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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目的在發展一套以人類視覺系統的形態辨識過程為基礎的漸進式交通標誌

辨識系統，當系統接收到車載型攝影機拍攝到的連續影像時，交通標誌偵測模組立即被啟

動，以模擬人類透過注意力集中的方式，很快且正確地偵測出影像中交通標誌的所在位置

並分辨出它的種類(如紅色禁止標誌、紅色警告標誌等) ，然後交給辨識模組進行辨識的

工作。但是，交通標誌偵測模組偵測出影像中的交通標誌時，此時交通標誌可能因距離車

子還很遠，導致影像特徵不足而使交通標誌辨識模組無法做出最正確的辨識。因此，本系

統先以僅有的物件特徵對交通標誌做組略的猜測，同時系統繼續搜集更多的影像特徽，不

斷地修正錯誤的猜測，直到辨識出交通標誌的類別為止。實驗結果證實這個辨識方法不但

具可行性及擴充性，亦可套用在其它辨識方面的應用。

關鍵字:交通標誌辨識人類認知模組漸進式辨識方法

簡介

車輛行進間周邊環境資料的即時收集，可提供駕

駛人適時的警告，以預防事故的發生，這是駕駛安全

輔助系統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車輛行進間的周邊

環境所提供的資訊可分為永久性資訊與即時性資訊

兩種，前者主要以交通標誌所提供的最高或最低速

限、前方道路狀況的警告或部分駕駛行為的禁止為

主;後者則包括目前車行速度是否太快、與前車之間

是否保持適當距離、周圍有無其它車輛企圖超車或跨

越車道等。

架設在車道上方或道路兩旁的各種類型的交通

標誌屬於永久性資訊，其目的主要是為了警示駕駛前

方道路狀況的改變，或限制部分駕駛行為以保障其它

車輛的安全。然而，在天候不良或駕駛人注意力不佳

時，時常因為無法清楚地辨識交通標誌，遺漏了重要

的車輛周邊環境的相關資訊，未能適時地做出恰當反

應，導致交通事故的發生。因此，本研究擬利用電腦

視覺系統來偵測並辨識交通標誌，期盼能達到增進駕

駛安全的理想目標。

原則上，交通標誌會出現在固定位置(分隔島上

或道路兩側)的固定高度之處，它們的形狀、顏色、

圖樣( pictogram )是依照國家標準而設計的。然而，

有許多因素可能影響交通標誌辨識系統的設計以及

它的執行效能，例如:

(1)交通標誌設置時間過久，經風吹日曬雨淋，導

致褪色或色漆掉落毀損。圖一(a)所示為色漆掉落之一

例。

(2)空氣污染、氣候不佳，所攝得的交通標誌影像

因能見度不同而有所偏差。

(3)一天之中早晨、中午、黃昏的日照強度及方向

不同，造成光線反射情況不一，使得拍攝到的交通標

誌顏色會隨時間而有差異。圖一(b)所示為背光時攝得

之影像。

(4)部分交通標誌因為裝設位置不佳，導致後方的

交通標誌部分被遮住，攝得的影像無法取得完整的交

通標誌圖樣。如圖一(c)所示。

(5)當車輛高速行駛時，由於車速太快、交通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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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太近，使得影像中的交通標誌產生模糊影像。如

圖一(d)所示。

近年來偵測及辨識交通標誌的相關研究不少，其

中不乏相當具創意者，像L. Pacheco 、 J. Batlle 和 x.

Cufi [Pac94] 等研究者曾建議改裝道路交通標誌來配

合電腦作交通標誌的辨識。不過，由於交通標誌數目

太多，全面改裝需要人力、物力及時間，並不是一個

很好的解決方式 o Y. Aoyagi 和T. Asakura [Aoy96] 貝 IJ

提出利用基因演算法來偵測道路交通標誌的新技

術，但由於遺傳的因素及突變的限制，並不一定可以

偵測並辨識到正確的交通標誌。 M. Lalonde 和Y. Li 

[LaI95-1] 亦曾探討利用 color indexing 的技術來偵測

交通標誌的可行性。除了上述的方法外，還有許多研

究者嘗試使用 Morphology [Jia96] 、類神經網路

[Ghi9月 [Jan96] [Keh95]或模糊理論 [L詢問的技術來

偵測及辨識交通標誌。

除了偵測與辨識單張影像中的交通標誌外，還有

訐多研究者將焦點放在連續影像中的交通標誌的偵

測與辨識上[Arn96] [Est94] [Pic96] [Rit95] 。事實上，

駕駛行為是一段長時間的連續動作，若能以車載型數

位攝影機隨時收集車輛周邊的環境資料，隨時將重要

的環境資訊提供給駕駛人，必能達到更好的輔助效

果。前面曾提到在現實環境中，天候因素或時間因素

可能導致影像中的交通標誌較難辨識，另外行人或車

輛可能部份遮掩交通標誌導致它一段時間後才出

現，在這些情況下連續影像比單張影像更有可能提供

足夠的訊息來提升交通標誌的偵測及辨識的正確

率。此外，連續影像中前一張影像所提供的訊息可以

用來協助後一張影像的處理，如此一來則可加快系統

對每張影像的平均處理速度。因此，利用連續影像來

偵測與辨識交通標誌是一個較佳的選擇。

本研究對於交通標誌的偵測和辨識，以交通標誌

設計時的考量為基礎。交通標誌的設計之所以採用明

亮的顏色以及固定的形狀，是為了要吸引駕駛人的注

意，達到警示與訊息提供的目的。因此，模擬人類透

過注意力集中來偵測並辨識物件的過程設計自動化

交通標誌辨識系統，使得系統以人類的方式來偵測交

通標誌，即可正確而快速地偵測出交通標誌並加以辨

識。

本文以認知心理學所提供的理論為出發點，建構

一個模擬人類辨識過程的交通標誌辨識模組，在交通

標誌偵測模組偵測到交通標誌在影像中的位置並做

好初步的分類(如以形狀、顏色來分類)之後，進行

更細部的交通標誌辨識工作。人類對於眼前物體的辨

識是一連串的漸進式辨認動作，當物體距離較遠時，

人類只能根據物體的形狀或顏色作一個初步的分類

與猜測，隨著物體越來越靠近，人類所能獲得的該物

體的相關特徵越來越清楚分明，大腦會不斷地修正原

本對物體概略的分類與猜測，一直到確認前方物體的

類別為止。交通標誌辨識模組即以人類的漸進式辨識

方法為基礎，不斷地修正對於進入此模組的交通標誌

影像的分類與猜測，直到確認交通標誌所屬的類別為

止。

接下來在第二節中將介紹人類的漸進式辨識方

法和我們依此建構的交通標誌辨識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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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交通標誌辨識時將面臨到的狀況

人類視覺系統對物體的形態辨識

認知心理學者[洪97]認為人類視覺系統對於外在 此，單一的視覺特徵無法達到辨識的目的，此時人類

物體的形態辨識歷程可分為從下而上(bo位om-up)和 的知覺系統開始以「視覺特徵投票」的方式來決定，

從上而下(top-down)兩種。當人類察覺前眼有一物體 以視覺特徵符合最多的物體形態作為辨識結果。這樣

存在而打算進一步辨識它的形態峙，神經系統的特徵 的形態辨識歷程由組成物體的視覺特徵開始，以特徵

察覺細胞會開始對物體進行視覺特徵的分析，再將分 之間的相互關係來建構出一個整體的結果，故屬於由

析好的特徵與儲存在過去記憶中的物體的視覺特徵 下而上的歷程。

比較，如果找到一個與未知物體的視覺特徵完全符 但是，只有由下而上的機制是不夠的，因為人類

合，即可決定此未知物體所屬的形態。但是，一個視 對形態的辨識常被高層次的知識或期望所影響，亦即

覺特徵常常被用來代表許多不同物體的相同特徵，因 所謂的「↑青境效果(context effect) J 。情境效果通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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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經驗而來，當人類看到似曾相識的物體時，視 開始，對於物體形態的假設是由上而下的過程，分析

覺系統會根據過去經驗來預期或猜想眼前的物體所 產生刺激的視覺特徵則是為了驗證這個假設。若假設

屬的類別，但往往會產生許多個可能性，無法明確辨 的物體和產生刺激的物體的視覺特徵符合，這個假設

別眼前的物體。因此，需要由下而上的機制來配合， 的可能性便會提高，視覺系統會尋找更多證據來支持

以視覺特徵之間的相互關係來確定知覺系統所作的 這個假設。如果發現找不到其它證據來支持，人類視

預期或假設是否正確。人類對物體的形態辨識仰賴如 覺系統開始修正之前的假設，並繼續尋求證據來驗

此上下交互作用的知覺歷程來完成。 證，直到確定眼前物體所屬的形態為止。

因此，我們認為人類視覺系統通常由刺激和假設

交通標誌辨識系統

一、系統架構
為基礎，建構出一個「漸進式交通標誌辨識系統J ' 

其系統架構如下圖二:

本研究以上述人穎視覺系統漸進式的辨識方法

交通標誌偵損Ij模組

否

交通標誌所在位置及其類自IJ

交通標誌辨識模組

漸進式辨識模組

否

輸出交通標誌的正確類別

圖二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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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a)數位攝影機拍攝到的整張影像; (b) 進行辨識工作的影像區塊

d串串串錯誤
圖四 紅色圓形禁止標誌範例

本系統在交通標誌偵測模組已完成交通標誌的

偵測(偵測結果如圖三所示，請參閱附錄[Fan02-2] ) 

及分類的前提下運作，並假設影像中交通標誌的所在

位置和其所屬的類型為已知，有了這兩種重要的訊

息，交通標誌辨識模組即可進行交通標誌的辨識。其

中交通標誌的類型描述了交通標誌的顏色、形狀和類

別，例如:紅色圓形限制標誌、紅色三角形警告標誌

或藍色圓形遵行標誌等。因此，顏色和形狀不再成為

交通標誌辨識時的重要特{毀，而相同類別的交通標誌

其內部圖樣(pictogram)之間相異的特徵則顯得非常重

要。以圖五為例，圖五所示皆為紅色圓形禁止標誌，

不同的禁止項目(如禁止左轉、禁止右轉等) ，由標

誌內部黑色與白色圓形來區別，因此，標誌內黑色與

白色像點的分布情形成為辨識時必須擷取的重要特

徵。

本系統針對每個交通標誌內部的圖樣，求得兩張

分別標示交通標誌中白色和黑色部分的二元化影像

(如圖六所示，第二列影像標示白色部分，第三列則

標示黑色部分) ，將這兩個二維影像排成一維向量並

串接在一起形成交通標誌辨識時所需的物件特徵向

量。

二、辨識方法

前面曾經提過人類在辨識物體時，第一時間進入

眼中的影像通常只提供了巨觀的訊息，如顏色、形狀

或大小等，此時我們會對眼前的物體先作一個組略的

猜測;在下一個影像進來後，我們會對原先的猜測作

一些適當的調整，當進入眼中的影像提供越來越多訊

息時，猜測會越來越接近事實，直到確認眼前的物體

為止。假想交通標誌辨識模組也有一個「大腦J '負

責判斷系統「看見的J (偵測到的)交通標誌影像屬

於何種交通標誌。在交通標誌剛被系統「看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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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交通標誌與其對應的二元化特徵影像

交通標誌影像

特徵影像擷取

特徵影像比對

加強或修正系統認知狀態

否

輸入交通標誌正確類別

圖六 漸進式交通標誌辨識模組流程說明



漸進式交通標誌辨識系統 33 

它所提供的訊息可能不足以讓「大腦」判斷看到的是

什麼交通標誌，但利用連續影像(continuous video 

stream) 所提供的「漸進式訊息(incremental

information) J '可越來越確定看見的是什麼交通標

誌。因此，整合交通標誌在連續影像中的辨識結果，

可以提昇交通標誌辨識模組的準確率。

本文所提出的漸進式交通標誌辨識模組流程說

明如圖六所示。在連續影像所提供的漸進式訊息中，

當系統偵測到某一交通標誌峙，將這個交通標誌區塊

從影像中擷出，計算其特徵向量並以丸表示。若在下

一張影像又偵測到交通標誌'其特徵向量以只表示。

以此類推'l{表示交通標誌在第一次被偵測到後，第

t 個輸入辨識組的特徵向量 ， t = 0, 1, 2, ... 0 以

zt=lz( 4 4ly 來表示「大腦」在發現有交
通標誌後，經過一段時間 f後對交通標誌的認知狀

態， zj 表示「大腦」認為輸入的交通標誌序號為 i 的

可能性，當 zJ 的值相對地較其它來得高時，表示「大

腦」幾乎可以認定交通標誌的序號為 i 。對於每個輸

入的特徵向量耳， r大腦」會依據系統內定的修正法

則(modi方 rule) 后調整對交通標誌的認知狀態，得到

新的認知狀態 zt+l = 石化 ， zt) 。

令 X) ， X2 "" ，XL 分別為 L 種交通標誌儲存在

資料庫中的特徵向量的集合，而 N) ， N2 ，...， NL 貝IJ為

每一種交通標誌的集合中收集到的影像個數，貝IJ

X j ={Xtl ， Xj2 ，，，，， XjN} 。此時巧與每個交通標誌的

平均特徵向量Mi的距離定義如下:

d[=1吭一圳，
N 

MI=宗主丸，

芷中 i = 1. 2..... L 中 , 。若將交通標誌的類別序號

依距離 d 的大小排序，成為遞增數列

D=< 吭，吭 ，...， dL > ' 其中 d1 三 d2 三 ...三 dL 。以
排序後的類別序號(1，2 ，...， L)為橫軸坐標、各類別所

對應的距離d為縱軸坐標繪製的折線圖可分

為如圖七 (a) 、 (b) 、和 (c)三類，其對應的空間

分布 (spatial-domain distribution)則分別如圖七( d) 、

(e) 、和的所示。從圖七可以很明顯地看出:

l 圖七(a)顯示輸入的交通標誌和資料庫中某一

特定類別的交通標誌十分相似。在特徵向量的分布空

間中(如圖七(b)) ，此類交通標誌和輸入的交通標誌

非常相近，其它類別的交通標誌則分布在較遠的地

方，此時的折線圖在第一與第二類中間之線段斜率很

大。我們可以相當地信賴這一類的辨識結果。

2 若輸入的交通標誌和資料庫中某幾個類別的

交通標誌十分相似(如園七(c)) ，在特徵向量的分布

空間中，這些交通標誌和輸入的交通標誌必會非常相

近(如圍七(d)) ，其它類別的交通標誌分布在較遠的

地方，此時的折線圖中間會有一部分線段斜率很大。

為了加快處理速度，辨識工作可以著重在比較某幾個

與輸入交通標誌較相像的類別，而捨棄那些差異度較

大的交通標誌。斜率遞增的那個點，即是我們判斷相

像與否的一個重要關鍵。

3 在交通標誌影像拍攝的過程中，很可能由於相

機晃動或光線變化等因素，造成某些交通標誌影像模

糊難辨，甚至因為交通標誌被部分遮掩而造成偵測到

不完全的交通標誌。在這樣的情況下，輸入的交通標

誌會和所有類別的交通標誌在特徵向量的分布空間

中均離得很遠，在折線圖中，即使橫座標的值很小，

其距離d 的值也會相當大(如圖七(e) )。這樣的影像

的辨識結果通常沒有多大的參考價值。若能減少這樣

的輸入資料對辨識模組認知狀態的影響，系統的辨識

正確率將可提高。

三、漸進式演算法

首先，將候選標誌集合(candidate set)的初始值設

為時間 t 時輸入的交通標誌之特徵向量冉，即

Ao = {咒} ，然後將與特徵向量耳相差最小的距離d1
與集合 Ao 聯集起來，形成新的集合 AJ 。照這個做法，

依序將之與集合 A，一l 聯集，形成新的集合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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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七 以排序後的類別序號為橫軸坐標、各類別所對應的距離d 為縱軸坐標繪製的折線圖 (a) 、 (c)

和 (e) ，他)、 (d) 和(f)分別為折線圖 (a) 、 (c) 和 (e) 對應的空間分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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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1,2,..., L ' 並分別計算集合 Aj_1 的標準差。

d -M 巴，
Sj=j z 1j t , j =1,2,...,L' 

其中Mj_1 為 Aj_ 1 的平均，而 Lj_1 為吭，吭，...jrl 兩

兩之間距離的平均。

因為 <dj > 為遞增數列，當某個k 使得 Sk 比 Sk_1 的

值小很多時，表示將dk_1 比吭，吭 ，...， dk- 2 都來得大許

多，才會使 Mk_l~日 Lk_1 都變大，導致冉的值相對地

變小;因此，在 AJ ， A2 ，...， AL 生成的過程中，當某一

個 Sk_11丸， 1 至 k 三 L， /J、於某一門檻值時，即不再生成

Ak+l' Ak+2 ,..., AL 。在這裡系統認為序號小於k 的交

通標誌類別都有可能是輸入交通標誌所屬的正確類

別，在辨識下一張交通標誌影像的特徵向量 ~+I 時，

這些類別出現的機率會相對地比其它類別來得高。

在辨識模組尚未接收到任何輸入的交通標誌影

像的特徵向量時，對於所有類別的交通標誌一視同

仁，因此最初定義「大腦」對於等待辨識的交通標誌

的認知狀態定義為 ZO=k z; 4iT ，其中

Z? = zg =... = z~ = 1 。然後從第一張交通標誌影像輸

入辨識模組開始，辨識模組逐漸收集關於交通標誌的

特徵向量，根據數列 <d>的分布情形與時間 (-1時的

認知狀態 Zl-I 來計算時間 t 時的認知狀態 zt

一lz; =w;z, ' 

|l-4ifi=口 k-l
其中 w; =f dL 

I 0 otherwise 

隨著交通標誌影像一張一張地進入辨識模組，認知向

量 Zl 不斷地被更新。當系統對其中一個交通標誌類

別序號，假設為m' 的認知連續多次都是最有把握，

表示m 即為未知的交通標誌類別序號，也就是說，辨

識模組已完成此交通標誌的類別辨識工作 o

實驗結果

一、實驗的操作與執行

本系統的資料庫中，所有交通標誌的影像大小均

正規化為 50X50 。每一種交通標誌有 4 張:標準的交

通標誌影像、添加雜訊程度為 20%的交通標誌影像、

添加雜訊程度為 30%的交通標誌影像和具模糊效果

的交通標誌影像，如下頁圖八所示之(a)(b)(c)( d)各圖

的第一列紅色交通標誌。針對每一張交通標誌影像，

形成兩張二元化的特徵影像分別標示交通標誌中白

色和黑色部分(如圖八(a)(b)(c)(d)中的第二、三列影

像) ，把這兩張特徵影像視為向量串接起來，即為各

個交通標誌影像的特徵向量。

本實驗所需的 16 組視訊序列由車載型攝影機在

高速公路上拍攝而得，每組各含 20 張連續影像，其

大小為 360X240。在交通標誌偵測模組偵測到影像中

交通標誌的所在位置及大小後，系統將交通標誌的所

在區塊抓出並正規化成一張 50X50 的交通標誌影

像 o 以前面所說的特徵影像擷取方式，針對每一張新

的交通標誌影像，形成它們的特徵向量，供下一階段

的辨識用。

二、實驗結果探討

當人類對於眼前物體所屬的類別有某種程度的

自信時，他才會肯定該物屬於何種類別。例如，一個

人看見前方有一個紅色的、圓圓的東西，基於這兩個

線索，他會猜它可能是一個蘋果、也可能是一個紅色

的球，其它顏色或形狀的物體都不會是猜想的範間，

因此，他只需要尋求進一步的特徵來分辨它究竟是蘋

果還是紅色的球。當他再向前走一步，它發現前方物

體並非一個完全的正圓球體時，他便可以確定它是蘋

果而不是紅色的球了。本實驗的設計基於這個原則，

以漸進式辨識方法來修正系統對輸入的交通標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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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狀態，當系統對於「交通標誌屬於某個類另IJJ 的

認知達到某種程度的「自信」時，系統便會告訴使用

者它「看到」何種交通標誌。

假設時間 t 時系統認為交通標誌所屬類別的以

m 和 n 的可能性為最高和第二高，亦即在系統的認知

狀態中， z;2 和 z; 為 zJ ， 4 ，...， z; 中的最大值和第二大

值。我們定義 zL/z; 為系統對於交通標誌屬於類別

m 的「自信程度J '當「自信程度」大於某個門檻值

時，系統即認定m 為輸入的交通標誌所屬的類別。圖

九為漸進式辨識方法的實驗結果範例，視訊序列 V1 偵
測到的交通標誌較視訊序列 V2 來得小，故需要較多次
的修正系統才能確定交通標誌的類別。表一為本實驗

引用不同門檻值時，辨識交通標誌所屬的正確類別需

要的連續影像張數比較。需要的影像越少表示系統越

快可以決定出交通標誌的正確類別，由表一可看出門

檻值越低可使系統越快做出決定，但有可能因為輸入

的影像張數太少，所能提供的資訊不足而造成辨識錯

誤。

由於本實驗的視訊資料拍攝自戶外之真實影

像，天氣狀況及陽光照射角度嚴重影響交通標誌的色

潭，當光照嚴重不足時，交通標誌顏色偏暗，交通標

誌的特徵影像將受到嚴重影響(如圖十所示 ) ，導致

辨識錯誤。

(a) 、
‘
'
，
/

-nu 
J
S
.、

(c) (d) 

圖八 資料庫中的交通標誌範例: (a) 標準的交通標誌影像， (b) 具模糊效果的交通標誌

影像， (c)雜訊程度 20克的交通標誌影像， (d) 雜訊程度 30克的交通標誌影像:各

圖中的第二列與第三列的二元化影像，其亮點部份分別標示交通標誌中白色與黑色

特徵 O



表 1

門檻值

2.0 
1.5 

漸進式文通標誌辨識系統

引用不同門檻值峙，辨識正確交通標誌類別所需要的連續影像張數比較。×表示辨識錯誤

#1 #2 #3 #4 #5 #6 #7 #8 #9 #10 

9 11 11 8 5 10 2 10 12 5 

5 3 3 3 4 7 ×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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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漸進式交通標誌辨識結果範例。他)、 (c) 分別為兩個不同的視訊序列 V1 和 V2 的前六張連續
影像 ， (b) 、 (d)為交通標誌偵測模組偵測到的交通標誌影像及其兩個特徵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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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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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漸進式交通標誌辨識方法的失敗範例， (a)視訊序列的前六張連續影像， (b) 、 (c) 和 (d)為交通

標誌偵測模組偵測到的交通標誌影像，其兩個特徵影像。

結論和未來工作

本研究根據人類視覺系統在辨識物體時「由上而 依需求提高辨識速度或辨識正確率。

下」與「由下而上」相輔相成的基本原則，提出此一 當交通標誌剛開始出現在影像中時，由於距離，

漸進式形態辨識方法，希望能藉由連續影像所提供的 較遠導致交通標誌形成的影像區塊較小，難以提供充

豐富訊息來提昇系統的辨識率。由實驗結果可知，漸 分的訊息供系統正確地辨識該交通標誌，但它提供的

進式形態辨識方法可彌補因天氣或光照等因素造成 部分訊息卻可用來排除資料庫中不可能的交通標

單張影像提供的物件特徵不足而導致辨識失敗，適當 誌，使得下一張交通標誌影像輸入時，所需比對的

調整系統對交通標誌類別「自信程度」的門檻值，可 template 個數變少。當交通標誌影像越來越大、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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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清楚，資料庫中可能候選的交通標誌越來越少，直

到系統可以確認該交通標誌，才將辨識結果輸出，因

此，在一整個交通標誌的序列中，對每-個交通標

誌'系統只輸出一個正確且肯定的結果。這樣的辨識

方式，因為資料庫中可能的候選交通標誌急邊地減

少，可使比對的次數越來越少、速度越來越快。當交

通標誌足夠大時，系統只需與極少數的交通標誌比

對，即可辨識該交通標誌。而一般的 rea1time traffic 

sign recognition system 在這種狀況下，因為必須與資

料庫中所有交通標誌進行比對，比對的速度會較慢。

拍攝白戶外的影像則因天氣、光照角度等因素導

致顏色褪化，與系統資料庫所存交通標誌影像差距甚

大，若能將輸入系統之交通標誌影像中較具代表性者

存入資料庫中，一段時間後，可使系統內的交通標誌

影像資料庫越來越接近真實交通標誌影像，系統的辨

識率便可藉此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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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ad sign recogni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n 
incremental recognition approach based on the process of p甜ern recognition of the human vision system. When 
features of an object are detected, the human brain will make some reasonable assumptions based on these 
features and previous related experiences, and the vision system will collect more advanced features to verify 
these assumptions at the same time. If all features of the objec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er冶 cognition of 泣，
then he "recognizes" the object. If he finds his assumptions to be incorrect he will make more reasonable ones, 
and will continue to find more features to suppo此 these new assumptions until he recognizes the object. Based on 
such incremental recognition procedures, then, we have developed an incremental road sign recognition system. 
When the system receives the video sequence captured by an on-board camera, the road sign detection module is 
activated and the road sign can be located and roughly classified based on the human mode of successive visual 
focusing; then the task is transferred to the road sign recognition module. However, the features of the road sign 
may be not sufficiently distinct for it to be correctly identified; for instanc巴， the sign may be too far from the car 
Therefore the system makes some assumptions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it can detect and, in the meantime, it 
continues to collect more advanced features to modify its incorrect assumptions until the road sign is recognized.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ystem is reliable and feasible , that is, easily transferable to other 
recognition systems 

Key words: incremental recognition road sign recognition human cognitiv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