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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现手法的国画分类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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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国画的数字化是信息时代对国画有效保存和有效分享的重要手段．海量的数字化国画已成为数字博

物馆乃至现代图书馆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实现对数字化国画的高效检索和管理已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针

对该问题，文中探索研究基于表现手法的国画分类方法．根据表现手法的不同，国画可以分为工笔画和写意画两种

基本形式．画作的对象内容不同及不同画家的画法、风格不同等因素对工笔画和写意画的计算机分类带来了重大

挑战．通过对国画表现手法的研究及对大量国画的分析，文中首先提出一种国画关键区域检测方法，通过融合

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ＩＦＴ）特征检测子和边缘检测得到国画关键区域．然后，提出国画关键区域描述

方法，通过对关键区域视觉特征及内部邻域差异性的描述，有效捕获工笔画和写意画在绘画技法上的不同．最后，

提出一种级联分类策略，融合不同维度特征，实现对国画的分类．在文中所构建的包含１７１８幅古代、现代、当代国

画大家作品的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所提方法在工笔画和写意画分类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分类正确率

比现有最好方法提高了３．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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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画

等艺术品的数字化及基于网络的分享方式正在成为

主要的趋势．面对海量的数字化国画作品，如何实现

对其有效的管理与检索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早

期的图像检索技术主要基于图像的标注对图像进行

检索，存在标注工作量大，标注不够客观等问题［１４］．

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方式应运而生，通过图像处理

和分析技术自动分析图像内容以完成对大量图像的

管理和检索．图像分类是基于内容图像检索的关键

技术之一，也是近些年来图像内容分析研究的重点

和热点．针对该问题，研究者提出了大量的方法且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国画与一般图像相比具有其

固有的特点，现有图像分类方法并不能直接应用于

国画分类．

国画是使用毛笔、墨在特制的宣纸或者绢上作

画，以水为韵，以墨为骨，色彩为辅的画种，以其特有

的笔墨技巧作为状物及传情达意的表现手段，以

点、线、面的形式描绘对象的形貌、骨法、质地、光

暗及情态神韵．其重视构思，注重意境，在对事物

的观察、形象塑造和表现手法上，渗透着人们的社

会意识，具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认识作用，

使山水、花鸟等纯自然的客观物象，在观察、认识

和表现中，也自觉地与人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

相联系，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体现中华民族传统

的哲学观念和审美观．国画在所用工具、材料、题材

以及技法等方面，以其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在世界画

艺界独具特色．国画有多种分类方法．按照题材，国

画可以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等．按照画幅形

式，国画可以分为长卷、横披、条幅、中堂等．按照表

现手法，国画可以分为工笔和写意两种基本形式．现

有研究工作主要关注基于题材的国画分类，基于表

现手法的国画分类较少．基于表现手法的国画分类

是国画最基本的分类方法之一，在对国画的进一步

分析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对基

于表现手法的国画分类进行深入研究．图１给出了

基于表现手法的国画分类示例，其中第１行是工笔

画，第２行是写意画．画作的内容不同及不同画家的

画法、风格不同等对工笔画和写意画的分类带来了

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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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工笔画与写意画示例

工笔画与写意画最直观的区别是“笔触”的不

同，工笔画的笔触通常“工整、细致、均匀”；而写意画

的笔触较为“豪放、粗犷、随意”．谢赫六法中的“骨法

用笔”与笔触紧密相关［５］．著名艺术家刘海粟将“骨

法用笔”包括在“笔致（Ｔｏｕｃｈ）”之中，认为笔迹可以

有困弱、工细、轻盈、精谨等不同的样貌，从而体现出

绘画各自的气韵［６］．不管是“笔触”、“笔致”还是“笔

迹”，它们都在试图描述同一种绘画独有的属性，而

这种属性恰恰是区分工笔画与写意画的重要特征．

此外，在绘制过程中，工笔画先勾勒轮廓，然后填色，

写意画则不如此．综合以上写意画和工笔画的特点，

其区别既有“笔触”细节上的不同，又有“轮廓”线条

上的不同．因此，在设计描述画作的特征时，应既包

括描述细节的点特征，还包括描述线条的线特征．基

于此，本文首先提出一种国画关键区域检测方法，通

过融合ＳＩＦＴ特征检测子和边缘检测得到国画关键

区域，由于该关键区域包括了局部特征点和边缘线，

可以有效描述工笔画和写意画在“笔触”和“轮廓”上

的区别．然后，提出国画关键区域描述方法，通过对

关键区域视觉特征及内部邻域差异性的描述，有效

捕获工笔画和写意画在画法上的不同．最后，提出一

种级联分类策略，融合不同维度特征，实现对国画的

分类．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性能，我们收集了古代、

现代、当代国画大家的作品集，并进行高清扫描，构

建了包含１７１８幅国画的数据集．

２　相关工作

面向检索的图像分类一直是多媒体领域的研究

热点问题，并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７１１］，然而专

门针对国画图像分类的工作较少．现有针对国画的

研究主要包括真假鉴别、基于作者风格的分类和基

于题材的分类等．国画真假鉴别研究主要基于专家

经验，根据绘画运笔技巧、布局、字体等风格，绘画的

对象、颜色、皴法等形态以及作者题款、印鉴、绘画材

质等方面来判别真伪．文献［１２］以加拿大著名画家

ＮｏｒｖａｌＭｏｒｒｉｓｓｅａｕ的画作为例，通过计算绘画笔式

的稳定性和毛躁度来区分是否为仿制品．文献［１３］

通过提出的权衡综合判别函数对图像进行分片匹配

来鉴别绘画的真伪，并可以指出伪造画和原画的相

同以及不同之处．基于作者风格的国画分类通过提取

作者独特的绘画风格构建模型以对一副画作是否属

于该作者进行自动分析．文献［１４］针对绘画的艺术

风格特征分析作家不同风格的典型笔触特征，可以

对绘画图像进行真伪鉴别．文献［１５］采用二维多分

辨率隐马尔科夫随机混合模型根据笔触样式来识别

画家风格．文献［１６］采用蒙特卡洛凸壳特征（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ＣｏｎｖｅｘＨｕｌｌ）选择模型整合基础特征描述子

并使用支持向量机方法来对中国传统国画进行作者

分类．文献［１７］在像素域内，提出一种基于直方图的

水墨画整体风格特征提取算法，采用Ｓｏｂｅｌ边缘检

测方法定位最具有笔道风格代表性的局部区域，以

获得描述笔画的局部细节风格信息，使用信息熵

的融合算法，实现水墨画作者自动分类．文献［１８］利

用监督式异构稀疏底层视觉特征进行选择，建立高

级语义特征映射低层视觉，对国画作者进行分类预

测．基于题材的国画分类类似于自然图像场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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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１９２０］，是指通过分析绘画的题材，即山水画、人物

画和花鸟画等对国画进行分类．文献［２１］基于低秩

矩阵分解理论对国画进行的图像语义显著区域提取，

并基于语义视觉词包模型（ＢａｇｏｆＷｏｒｄｓ）通过多任

务联合稀疏表示方法对国画图像进行题材分类．

根据表现手法，国画可以分为工笔画和写意画两

种基本形式．对工笔画和写意画的分类在对国画的进

一步分析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献［２２］提出

了基于颜色直方图和纹理特征等的工笔画和写意画

分类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其使用的特征为

常用特征，不能较好地描述工笔画和写意画的特有

属性．此外，文献［２３］基于水墨画的颜色以及色调提

出了基于风格的自动识别水墨画的方法．

综上所述，国画分类研究工作已吸引了大量研究

者，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真假鉴别、基于作者风格的

分类和基于题材的分类．基于表现手法的国画分类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但是研究工作较少．由于不同画

家的画法、习惯不同，绘画内容不同等因素的影响，

使得其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

３　基于表现手法的国画分类

本文方法的流程图如图２所示．主要包括三个

部分：国画关键区域检测，国画关键区域描述和国画

级联分类器．国画关键区域检测方面，通过对工笔画

和写意画绘画技法的研究和对大量国画作品的分

析，提出一种融合点和线的国画关键区域检测方法，

获得可代表工笔画和写意画表现手法的关键区域．

在点的检测方面，引入图像内容分析中被证明可以

获得重要关键点的ＳＩＦＴ（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检测子
［２４］．在线的检测方面，使用Ｃａｎｎｙ

边缘检测．相对于仅使用关键点或线而言，融合点和

线的国画关键区域更具代表性．国画关键区域描述

方面，对于关键点直接使用具有良好表示能力的

ＳＩＦＴ描述子，对于线，本文提出一种邻域差异描述子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ＮＤＤ），通过统

计邻域内像素与当前像素的差异性和邻域内最大差

异性，描述工笔在先勾画轮廓再填色绘画技法方面

与写意的差异性及工笔细节丰富程度与写意的差异

性．为了标准化特征维度，引入视觉关键词架构
［２５］．

国画级联分类器方面，为了融合不同维度的点特征

描述子和线特征描述子，使用级联的策略，得到融合

点特征和线特征的分类器［２６］．下面将分别对国画关

键区域检测，国画关键区域描述和国画级联分类器

进行详细介绍．

图２　本文方法流程图

３１　国画关键区域检测

国画关键区域检测是关键区域描述和分类的基

础．对细节描述的不同是工笔画与写意画的重要区

别之一．而且一般情况下，工笔画先勾勒轮廓，然后

填色，写意画则不然．基于该特点，国画关键区域应

该既包括能刻画细节的关键点，又包括能体现勾勒

轮廓信息的线．由此，提出一种融合点和线的国画关

键区域检测方法．在关键点的检测上，选择具有良好

特性的ＳＩＦＴ检测子，在线的检测上，选择Ｃａｎｎｙ边

缘检测，国画关键区域由所检测到的关键点和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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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到．国画关键区域检测结果示例如图３所示，其

中左面的３列为工笔画，右面的３列为写意画，第１

行为原图，第２行为ＳＩＦＴ检测子的结果，第３行为

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的结果，第４行为国画关键区域．

图３　国画关键区域检测

３２　国画关键区域描述

在国画关键区域检测基础上，对其有效的描述

是区分工笔画和写意画的关键．图４给出了本文所

提出的国画关键区域描述方法，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为国画关键区域中点的描述，本文引入

ＳＩＦＴ描述子，使用在点周围邻域内提取的１２８维的

特征向量描述点的特征．针对不同图像所提取ＳＩＦＴ

描述子个数不同的问题，引入视觉关键词架构，对训

练集图像中所提取的ＳＩＦＴ描述子使用犓ｍｅａｎｓ进

行聚类，得到视觉关键词典，每个图像关键点的描述

使用所有点的描述子投影到视觉关键词典中的直方

图来表示．对于线特征，本文提出一种邻域差异描述

子（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ＮＤＤ），描

述工笔画和写意画在绘画技法上的差别，即工笔着

重线条美，一丝不苟，写意笔墨粗放、简练，下面对其

详细介绍．

图像犐的关键区域中的线记为犔＝｛犘（狓
１
，狔１
），

犘（狓
２
，狔２
），…，犘（狓犻

，狔犻
），…，犘（狓犿

，狔犿
）｝，其中，犘（狓犻

，狔犻
）表示

线犔上的第犻个边缘点，犿 为图像犐的线包含的像

素点总数，对于点犘（狓犻
，狔犻
），设其灰度值为犐犌犻，其中，

犐犌为图像犐对应的灰度图．取犘（狓犻
，狔犻
）的邻域，邻域

的长度为σ＝｛σ１，σ２，…，σ犼，…，σ狊｝中的某个值，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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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国画关键区域描述

邻域长度σ犼，其邻域内的点集合为

犙（犘（狓犻，狔犻），σ犼）＝｛犙１（犘（狓犻
，狔犻
），σ犼），犙２（犘（狓犻

，狔犻
），σ犼），…，

犙犖（犘（狓犻
，狔犻
），σ犼）｝，

其中，犖＝（σ犼×σ犼）－１，对应的灰度值为犐犌犙（犘（狓
犻
，狔犻
），σ犼

）＝

｛犐犌犙
１
（犘（狓

犻
，狔犻
），σ犼

），犐犌犙
２
（犘（狓

犻
，狔犻
），σ犼

），…，犐犌犙犖（犘（狓
犻
，狔犻
），σ犼

）｝，对

于边缘点犘（狓犻
，狔犻
）与其邻域点的灰度值差的绝对值有

　　　　犇犐犉（犘（狓犻
，狔犻
），犙犾（犘（狓犻

，狔犻
），σ犼））＝

　　　　　　 犐犌犘（狓
犻
，狔犻
）－犐犌犙犾（犘（狓

犻
，狔犻
），σ犼

） （１）

其中，犇犐犉（犘（狓犻
，狔犻
），犙犾（犘（狓犻

，狔犻
），σ犼））∈［０，２５５］，将犔

中每个点的犇犐犉（犘（狓犻
，狔犻
），犙犾（犘（狓犻

，狔犻
），σ犼））投影到将

［０，２５５］平分为犞犫犻狀１的直方图 犎犇 中，并对 犎犇

进行归一化，取σ＝｛３，５，７，９，１１｝，得到５×犞犫犻狀１

维的特征向量犇１．另设有阈值犜，则对于边缘点

犘（狓犻
，狔犻
）与其邻域点的灰度值差的绝对值分为０或１：

　犉（犘（狓犻
，狔犻
），犙犾（犘（狓犻

，狔犻
），σ犼））＝

　 　
０， 如果 犐犌犘（狓

犻
，狔犻
）－犐犌犙犾（犘（狓

犻
，狔犻
），σ犼

） 犜

１，
烅
烄

烆 其他
（２）

由此，计算对于边缘点犘（狓犻
，狔犻
）与其邻域点的灰度值

差的绝对值小于阈值犜的邻域点的比例为

犘狉狅（犘（狓犻
，狔犻
）犻，σ犼）＝

∑

（σ
犼
×σ
犼
）－１

犾＝１

１－犉（犘（狓犻
，狔犻
），犙犾（犘（狓犻

，狔犻
），σ犼））

（σ犼×σ犼）－１
（３）

其中，犘狉狅（犘（狓犻
，狔犻
），σ犼）∈［０，１］．将犔 中每个点的

犘狉狅值投影到将［０，１］平分为犞犫犻狀２个ｂｉｎ的直方

图犎 中，并对犎 进行归一化．取σ＝｛３，５，７，９，１１｝，

得到５×犞犫犻狀２维的特征向量犇２．通过设置不同的

犜值在训练集上测试方法性能发现，当犜 值为１５

时可以取得最好的正确率，因此在本文中犜＝１５．

计算边缘点 犘（狓犻
，狔犻
）在邻域长度分别为σ＝

｛σ１，σ２，…，σ犼，…，σ狊｝时所对应邻域最外围的对角像

素灰度值差的绝对值的最大值：

Δ犵（犘（狓犻
，狔犻
），σ犼）＝

ｍａｘ｛犐犌（犘（狓犻－σ犼
／２，狔犻－σ犼

／２））－犐犌（犘（狓犻＋σ犼
／２，狔犻＋σ犼

／２）），

犐犌（犘（狓犻－σ犼
／２，狔犻＋σ犼

／２））－犐犌（犘（狓犻＋σ犼
／２，狔犻－σ犼

／２）），

犐犌（犘（狓犻
，狔犻－σ犼

／２））－犐犌（犘（狓犻
，狔犻＋σ犼

／２）），

犐犌（犘（狓犻－σ犼
／２，狔犻

））－犐犌（犘（狓犻＋σ犼
／２，狔犻

））｝ （４）

其中，Δ犵∈［０，２５５］，将犔中每个点的Δ犵投影到将

［０，２５５］平分为犞犫犻狀３个ｂｉｎ的直方图犎犌中，并对

犎犌进行归一化，取σ＝｛３，５，７，９，１１｝，得到５×

犞犫犻狀３维的特征向量犇３．邻域差异描述子由犇１，犇２和

犇３构成，维度为５×（犞犫犻狀１＋犞犫犻狀２＋犞犫犻狀３）维．

３３　国画级联分类策略

上节中得到了１００维的点特征向量和５×

（犞犫犻狀１＋犞犫犻狀２＋犞犫犻狀３）维的线特征向量．一般的

分类器融合方法使用线性融合的方式，即为每个分

类器分配不同的权重，由此得到最终的分类结果，权

重的和为１．由于两个特征维度差异较大，因此在融

合方面，本文使用级联分类策略，首先分别训练两个

特征的分类器，即关键点特征分类器和线特征分类

器，分别得到两个分类器的概率输出，将该概率输出

作为第二级分类器的特征向量，训练得到级联分类

器，并以此作为工笔和写意分类器．在分类器的选择

方面，通过对不同分类器在训练集上的分类性能分

析，本文选择了支持向量机，在训练模型时选径向基

核函数，通过交叉验证，获得最佳惩罚系数犮以及核

函数参数犵．实验的详细情况将在第４节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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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４１　数据集、对比方法与评测指标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性能，我们搜集了来自古

代、现代以及当代国画大师包括齐白石、何家英、王

美芳等画家的作品集，以６００ｄｐｉ的清晰度进行扫

描，然后对图像进行裁剪、旋转、缩放等预处理，以得

到较为规范的国画图像数据．在本数据集中，共包括

工笔和写意画１７１８幅国画，如表１，其中训练集中

包含５４８幅工笔画和６００幅写意画，测试集中包含

２７４幅工笔画和２９６幅写意画．图５展示了本文所

采集并规范化后的数据集样例，其中第１行至第３

行为工笔画，第４行至第６行为写意画．

表１　国画图像工笔与写意数据集

类别 工笔画 写意画

训练集 ５４８ ６００

测试集 ２７４ ２９６

图５　数据集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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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方法方面，本文与文献［１２］提出的ＣＥＣＣ

方法、经典的基于ＳＩＦＴ特征的ＢｏＷ方法
［２５］以及文

献［２７］提出的ＣＴＣＰ方法进行比较．

此外，本文与深度学习方法进行比较．深度学习

方法［２８２９］已被证实在诸多计算机视觉任务中均取得

了良好的表现，本文与文献［３０］和文献［３１］中的方

法进行比较，文献［３０］中的方法记为ＡｌｅｘＮｅｔ，文献

［３１］中的方法记为 ＶＧＧＮｅｔ．评测指标方面，本文

使用真正类率（犜犘犚）、假正类率（犉犘犚）和正确率

（犃犮犮狌狉犪犮狔）．

４２　参数训练

特征犇１，犇２和犇３分别涉及一个关键参数，即特

征直方图中ｂｉｎ的数量．本文中，我们通过训练数据

获得３个ｂｉｎ的值．表２中给出了当ｂｉｎ的值分别为

１０或１５时本文方法在训练集上的正确率．通过表２

可以看出，ｂｉｎ在选取１０，１５，１０时，分类正确率最

高，因此后面实验中我们将３个ｂｉｎ的值分别设置

为１０，１５，１０．

表２　不同犫犻狀值组合下本文方法在训练集中的性能

犞犫犻狀１ 犞犫犻狀２ 犞犫犻狀３ 本文方法正确率／％

１０ １０ １０ ９６．５１５７

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７．０３８３

１０ １５ １０ ９８．０８３６

１０ １５ １５ ９７．９９６５

１５ １０ １０ ９６．９５１２

１５ １０ １５ ９７．３８６８

１５ １５ １０ ９６．８６４１

１５ １５ １５ ９６．７７７０

４３　分类器选择

在本实验中，我们使用不同分类器搭配本文所

提出的国画特征检测与描述方法，包括 Ｋ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ＫＮＮ）、决策树Ｃ４．５、朴素贝叶斯方法以

及支持向量机（ＳＶＭ）
［２６］方法，级联ＳＶＭ 方法，在

本实验中，我们将数据集中的训练集的２／３设置为

训练集，剩余１／３设置为测试集．表３给出了在不同

分类器下的正确率．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ＳＶＭ

相对于其他几种分类器，具有较好的分类性能和比

较低的分类错误率，且本文所提出的ＳＶＭ 级联分

类策略取得了最好的效果．

表３　不同分类器的比较结果实验

评测指标 正确率／％

ＫＮＮ ８４．４７

决策树Ｃ４．５ ８５．００

朴素贝叶斯 ８９．７４

ＳＶＭ ９０．５３

ＳＶＭ级联 ９３．１６

４４　实验结果对比

图６给出了本文方法实验结果的ＲＯＣ曲线图，

并给出了与ＣＥＣＣ方法
［１２］、ＣＴＣＰ方法

［２７］和ＳＩＦＴ

ＢｏＷ 方法的对比，通过该图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取

得了最好的性能．表４给出了与以上方法的正确率

对比，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在正确率上比现有方法高

出３．５％．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由于本文方

法融合了点特征和线特征，所得到的关键区域更有

区分性，且所提出的关键区域描述子可以描述工笔

与国画在绘画技法方面的不同．

图６　实验结果及与现有方法对比

表４　本文方法与现有方法的正确率对比

评测指标 正确率／％

本文方法 ９３．１６

ＳＩＦＴＢｏＷ ８９．６６

ＣＴＣＰ ６６．７２

ＣＥＣＣ ６６．２６

为了更直观的展示本文方法的性能，除了图６

的定量分析外，我们给出了本文方法结果的定性分

析实验如图７所示．写意画和工笔画是国画基于表

现手法分类的两种基本形式，但是在实际绘画中有

些画的特性并不是特别明显，这也为其自动分类带

来了更大挑战．图７中通过矩形框标出了分类错误

的图像，通过分析发现，误分为写意画的工笔画及误

分为工笔画的写意画在其所在类别所应具有的绘画

技巧特性方面并不是特别明显．

在与深度学习方法的对比方面，考虑到数据集

的规模，本文首先与 ＡｌｅｘＮｅｔ方法进行了对比，其

中对于ＡｌｅｘＮｅｔ模型的训练使用直接训练和微调

（ｆｉｎｅｔｕｎｅ）两种方式，方法分别标记为 ＡｌｅｘＮｅｔＤ

和ＡｌｅｘＮｅｔＦ．直接训练的方式使用本文所构建数

据集中的训练数据训练网络中的特征和分类器，微

调的方法基于文献［３０］中的数据集训练好的特征，

使用本文的训练数据对特征进行调整．表５给出了

８７８２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图７　本文方法实现结果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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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方法与ＡｌｅｘＮｅｔ方法的对比，由该表格可以看

出，在使用相同的数据作为训练数据的情况下，本文

方法结果正确率比ＡｌｅｘＮｅｔ方法（ＡｌｅｘＮｅｔＤ）高出

３．４８％．基于文献［３０］中的数据集训练好的特征，使

用本文训练数据进行微调的结果（ＡｌｅｘＮｅｔＦ）和本

文方法的结果比较发现，本文方法可以获得与其正

确率相当的结果，而 ＡｌｅｘＮｅｔＦ方法在训练方面使

用了比本文方法多的训练数据．

表５　本文方法与犃犾犲狓犖犲狋方法结果对比

方法 正确率／％

本文方法 ９３．１６

ＡｌｅｘＮｅｔＤ ８９．６８

ＡｌｅｘＮｅｔＦ ９３．２８

此外，本文还与 ＶＧＧＮｅｔ深度学习模型进行

了对比．对于ＶＧＧＮｅｔ模型，由于其网络层数较多，

因此，基于文献［３１］训练数据所训练出的特征，

使用本文训练集数据进行微调的方法，标记为

ＶＧＧＮｅｔＦ，对比结果如表６所示．由该表可以看

出，本文方法在正确率方面略低于ＶＧＧＮｅｔＦ方法

１．２４％，而ＶＧＧＮｅｔＦ方法使用了比本文方法更多

的实验数据．

表６　本文方法与犞犌犌犖犲狋方法结果对比

方法 正确率／％

本文方法 ９３．１６

ＶＧＧＮｅｔＦ ９４．４０

进一步的，由于本文方法是根据绘画理论、技法

和对国画的观察设计的特征，相比于深度学习得到

的特征，具有可解释性，对于更广泛的国画分析与理

解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５　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一种工笔画与写意画分类方法．受谢

赫六法中“骨法用笔”启发，针对工笔画与写意画在

笔触方面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国画关键区域检测方

法、国画关键区域描述方法和级联分类策略．通过融

合点检测和线检测得到可表达工笔和写意差异的关

键区域，针对工笔和写意绘画技法的不同特点，提出

了邻域差异描述子，以捕获工笔与写意在勾线方面

的不同．为了验证所提方法的性能，本文收集并整理

了国画大师包括齐白石、何家英、王美芳等画家的作

品集，构建了国画数据集．在所构建数据集上的实验

结果验证了所提方法可以获得优于现有方法的正确

率．将来我们会结合谢赫六法绘画理论框架针对国

画分析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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