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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美學(Aesthetics)的涵蓋範圍甚廣，其定義也相當多元，美學可涵
蓋所有藝術品、畫作、音樂或藝術創作所產生的各種感官的體驗
，此外，它也指涉所有可以引發此類感官反應之物件所具備的元素
，或稱美感元素，包括和諧（harmony）、次序（order）、平衡
(balance)、品味（taste）等，但如何從美學的領域下了解不同藝
術風格卻是一大挑戰。本計畫的主要目標雖然在於研究美感元素與
視覺元素的關聯性，作法則更為審慎，取材的範圍限縮至簡易的藝
術作品，也就是著色比賽。
著色比賽是提供一個具有基本的著色原稿給使用者於圖紙上塗自己
想要的色彩。在這當中，使用者不需考量圖紙上的結構配置，只需
著上顏色即可，然而在塗色的過程中需考量到區塊與區塊相互間顏
色的配置與相依性及整張著色完成後的和諧性，故此為極困難之挑
戰。本研究期盼利用電腦視覺及機器學習之方法找尋美感元素的特
徵，並希望藉此研究能輔助評分者過濾較不符合比賽精神的作品
，以減少評分的時間及疲勞，並也期待能輔助較無長期接觸藝術作
品之使用者了解美學的基本原理。

中文關鍵詞： 美感評估，顏色和諧度，筆觸分析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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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圖像之特徵擷取與美感元素分析初探 

1. 前言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人們對生活品質也越來越重視，對各類產品，除了功能性、舒

適性、及便利性的考量外，是否具備美感已成為物品價格與使用者認同的關鍵因素。然而在我們生活

之中不脫離「美」的定義下，如何了解美?什麼是美?卻已成為大家生活中長期的疑問。 

美學(Aesthetics)的涵蓋範圍甚廣，其定義也相當多元，而美學可涵蓋所有藝術品、畫作、音樂或

藝術創作所產生的各種感官的體驗，亦可泛指是生活中所有形式的物品所產生的愉悅感官體驗。此外，

它也指涉所有可以引發此類感官反應之物件所具備的元素，或稱美感元素，包括和諧（harmony）、次

序（order）、平衡(balance)、品味（taste）等，但如何從美學的領域下了解不同藝術風格卻是一大挑戰。

本計畫的主要目標雖然在於研究美感元素與視覺元素的關聯性，作法則更為審慎，取材的範圍限縮至

簡易的藝術作品，也就是著色比賽。 

著色比賽是提供一個具有基本的著色原稿給使用者於圖紙上塗自己想要的色彩。在這當中，使

用者不需考量圖紙上的結構配置，只需著上顏色即可，然而在塗色的過程中需考量到區塊與區塊相互

間顏色的配置與相依性及整張著色完成後的和諧性，故此為極困難之挑戰。本研究期盼利用電腦視覺

及機器學習之方法找尋美感元素的特徵，並希望藉此研究能輔助評分者過濾較不符合比賽精神的作品，

以減少評分的時間及疲勞，並也期待能輔助較無長期接觸藝術作品之使用者了解美學的基本原理。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理解如何從視覺(visual)的角度擷取與美感相關的特徵，亦即建立視覺特徵與

美感元素間的對應關係，並進一步釐清這些美感元素和一般與特定領域美感體驗間的關聯性。電腦視

覺與影像分析中常見的視覺特徵，如輪廓(contour)、形狀(shape)、色彩(color)、對比(contrast)、材質(texture)

等，一般被視為中低階特徵(low-to-mid level feature)，可以藉由特定計算方式取得，然而如何從這些基

礎的特徵出發，定義較高階的美感元素，則存有不同的觀點與論述，有些學者認為形式(form)美有其

普遍性，因此可以找出共通的美感元素，有些學者則認為美感體驗與個人的情感、經驗有密切的關係，

因此內容(content)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的作法，則是將分析的素材分為兩大類:一般領域(幾何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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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搭配)與特定領域(如繪畫、商品、Logo、廣告及藝術品等)美感元素，藉由前者較單純的結構與內

容，找出可能的形式美共通法則，例如整齊一致、對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韻律、多樣統一

(在變化中求統一)等，並以提供圖像內涵量化分析工具與指標為發展目標，而藉由特定領域的素材(本

計畫中以繪畫為例)，可更進一步找出與該領域美感體驗相關之元素，如顏色(Color)、構圖(Composition)、

意涵與內容(Meaning/Content)、材質與筆觸(Texture/Brushstrokes)、外形(Shape)、觀點(Perspective)、移

動之感覺(Feeling of Motion)、平衡(Balance)、風格(Style)、心情(Mood)、原創性(Originality)及統整性

(Unity)等。 

根據上述緣由，本研究主要的目的為探討電腦視覺領域中於美感元素的特徵值計算方式該如何

分析特定領域(如繪畫、商品、Logo、廣告及藝術品等)存在的美感元素，並希望藉由此分析方法能協

助使用者對於美學能更有深刻的體驗歷程。本研究將使用者分為兩大類:具有學習過藝術知識者(如藝

術系學生、藝術家、畫家等)與對藝術知識無接觸者(如一般民眾、幼稚園學童等)，因前者具有學習過

藝術相關課程及接受過藝術文藝氣息之人才，故本研究希望藉學者的專業知識及文藝氣息了解美學所

具備有的特徵並利用電腦視覺技術找尋出相對應的特徵元素，如顏色、筆觸等，而對藝術知識無接觸

者因對藝術相關無太多之接觸，故本研究將以輔助的方式讓使用者能了解藝術的特性及幫助使用者能

於著色比賽中分類出較有特色的作品。 

本研究報告架構如下:第三段說明過去學者曾經研究過的美學相關研究及特徵的準則。第四段探

討與美學元素相關的分析方法，第五段為本篇所提出針對不同美學元素分析的方法說明、實驗分析與

結果探討，並進一步探討著色比賽與美學指標的關係，第六段則進行總結，並同時對後續研究與方向

提出具體建議。  

3. 相關研究 

現今社會中，任何的事物及建築等皆與藝術有相關，而其所涵蓋之範圍廣泛並與人類的感覺和

生活息息相關。然而在眾多藝術氣息的氛圍中，美學在近幾年來有許多學者著手研究並探討與人類視

覺感官上的相關性，如顏色的組合、著色的深淺、圖畫的架構等。在美學分析中常夾帶著個人直觀與

感觀的特性在做評分及批判，但在這當中卻往往損失美感的真諦，故有許多學者對此部分著墨許多不

同的分析。然而在目前眾多的美學分析中，仍常需藉助問卷或網路選答方式來達到與測試相符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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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當中就存在著測試者的情感判斷而非較公正之結果。故本研究以電腦視覺之方法輔助使用者利用

美感元素進行美學之判別，並以客觀而非直觀的角度輔助使用者了解美學的真諦。 

在美學藝術的領域中，其涵蓋了許多不同呈現的方式及比賽，如著色比賽、素描、雕刻等。在

眾多的藝術鑑賞中，每種不同的美學作品皆有不同的藝術角度來構成及定義，如著色比賽是以顏色的

分布及色彩分配為主；素描作品以整體構圖及筆觸的濃淡為主；雕刻則是以立體感為主等。有鑑於此，

本研究優先以 基本的美感元素:顏色，作為初階的分析及探討，本研究以美學(Aesthretic)為基準並對

顏色上的組合架構、色彩深淺(筆觸)的感官、整體著色架構等做分析及探討，並一一對美感元素做突

破性之分析。 

顏色在人類的美感知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同的色彩配置可以引發不同的情緒感受，因此在

電腦視覺與多媒體系統中關於色彩的研究有甚多文獻，其中與本研究計畫 密切相關的論文是由

Cohen-or 等學者於 2006 年所提出色彩和諧化法則，利用先前色彩心理學歸納的和諧色調分布模型(如

圖一)，自動調整圖像中的色彩搭配方式。本研究在色彩方面的分析，將以此為出發點，但亦將探討使

用其他顏色空間(如 CIElab)評估色彩和諧度的可行性。 

 

圖一 符合和諧色分布的模型 

與繪畫美學相關的量化研究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Li 與 Chen 學者使用印象派畫作為例，由受

測者針對整體美感、顏色、構圖與材質美感分別給予評分，並透過機器學習方法，試圖尋找低階視覺

特徵與美感體驗的關聯性，在研究概念與架構上與本計畫有若干謀合之處，然而由於素材與分類器的

選用有若干問題，該研究的實驗結果明顯欠缺說服力。此外，Redies 等學者則提出了基於 PH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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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ramid 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s)計算之自我相似度、複雜度、等向性等指標，並採用多類型

的資料庫來驗證其效度[3]。 

中國的書法藝術也曾經是被研究的對象，Xu 等學者利用單一筆畫的筆觸、筆畫間的位置鋪排，

以及整體文字的一致性，作為審視與評斷書法作品優劣的依據，透過專家的評比(只分為三個等級:優、

普通與劣)，作為機器學習的輸入樣本，試圖訓練一個可以鑑賞書法的分類器。而由此例可以看出，賞

析藝術作品的依據，實與該作品的類型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本研究會採取各個擊破的態

度，針對某類輸入樣本，萃取與其 有關聯的美感元素，避免一開始就把所有可能影響美感判斷的因

子納入，以求更明確有效之對應關係。 

由於數位相機的普及化，也有若干研究針對攝影主題，提出美感評估的方式，例如 Yeh 等使用

構圖中的九宮格分割(rule of thirds)、簡單性(simplicity)、色彩中的對比(contrast)、和諧度(harmony)、

清晰度(clarity)等特徵，作為判斷相片優劣的依據，而使用者也可以加入自己特別注重的美感元素，將

排序的系統做客製化設計。 

在網頁設計的美感評估研究方面，Mirdehghani 使用低階視覺特徵(包含色彩與套用 Gabor 濾波器

的結果)，分析網頁的優劣，Thielsch 的作法，則比較傾向採用中階(mid-level)的特徵，如 Simplicity, 

Diversity, Colorfulness, Craftsmanship 等角度來評估，但是有關這些美感元素的計算方式則付諸闕如，

還是回到受測者主觀評斷的老方式。 

計算美學(computational aesthetics)這個名詞出現在 2005 前後，根據 Hoenig 的定義，計算美學旨

在發展出能與人類做出同樣美感判斷的運算法則 :“Computational Aesthetics is the research of 

computational methods that can make applicable aesthetic decisions in a similar fashion as humans can.”文

中也指出，雖然原始定義所涵蓋的範圍甚廣，但實際多應用於 evolutionary art、電腦圖學、資訊視覺

化呈現等領域，在開發出可參數化的圖像生成系統時，通常會有對應的指標，反應這個電腦合成的作

品(computer-generated art)在各個美感向度的表現。 

藉由上述的文獻蒐集與整理，我們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與視覺圖像美感元素相關的議題，包含了

中低階視覺特徵的定義、美感元素與視覺特徵的關聯性、通用型美感元素的定義、不同應用領域對於

美感經驗的形塑等，藉由對於過去相關研究脈絡的爬梳，確立了我們對此議題的掌握程度與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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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討論過程我們可以理解到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主題牽涉範圍甚廣，挑戰性也不低，為了避免在研究

的過程中過早陷入某項難題，導致影響進程，我們將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分階段進行研究課題。因

此本研究從顏色為基準並對其組合之架構、深淺(筆觸)的感官、整體著色架構等做分析及探討，並一

一對美感元素做突破性之分析。 

4. 研究方法 

美學的元素包含顏色(Color)、筆觸(Brush)、平衡(Balance)、複雜度(Complexity)等，而每個美感

元素於美學中所代表的意義皆不同，故本研究將一一擊破並分析每個美感元素所代表的特性及其於美

學中所佔有之角色。 

Color harmonization 

Cohen-Or 等學者於 2006 年提出對影像作色彩飽和之分析。Color harmonization 方法是將 RGB 色

彩模型利用圓柱座標表示法將其對應至 HSV 表示，並得到影像在色相(Hue)、飽和度(Saturation)及明

度(Value)。在 HSV 的資訊中，其特性為將每個像素分配至 Colour wheel 並利用圓餅圖之方式表示其特

徵而得到 Hue wheel，如圖二所示。 

  

圖二 利用 HSV 所得之 Hue wheel[1] 

Cohen-or 等學者提出自動調整圖像中的色彩搭配方法。此色彩和諧化法則是利用先前色彩心理

學歸納的和諧色調分布模型為基準並以此自動調整圖像中的色彩分配，其目的為達到 佳色彩和諧度。

Color harmonization 的方法是將顏色以色環(Color wheel)表示，並在 Color wheel 上定義了八種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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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色環(Harmonic template)，如圖一所示。作者為了能自動化調整和諧度以符合八種類型的和諧色環

而定義了一個能夠將影像在 HSV 的色彩模型上，考慮 Hue 的維度以及 Color histogram 上的相互間距

離的關係，以達到合併至 Harmonic templates 的方法。作者應用此方法至視覺設計的配色上，可將原

本的影像作和諧化處理並指定部分區域和諧化已達到符合的和諧色環。作者在相互距離關係的計算中

考慮了 Hue 及 Saturation 的維度，並將影像在八種類型的和諧色環中利用公式(1)計算出分數(Fit Score)

並選擇其 小的分數即為 符合的和諧色環，即計算的分數越低則代表此張影像越接近 Harmonic 

templates 中的一個型態(Type)。𝐹(𝑋, (𝑚, 𝛼))為影像 X 利用 Hue 及 Saturation 的維度資訊計算到八個類

型的和諧色環(𝑚, 𝛼)中 符合型態，𝐻代表 Hue 影像，𝑆代表 Saturation 影像。 

               𝐹 𝑋, 𝑚, 𝛼 = | 𝐻 𝑝 − 𝐸/0 1 (𝑝) |2∈4 ∙ 𝑆(𝑝)             (1) 

Color harmonization 方法利用公式(1)計算出分數並選擇出 符合的和諧色環。在此當中，考量到

色相及飽和度相互間之關係並找尋出 佳符合的和諧色環。此方法應用於網頁配色、衣服配色、室內

設計配色等都有不錯之效果，如圖三。但在美學藝術中，卻忽略顏色上的配置，如著色比賽中，白色

即可代表無著。故在本研究中，我們不只考量顏色上的和諧度分配也需考量到顏色筆觸上的影響力。 

 

圖三 影像以不同的和諧色環呈現之結果 

Image moment 

於電腦視覺領域中，Image moment 是指影像中像素值對特定軸所產生的矩(Moment)。Shiraishi

等學者於 2000年利用 Image moment的特徵將影像轉為具有筆觸感的藝術影像，作者同時也利用Stroke 

filter 的方法設定而得到不同的筆觸影像。Gooch 等學者於 2002 年將影像分割並利用 Image moment 特

徵將影像變成具有筆觸感之影像，在這當中，作者為了筆觸有成次感故利用 B-spline curve 將像素點做

分類及合併，讓影像具有深淺度的筆觸影像。Haeberli 於 1990 年也利用 Image moment 的特徵產生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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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的影像，作者也利用梯度方向(Gradient direction)產生具有深淺筆觸的影像結果。有鑑於上述，學者

們利用 Image moment 的特性將影像轉變為具有筆觸感的結果，故本研究利用反向思考的概念，希望

在著色比賽的作品中計算其 Image moment 值並分析出筆觸的特性。 

本研究利用幾何矩(Raw moments)計算物體形狀之特徵對於灰階影像 ),( yxf ， )( qp + 階矩定義為 

                               ∑∑ ⋅⋅=
x y

qp
pq yxfyxm ),(                                (2) 

其中， !,2,1,0, =qp 。利用公式(2)計算出幾何矩後，我們將計算其中心矩 (Central moment)，定義為 

                                ∑∑ −−=
x y

qp
pq yxfyyxx ),()()(µ                         (3) 

在公式(3)中，
00

10

m
mx = ，

00

01

m
m

y = 。由公式(3)之計算得再導出二階矩和三階矩並延伸出一組七個不變矩 

(invariant moment)。其公式如下: 

02201 ηηφ +=                                                      (4) 

2
11

2
02202 4)( ηηηφ +−=                                              (5) 

                2
0321

2
12303 )3()3( ηηηηφ −+−=                                       (6) 

                2
0321

2
12304 )()( ηηηηφ +++=                                         (7) 

                     ++−++−= ])(3))[()(3( 2
0321

2
1230123012305 ηηηηηηηηφ   

                        ])()(3)[)(3( 2
0321

2
123003210321 ηηηηηηηη +−++−                     (8) 

                ))((4])())[(( 0321123011
2

0321
2

123002206 ηηηηηηηηηηηφ ++++−+−=         (9) 

                ++−++−= ])(3))[()(3( 2
0321

2
1230123003217 ηηηηηηηη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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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2
0321

2
123003211203 ηηηηηηηη +−++−                    (10) 

而正規化中心矩 (normalized central moment)定義如下: 

r
pq

pq
00µ

µ
η =                                        (11) 

其中， ∑∑=
x y

yxf ),(00µ ， !,3,2,1]2/)[( =+++= qpqpr 。在公式(4)~(10)中，此七個不變矩(invariant 

moment)皆不受到平移、旋轉和比例變化之影響。故本研究將以 Image moment 中的七個不變矩作為筆

觸的特徵並於第五段分析其結果。 

藉由上述的文獻探討，我們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與美學相關的美感元素，包含顏色(Color)和材質

與筆觸(Texture/Brushstrokes)的分析及探討。在美學作品中，因涵蓋的領域及範圍廣大且美感元素相互

間具有獨立性，若我們要一次性突破則無法理解並探討其意涵及內容。故我們將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

分階段進行研究課題，並一一對美感元素做分析。 

5. 實驗結果 

美學藝術相關作品眾多，而每個美術領域作品所注重的美感元素皆不相同，故本研究將以 基

礎的美感元素下手，並再一一延伸探討其他元素。在過去相關研究之測試樣本中，主要以寫實派與印

象派之知名畫作為大宗，然而此類名畫均屬於"正面(美)"之範例，而缺乏"負面(醜)"的例子，因此在機

器學習之適用性上存在著盲點。此外，一般繪畫作品之中包含的美感元素眾多，受測者難以細究個別

因素的影響程度，而是有著通盤或全面的印象分數，為了瞭解個別美感元素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將

蒐集著色比賽的參賽與入選作品，並分批進行實驗測試，如圖四。著色比賽作品的特點是內容相同，

但色彩多變，因此受測者可專注在用色的協調度、明亮度等元素。因著色比賽具有著色的原稿，而不

需考量到構圖(Composition)的元素，故本研究將以此分析美學中 基本也 具有代表性的元素: 顏色

(Color)。 



10	
	

    

    

圖四 著色比賽作品 

在顏色元素分析中，本研究與「東京都保全」合作並取得在 2014 年中秋節著色比賽之樣本。「東

京都保全」於此次比賽中將著色比賽樣本分為三組，分別為幼童組(5 歲以下)、國小 A 組(5~8 歲)及國

小 B 組(9~12 歲)。由於國小 B 組的小朋友因年齡心智較為穩定且對顏色的敏感度相較於幼童組和國小

A 組有優越性組合感，故本研究優先以國小 B 組的樣本作為分析之依據，其影像樣本張數共 277 張。

其國小 B 組的作品如圖五所示。 

   

圖五 國小 B 組的著色作品 

「東京都保全」之中秋節著色比賽樣本流程主要為提供著色原稿給參賽者，並在一定時間內寄

回且由人員評分。評分方式為東京都保全內部人員及外聘人員以投票方式排序出前 28 名，如圖六所

示。本研究希望藉由電腦視覺與機器學習之方法能幫助評分者優先過濾較不符合著色比賽的作品，以

減少人工評分的時間浪費及人員疲勞。當然，本研究也希望能輔助較無長期接觸藝術作品之使用者了

解美學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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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2014 中秋節著色比賽得獎名單 

5.1 利用顏色的和諧度做分類 

本研究在顏色的元素分析中，利用 Earth Mover’s Distance (EMD)來計算每張原始影像的七個和諧

色環影像，並將七個和諧色環影像分別對原始影像做 Chi-Square 距離並取其 小值作為分類之依據。

本研究的色彩元素和諧度分析流程如圖七。在圖七中，本研究將對每張色彩影像進行 Color 

harmonization 計算並依據圖一之 Harmony templates 得到七個 Hue wheel 的影像，並利用公式(1)分別計

算七個 Hue wheel 影像的分數(Fit Score)並取 小的前三個分別對原始影像做 EMD 之計算，再將其三

個 EMD 值平均後分析其結果是否與評估者有相似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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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顏色元素分析在美學品質評估的流程圖 

於「東京都保全」中秋節著色比賽中，每組作品分別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出前 28 名，故在國小

B 組的著色作品中我們已知前 28 名的作品。我們將以本研究之色彩元素分析方法判斷是否與評估結果

有相似之趨勢。在表一中，本研究結果若只看國小 B 組全樣本的前 50%作品則將可將評選結果選取出

得名的 21 張，並可使評估者不需看完 277 張作品，可讓評估者看約 139 張作品即可選出 28 名中的 21

個作品，於此本研究結果是有助於減少評估者多看作品之結果並可大致利用顏色元素歸類出較好與教

壞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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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比較評估結果與本研究方法之結果 

 選取前277×n% 與前 28 名相同之結果張數 

選取前 10% 27.7(約 28 張) 8 

選取前 20% 55.4(約 56 張) 13 

選取前 30% 83.1(約 84 張) 16 

選取前 40% 110.8(約 111 張) 17 

選取前 50% 138.5(約 139 張) 21 

選取前 60% 166.2(約 167 張) 23 

選取前 70% 193.9(約 194 張) 26 

選取前 80% 221.6(約 222 張) 28 

選取前 90% 249.3(約 250 張) 28 

選取前 100% 277(約 277 張) 28 

5.2 利用筆觸元素做分類 

然而，單純只以顏色和諧度來分類著色比賽作品是不足的。由圖五我們發現著色比賽的作品中，

顏色上的深淺，即筆觸(Brush)占極大的重要性，故在筆觸的分析中，本研究參考了 Hu’s moment 作為

筆觸分析之評判特徵。由文獻參考可知，Shiraishi 等作者利用 Moment 計算出每個像素的中心值座標

及偏轉角度等資訊，並將一張彩色影像利用 Moment 的特徵轉為筆觸影像；Gooch 等作者利用 Moment

對彩色影像做特徵計算並將彩色影像做深度分析及利用B-Spline curve與Moment所提取的特徵對每個

像素做不同程度之筆觸顏色成果；Haeberli 等作者則是將影像利用 Grandent direction 與 Moment 之特

徵製作出不同效果之筆觸影像。有鑑於上述研究的分析及評估，本研究將利用 Moment 對著色比賽做

筆觸之分析。 

在處理筆觸元素分析前，本研究想先了解一些簡單的機制演算法中是否可幫助評分者有效先刪

除一些非達到著色比賽精神之作品，如此可減少評分者評分作品之效率。本研究利用連通區域法

(Connected Component Analysis-Labeling)找出著色比賽的樣本模板(Templete)共有 408 個區域須被填滿，

如圖八所示，並分別計算每個區域所佔領之面積，如圖九。並發現前三個 大區域的面積總合約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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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的 61.70%。故本研究將取前三大區域作為分析之依據。 

  

(a) 原始模板 (b)連通區域結果 

圖八 原始模板經連通區域法後共有 408 個區域(影像大小為 2177*1969 pixels) 

 

圖九 每個區域占總面積之百分率 

如圖九中，因第一 大的區域約佔全影像面積的 42.66%，故本研究將其取出並利用平均值與標

準差做分析，希望能將較無達到著色比賽精神之作品分類出。在著色比賽中，顏色為極重要之因素，

故留大量白色區域越多的作品則代表無達到著色比賽之精神。從圖十中我們發現，當白色區域越多者

者(即無著色之作品者)其平均值及標準差越小，顏色越豐富且填滿者則平均值越大、標準差越小，而

顏色無填滿但增加許多其他自己增加圖畫者則平均值越小、標準差越大。由此可知，在顏色越淺則平

均值越小，顏色越多則標準差越大。本研究利用此兩個特徵值可優先替評分者分類出無達到著色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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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之作品，以減少人工評分時間的浪費及人員的疲勞。 

 

圖十 第一 大區域利用平均值與標準差分析圖(橫向為平均值；縱向為標準差) 

經由上述，平均值及標準差具有簡單分類出有無達到著色比賽精神之作品，故此兩個特徵值對

筆觸有基本之敏銳度。在討論 Image Moment 對筆觸之敏銳度前，我們需先利用簡單的圖形判斷筆觸

的效果，如圖十一。筆觸的元素是由濃淡程度不同的色彩元素所構成。於筆觸中，畫的過淡則趨向於

白色；過深則會使圖形達到飽和，而在濃的筆觸中又因手的力道不同有更多不同的結果。故本研究利

用七個不變矩(Moment)來表示並分析筆觸的特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圖十一 自行創造之濃淡不同筆觸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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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先將 12 張筆觸圖形轉換成灰階，如圖十二。在灰階圖形中，筆觸較淡的圖形會較偏於白

色，而較深的則會因力道不同而變化出不同之結果。表二為利用 Hu’s moment 計算每個特徵並將每個

特徵做由大到小之排序，我們希望此 12 張圖形分為三群，分別為{1、6、7、11}、{3、5、8、12}及{2、

4、9、10}。我們在表二中發現，Hu1 和 Hu2 的特徵可將此三群分類出來，故本研究在筆觸元素中將

以平均值、標準差、Hu1 及 Hu2 作為分析筆觸特徵的依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圖十二 圖十一轉成灰階圖形 

表二 計算 Hu’s moment 之結果 

Graylevel

Hu1 Hu2 Hu3 Hu4 Hu5 Hu6 Hu7

第1張 0.00080648433148375 0.00000000000409291 0.00000011467633105 0.00000003695774213 -0.00000000000000159 0.00000000000006699 -0.00000000000000126

第2張 0.00069346611617453 0.00000000001062805 0.00000135391066494 0.00000001454207453 -0.00000000000000202 0.00000000000004296 -0.00000000000000049

第3張 0.00067372087331162 0.00000000000161608 0.00000007975752110 0.00000009895475254 -0.00000000000000754 0.00000000000012112 -0.00000000000000430

第4張 0.00076173042936127 0.00000000008069313 0.00000035542993759 0.00000039368592249 -0.00000000000014076 -0.00000000000260604 -0.00000000000012070

第5張 0.00068969191780411 0.00000000000283952 0.00000001007683035 0.00000001737568529 0.00000000000000014 -0.00000000000001953 0.00000000000000012

第9張 0.00088683810277685 0.00000000024849955 0.00000115523115651 0.00000053696010508 -0.00000000000042257 -0.00000000000506046 0.00000000000008089

第6張 0.00087245159293296 0.00000000004427415 0.00000117781953295 0.00000011794799655 0.00000000000002567 -0.00000000000062530 0.00000000000004619

第7張 0.00067290842049846 0.00000000000321665 0.00000017039029165 0.00000004307877437 0.00000000000000099 0.00000000000007582 -0.00000000000000343

第8張 0.00071133893121733 0.00000000000056456 0.00000029690544345 0.00000009719795907 0.00000000000000626 -0.00000000000007268 0.00000000000000353

第10張 0.00073226693794225 0.00000000002251906 0.00000039907424878 0.00000009488403074 -0.00000000000000119 0.00000000000011653 -0.00000000000000298

第11張 0.00087798805844635 0.00000000001153672 0.00000108200902621 0.00000085730523707 0.00000000000057376 -0.00000000000193359 0.00000000000017682

第12張 0.00068810413819576 0.00000000000445304 0.00000001302577153 0.00000014366803368 -0.00000000000000232 0.00000000000024714 -0.00000000000000228

Hu1 Hu2 Hu3 Hu4 Hu5 Hu6 Hu7

第9張 0.000887 第9張 2.485E-10 第2張 1.3539E-06 第11張 8.57305E-07 第11張 5.73762E-13 第12張 2.4714E-13 第11張 1.7682E-13

第11張 0.000878 第4張 8.0693E-11 第6張 1.1778E-06 第9張 5.3696E-07 第6張 2.56668E-14 第3張 1.2112E-13 第9張 8.089E-14

第6張 0.000872 第6張 4.4274E-11 第9張 1.1552E-06 第4張 3.93686E-07 第8張 6.26481E-15 第10張 1.1653E-13 第6張 4.6188E-14

第1張 0.000806 第10張 2.2519E-11 第11張 1.082E-06 第12張 1.43668E-07 第7張 9.8887E-16 第7張 7.5819E-14 第8張 3.5268E-15

第4張 0.000762 第11張 1.1537E-11 第10張 3.9907E-07 第6張 1.17948E-07 第5張 1.3672E-16 第1張 6.699E-14 第5張 1.2199E-16

第10張 0.000732 第2張 1.0628E-11 第4張 3.5543E-07 第3張 9.89548E-08 第10張 -1.1888E-15 第2張 4.2963E-14 第2張 -4.872E-16

第8張 0.000711 第12張 4.453E-12 第8張 2.9691E-07 第8張 9.7198E-08 第1張 -1.5936E-15 第5張 -1.953E-14 第1張 -1.264E-15

第2張 0.000693 第1張 4.0929E-12 第7張 1.7039E-07 第10張 9.4884E-08 第2張 -2.0201E-15 第8張 -7.268E-14 第12張 -2.282E-15

第5張 0.00069 第7張 3.2166E-12 第1張 1.1468E-07 第7張 4.30788E-08 第12張 -2.3208E-15 第6張 -6.253E-13 第10張 -2.982E-15

第12張 0.000688 第5張 2.8395E-12 第3張 7.9758E-08 第1張 3.69577E-08 第3張 -7.5354E-15 第11張 -1.934E-12 第7張 -3.425E-15

第3張 0.000674 第3張 1.6161E-12 第12張 1.3026E-08 第5張 1.73757E-08 第4張 -1.4076E-13 第4張 -2.606E-12 第3張 -4.298E-15

第7張 0.000673 第8張 5.6456E-13 第5張 1.0077E-08 第2張 1.45421E-08 第9張 -4.2257E-13 第9張 -5.06E-12 第4張 -1.207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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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東京都保全」中秋節著色比賽之國小 B 組作為分析樣本。在測試樣本中，我們利

用連通區域法則對著色比賽的樣本模板找尋出 403 個需著色區域並計算其每個區域占總區域面積的比

例。在此分析過程中，前 3大區域即已占總面積的 61.70%(區域 1面積約 0.4266%；區域 2面積約 0.1360%；

區域 3 面積約 0.0543%)，故本研究將取出每張著色作品影像的前大區域做分析，如圖十三。 

	 	 	

(a) (b) (c) 

	

(d) 

圖十三 (a)~(c)為 大的前 3 個區域；(d)為 403 個區域面積累積統計 

國小 B 組的作品共有 277 張，而「東京都保全」的評審委員從中挑選出前 28 名。本研究將此 28

張做為較好之樣本，在從 277 張中選擇 58 張 為較不符合著色比賽精神的作品。在 28 張較好樣本及

58 張較不符合著色比賽精神的作品中，我們為了測試此四個筆觸特徵是否具有顯著之特性，故我們將

分為兩個集合，其一為 14 張較好樣本+44 張較不符合著色比賽精神的作品為訓練樣本共 58 張；另一

為 14 張較好樣本+14 張較不符合著色比賽精神的作品為測試樣本共 28 張。本研究希望測試樣本中的

14 張較好樣本能完全被分對為較好那群。圖十四、十五分別為訓練樣本及測試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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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58 張訓練樣本 

          

          

        
  

圖十五 28 張測試樣本 

經由連通區域法則找尋出的前 3 大區域雖比整張之複雜度略為簡單，但顏色的濃淡會影響筆觸

結果，故本研究將利用 Meanshift 方法再各別細分割每張樣本的前 3 大區域以考慮每個區域筆觸間的

相互依賴性。在考量 3 大區域的分割數量中，本研究希望分割數量的選擇與每個區域占總區域面積的

比例有關，故將前 3 大區域再各別做 Meanshift 方法則後乘上在總區域面積所占的比例後即為再細分

之區域。舉例來說，圖十六為一張著色比賽之作品，取出第一大區域後，其進行 Meanshift 後得到 760

個區域，而第一大區域占總區域面積的比例約為 42.66%，故我們將再細分割第一大區域數得 324 個(即

324×0.4266 ≅ 324)。以此類推，則每張作品再細分割數皆不同，故每張影像作品的維度皆均不相同。 

                

圖十六 再細分區域之流程 

取出區域一 Meanshift 
得到 760 區域 得 324 區域 

X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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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為 58 張 Train 及 28 張 Test 各別再細分之區域數。由表中可知，每張影像再分割的區域皆不

同，故會增加大量的空間複雜度(Space complexity)，為了減低此問題之發生，當分割數大於 100 時，

則我們之考慮到前 100 個區域。 

表三 58 張 Train 及 28 張 Test 各別再細分之區域數 

 X(0.426608) X(0.136027) X(0.054398)  第 44 張 24 8 7 
Train 區域一分割數 區域二分割數 區域三分割數  第 45 張 31 8 5 
第 1 張 324 21 1  第 46 張 31 8 2 
第 2 張 134 21 5  第 47 張 38 3 1 
第 3 張 209 19 4  第 48 張 34 14 5 
第 4 張 110 11 2  第 49 張 24 1 1 
第 5 張 58 6 2  第 50 張 30 20 3 
第 6 張 119 2 1  第 51 張 32 18 3 
第 7 張 223 22 3  第 52 張 31 3 4 
第 8 張 98 24 4  第 53 張 38 11 6 
第 9 張 431 14 7  第 54 張 36 14 6 

第 10 張 223 44 4  第 55 張 32 5 2 
第 11 張 136 25 1  第 56 張 28 6 2 
第 12 張 304 14 6  第 57 張 72 8 2 
第 13 張 66 12 5  第 58 張 44 4 2 
第 14 張 214 5 5      
第 15 張 33 3 1   X(0.426608) X(0.136027) X(0.054398) 
第 16 張 48 33 3  Test 區域一分割數 區域二分割數 區域三分割數 
第 17 張 62 13 3  第 1 張 186 11 2 
第 18 張 69 17 2  第 2 張 72 4 1 
第 19 張 54 12 4  第 3 張 268 21 2 
第 20 張 26 5 4  第 4 張 107 6 5 
第 21 張 35 6 2  第 5 張 443 28 1 
第 22 張 32 3 10  第 6 張 320 7 7 
第 23 張 39 4 2  第 7 張 165 23 1 
第 24 張 37 6 1  第 8 張 90 25 2 
第 25 張 41 6 4  第 9 張 88 4 4 
第 26 張 37 8 2  第 10 張 152 7 2 
第 27 張 51 14 3  第 11 張 181 14 2 
第 28 張 45 7 3  第 12 張 207 15 1 
第 29 張 35 4 1  第 13 張 86 62 7 
第 30 張 67 4 1  第 14 張 191 13 1 
第 31 張 37 33 3  第 15 張 31 3 0 
第 32 張 30 21 3  第 16 張 31 2 1 
第 33 張 29 16 4  第 17 張 49 46 1 
第 34 張 34 3 2  第 18 張 56 6 3 

第 35 張 25 2 1  第 19 張 43 11 3 
第 36 張 27 3 1  第 20 張 26 0 1 
第 37 張 49 7 3  第 21 張 31 8 1 
第 38 張 31 7 0  第 22 張 165 35 1 
第 39 張 37 16 1  第 23 張 37 8 0 
第 40 張 33 5 5  第 24 張 44 4 5 
第 41 張 61 8 8  第 25 張 86 6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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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張 34 3 2  第 26 張 24 2 0 
第 43 張 32 14 1  第 27 張 39 17 2 

     第 28 張 39 9 2 

本研究考量到每個筆觸區域與鄰近區域具有相互影響之關係，故利用 Meanshift 方法選擇出每個

再細分區域後，利用水平及垂直投影擷取出細分的區域，如圖十七。由此方式，不只考量到區塊筆觸

上的均勻度，也考量到區域與區域之間筆觸之相依性。 

 

 

  

(a) 水平、垂直投影結果 

 

(b) 切出(a)的交集區域 

圖十七 利用水平、垂直投影切出再細分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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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方法可知，每張作品影像所得到的總維度數皆不同，如訓練樣本第一張的前三個再分割

數分別為 100、21 及 1，則其維度數分別為 400(100X4=400)、84(21X4=84)及 4(1X4=4)，故在第一張

作品影像可得到之總維度數為 488 個(400+84+4=484)。由上述可知，每張影像所得到的維度皆不相同，

本研究將利用此方法希望測試樣本中的 14 張較好樣本能完全被分對為較好那群，而不會失誤。表四

為本研究利用 SVM 分類，其中以 RBF 的方式做分類方法。表四中，前 14 張為較好且符合著色比賽

精神的作品，由表中我們發現每張作品取前 3 大區域作為筆觸特徵計算樣本，則可將前 14 張較好且

符合著色比賽精神的作品完全分類正確並無失誤。由此可知本研究以平均值、標準差、Hu1 和 Hu2 當

筆觸特徵是具有顯著性的。 

表四 判斷影像是否分類正確(-1 為較好的作品；1 為較不符合之作品) 
原本 區域 1 區域 2 區域 3 區域 1+區域 2 區域 1+區域 3 區域 1+區域 2+區域 3 區域 2+區域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錯誤數: 0 6 14 0 0 0 7 
14 張正確率(%): 100 57.14286 0 100 10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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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電腦視覺及機器學習之方法對著色比賽進行分析，希望能幫助評分者優先過濾較不

符合比賽精神的作品，以減少人工評分的時間浪費及人員疲勞，我們也期待本研究能輔助較無長期接

觸藝術作品之使用者了解美學的領域。在研究中，利用 Color harmonization 及 EMD 方法可幫助評分

人員優先挑出約 50%的作品為不符合著色比賽精神，故可利用顏色和諧度的性質大約分類出較好及較

差之作品。而後，因著色比賽的作品具有筆觸的美感元素，故本研究利用 Image moment 的方法對作

品進行分析，並利用 SVM 方法做分類。在此結果中，我們發現平均值、標準差、Hu1 及 Hu2 對筆觸

元素具有良好表現性。 

關於未來之議題，美感元素眾多，然而一次性突破會使研究過程過早陷入難題，導致影響進程，

故一一突破並了解美感元素的特性是較好之策略。然而在本研究中，Color harmonization 具有良好的

凸顯色彩和諧度特性，而 Image moment 則對筆觸特性有明顯表現性，故如何整合此兩特徵元素是一

大挑戰，且在分類的過程中，先利用色彩元素做分類還是先對筆觸元素做分類也是需考量的問題。而

後，增加其他美感元素的分析也是後續研究要持續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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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matic assessment of aesthetic quality of artworks using 

computer-vision based approach is a challenging task due to 

many possibl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cision process. Color, 

composition, brush style, and shading are among some 

important criteria that have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 In this paper, we restrict our attention to a single feature: 

color by studying the entries of children’s coloring contest. 

Using this type of artwork allows us to simplify the analysis 

since the composition is the same for all submissions. We 

exploit the concept of color harmonization in the aesthetic 

assessment of coloring pages.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generate ranking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formed by human reviewers if only 

coloring scheme is considered. 

 

Keywords aesthetic evaluation; color scheme; children’s 

coloring contest 

 

1. INTRODUCTION 

 

Aesthetic judgement is complex and subjective process. It 

involves many factors that are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content 

of the artwork but also to the cultural o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viewer.  It is a quite difficult topic tha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from diverse fields over 

the years [1]. For example, in [2], Joshi et al begin with a 

background discussion on philosophy, photography, paintings, 

visual arts, and psychology. They define and discuss key 

aspects of the problem on aesthetics and emotion from images 

such as photos and world famous paintings.  

 

In the area of computer vision, we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identifying the global or local visual features tha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aesthetic evaluation of artworks, mostly 

in the form of painting.  However, the problem is still very 

challenging even if we concentrate on the analysis of paintings 

only, as many possible factors are involved and their roles are 

unclear.  If one formulates aesthetic assessment as a pattern 

classification problem, it is tempting to employ the popular 

machine learning scheme to arrive at a quick solution. In other 

words, we can always compute a large of collection of visual 

features from the input image and use a standard supervised 

learning procedure to train the mapping between the input 

vector and the output, as was done in [3]. This type of 

approach, however, suffers from two obvious drawbacks: 1) it 

fails to address the critical feature extraction and selection 

criteria, and 2) it does not resolve the problem of non-balanced 

samples (significantly more positive samples than negative 

ones), which is quite normal in the collection of artworks. 

 

The approach taken in this research is different. Instead of 

employing a ‘black-box’ method that only concerns the 

input-output relationship, we apply the ‘divide-and-conquer’ 

strategy and try to examine a single factor at a time. We are 

aware that many visual features affect the aesthetic judgement 

of an artwork. In order to selectively inspect the property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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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feature, we chose t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using 

different collections of artworks. For example, to study the 

role of color, we will gather and analyze samples from 

children’s coloring contest.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shading, we will collect samples of shade drawings. This will 

simplify the analysis and reduce the interferences from other 

unrelated features.  

 

The aesthetic property we wish to investigate in this research 

is color. The materials utilized are collected from a coloring 

competition sponsored by a local enterprise. The main theme 

is to celebrate the moon festival. In this type of contest, 

judging criteria may include color scheme, overall 

attractiveness of picture, accuracy to actual picture, and 

creativity. Except for the first item, the others are difficult to 

quantify. However, color scheme i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in filtering unappealing entries. Therefore, we 

will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lor scheme and the 

judges’ final decision by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color 

harmonization.  

 

The remainder of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presents the data collection process an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quired samples. Section 3 reviews the core techniques 

used in this research, including color harmonization and earth 

mover’s distance. In Section 4 we conduct analysis using 

samples from the coloring competition. Section 5 concludes 

this paper with a brief conclusion and outlook on future work. 

  

2. DATA COLLECTION 

 

Coloring is a fun and educational activity for kids. Children 

learn to identify and arrange colors on a pre-configured blank 

drawing. Many free coloring pages are available online. 

Coloring contests are held all over the world for promotional 

purposes. Fig. 1 shows the blank coloring page used in our 

study. The picture contains several subjects appearing on the 

surface on the moon to note the celebration of the moon 

festival. Fig. 2 depicts some finished works submitted to the 

contest.  

 

 
 

Figure 1. Blank coloring page  

 

  

  

  

 

Figure 2. Some works submitted to the contest. 

There are three age groups in the contest. Group A is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9-12 years old. Group B is for 

younger students aged 5-8. Group C is for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 All of them use the same blank coloring page. 

Examples of submissions from these age groups are provided 

in Fig. 3. It turns out that entries from Group A, i.e., works by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9-12 of age have more stable 

quality and thus are selected as the dataset for our research. A 

total of 277 items have been collected and analyzed.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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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ubmissions from three different age groups. 

 

3. AESTHETIC EVAULATION OF COLORING PAGES 

 

Color is an essential property to express the preference or 

imagination of the author when filling in the blank area of a 

coloring page. Many possible color coordinates exist. Among 

them is the well-known HSV model. A color wheel is an 

illustrative organization of color hues around a circle. In [4], it 

was experimentally verified that if the hue histogram falls into 

one of the eight categories, as shown in Fig. 4, then the colors 

in this picture are harmonious.  

 
Figure 4. Harmonic templates on the hue wheel.[4] 

 

Based on these hue distribution types, Cohen-Or et al. [5] 

present a method that enhances the harmony among the colors 

of a given photograph or a general image. They find the best 

harmonic scheme for the image colors by modifying the 

original histogram to fit one of the seven distributions. (N-type 

is ignored as we are dealing with color images.) Specifically, 

Cohen-Or et al. use a graph-cut optimization to enforce 

contiguous modification of colors in image space. In the color 

harmonization process, they fit a harmonic 𝑇B  to the hue 

histogram of the original image. Then, they use the harmonic 

templates on the hue wheel and define 𝐸/0(1) as the sector 

border hue of template 𝑇B  with orientation α  which is 

closest to the hue of pixel p. 	(𝑚 ∈ {𝑖, 𝐼, 𝐿, 𝑇, 𝑉, 𝑋, 𝑌}) 

They define the function 𝐹(𝑋, (𝑚, 𝛼)) which measures the 

harmony of image X with respect to the scheme (𝑚, 𝛼). 

 

𝐹 𝑋, 𝑚, 𝛼 = | 𝐻 𝑝 − 𝐸/0 1 (𝑝) |2∈4 ∙ 𝑆(𝑝)   (1) 

 

where H is hue channel and S is saturation channel. The hue 

distance || ∙ || refers to the arc-length distance on the hue 

wheel. In the color harmonization process, Cohen-Or uses 

Brent’s algorithm [6] to calculate the best harmonic scheme of 

an image and to find optimizing the orientation α for each 

template by Eq. 2. For the image X, we can calculate the 

type-N by color harmonization process, where 𝑁 ∈

{𝑖, 𝐼, 𝐿, 𝑇, 𝑉, 𝑋, 𝑌}. 

 
𝑀 𝑋, 𝑇B = (𝑚, 𝛼N)s.t.𝛼N = 𝑎𝑟𝑔min

1
𝐹(𝑋, (𝑚, 𝛼)) (2) 

 

where the value of angle 𝛼 ∈ [0,2𝜋). Fig. 5 lists the results of 

transforming the original input to seven harmonious color 

schemes, respectively. 

 

 

 

 

 (a) Original image  

   
(b) Type-i for (a) (c) Type-I for (a) (d) Type-L for (a) 

   
(e) Type-T for (a) (f) Type-V for (a) (g) Type-X for (a) 

 

  

(h) Type-Y for (a)   

Figure 5. Color harmonization process applied to the original 

image 

 

The idea for applying color harmonization measure to 

aesthetic assessment is simple. We will first obtain the hue 

histogram of an entry, and try to calculate how close it is to 

one of the seven ideal distributions. If the distance is large, 

then the colors in this picture are not harmonious, indicating a 

low-quality image. Here the choice of the distance measure is 

critical. Since the hue wheel is continuous, it makes more 

sense to employ earth mover’s distance (EMD) to compu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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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imilarity between two hue histograms than the often 

adopted chi-square distance.  

 

Rubner et al. defined the (EMD) and applied it to image search 

in [7]. The EMD is a new distance between two distributions 

which reflects the minimal amount of transforming one 

distribution into the other by moving “distribution mass” 

around. The EMD is based on a solution to the old 

transportation problem [8]. Let ℒ be a set of suppliers, ℓ be 

a set of consumers, and 𝑐YZ be the cost to ship a unit of supply 

from i ∈ ℒ	to	j ∈ ℓ . Fig. 5 shows an example with three 

suppliers and two consumers. The minimize of overall cost 𝑓YZ 

 

𝑐YZ𝑓YZZ∈ℓY∈ℒ                 (3)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straints: 

 

𝑓YZ ≥ 0						i ∈ ℒ, j ∈ ℓ             (4) 

𝑓YZ`∈ℒ = 𝑦Z						j ∈ ℓ             (5) 

𝑓YZb∈ℓ ≤ 𝑥Y						i ∈ ℒ             (6) 

 

where 𝑥Y is the total supply of supplier i and 𝑦Y is the total 

capacity of consumer j. The earth mover’s distance is defined 

as: 

 

𝐸𝑀𝐷 𝑥, 𝑦 =
fghighj∈ℓk∈ℒ

ighj∈ℓk∈ℒ
=

fghighj∈ℓk∈ℒ

lgj∈ℓ
      (7) 

 

 
Figure 5. An example of a transportation problem with three 

suppliers and two consumers.[8] 

 

Fig. 6 presents the flow chart for computing the 

harmonious-color-based aesthetic measure. After transforming 

the original image into seven harmonious types, we calculate 

the EMD of each transformed image to the original one. We 

then average EMD of the top-3 matches and use the result as 

an indicator of the aesthetic quality of the input.   

Color harmonization process

Type i 
image

Type V 
image

Type L 
image

Type I
 image

Type T 
image

Type Y 
image

Type X 
image

Original 
image

Find the three minimum score of type 

EMD between original image 
and the first minimum type

EMD between original image 
and the second smallest type

EMD between original image 
and the third smallest type

Average

Judge whether 
correspond the result

Compare the 
reviewer result 
ranking with 

average

 

Figure 6. Flow chart to evaluate the aesthetic quality of a 

coloring page 

4.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As stated in Section 2, we chose to conduct the analysis with 

277 submissions from Group A. Among these 277 

submissions, 28 were selected by the reviewing committee, as 

shown in Table 1. Some winning entries are displayed in Fig. 

7. 

 

Table 1. Top 28 entries selected by the reviewing committee 

Rank Vote Rank Vote Rank Vote Rank Vote 

1st 25 8th 12 15th 7 22nd 5 

2nd 22 9th 10 16th 7 23rd 5 

3rd 15 10th 10 17th 7 24th 4 

4th 14 11th 10 18th 6 25th 4 

5th 14 12th 9 19th 5 26th 3 

6th 13 13th 8 20th 5 27th 2 

7th 13 14th 8 21st 5 28th 2 

 

 

   

(a) (b) (c) 

Figure 7. Winning entries in Grou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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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xperiment, we wish to explore the degree of color 

harmony with regard to the ranking of the entry.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steps are carried out:  

 

Step 1: Find the three minimum score’s type image from 

original image.  

Step 2: Calculate the EMD between the original image and 

those images obtained in Step 1. 

Step 3: Average the EMD values of the three minimum score’s 

type image. 

Step 4: Compare reviewers’ ranking with the average score. 

 

Table 2 summarizes the percentile of the computed score and 

the number of entries appearing in top 28 of the contest.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degree of color harmony is indeed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reviewer’s opinions. For example, we 

consider top 10% of the EMD, 8 pictures out of the top 28 

(about 29%) fall in this range. If we consider top 20%, we 

have 13 winning entries (about 46%) in this group. If we set 

the cut-off value at 50%, 21 entries are included in this group, 

meaning that the reviewers can inspect only half of the entries 

and still get quite accurate results.  

 

5.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to employ color harmonization 

measure to assess the aesthetic quality of a coloring artwork. 

Experimental results verify that this measure can be used to 

filter unappealing entries effectively. However, more features 

are still required to produce better ranking results. We will 

investigate more visual features, including color layout, 

dominant colors, and local uniformity of color, to develop a 

more powerful tools to assist automatic evaluation of aesthetic 

quality of artworks.     

 

Table 2. Comparing reviewers’ result with our method 

 

 
Previous 

277×n% 

# of entries 

in top 28  

Previous 10% 27.7 8 

Previous 20% 55.4 13 

Previous 30% 83.1 16 

Previous 40% 110.8 17 

Previous 50% 138.5 21 

Previous 60% 166.2 23 

Previous 70% 193.9 26 

Previous 80% 221.6 28 

Previous 90% 249.3 28 

Previous 100% 27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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