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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卷积网络的叠层薄片条纹检测方法
赵　 宏，曹　 三，肖昌炎

（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湖南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要：烟标、卡片等片状产品的准确计数对企业成本的控制具有重要价值。然而，薄片产品数量大、种类
多，其端面图像易出现薄片条纹对比度低、灰度不均、宽度不一、粘连和断裂等问题。此外，传统视觉检
测方法仅凭图像的单一特征无法实现多种叠层薄片的兼容检测。针对这些难题，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卷
积神经网络的叠层薄片条纹检测方法。此方法利用端到端卷积网络分割叠层薄片端面图像的条纹区
域，用于薄片计数。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相比于传统方法具有更好的准确性和鲁棒性。深度卷积神
经网络拥有较大的上下文和多尺度信息，从而可解决困扰传统图像处理方法面临的粘连、破损和低对比
度等问题，拓宽叠层薄片智能计数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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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标、钞票、硅片等片状产品的准确计数可为企业
生产、销售和库存管理节约成本。这类薄片型产品往

往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材质颜色各异且生产批次不
一，导致生产应用中叠层薄片计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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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物理参数测量方法，如测高和称重法［１］，因
无法保证薄片产品物理属性参数（厚度或重量）严格
相等，其计数准确性差。另外，机械式真空吸附翻页计
数设备［２］虽然可实现高精度计数，但只适合柔软薄
片，且容易损坏被测产品。由于机械式计数仪器需要
将叠层相邻薄片分离，其另一个缺点是计数效率低。

作为一种非接触式测量技术，机器视觉检测方法
得到了广泛关注。依据成像传感器的差异，基于机器
视觉的叠层薄片计数系统可分为激光扫描、线阵相机
和面阵相机方案。激光扫描方案需借助线性滑动模组
获得完整叠层信号，无法实现快速测量。面阵相机获
取的叠层端面图像具有更多的空间纹理信息，结合图
像后处理算法有望实现叠层薄片的精确计数。

由于激光扫描和线阵相机采集的是叠层薄片端面
的一维轮廓信号，早期研究工作聚焦于定位单个薄片，
即检测一维信号中的峰值点。Ｂｉｔｔａｒ等［３］和Ａｕｂｏｕｓｓｉ
ｅｒ等［４］利用相邻薄片之间的间隙来进行计数。Ｈａｒｂａ
等［５］提出频域滤波方法来定位薄片，其基本假设是所
有薄片和间隙均有相同的宽度，所以对于非均匀厚度
的叠层薄片将产生计数错误。最近，Ｃｈｅｎ等［６］提出一
种实时计数方案，利用ｂｉＧａｕｓｓｉａｎ内核和ｒｉｄｇｅｖａｌｌｅｙ
描述算子来解决相邻薄片的识别。

随着面阵相机的兴起，二维叠层端面图像分析引
起研究者的关注。杨硕等［７］提出基于水平线方向引
导增长的快速直线增长算法，其本质是利用薄片与缝
隙的灰度差异和条纹特征来检测薄片边缘。郑光［８］

设计卷积核提取薄片图像的纵向边缘，并用形态学的
开运算和腐蚀运算分离薄片，通过统计二值图像水平
方向上的灰度突变次数来获得薄片数量。肖昌炎
等［９］针对低对比度叠层薄片图像设计了局部直方图
均衡化和线状增强算法，该算法对灰度不均和曝光不
足的叠层薄片有较好的检测效果。Ｚｈａｏ等［１０］提出全
局匹配与局部匹配相结合的峰值检测方法。上述传统
图像处理算法通常依据特定薄片样品，手工设计一种
或两种算子来提取薄片图像中的薄片边缘、脊线或条
纹特征，无法满足实际场景中叠层薄片的多样性以及
多种异常情况。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１１］具有强大特征表示和建模
能力，可以逐层自动学习待测目标的特征，而不需要输
入输出之间精确的数学表达。本文使用一种编解码全
卷积网络结构（ＵＮｅｔ）［１２］，并利用自制数据集对其进
行训练，使模型学习到叠层薄片的空间结构、图像灰
度、中心条纹和周期频率等多种特征。此方法对薄片
图像的缩放（不同薄片具有不同厚度）、平移（薄片每
次摆放的位置都不同）以及扭曲（薄片摆放不与水平
面平行）等情况都能保持特征不变性。因此，本文方

法可以兼容检测多种类型薄片，既避免了手工设计特
征的烦琐低效，又能取得超越传统图像处理方法的检
测精度，拓宽了叠层薄片智能计数的应用领域。
１　 数据集制作

有监督的深度网络模型是一种数据驱动型学习方
法，要用含标注信息的数据进行训练。目前，针对叠层
薄片的深度学习智能检测还是一个新兴的应用领域，
没有公开的有效数据集可以使用，因此，必须自制数据
集用来训练和测试本文网络模型。本文从５类薄片样
品中收集３０张分辨率为３８４０像素× １０００像素的叠
层端面图像，作为数据制作的原始图像。训练数据集
的制作主要由数据标注和数据增强两个步骤完成。
１． １　 数据标注

本文叠层薄片图像分割专用数据集的标注原则
为：①数据集的所有标签均是条状矩形；②每个标签
中心线均为与之相对应的叠层薄片的脊线；③矩形标
签的边界为薄片亮条纹边缘内侧。按以上原则制成的
标签如图１所示，图中蓝色线条为薄片中心线，红色为
薄片边界。

图１　 叠层薄片图像标注示意图
１． ２　 数据增强

数据增强是指将原始数据经由旋转、伸缩、增添噪
声等不同组合变换，扩充训练数据样本类型，增强模型
泛化能力。首先，对３０张原始图及其标注图片按６４
像素× ６４像素的尺寸同步随机剪裁，得到２７０００张尺
寸为６４像素× ６４像素的样本图块。剪裁后的训练样
本及其标注图如图２所示，其中包含有多种类型薄片
图像。

图２　 训练集图片及其标签
其次，将这些训练样本输入至随机增强模块，使用

模糊、伸缩、旋转和添加噪声等操作进行随机组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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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扩数据，最终得到拥有５４６４８００张图片的训练数
据集，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比例为６∶ ２∶ ２。
２　 网络设计
２． １　 网络结构

本文模型结构如图３所示，为减少模型所需训练
的参数，在ＵＮｅｔ模型的基础上减少了几层隐藏层，使
得本文模型共有１６个卷积层、３个池化层、３个转置卷
积层和３个跳跃连接结构。另外，为防止模型过拟合，
在模型下采样部分的每一个池化层前面都加入了
Ｄｒｏｐｏｕｔ层，并在每次卷积操作前对前一层特征图的边
界用０填充，采用步长为１、尺寸为３ × ３的卷积操作，
使得输出的语义分割结果图与输入图像具有相同的尺
寸，从而不需要跳跃连接部分的剪切操作。

图３　 网络结构示意图
２． ２　 激活函数

本文将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作为网络的最后一层的激活
函数，而其他所有卷积层全部使用整流线性单元（Ｒｅｃ
ｔｉｆｉｅ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Ｕｎｉｔ，ＲｅＬＵ）激活函数。

全卷积网络的最后一层卷积层一般使用的激活函
数是Ｓｏｆｔｍａｘ函数，由于所分割的对象只有两个类别，
而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通常用来处理二分类问题，因此，模型
最后一层的激活函数采用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其数学表达
式为

ｆ（ｘ）＝ １
１ ＋ ｅ － ｘ

（１）
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及其一阶导数的函数曲线如图４（ａ）

所示。从图４（ａ）中可以看出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单调连续递
增，将输入值压缩到（０，１）之间，ｘ的取值范围是负无
穷到正无穷，可以将数值较大的负数映射成０，将较大
的正数映射成１。

当网络层数加多时，应用于中间卷积层的Ｓｉｇｍｏｉｄ
函数非常容易饱和，致使反向传播的激活函数梯度接
近于零，最终导致模型无法得到有效训练。ＲｅＬＵ激
活函数可以规避梯度消失问题。因为它只存在线性关
系，计算速度非常快，ＲｅＬＵ函数的数学表达式为

ＲｅＬＵ ＝ ｍａｘ（０，ｘ） （２）
ＲｅＬＵ函数及其一阶导数的函数曲线如图４（ｂ）所

示。由图４（ｂ）可知，在输入为正数的时候，ＲｅＬＵ函数
不存在梯度饱和问题。

图４　 激活函数及其一阶导数
２． ３　 损失函数

损失函数用来估计模型预测值ｆ（ｘｉ；θ）与样本真
实值ｙ　^ ｉ的差距。通常，在模型没有过拟合的情况下，损
失函数越小，表示模型对数据的拟合能力越好，鲁棒性
越好。因此，在模型的训练过程中，都以最小化损失函
数为训练目标，以损失函数减小的方向来调整权值参
数。这一过程可用式（３）来表示。

θ ＝ ａｒｇ ｍｉｎ
θ

１
Ｎ∑

Ｎ

ｉ ＝ １
Ｌ（ｙ　^ ｉ，ｆ（ｘｉ；θ）） （３）

式中，Ｌ为损失函数，整个式子表示找到使损失函数最
小时的θ值，该值即通常所说的权值参数。本文叠层
薄片图像所要进行的像素分类任务中只有薄片和背景
两个类，因此是一个二分类的问题。采用二分类交叉
熵损失函数作为模型预测能力的评估标准，二分类交
叉熵损失函数为

Ｌｏｓｓ ＝ －∑
ｎ

ｉ ＝ １
ｙ　^ ｉ ｌｏｇｙｉ ＋ （１ － ｙ　^ ｉ）ｌｏｇ（１ － ｙｉ） （４）

只有当最后一层的输出ｙｉ 与真实值ｙ　^ ｉ 完全相等
时，损失函数Ｌｏｓｓ才会等于０，否则Ｌｏｓｓ是一个正数，
而且，真实值与预测结果相差越大，Ｌｏｓｓ值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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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实验的硬件平台配备了英特尔Ｃｏｒｅ ｉ５７５００

＠ ３． ４０ ＧＨｚ四核处理器，搭载了ＮＶＩＤＩＡ ＧｅＦｏｒｃｅ ＧＴＸ
１０７０ Ｎｖｉｄｉａ ＧＴＸ Ｔｉｔａｎ Ｘ ８Ｇ显存的显卡。此外，配置
８ ＧＢ内存和１２８ ＧＢ的固态硬盘，可以支持本文深度
学习网络的训练要求。采用以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为后端的
Ｋｅｒａｓ深度学习库实现网络模型。使用自制数据集，基
于Ｐｙｔｈｏｎ ３． ６在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旗舰版６４位操作系统上
完成网络训练和测试。
３． １　 模型训练参数

在将搭建好的深度学习网络投入训练前，需要考
虑很多超参数的设置，这些参数不仅涉及到网络的收
敛速度，还关系到网络模型最终的准确度。本文模型
训练过程中的相关参数按表１设置。由于采用Ｋｅｒａｓ
提供的Ａｄａｍ自适应学习率调整优化器，仅设置较小
的初始学习率。因为叠层薄片图像的条纹特征相似度
大，引入Ｄｒｏｐｏｕｔ层以防模型出现过拟合，并设置权重
参数的稀疏比例为０． ５。在硬件允许的前提下，更大
的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可获得更准确的梯度，因而将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
设置为１２８。Ｅｐｏｃｈ参数用于限定最大训练次数，从而
确保模型收敛。

表１　 网络训练相关参数设置
参数类别ｌｅａｒｎｎｉｎｇ＿ｒａｔｅ Ｄｒｏｐｏｕｔ 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 Ｅｐｏｃｈ ｓｔｅｐｓ＿ｐｅｒ＿ｅｐｏｃｈ

参数值 ０． ０００１ ０． ５ １２８ ２００ ５００

３． ２　 分割结果与分析
从以下３个方面进行实验结果分析：①不同厚度

薄片叠层图像实验；②特殊情况下的薄片叠层图像分
割实验；③不同算法下薄片叠层图像特征提取实验。
３． ２． １　 不同厚度薄片实验结果与分析

对不同厚度的薄片进行计数检测是薄片计数的一
般性需求，而传统图像处理方法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只
能在使用过程中更改算法中的参数，甚至是完全改变
计数策略，毫无疑问，这肯定会影响计数过程的连贯
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做了以下３个方面的处理。

①多尺度采样卷积，能够提取薄片在更多尺度上
的特征信息。

②在训练样本中加入不同厚度的叠层薄片进行
训练。

③在截取小的训练样本的过程中，加入随机拉伸
和压缩处理，使薄片厚度范围更广。

经过上述模型和数据的处理，本文算法能够灵活
适应叠层薄片的厚度变化，面对实际检测中较为常见
的厚度的薄片，模型都能给出很好的分割结果，其中，
厚度分别为０． ０８ ｍｍ、０． １８ ｍｍ、０． ２７ ｍｍ的叠层薄片

及其在同一模型下的预测结果如图５所示。从图５中
可知，即使薄片的厚度发生了变化，但模型依然能够对
其进行准确分割，分割结果完全能够被准确计数。

图５　 本文模型对３种不同厚度薄片的分割预测结果
３． ２． ２　 特殊情况下的薄片叠层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叠层薄片计数的过程中，需要计数的薄片类型
多种多样，除了厚度差异、颜色差异以及感光程度差异
这些由薄片自身带来的问题外，现实情况中还存在曝
光不足、叠层排列不齐以及存在磨损缝隙不明显等一
系列干扰。这些干扰因素都是阻碍薄片准确计数的常
见问题。在设计和实现叠层薄片图像分割模型的过程
中，考虑了这些常见情况，模型对３种异常薄片的预测
结果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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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特殊情况下的叠层薄片分割结果
薄片粘连通常存在于纯白色的薄片中。由于该类

薄片切割得非常平整，对光线进行的漫反射导致薄片
之间的缝隙与薄片几乎成为一体，很难用传统图像处
理方法对其进行分割检测。针对这些特点，除了在训
练集中加入该种类型的薄片端面图像外，还专门对分
割模型的标签进行了设计，本文设计的标签没有采用
传统标签中逐像素的精确标注方式，而是以薄片中心
为基准设定中心区域，将这一中心区域作为分割标签，
引导网络学习这一分割方式，最终，使得分割出的薄片
条纹之间有了明显的缝隙。如图６（ａ）所示，本文模型
对难以分割的粘连薄片呈现出了良好的分割效果。尽
管粘连已分离，但分割后的条纹并非以薄片中心左右
延伸。这可能是因为薄片之间缝隙灰度值高于薄片中
心区域，导致分割结果出现偏移。

影响密集薄片条纹计数检测的另一因素是薄片端
面图片的低对比度。低对比度问题通常由薄片颜色不
均、光源亮度不足或相机曝光不强等因素引起。针对
这些原因引起的叠层薄片端面图像对比度较低的问
题，本文逐一拍摄与之相对应的低对比度图像，通过手
工标注正确的标签，并将其送入模型进行训练，经过多
次训练和参数调整，得到的最终模型能很好地解决低
对比度的问题。本文模型对此种情况的分割结果如图
６（ｂ）所示。

薄片边缘磨损导致边界不清晰，如图６（ｃ）所示。

虽然局部边缘被破坏，但薄片线状条纹的上下文信息
有利于推断薄片中心位置。本文多层卷积网络拥有线
状条纹的全局上下文信息，因而获得很好的分割结果。

为了进一步展现本文方法的分割准确性和鲁棒
性，图６（ｄ）中展示了同时存在低对比度、粘连和边缘
缺口缺陷的薄片图像分割结果。尽管分割结果的中心
位置在缺陷处存在微小偏差，但是薄片条纹得到了完
整分割，不影响计数目的。
３． ２． ３　 不同算法下薄片叠层图像分割实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算法、结合局部直方图均衡
化的线状增强算法和阈值图像分割算法对存在粘连和
存在破损的很难计数的薄片图像进行检测，并与本文
算法结果比较。

算法对比如图７所示。其中，图７（ａ）为叠层薄片
端面图像中存在破损的区域和粘连的薄片图像，图７
（ｂ）～图７（ｅ）分别为Ｃａｎｎｙ、局部直方图均衡化线状
增强、自适应阈值分割和本文全卷积网络模型的处理
结果。由图７可知，边缘检测算法和阈值分割算法对
叠层的破损区域很难有正确的检测，而局部直方图均
衡化线状增强算法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正确检测，
但也难免出现断裂的情况。对于存在粘连的叠层薄
片，几种传统图像处理算法的处理效果都不是很好，边
缘检测算法和线状增强算法出现多检的部分，而自适
应阈值分割算法更是完全不能对薄片做出正确分割。

图７　 几种叠层薄片检测算法效果对比
由图７（ｅ）可以看出，本文模型得到的叠层薄片图

像分割结果，不存在粘连和缺损的现象，不仅将粘连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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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缝隙明显分割开来，还对薄片破损的区域进行了
很好的填补，虽然检测出来的薄片中心线条纹的局部
有一些凸起和弯曲，不像训练标签那样是一条条标准
的矩形条纹，但这样清晰的分割结果已经能够准确计
数了，解决了传统图像处理算法在对这类薄片计数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
３． ３　 不同方法检测耗时比较

４种方法检测分辨率为３８４０像素× １０００像素薄
片图像的耗时均值分别统计于表２中。本文方法
（ＧＰＵ）耗时最短，可满足快速测量需求。

表２　 检测耗时比较
方法
类别 Ｃａｎｎｙ

局部直方图
与线状检测

自适应
阈值

本文方法
（ＣＰＵ）

本文方法
（ＧＰＵ）

耗时／ ｍｓ ５８３ ８７６ ４６５ ４７２ １８２

４　 结束语
针对叠层薄片计数的应用需求非常广泛，随着人

工智能及其相关领域的蓬勃发展，人们也越来越希望
能通过各类算法将人类从繁重而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
来，传统图像处理的叠层薄片计数算法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叠层薄片计数领域的自动化程度，但仍没能完
全解决这一领域所面临的问题。

本文基于叠层薄片的特点设计了专用的数据集，
结合深度学习的相关研究进展，首次构建了针对叠层
薄片的分割网络，使模型能够综合叠层薄片图像中的
灰度信息、边缘信息、条纹信息和周期信息，更全面地
利用这些上下文信息得到更加精确的分割结果。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既免去了手工设计待提取特征
的烦琐，又能达到手动设置参数所不能达到的分割效
果，因而在这类针对图像的应用中有着很大的优势。
本文利用这一特点，将这类方法加以改进后应用到传
统制造业中，为其生产制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检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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