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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值化处理是文档图像ＯＣＲ识别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针对目前主流Ｓａｕｖｏｌａ二值化算法存
在参数需要人为确定、效果受设定的参数影响等问题，提出了基于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和神经网络的图像自适
应二值化方法。在针对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的参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开窗大小ｒ与参数ｋ对二值化结
果的影响。使用ＳＷＴ算法实现了开窗大小ｒ的计算，将二值化视为对像素点的二分类问题，根据Ｓａｕ
ｖｏｌａ算法的思想提取窗内的灰度均值、灰度标准差及当前像素点灰度值作为特征向量，并搭建全连接神
经网络进行训练，训练后的神经网络可为每个窗生成特定的参数ｋ，并判定各个像素点的二值化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相较于使用人工精确调节的全局参数ｋ的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所提出的方法具有更好的自适
应性和二值化效果，且具有较好的实用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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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二值化处理是ＯＣＲ识别的一个重要的前置
步骤，二值化的效果对最终的ＯＣＲ识别结果有很大的
影响［１］。但在图像采集时，受采集环境和光路系统的
限制，所得到的文档图像往往存在光照不均等现象，使
得二值化处理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２ － ３］。Ｓａｕｖｏｌａ算
法［４］在局部二值化中的表现非常优异，因此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但其在实际应用时对于质量不佳的图片仍
需要人工精细调节参数，且对于光照环境复杂、存在大
量噪点的图片，即使精细调节参数，最终所得到的结果
仍差强人意。

目前国内外关于局部二值化处理的参数自适应调
节的研究较少，但将神经网络应用于图像的二值化处
理已有过尝试。文献［５］基于ＳＶＭ（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支持向量机）提出了一种二值化方法，将
ＳＶＭ用于小图片块的分类，再对不同类图片块用不同
阈值处理。文献［６］以像素点的８邻域以及整个图像
像素的均值与标准差作为特征向量用ＭＬＰ（ＭｕｌｔｉＬａｙ
ｅ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多层感知器）进行训练，但对于字符笔画
宽度不同的文档图像具有一定局限性。文献［７］使用
ＦＣＮ（Ｆｕｌｌｙ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ｓ，全卷积网络）对图
片进行二值化处理，可支持任意尺寸的图片输入，但使
用ＦＣＮ处理图片将耗费大量的计算资源，对实时性要
求较高的应用难以适用。

对于文本图像中的各像素点而言，二值化实质上
是一个二分类问题，使用神经网络拟合出一个合理的
决策边界来对像素点进行分类应当是可行的，关键在
于选取合适的特征向量。使用ＣＮＮ（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可以提取出
相应的特征，但往往需要堆叠多层卷积进行特征抽取，
以捕捉在不同尺度下图像中的信息，使得计算繁复，难
以适应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选用
窗内的像素灰度均值、灰度标准差来计算阈值，若把
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当成一个特殊的卷积核，通过ＳＷＴ（Ｓａｕ
ｖｏｌａ Ｗｉｄｔ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算法计算开窗大小ｒ，并抽取窗
内的像素灰度均值、灰度标准差及当前像素点灰度值
作为特征参数，则可规避ＣＮＮ中多层卷积堆叠而造成
的大量计算。

基于上述思想，通过ＳＷＴ算法计算开窗大小ｒ，抽
取窗内的像素灰度均值、灰度标准差及当前像素点灰
度值作为特征向量，搭建全连接神经网络，最终实现一
种高自适应的二值化处理方法。

本文首先介绍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的原理，通过理论分析

与实验提出ｒ对效果的影响，并论证ｋ（标准差影响因
子）的敏感性，进而提出自适应二值化的意义。然后
简述ＳＷＴ算法及其在ＯｐｅｎＣＶ中的实现。最后阐述
了全连接神经网络的搭建与训练，具体介绍了训练集
的生成、数据可视化分析及训练结果。
１　 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

对于图像的每一个像素点，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使用
式（１）计算阈值Ｔ（ｉ，ｊ）：

Ｔ（ｉ，ｊ）＝ ｍ（ｉ，ｊ）× １ ＋ ｋ ｓ（ｉ，ｊ）Ｒ( )[ ]－ １ （１）

式中，Ｒ为标准差的动态范围，对于８ｂｉｔ图像取固定
值１２８；ｋ为标准差影响因子，反映了标准差对阈值
Ｔ（ｉ，ｊ）的影响的强度，在（０，１）之间取值；ｍ（ｉ，ｊ）、ｓ（ｉ，ｊ）
分别为以点（ｉ，ｊ）为中心、ｒ × ｒ邻域内的灰度均值与标
准差，ｒ也被称为开窗大小。

该算法的主体思想是对图像中的每一个像素点，
选取合适的ｒ，根据该窗口内像素点灰度值的分布，选
取灰度均值ｍ（ｉ，ｊ）与灰度标准差ｓ（ｉ，ｊ）作为阈值
Ｔ（ｉ，ｊ）的计算依据，图像中各个像素的阈值仅受其窗
口内像素的影响，相对于全局阈值化，应用此算法时阈
值选取显然更为精细，故对于存在光照不均的图像，由
于仅考虑其邻近像素的影响，在ｒ选取合适的情况下，
窗内的光照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均匀的，故使用此类
算法可以取得理想的处理效果。

考虑一幅低灰度值为前景（黑）、高灰度值为背景
（白）的文档图像，应用此算法对图像进行处理时，无
论ｒ取何值，窗内的像素分布无外乎以下３种情况：①
全为前景；②全为背景；③前背景混合。

根据式（１）可知，由于ｓ（ｉ，ｊ）永远小于Ｒ，从而使
最终计算出来的阈值Ｔ（ｉ，ｊ）将永远小于窗内的灰度均
值ｍ（ｉ，ｊ），也就是说若窗内的像素全为低灰度值的前
景像素时，最终所获得的二值化结果中必会有一部分
前景像素（黑色）被误划成背景（白色），故在对ｒ进行
取值时，应尽量避免上述情况①的出现。对于文档图
像而言，情况①常在ｒ取值过小时出现，同时若ｒ取值
过大，由于在文档图像中背景像素出现的概率将远大
于前景像素，使得阈值Ｔ（ｉ，ｊ）被提升，二值化时被判成
前景像素的概率增大，带来的直观感受为字符笔划出
现粘连。图１与图２展示了ｒ取不同值时的二值化效
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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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ｒ取字符宽度的不同倍数时的二值化效果对比１

图２　 ｒ取字符宽度的不同倍数时的二值化效果对比２
在图１与图２中，均可看到当ｒ取值过小时，字符

内部像素出现了丢失，当ｒ取值过大时，字符出现了粘连。
将式（１）中阈值Ｔ（ｉ，ｊ）对参数ｋ求导，可得：

Ｔ（ｉ，ｊ）
ｋ

＝ ｍ（ｉ，ｊ）× ｓ（ｉ，ｊ）Ｒ( )－ １ （２）
由式（２）可知，窗内标准差ｓ（ｉ，ｊ）的值越小，阈值

Ｔ（ｉ，ｊ）受参数ｋ的影响越大。通过选取适当的ｒ，可以
尽可能规避上述情况①的出现。当窗口内的像素均为
背景，即情况②出现时，尽管此时窗内标准差ｓ（ｉ，ｊ）的
值并不大，但由于最终计算出来的阈值Ｔ（ｉ，ｊ）将永远
小于窗内的灰度均值ｍ（ｉ，ｊ），选取任意ｋ值很大概率
上仍能正确地将像素点划分成背景，仅当图像出现光

照不均且窗口刚好位于明暗交界处时，才会出现误判
的可能。因此，在情况②下，ｋ的取值并不敏感。

在情况③下（即窗口内同时具有前景像素与背景
像素），当图片质量理想时（即最终所得的成像结果前
背景区分明显），由前文所述，选取适当的开窗大小ｒ，
对于绝大部分情况而言，此时窗内标准差ｓ（ｉ，ｊ）的值
应较大，由式（２）可知，对于最终的阈值Ｔ（ｉ，ｊ）而言，
此时参数ｋ的取值并不十分敏感。但在图片质量较差
的情况下，最终得到的成像结果前背景像素的对比度
往往较低，使得窗内标准差ｓ（ｉ，ｊ）的值不大，这将使参
数Ｔ（ｉ，ｊ）的取值对阈值Ｔ（ｉ，ｊ）产生很大影响，最终使
二值化的结果对参数ｋ十分敏感。

实际上ｒ一般取字符笔画粗细的２倍较为适当。
通过前文分析，ｒ的取值需尽可能规避情况①的出现，
由于在情况②下参数ｋ的取值并不敏感，故不做讨论，
在情况③下，为了提升处理效果的鲁棒性，需要降低参
数ｋ的影响，即希望窗内标准差ｓ（ｉ，ｊ）较大，这就意味
着需要窗内的前景像素与背景像素分布尽量均匀，对
于文本文档而言，ｒ取字符笔画粗细的２倍能最有可
能满足上述要求，故通常取该值。

对于一般图片而言，使用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时，参数ｋ
的取值越小，将使得阈值Ｔ（ｉ，ｊ）越接近窗内灰度均值
ｍ（ｉ，ｊ），从直观上的影响来看，参数ｋ的取值越小，将
像素点划分成前景（黑色）的概率就越大，同时最终二
值化的结果出现噪点的概率也越大。

图３展示了ｋ取不同值时应用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所得
到的结果。

图３　 参数ｋ的取值对二值化处理的影响

·４６· 《测控技术》２０２０年第３９卷第８期



　 　 从图３可知，对于质量不佳的图片进行处理时，ｋ
的取值十分重要，如处理左侧的图片ｋ显然取０． ５时
较为合适，而右侧的图片ｋ取０． １更为合适。由前文
分析可知，参数ｋ在前背景对比度较低的区域更为敏
感，且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对于不均匀光照图片的优秀表现
源于其局部开窗划分阈值的思想，与参数的取值并无
关系，这两点是后文训练集制作的重要依据。
２　 ＳＷＴ算法

前文分析了开窗大小ｒ对二值化结果的影响，并
说明了ｒ的取值应与字符的笔画宽度相关，目前常用
的字符笔画宽度的估算方法主要有游程法［８ － １０］、法向
量法［１１ － １３］、轮廓比例法［１４］和宽谱法［１５ － １７］，文献［１８］
对这些方法进行了评估，基于法向量的笔画宽度估算
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ＳＷＴ算法是法向量法的一种，沿经Ｃａｎｎｙ边缘检
测后边缘像素点ｐ的梯度方向ｄｐ 做射线找到另一边
缘像素点ｑ，根据式（３）来判定像素点ｐ与ｑ是否为对
应像素，若是对应像素，则计算ｐ与ｑ间的欧式距离，
除非该点已被填充了一个更小的距离，否则将此距离
填充至ｐ与ｑ间的每一个像素点上，若不是对应像素，
则舍弃该射线，如此遍历完所有边缘点后，则可获得
图４（ｃ）所示的宽度图，宽度图上的每一个像素点值代
表着该像素点的笔画宽度，根据宽度图即可确定每一
个像素点的开窗大小ｒ。

ｄｐ ＝ － ｄｑ ±
π
６ （３）

图４　 ＳＷＴ算法相应结果
由于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使用Ｓｏｂｅｌ算子，在ＯｐｅｎＣＶ

中可以通过Ｓｏｂｅｌ函数在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各运算
一次，根据这两次运算的结果计算梯度，仅保留边缘点
像素的梯度并将其范围归一化至０ ～ ２５５，可得图４（ｄ）
所示的梯度图。

ＳＷＴ算法高度依赖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Ｃａｎｎｙ边缘
检测采用双阈值进行处理，低阈值与高阈值的比例通
常为１∶ ３，但具体取值需人为给定，为了保证字符的边
缘被尽可能检测，本文取低阈值为８，高阈值为２４。使
用宽度图可以实现像素级的精确度，且对于图片中出
现不同尺度的字符均能获取一个准确的开窗大小，在
实际使用时，若某像素点在宽度图中没有取值（白色
区域），则可取其最邻近的有取值的像素点的取值，或
取整个宽度图的均值或中值。
３　 全连接神经网络

在确定开窗大小ｒ的取值后，将图片二值化视为
对图片中每一个像素点的二分类问题，根据Ｓａｕｖｏｌａ算
法的思想，提取各像素点相应窗内的灰度均值、灰度标
准差及当前像素点灰度值作为特征向量，建立全连接
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即可实现像素点的二分类，对于
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的参数ｋ的自适应取值，实质上也隐含在
这个网络中。
３． １　 训练集的制作

由于神经网络的目的在于实现ｋ值的自适应取
值，故训练集的制作至关重要，本文训练集的制作流程
如图５所示。

图５　 训练集制作流程图
本文所用的图片来自于自然环境下拍摄的６０００

张平均尺寸为２６２１． ８像素× １５６７． ６像素的文档图像
（最小宽高均大于２００像素），最终训练集仅为所收集
图片的很小一部分。将图片切分成Ｒ × Ｒ大小的小尺
寸图片，以便于后续人工调节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的参数，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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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整个训练集的制作就越精细，但后续人工处理时
的工作量也将急剧增加，在本次训练集的制作中，Ｒ取
２００像素。图片筛选是整个训练集制作中最为关键的
一环，在ｋ值确定的情况下，阈值Ｔ（ｉ，ｊ）与均值ｍ（ｉ，
ｊ）及标准差ｓ（ｉ，ｊ）相关，标准差ｓ（ｉ，ｊ）实际上应是一个
能反映窗内前背景灰度差的值，但由于窗内前背景出
现的概率不同，使得ｓ（ｉ，ｊ）并不能很好地反映这一特
征，根据前背景图像在像素值上分布的明显差异，提出
了灰度差Ｇｄｉｓ的计算方法：

Ｇｄｉｓ ＝
∑
ｎ

ｉ ＝ ０
ｆｍａｘ（ｉ）－∑

ｎ

ｉ ＝ ０
ｆｍｉｎ（ｉ）

ｎ （４）
式中，Ｇｄｉｓ为灰度差；ｆｍａｘ（ｉ）与ｆｍｉｎ（ｉ）分别为待求区域
内的前ｎ个灰度最大值与最小值。对于２００像素×
２００像素的图片，ｎ取５０，计算切分后图片的灰度差
Ｇｄｉｓ，并计算图片的整体灰度均值ｍ，将不同图片按照
灰度均值划分为不同的图片集合。现以８为间距，将
灰度均值分布在０ ～ ７，８ ～ １５，…，２４０ ～ ２４７，２４８ ～ ２５５
这３２个大区间的图片划分到相应集合，计算各个大区
间内图片的灰度差，并计算最大灰度差ｍａｘ（Ｇｄｉｓ）与最
小灰度差ｍｉｎ（Ｇｄｉｓ）的差值Ｇｄｉｓ － ｓｕｂ，再将每个按灰度均
值ｍ划分的图片子集以Ｇｄｉｓ － ｓｕｂ为依据，划分成０ ～
Ｇｄｉｓ － ｓｕｂ ／ ８ － １，Ｇｄｉｓ － ｓｕｂ ／ ８ ～ ２ × Ｇｄｉｓ － ｓｕｂ ８ － １，…，７ ×
Ｇｄｉｓ － ｓｕｂ ／ ８ ～ Ｇｄｉｓ － ｓｕｂ － １这８个均匀子区间，这样即可以
得到共计３２ × ８ ＝ ２５６个子区间，每个子区间内选取１
张图片，作为最终训练集制作的图片。实际情况下，当
灰度均值ｍ ＜ ２４时，人眼已很难区分图片的前景与背
景，故本文实际上只挑选了２３２张图片用于训练集的
制作，这样筛选的目的在于获取一个均匀分布的ｋ值
的训练集，以防止训练的结果对ｋ值密度高的一侧偏
移，同时由于筛选出的图片所含噪声较少，为了进一步
提升网络对噪声的抑制，又额外增添了３２张纯背景的
噪声图片，使前景像素与背景像素的比例保持在１ ∶ ９
左右，符合日常文档图片中前背景像素的比例，整个训
练集合共计２６４张图片。

人工处理包含人工调节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的参数进行
二值化处理与可能要进行的人工去除瑕疵。在本文中
ｋ值调节的标准为：找到一个尽可能小的ｋ值使得在
文档中文本字符清晰、完整的前提下减少二值化结果
中出现的噪点。对于含有大量噪声的图片，即使经过
人工精细调节参数，也很难达到理想的二值化效果，此
时则需要人为地将这些噪点去除。由于噪点的连通域
面积与文本往往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先使用连通域面
积筛选滤除掉部分噪点，对于噪点出现与文本粘连的
情况时，则需要人为地用画图工具将这些噪点擦除，尽
量保证理想的二值化效果。

经上述步骤后，采集筛选出的小尺寸图片中各像
素点的灰度值及窗内的灰度均值、标准差作为训练集
数据的特征向量，将其对应的二值化结果作为标注，即
完成了整个训练集的制作，在其中随机抽取５％的数
据作为测试集、５％的数据作为开发集，即完成了神经
网络在训练时所需要的数据准备。

考虑到相邻像素点的特征向量差距较小，为了减
少冗余数据，在实际制作时在行与列方向均间隔２个
像素点采集１次，故最终所生成的训练集包含２３７． ６
万个数据，测试集与开发集各包含１３． ２万个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在所选取的３个特征向量中，当前
像素点灰度值与窗内灰度均值的取值范围为０ ～ ２５５，
而窗内灰度标准差的取值范围为０ ～ １２７． ５，在抽取窗
内灰度标准差时，对其做了乘２的处理，使其范围扩充
至０ ～ ２５５，以便于后续的训练。
３． ２　 全连接神经网络的搭建及训练

从开发集中随机抽取１００００个数据进行可视化处
理，令当前像素点灰度值为Ｘ轴，窗内像素灰度均值
为Ｙ轴，窗内像素灰度标准差为Ｚ轴，可视化效果如
图６所示。图６中红色点表示标注为背景的像素点，
蓝色点表示为标注为前景的像素点。由图６（ａ）可见，
红点与蓝点间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区分界面，因此可以
通过神经网络拟合出一个决策平面，将红点与蓝点区
分开来。将图６（ａ）沿Ｚ轴方向进行投影，得到图６
（ｂ），从图６（ｂ）中则可更为清晰地观察到这一区分界
面。

图６（ｂ）～图６（ｄ）分别是图６（ａ）沿各坐标轴投
影的结果，可以看到红色点在标准差较低的区域分布
较为密集，在标准差较大的区域红色点与蓝色点则相
互糅杂在了一起，这意味着当前像素点灰度值－标
准差这一关系可以在决策边界的拟合中做出部分贡
献。

为了获得一个高精度的决策边界，利用开发集与
测试集重复测试，综合考虑最终的损失、正确率、方差、
偏差及网络训练时间，最终搭建了３层的全连接神经
网络，具体网络节点个数为３８３１，在第一层与输出
层使用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作为激活函数，第二层则使用Ｒｅ
ＬＵ函数作为激活函数，网络结构如图７所示。

使用式（５）所示的交叉熵函数作为损失函数，使
用小批量梯度下降法并使用Ａｄａｍ优化器进行训练，
其中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取１０００００，Ａｄａｍ优化器中的参数取
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２． ０中的默认值。

Ｌ ＝ －［ｙｌｏｇ ｙ　^ ＋（１ － ｙ）ｌｏｇ（１ － ｙ　^）］ （５）
式中，Ｌ为损失值；ｙ为网络输出值；ｙ　^为其对应的标注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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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可视化结果

图７　 神经网络结构
训练后的网络在训练集上的损失最终收敛在

０ ０４６９附近，正确率可达９８． ０６％，在测试集上的损失
收敛在０． ０４４７附近，正确率达９８． １０％，方差及偏差
的指标均达到了预期的要求，如图８所示。

图８　 训练集与测试集的损失值与正确率
图中红色实线为训练集的损失函数值，绿色实线

为测试集的损失函数值，两者几乎重叠在了一起，红色
虚线为训练集的正确率，绿色虚线为测试集的正确率，
由于训练集与测试集中，标注为白色（背景）的像素远
远多于黑色（前景）像素（白色像素占比往往在９０％左
右），故训练初始时就有一个较大的正确率，在迭代
至第１２轮左右，即损失值降至０． １２９０左右时，可以
看到正确率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提升，最终损失值不
断下降，直至０． ０４６９左右，正确率则保持在９８． ０６％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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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验结果及结论
使用所提出的神经网络二值化方法对自然环境下

拍摄的图片进行二值化处理，并将实验结果与Ｏｔｓｕ算
法、Ｎｉｂｌａｃｋ算法及经人工精确调节参数的Ｓａｕｖｏｌａ算
法进行对比，实验结果如图９ ～图１２所示。

图９　 对比实验１

图１０　 对比实验２
图９与图１０为各类常用的二值化算法与本文所

用的二值化方法的两组对照实验，主要将表现较好的
经人工调节ｋ值的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与本文算法进行对比。
在图９所示的实验中，ｋ取０． ４，在图１０所示的实验
中，ｋ取０． ０８，这两个取值的确定均以保证字符清晰的
前提下尽量减少图片中的噪点为标准。由此可见，这
两图使用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时需要的参数取值不同，但均能
通过本文所用的二值化方法自适应处理，同时使用本
文所述的二值化方法获得的二值图片字符更清晰（见

图９（ｆ）右上方的手写的竖式、与右侧连线），噪点也更
少（对比图１０（ｅ）与图１０（ｆ）中左下方部分）。图１１
为一组更为恶劣的情况下的对照实验，更能体现出本
文所用算法的优势。

图１１　 对比实验３
图１１中，由于原图的成像环境恶劣，导致图片成

像模糊且含有大量噪点，且这些噪点与组成字符的像
素点间的灰度差值不大，导致在使用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时，
无论如何调节ｋ值，均不能得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结果，
在保证字符清晰的前提下，将出现大量噪点，而使用本
文所述的二值化算法时结果中的噪点显著减少。

图１２展示了多组实验对比的结果，可以看到，整
体而言，使用本文算法所处理的图片均能达到经人工
精确调节ｋ值的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的水平，同时在对噪声的
抑制及低对比度区域的字符清晰度方面均有一定优
势。

对于光照环境复杂及成像质量低的图片，使用所
提出的方法具有显著优势，事实上在光照环境复杂的
情况下，对整张图片仅使用一个ｋ值处理在逻辑上并
不合理，ｋ值反映了标准差对最终阈值的影响，应是一
个动态调节的参数，但很难找到一个精确的、高适应性
的精确计算ｋ值的方法。本文使用神经网络虽是一个
二分类网络，但参数ｋ的动态调节却隐含在网络中，取
得了预期的效果。

使用本文所提出的二值化方法相较于传统的Ｓａｕ
ｖｏｌａ算法显然需要更大的计算资源，在Ｐｙｔｈｏｎ环境下
以程序运行的时间作为基准进行测算，所提出的算法

·８６· 《测控技术》２０２０年第３９卷第８期



的运算量大致相当于２． ３４ ～ ２． ４５倍经积分图优化［１９］

后的传统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的运算量，使用Ｃ ＋＋编写的经
积分图优化的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在ｉ７５７００ＨＱ的硬件环境
下处理一张１２００像素× ６００像素的图片需用时３０ ｍｓ
左右，可以满足实用要求。

图１２　 多组对比结果

　 　 受时间及能力所限，最终训练出来的网络仍存在
提升空间，所提出的二值化方法对于训练集的制作有
较强的依赖，若想达到更为理想的处理效果，在训练
集制作过程中，可以选取更小的尺寸切分图片、划分
更为精密的区间筛选图片，从而提升最终的处理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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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实验表明，测量系统精密度和准确度高，系统
测量误差小于１％，响应速度快，测量方法具有高效性。
４　 结束语

根据国标规定，汽车、挂车和汽车列车的外廓尺寸
应不超过规定的最大限值，而目前现有车辆宽度轮廓
测量方法如人工测量法、激光雷达法和红外激光光幕
法等，存在效率低、对测量场景要求高、易受环境污染
影响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激光阵列投射与相
机相结合的运行车辆宽度投影轮廓在线测量方法，实
验结果表明，系统测量相对误差＜ １％，平均耗时低于
１０ ｓ，所提出的方法具有精度高、速度快、对测量场景
要求低、成本低等优点，实现了车辆宽度投影轮廓的在
线测量。本文提出的方法有望应用于各类汽车检测
站、高速公路入口，实时获取运行车辆宽度投影轮廓数
据，进一步与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技术结合，为车辆综
合性能检测、车辆非法改装监管、智能交通系统的实现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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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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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ｓｔｒｏｋｅｗｉｄ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ｂｉｎａｒｉｚ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Ｃ］／ ／ ２０１３ １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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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基于激光阵列的运行车辆宽度投影轮廓在线测量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