.b 本文算法得到的结果，由于考虑到了上下文对
显著性的影响，能够较好地圈出台标区域。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图 1 标出所有的显著区域，
在实际的识别过程中只检测拐角上的显著区域。
如图 2 所示本文算法在遇到静态背景、动画台标登情况时会有明显的优势。当背景是静
态的情况下使用帧差法无法检测出台标区域，而本文算法能够从单帧上通过提取显著区域从
而圈出可能的台标区域。图 4 给出一些帧的显著区域的提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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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图1.a为Scale Saliency算法得出的结果，可看出由于没有考虑上下文对显著性的影响，使得检测
出的区域落入复杂局部区域，缠绕在边缘，没有能够圈出台标区域。图1.b为本文算法得到的结
果，由于考虑到了上下文对显著性的影响，能够比较准确的圈出台标区域。

图1 Scale Saliency与本文算法的比较
Fig.1 Compare between Scale Saliency and our method

图 2.a

图 2.b

图 2.a 由于背景相对静止，所以通过帧差法并没有检测出台标区域(其中颜色加黑区域为多帧中
变化较小的区域)。图 2.b 通过本文的算法提取的显著区域能够较好从图像包含台标区域。
图 2.帧差法与本文算法的比较
Fig.2 Compare between difference of Multi Frames and our method

图 3.台标模板
Fig.3 TV Logo templates

图 4.本文算法提取显著区域的部分结果
Fig.4 Saliency detection result of several pictures
表 1 台标检测与识别结果
Tab.1 Result of TV Logo detection

台标名称

查全率%

误检率%

湖南卫视
新唐人

83.2
94.1

3.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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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卫视

92.7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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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4

6 结束语
本文实现了利用单帧信息进行台标检测与识别的算法，在文献中利用单帧视频图像进行
台标检测的算法还很少有报道。本文首先重新定义了图像局部区域显著性的度量方式，提出
参考上下文的显著区域检测算法，利用中心区域与外围上下文区域灰度值分布概率的相对熵
度量中心区域的显著性，能够更加准确地在图像中圈定包含台标的显著区域。其次，计算显
著区域与台标模板之间的 Hausdorff 距离实现了台标识别，这种算法有不需要进行训练且
能够较好的排除背景干扰的优点。实验显示该算法有比较好的结果。当然这种算法还有不少
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这种算法比较倾向于圈出 Blob-Like 区域，对于现状比较扁长的台标
比如 cctv 等台标就不适用了。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就继续研究如何快速的自适应地提取各
种形状的显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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