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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将有效扩展应用程序的功能性。

OCR组件的出色性能是提高客户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档提供关于影响常规OCR性能因素的信息，以及在软件开发套件ABBYY FineReader Engine中对其进
行优化的可能性。通过利用ABBYY FineReader Engine先进的功能和选项，可以进一步提升OCR的高性
能，从而获得最佳的用户体验。在评测OCR性能时，要考虑两个主要参数：

识别精准度

处理速度

哪些因素会影响OCR精准度和处理速度？

系统资源
处理设置

OCR精准度
和处理速度

图像类型
和图像来源

在ABBYY FineReader Engine中使用正确的参数，可以显著提高识别速度和识别精准度。

图像质量

文件语言 应用程序
架构



图像类型和图像质量

如何获得高质量的图像？

图像有各种不同的来源。由数字化方式创建的
PDF、计算机和平板电脑设备的屏幕截图，通过
扫描仪、传真服务器、数码相机或智能手机创建
的图像文件—各种图像来源使不同的图像类型
具有不同的质量。例如，使用错误的扫描仪设置
可能会在图像上产生“噪点”、随机的黑点或斑
点、模糊不均匀的字母、歪斜的线条和偏移的表
格边框。对于OCR而言，这是“低质量图像”。 

处理低质量图像对计算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增加
了整体处理时间，还会使识别结果变差。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FineReader Engine的开发人员帮助手册：

字体大小

如果打印文档使用的字体非常小，应该使用
较高的分辨率进行扫描。

使用以下分辨率进行扫描 ：

• 使用300 dpi扫描典型文本（以10 pt或更
大的字体打印）

•  使用400-600 dpi扫描文本（字体大小为
9 pt或更小）

打印质量

质量较差的文档（例如旧报纸或书籍）应在灰度模
式下进行扫描。此模式会保留扫描文本中有关字母
的更多信息。

合适的光线

• 确保光线均匀分布于页面，且没有暗区或
阴影。

• 如有可能，请使用三脚架。将镜头位置调
整到与文件页面平行，并将镜头对准文本
中心区域。

• 关闭闪光灯以避免页面上出现光晕和阴影。

• 如果相机具有“白平衡”选项，请使用一
张白纸对白平衡进行校准。否则，请选择
最适合当前光线条件的白平衡模式。

如果光线不足……

选择更大的光圈值 

• 选择更大的感光度ISO值 

• 如相机不能自动对焦，则使用手动对焦

文件扫描技巧 拍照技巧

另一方面，在不失真的情况下处理“高质量图
像”会减少处理时间。此外，读取高质量图像会
使识别结果有较高的精准度。

因此，建议在OCR处理中使用高质量的图像。

图像质量 = 影响OCR性能的关键因素

通过提升图像质量来提高OCR速度和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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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览→最佳范例→提高处理速度



使用FineReader Engine提升图像质量

FineReader Engine中的预定义处理配置文件

如果无法预先改变图像质量，建议在识别之前对图像质量进行提升。在FineReader Engine中，可以使用各
种强大的图像预处理功能：

可以通过微调各个设置来优化识别精准度
和处理速度。但是，预定义处理配置文件
用于主要使用场景，可以通过应用其中之
一来完成此操作。这些配置文件中提供的
设置是最适合相应情况的。

大多数配置文件有两种形式：

• 优化设置以获得最佳识别精准度

• 优化设置以实现最高处理速度

如有必要，仍然可以通过API设置其他相关参数来更精确
地调整配置文件。

A

A

基本图像处理功能 高级图像处理功能

图像缩放

图像裁剪 

图像裁切

文本行校直

镜像和反转

去噪

局部对比增强

几何变形校正

自适应二值化

ABBYY相机OCR技术

自动分页

去除图章和书面笔记

图像自动歪斜校正 

自动侦测页面方向和旋转

图像降斑

场景 配置文件名称

文档转换归档
文件转换归档对文档的处理速度和视觉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所生成PDF要小。关键参数不是识
别精准度最高，达到满意的水平就足够了。

DocumentArchiving_Accuracy
DocumentArchiving_Speed
BookArchiving_Accuracy
BookArchiving_Speed

文档转换以重复使用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想的标准是识别精准度和保留文档结构。由于最终文档必须正确无误，因此较低的
识别率或错误的布局重建将意味着操作员需要进行额外的工作。

DocumentConversion_Accuracy
DocumentConversion_Speed

图像上的文本提取，包括低质量的小文本区域。此文本信息应该可供以后搜索、 
提取以进行进一步处理或用于文档分类。

TextExtraction_Accuracy
TextExtraction_Speed

从确切指定的页面区域捕获数据 FieldLevelRecognition

条码识别 BarcodeRecognition_Accuracy
BarcodeRecognition_Speed

创建高压缩PDF文件，另存为图片 HighCompressedImageOnlyPdf

名片识别 BusinessCardsProcessing

技术图纸识别，这些图纸通常尺寸比较大，包括复杂的图表以及不同方向的文字 EngineeringDrawingsProcessing



预定义的识别模式

文件语言

影响OCR性能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使用为特定场景设计的识别模式。FineReader Engine提供以下预定义的
识别模式：

ABBYY FineReader Engine能够识别单语和多语（
例如用多种语言编写的）文档。指定正确的识别语
言非常重要，因为错误指定的语言会大大降低文档
处理速度并降低识别质量。

如果无法预先指定识别语言，则可以使用自动语言
检测。

但是，预选很多识别语言将降低处理速度。因此，
建议不要指定五种以上的识别语言。

为了进一步提高识别精准度，FineReader Engine
提供了对多种语言的字典和词法支持。在处理包含
特定主题术语或“结构”（例如产品代码、电话号
码或护照号码）的文档时，可以导入自定义创建的
词典以确保较高的识别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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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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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平衡 快速

使用此模式，您将获得最高
的识别精准度。

当识别内容将重新用于其他
应用程序或任务中，而且高
精度对这些应用程序或任务
来说至关重要的情况下，强

烈建议使用此模式。

此模式的识别准确性和速度
适中。

通常，此识别模式比“正
常”识别模式速度高，同时
可达到几乎相同的准确性。

使用此模式可以将处理速度
提高到200-250％。

当处理速度至关重要时， 
例如在用于大容量文档处理
归档、内容和文档管理系统

中，建议使用此模式。



文件处理阶段

就OCR而言，文档处理是一个多步骤过程。根据特定情况，每个OCR阶段应用不同的功能和参数。 
在FineReader Engine中，该过程包括以下阶段：

图像导入

可以直接从扫描仪发送文件到 FineReader 
Engine，也可以从存储系统或内存流中导入文件。
从不同来源获取图像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而且会
影响识别速度。从内存中导入图像通常比从文件存
储器中打开图像更快。

图像预处理

通常，对于高质量图像，OCR处理更快。建议相应地微调
图像预处理步骤，从而节省实际处理步骤的时间。

图像可以具有不同的格式和质量。高质量图像（例如由数
字化方式创建的PDF）通常不需要大量的预处理工作。对于
低质量图像，例如扫描仪设置不正确的扫描文档或旧书，
有必要应用高级图像预处理功能以改善识别结果。对于数
码照片的预处理，则采用了专用的ABBYY相机OCR™技
术。在这里，这些算法专门针对照片增强进行了优化。使
用不同的预处理功能将分别影响处理速度。

不同方法和参数，用于特定的处理场景，将显著影响整体处理速度。去掉不必要的阶段可以加快整个OCR
过程。例如，从预定义的文档区域提取数据时，不需要进行文档分析。将文档导出为TXT格式或“仅PDF图

像”格式时，可以跳过合成阶段。

文档分析

小册子或报纸通常包含在列、表格、图表和图片中的文
字。技术图纸可能是大型文档，包括具有不同文本方向的
复杂工程图。对于布局如此复杂的文档，文档分析步骤将
需要更多的处理时间。另一方面，布局简单的文档（如信
件或合同）的分析非常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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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导入

识别

图像预处理

合成

文档分析

导出

将图像文档提供给
FineReader Engine 

来进行处理。

“读取”提取机器打印和手
工打印的文本以及光学标记

和条形码的值。

在实际处理之前提高 
图像质量。

重构原始文档的布局， 
包括页面顺序和编号、 
逻辑文本流、图像等。

检测单个对象，例如文本、 
图像或条形码。

最终按要求的格式 
导出处理结果。



使用多核并行处理

FineReader Engine可用于构建各种规模和复杂性的应用程序—从客户端工作站到基于服务器的解决方案或
数以百万计的大型项目。 涉及到OCR性能时，利用多处理器或多核系统来提高处理速度是非常有意义的。

FineReader Engine中内置支持多核，允许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扩大OCR进程：

•  使用单个Engine实例 

•  加载多个Engine实例

处理文档的方法有多种：

处理大型多页文档

对于具有多个页面的大型文档的并行处理，最适合
使用“FRDocument”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多页
文档的页面将在可用的CPU上并行处理。最后，将
结果合并到一个多页文档中。这是最易于编码的多
处理方式。根据所需的因素（例如，可用的物理或
逻辑CPU内核数，许可证中可用的CPU内核数以及
文档的页数），将自动检测所需的进程数。如有必
要，开发人员可以轻松更改多处理设置并调整要运
行的进程数。

处理多个单页文档

要并行处理许多从同一来源接收的单页文档，例如
扫描仪，建议使用“BatchProcessor”对象。当不
需要导出文件时，例如在具有自定义输出格式的数
据捕获方案中，此对象在速度方面最有效。

要并行执行许多单页文档的完整处理，建议使用
Engine实例池。当输入文档应在提交后直接处理
时，此方法也最适合于Web服务场景。在这种情
况下，文档将从池中传递到可用的FineReader 
Engine实例，并立即进行处理。

ABBYY FineReader Engine提供了灵活的模块化许可证，可以选择最佳的选项组合。 
例如，网络许可证允许将处理扩展到大量计算机（虚拟或物理）。



FineReader Engine—速度测试结果

系统资源

下表列出了内部性能测试的结果。

请注意，测试结果始终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图像质量、使用的识别语言和其他因素。

在OCR过程中，将应用一系列不同的算法。这些算法取决于
图像质量、文档语言、布局复杂度度和文档的页数。因此，这
些算法可能需要更高的存储器资源。建议根据概述的内存需求
设置系统，通过分配足够的系统内存来优化处理速度。

技术测试信息

英特尔®酷睿™i5-4440（3.10 GHz，4个物理内核），8 GB RAM，4个进程同时运行。

使用“DocumentArchiving_Speed”预定义的配置文件对300个英文文档进行了性能测试。在“单页文档”和“一个多页
文档”场景中，文档以PDF格式导出。

*文本是从单页文档的预定义区域中提取的。没有执行导出为任何文件格式的操作。

处理单页文档：
至少400 MB RAM 

建议1 GB RAM

处理多页文档：
至少1 GB RAM 

建议1,5 GB RAM 

并行处理：
350 MB RAM x CPU内核数

+额外的450 MB RAM 

并行处理阿拉伯文、中文、
日文或韩文的文档：

850 MB x CPU内核数
+ 750MB RAM

内存需求

单页文档； 
页/分钟

一个多页文档； 
页/分钟

数据捕获方案（不导
出*）；页/分钟

顺序处理 60 51 87

FRDocument的并行处理 41 117 57

使用FRDocument并行处理， 
同时在处理期间将数据保留在内存中

55 141 82

使用批处理器进行并行处理 99 115 294

使用引擎池进行并行处理 165 115 102



如何提高FineReader Engine的整体处理速度 

如何提高FineReader Engine的文本识别质量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改善系统性能：

微调图像预处理设置，为处理步骤提供最高的文档质量。

• 在处理步骤中，使用优化速度的预定义处理配置文件之一和合
适的识别模式-平衡或快速。 

• 指定正确的识别语言。语言不正确会大大降低文档处理速度。
选择的识别语言越多，处理速度就越慢。

• 使用适当的对象（FRDocument或BatchProcessor）并启用
并行处理。

• 指定适当的分析和识别参数。例如，如果图像不包含表格并且
页面方向正确，则禁用表格检测和页面方向校正。

• 如果已处理的文档将导出为TXT格式或“仅PDF图像”格式，
则省略合成阶段。 

• 将文档导出为PDF格式时，请使用快速PDF导出配置文件。

• 使用特殊对象（ExportFileWriter），该对象适用于将非常大
的多页文档导出为PDF格式。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FineReader Engine的开发人员帮助手册：

FineReader Engine提供高识别质量。识别质量始终取决于诸
如图像质量、语言和其他因素。但是，有多种方法可以提高识
别质量：

• 指定正确的文本类型。

• 指定适当的识别语言。

• 定义专用的语言和自定义词典，以识别特殊字符或具有特定
术语的文档，例如法律或医疗保健文本。

• 将已扫描书籍的相对页面分成两个单独的图像。

• 处理数码照片时，请应用专用的相机OCR技术。

• 如果图像的分辨率与建议的分辨率有很大差异，请纠正图像
的分辨率。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FineReader Engine的开发人员帮助手册：

导览→最佳范例→提高处理速度

导览→最佳范例→提高识别质量



如您所知，在文档处理中，OCR过程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根据各个文档处理方案的不同，OCR性能结
果可能会有很大差异。ABBYY FineReader Engine中有关识别准确性和处理速度优化的提示可以帮助到
您，让您的业务案例获得最佳效果。

其他信息资源

个人项目支持

要了解有关OCR性能优化的各个方面以及SDK ABBYY FineReader Engine的更多信息，请使用以下信息源 ：

• ABBYY技术门户： https://abbyy.technology/ 

• ABBYY OCR SDK论坛： https://forum.ocrsdk.com/

• ABBYY FineReader Engine分布版中提供的帮助文件 

• ABBYY FineReader Engine在 www.abbyy.cn/ocr-sdk上面的产品页面。

如果您想讨论一个特定的项目，请与我们联系。在测试期间，您可以向我们的ABBYY技术支持提出标准技
术问题，或使用ABBYY专业服务来进行高级咨询、深入的项目分析、以及个人代码评审。使用ABBYY的技
术资源可以缩短开发工作并加快项目进度。 如果您想进一步探索这些选项，请联系ABBYY销售经理。

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请联系www.abbyy.cn/contacts 下方列出的当地ABBYY客户代表， 
或使用在线联系表www.abbyy.cn/ocr-sdk/#request-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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