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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力仪表中的图像处理技术领

域，为一种利用投影回归的齿轮式数字仪表识别

方法。包括对数字区域边缘提取并进行图像锐

化；对数字区域进行多角度投影得到多角度投影

特征；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根据预先的数字图片数

据集训练权重矩阵，得到回归器函数；对实际图

片边缘提取并锐化后，提取多角度投影特征放入

回归器函数，即得到数字识别结果；本方法解决

了多个数字同时出现的问题，把数字识别问题转

换到回归位置问题，从而精确识别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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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投影回归的齿轮式数字仪表识别方法，包括回归器函数训练阶段和正式识

别阶段；其特征在于，

所述回归器函数训练阶段包括：

步骤一：对齿轮式数字仪表的数字区域图像进行预处理，包括对其进行边缘提取以及

锐化处理；

步骤二：对锐化后图像以旋转增量α进行360°方向投影，得到至少360个投影特征；

以锐化后图像的最大尺寸为底，以任意初始底进行投影，若该角度方向存在像素则对

应特征向量位置为1，反之为0，即得到初始底的投影特征向量；得出每个旋转角度增量下对

应的投影特征向量；

步骤三：利用BP人工神经网络对数字区域图像集进行训练，训练出权重矩阵，得到回归

器函数；

所述正式识别阶段包括：

步骤一：按照回归器函数训练阶段对待测的数字仪表图片进行相同的预处理以及投

影；

步骤二：将各个待测的数字仪表图片的投影特征放入训练好的回归器函数中，回归到

齿轮式数字仪表的对应环上，从而获得待测数字仪表的数字识别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投影回归的齿轮式数字仪表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边缘提取以及锐化处理包括采用canny算子进行锐化，具体包括：

其中，g(i,j)表示数字区域图像在(i，j)位置处的像素值；dx(i ,j)表示数字区域图像

(i，j)在x方向的梯度值；dy(i,j)表示数字区域图像(i，j)在y方向的梯度值。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投影回归的齿轮式数字仪表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

以0.1～1°为旋转增量，得出每个旋转角度增量下对应的投影特征向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投影回归的齿轮式数字仪表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利用BP人工神经网络对数字区域图像集进行训练，训练出权重矩阵，得到回归器函数

包括通过数字区域数据集训练BP人工神经网络内部的损失函数 的误差值

最小，从而得到权重矩阵w，进而得到回归器函数yi＝xi.*w；

其中，.*表示正对相乘；yi表示第i个数字标签；xi表示第i个数字特征向量矩阵；Ek表示

BP人工神经网络中第k层的误差值； 表示反向运算中BP人工神经网络第k层的实际值；

表示BP人工神经网络中第k层的预测值；l表示BP人工神经网络的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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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投影回归的齿轮式数字仪表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仪表中的图像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将识别分类问题转换到回

归位置问题，从而得到连续性读数的齿轮式数字仪表识别方法，具体为一种利用投影回归

的齿轮式数字仪表识别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变电站的数字仪表众多，随着仪表使用时间加长和观测员或机器人拍摄图像极易

存在一个区域多个数字显示情况，导致无法判断数字；而目前所存在的方法大都是对数字

提取特征直接分类，但此类方法因为分类原理上的局限性，无法得到精确的仪表读数，极易

造成误判。因此需要发明一种可以精确判读多个数字同时在一个区域显示的方法。

[0003] 传统方法三线法，八线法，水滴法的对数字结构分析分类，特征提取不够，

[0004] 导致无法很好识别数字，且现有的方法大都不能解决模棱两可的状态；在现有的

分类算法中又由于没有考虑到齿轮式仪表的数字转动特殊性，识别依据不够，识别结果可

信度低。

[0005] 在戴静等人提出的《一种基于交点特征的印刷体数字识别方法》中其主要步骤分

为两步：第一步对二值化后的数字图像进行扫描矩阵存储得到左零右一的交点等关键点，

第二步放入RBF前馈神经网络得到识别结果；该方法并不能解决数字模棱两可的问题，无法

给出准确的识别结果；

[0006] 中国专利CN2018102101062中利用数字图像直方图和数字封闭特征用数字框与数

字的面积比特征、几何关系特征以及数字和数字框的高宽比作为特征量筛选出经二值化处

理的图像中的方框与对应的数字区域；但此方法特征量不够，无法解决多个数字状态下精

确判读问题；

[000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数方法数字结构特征量不够，没有充分利用结构信息，

特征种类繁多，计算复杂，不易获取；且大多采用分类算法，传统的分类方法难以解决数字

模棱两可状态，无法给出可信识别结果。

发明内容

[0008] 基于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利用投影回归的齿轮式数字仪表识

别方法，包括回归器函数训练阶段和正式识别阶段；

[0009] 所述回归器函数训练阶段包括：

[0010] 步骤一：对齿轮式数字仪表的数字区域图像进行预处理，包括对其进行边缘提取

以及锐化处理；

[0011] 步骤二：对锐化后图像以旋转增量α进行360°方向投影，得到至少360个投影特征；

[0012] 步骤三：利用BP人工神经网络对数字区域图像集进行训练，训练出权重矩阵，得到

回归器函数；

[0013] 所述正式识别阶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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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步骤一：按照回归器函数训练阶段对待测的数字仪表图片进行相同的预处理以及

投影；

[0015] 步骤二：将各个待测的数字仪表图片的投影特征放入训练好的回归器函数中，从

而获得待测数字仪表的数字识别结果。

[0016] 进一步的，所述边缘提取以及锐化处理包括采用canny算子进行锐化，当然也可以

是其他算子进行锐化，本发明不再枚举，当采用canny算子进行锐化时，具体包括：

[0017]

[0018] 其中，g(i,j)表示数字区域图像在(i，j)位置处的像素值；dx(i,j)表示数字区域

图像(i，j)在x方向的梯度值；dy(i,j)表示数字区域图像(i，j)在y方向的梯度值。

[0019] 进一步的，所述对锐化后的图像以增量α进行360°方向投影，得到至少360个投影

特征包括以图像的最大尺寸为底，以任意初始底进行投影，若该角度方向存在像素则对应

特征向量位置为1，反之为0，即得到初始底的投影特征向量；以0.1～1°为旋转增量，得出每

个旋转角度增量下对应的投影特征向量。

[0020] 进一步的，所述利用BP人工神经网络对数字区域图像集进行训练，训练出权重矩

阵，得到回归器函数包括通过数字区域数据集训练使得BP人工神经网络内部的损失函数

的误差值最小，从而得到权重矩阵w，进而得到回归器函数yi＝xi.
*w；

[0021] 其中，yi表示第i个数字标签；xi表示第i个数字特征向量矩阵；n表示数字标签的个

数；Ek表示BP人工神经网络中第k层的误差值； 表示反向运算中BP人工神经网络第k层的

实际值； 表示BP人工神经网络中第k层的预测值；l表示BP人工神经网络的层数。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3] 1、本方法利用Canny算子锐化，极大保留了数字边缘信息，为后续投影特征提供了

保障；

[0024] 2、本发明通过简单的投影特征获取了大量的数字结构特征，极高利用了数字结构

信息；

[0025] 3、本发明通过对数字识别问题，转换到由投影特征向量回归到对应位置问题，对

任意数字状态给出精确读数，可信度极高；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采用的方法流程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采用的数字仪表边缘提取锐化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

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

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9]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利用投影回归的齿轮式数字仪表识别方法，包括回归器训练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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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和正式识别阶段；如图1所示，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0] 其中，所述回归器函数训练阶段包括：

[0031] (1)对数字区域进行边缘提取，并锐化图像如图2所示；

[0032] (2)对锐化后图像进行360°方向投影，以旋转增量1°进行旋转投影，从而刚好获得

360个投影特征；

[0033] (3)利用BP人工神经网络对数字区域图像集进行训练，训练出权重矩阵，得到回归

器函数；

[0034] (4)对实际数字图片即待测的数字仪表图片进行边缘提取，锐化图像；

[0035] (5)对锐化后图像进行360°方向投影，得到360个投影特征；

[0036] (6)将投影特征放入回归器函数，得到数字识别结果。

[0037] 所述边缘提取以及锐化处理包括采用canny算子进行锐化，具体包括：

[0038]

[0039] 其中，g(i,j)表示数字区域图像在(i，j)位置处的像素值；dx(i,j)表示数字区域

图像(i，j)在x方向的梯度值；dy(i,j)表示数字区域图像(i，j)在y方向的梯度值。

[0040] 其中，x方向梯度矩阵可以表示为 y方向梯度矩阵可以表示为

[0041] 对锐化后的图像以增量α进行360°方向投影，得到至少360个投影特征包括以图像

的最大尺寸为底，以任意初始底进行投影，若该角度方向存在像素则对应特征向量位置为

1，反之为0，即得到初始底的投影特征向量；以0.1～1°为旋转增量，得出每个旋转角度增量

下对应的投影特征向量。

[0042] 本实施例中旋转增量为1°，以图像最大尺寸为底，以6×6为例，若初始底为0°呈水

平方向，向上投影，若该角度方向存在像素则对应特征向量位置为1，反之为0，即得到0°对

应的投影特征向量[0  1  1  1  1  0]；以1°为增量，旋转一次，得1°的投影特征向量[1  1  1  1 

1  0]；依次旋转，最终获得360个投影特征向量；

[0043] 利用BP人工神经网络对数字区域图像集进行训练，训练出权重矩阵，得到回归器

函数包括通过数字区域数据集训练使得BP人工神经网络内部的损失函数

的误差值最小，从而得到权重矩阵w，进而得到回归器函数yi＝xi.
*w。

[0044] 所述BP人工神经网络表示为

[0045] 其中，yi表示第i个数字标签；xi表示第i个数字特征向量矩阵；n表示数字标签的个

数；Ek表示BP人工神经网络中第k层的误差值； 表示反向运算中BP人工神经网络第k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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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值； 表示BP人工神经网络中第k层预测值；l表示BP人工神经网络的层数。

[0046] 将待测的数字仪表图片的投影特征放入训练好的回归器函数中，得到数字识别结

果，可具体包括：

[0047] 对实际数字图像边缘提取并锐化，提取出360个方向投影特征得到xi；

[0048] 例如： xi特征向量矩阵大小为[360，6]，表示有6个底，每个

底中对应有360个特征。

[0049] 将投影特征向量矩阵放入回归器函数xi.*w＝yi，即计算而得的数字标签则为识别

结果。其中，回归后的结果即对应齿轮式数字仪表相应的环上。

[0050]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上述实施例的各种方法中的全部或部分步骤是可

以通过程序来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该程序可以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存储

介质可以包括：ROM、RAM、磁盘或光盘等。

[0051] 以上所举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所

应理解的是，以上所举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对本发明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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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10232376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