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210152.7

(22)申请日 2019.03.19

(71)申请人 苏州怡林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5011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竹园路

209号1号楼C6017

(72)发明人 孔令军　王锐　李华康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北辰联和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2350

代理人 张芳

(51)Int.Cl.

G06K 9/32(2006.01)

G06K 9/34(2006.01)

G06K 9/46(2006.01)

G06K 9/62(2006.01)

G06N 3/04(2006.01)

 

(54)发明名称

基于卷积网络的车牌检测方法、存储介质和

检测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卷积网络的车牌检测

方法、存储介质和检测设备，其中车牌检测方法

包括：利用卷积网络进行图片特征提取，再由车

头车尾检测模块获取车头车尾坐标位置，从中提

取车头车尾区域的局部特征图，再经过车牌检测

模块，得到车牌的坐标位置。本发明提出了将卷

积网络特征图的空间不变性特点运用于车牌检

测，能够精确的通过特征图的分类结果定位车牌

位置。本发明识别效果突出，准确率高，能够实时

的运用于车牌识别系统以及嵌入式设备的移植；

利用卷积网络对光照的鲁棒性，在各种天气环境

条件下，能够较好的识别并定位出车牌。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09948612 A

2019.06.28

CN
 1
09
94
86
12
 A



1.基于卷积网络的车牌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获取图片；

S2、将所述图片重构为固定大小的特征图，送入卷积网络进行特征提取，得到若干尺寸

不同的初步特征图；

S3、将所述初步特征图作为车头车尾检测模块的输入，得到车头车尾坐标位置；

S4、根据所述车头车尾坐标位置，从所述初步特征图中获取包含车头车尾特征区域的

局部特征图；

S5、将所述局部特征图作为车牌检测模块的输入，得到车牌坐标位置；

S6、根据所述车头车尾坐标位置和所述车牌坐标位置，得到车牌相对于S1中所述图片

的坐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牌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所述卷积网络进行特征提

取，所述卷积网络包括卷积层和池化层，所述卷积层用于进行卷积运算，不改变所述特征图

的尺寸，所述池化层用于进行二倍下采样，使得到的所述初步特征图的尺寸为作为输入的

所述特征图的一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车牌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初步特征图的长宽相等，为

2n，其中1≤n≤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牌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车头车尾检测模块和所述车

牌检测模块均需经过模型训练。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车牌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型训练包括数据增强步

骤，所述数据增强方式包括随机图片亮度、对比度、将RGB颜色空间转换成HSV空间并分别随

机设定H、S、V颜色空间、裁剪图片以及填充图片。

6.一种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包括存储在该存储介质中的程序，在所述程序运行时控

制所述存储介质所在的设备执行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车牌检测方法。

7.一种车牌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处理器，所述处理器用于运行程序，所述程序

运行时执行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车牌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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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卷积网络的车牌检测方法、存储介质和检测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图像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卷积网络的车牌检测方法、存

储介质和检测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人们生活中的出行方式逐

渐从自行车转向机动汽车。较为明显的是各个地区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使得汽车的保有量快

速增长。随着汽车的保有量的增多，车辆管理的工作量随之增大，特别是对乱停乱放、违反

交通规则、等行为的查处以及追踪逃犯等需要通过人工重复性进行监视摄像机，这种情况

存在着人为因素的影响不能够快速的实时的定位目标车辆，并且造成了大量的人力成本的

浪费。对于机动车辆能够通过车牌确定车辆的身份，最常用的方法自动获取车辆信息的方

式是通过车牌识别技术。

[0003] 车牌识别中最重要的一环是车牌检测，车牌检测的结果影响到最终的识别结果。

通常的检测方法使用传统的车牌识别方法，比如：LBP(Local  Binary  Pattern,局部二值模

式)级联分类网络、支持向量机等。此类方法主要的缺点是在各种特殊环境下的车牌检测率

较低，如光线黑暗、光线太强、存在反光等，车牌的放置角度也影响着算法的精确度；训练困

难(需要人为设置一些训练参数)。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卷积网络的车牌检测方

法、存储介质和检测设备，运用深度卷积网络进行图像特征提取，识别准确率高，适合各种

光照条件，降低天气环境以及人为干扰情况下的错误率。

[0005] 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一种基于卷积网络的车牌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获取图片；

[0007] S2、将所述图片重构为固定大小的特征图，送入卷积网络进行特征提取，得到若干

尺寸不同的初步特征图；

[0008] S3、将所述初步特征图作为车头车尾检测模块的输入，得到车头车尾坐标位置；

[0009] S4、根据所述车头车尾坐标位置，从所述初步特征图中获取包含车头车尾特征区

域的局部特征图；

[0010] S5、将所述局部特征图作为车牌检测模块的输入，得到车牌坐标位置；

[0011] S6、根据所述车头车尾坐标位置和所述车牌坐标位置，得到车牌相对于S1中所述

图片的坐标。

[0012] 优选的，S2中所述卷积网络进行特征提取，所述卷积网络包括卷积层和池化层，所

述卷积层用于进行卷积运算，不改变所述特征图的尺寸，所述池化层用于进行二倍下采样，

使得到的所述初步特征图的尺寸为作为输入的所述特征图的一半。

[0013] 优选的，所述初步特征图的长宽相等，为2n，其中1≤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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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的，所述车头车尾检测模块和所述车牌检测模块均需经过模型训练。

[0015] 优选的，所述模型训练包括数据增强步骤，所述数据增强方式包括随机图片亮度、

对比度、将RGB颜色空间转换成HSV空间并分别随机设定H、S、V颜色空间、裁剪图片以及填充

图片。

[0016] 本发明第二方面提供一种存储介质，包括存储在该存储介质中的程序，在所述程

序运行时控制所述存储介质所在的设备执行上述任一技术方案所述的车牌检测方法。

[0017] 本发明第三方面提供一种车牌检测设备，包括处理器，所述处理器用于运行程序，

所述程序运行时执行上述任一技术方案所述的车牌检测方法。

[0018] 本发明使用卷积网络提取到的特征图作为候选框，并且通过候选框的坐标轴进行

回归来精确定位车牌框，仅使用卷积层以及池化层提取图像特征属性，利用深度卷积网络

的空间不变性定位车牌。本发明使用卷积网络进行车牌识别，识别效果突出，准确率高，能

够实时的运用于车牌识别系统，以及嵌入式设备的移植；本发明使用卷积神经网络对图片

进行特征提取，利用卷积网络提取特征的空间不变性来进行物体定位，利用卷积网络对光

照的鲁棒性，在各种天气环境条件下，能够较好的识别并定位出车牌，在各种光照条件下，

例如曝光、黑暗条件下，也比较好的识别出车牌；本发明能够防止将某些图片中出现的字符

识别成车牌，以及防止将各种场景下其他物体如路标、广告牌识别成车牌目标；能够降低真

实环境下车牌识别的误报率；以及防止人为因素影响。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示出的结构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基于卷积网络的车牌检测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2] 需要说明，若本发明实施例中有涉及方向性指示，则该方向性指示仅用于解释在

某一特定姿态下各部件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运动情况等，如果该特定姿态发生改变时，则

该方向性指示也相应地随之改变。

[0023] 直接进行车牌检测除了要考虑优化小目标的识别外，还得需要考虑到性能的影

响。主要原因小物体检测往往处于浅层网络进行检测，这类因素导致识别率较低。而小物体

的识别数量众多，使得卷积网路的参数较多，计算量也加大，使得网络的性能较低，而使用

车头车尾检测则能够克服这两种困难。车头车尾检测针对优化大目标识别算法进行优化，

车头车尾检测的精确度能够达到99％，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卷积网络对于图占比大的目标

识别准确率高，相对的对图占比低的目标识别准确率较低。

[0024] 图1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卷积网络的车牌检测方法流程，其包括以下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948612 A

4



步骤：

[0025] S1、获取图片；可以是由相机拍下的，也可以是从网络上下载的，或从视频中截取

的图片。

[0026] S2、将所述图片重构为固定大小的特征图，送入卷积网络进行特征提取，得到若干

尺寸不同的初步特征图；

[002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卷积网络进行特征提取，所述卷积网络包括卷积层和池

化层，所述卷积层用于进行卷积运算，不改变所述特征图的尺寸，所述池化层用于进行二倍

下采样，使得到的所述初步特征图的尺寸为作为输入的所述特征图的一半。

[0028] 举例说明，将图片重构为256x256像素大小，经卷积层进行卷积操作和池化层下采

样后，最终卷积网络提取到的初步特征图长宽分别为：256x256、128x128、64x64、32x32、

16x16、8x8、4x4、2x2。

[0029] S3、将所述初步特征图作为车头车尾检测模块的输入，得到车头车尾坐标位置；

[0030] 车头车尾检测模块，主要使用SSD目标检测算法(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的分类框架以及回归框架作为主要功能单元，其主要通过不同大小的初步特征

图作为SSD算法的类别分类以及目标检测框的回归，并综合分类以及目标检测框回归结果，

获取车头车尾检测框的预测位置。SSD目标检测算法是本领域的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详细描

述。

[0031] S4、根据所述车头车尾坐标位置，从所述初步特征图中获取包含车头车尾特征区

域的局部特征图。主要利用卷积网络的相对空间不变性，通过所述车头车尾坐标位置从不

同大小的初步特征图中获取预测为车头车尾特征区域。候选框在8x8、4x4、2x2像素的初步

特征图上选取。通过卷积网络提取到的不同长宽的初步特征图作为候选框中点、并且初步

特征图与原图片所占的比例为候选框的长宽与原图的比例。候选框相对于原图的相对位置

不会改变，上述三个初步特征图相对于原图像素值比例分别为1:8、1:4、1:2，故候选区的三

个初步特征图的候选框长度分别为32、64、128，长宽比为固定的1：1、2：1和1：2。

[0032] S5、将所述局部特征图作为车牌检测模块的输入，得到车牌坐标位置；

[0033] 车牌检测模块，将车头车尾区域的局部特征图作为类似于SSD目标检测算法中的

类别分类以及目标检测框的回归进行车牌检测，获取车牌坐标位置。

[0034] 在车头车尾图片中检测车牌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方法，在实际环境中，车牌往往处

于车头或者车尾中部。针对卷积网络学习能力的有限性，卷积网络在单一的场景中往往能

够达到非常好的准确率。于是使用在车头车尾中识别车牌的方法能够排除一些无关因素的

干扰，使得卷积网络能够更集中于去学习车牌检测，使得车牌框的回归学习更加准确。

[0035] 在本实施例中，车头车尾检测模块和车牌检测模块的损失函数由两部分组成，一

部分为分类损失函数并使用softmax计算，另一部分为框回归损失函数。其中分类损失中的

正样本选择候选框A与真实样本框B的IOU{(A∩B)/(A∪B)}大于0.7为正样本，而小于0.3为

负样本，0.3与0.7部分则忽略，不当作正样本以及负样本。框损失函数由回归损失构成，将

候选框以及真实框的四个坐标轴x1、y1、x2、y2的坐标转换成中点坐标轴以及候选框的长宽

cx、cy、h、w，转换公式如下：

[0036] 中点x轴坐标：cx＝(x1+x2)/2

[0037] 中点y轴坐标：cy＝(y1+y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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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框高度：h＝y2–y1

[0039] 框宽度：w＝x2–x1。

[0040] 其中真实样获取上述结果后，假定真实目标框为g，而候选目标框为b。则对于上述

四点回归计算分别计算：(gcx–bcx)/bw,(gcy-bcy)/bh，gh/bh，gw/bw。其中gcx、gcy、gh、gw

分别代表真实框的中点x轴坐标、y轴坐标、长度、宽度。而bcx、bcy、bh、bw分别代表候选框的

中点x轴坐标、y轴坐标、长度和宽度。然后对上述四个公式的计算结果进行线性回归。对于

线性回归部分，仅仅在候选框满足与真实样本的IOU大于0.3的条件下对候选框进行线性回

归计算。最终通过将分类损失和回归损失联合进行训练。

[0041] S6、根据所述车头车尾坐标位置和所述车牌坐标位置，得到车牌相对于S1中所述

图片的坐标。

[0042] 一般的，车头车尾检测模块和车牌检测模块均需事先经过模型训练。模型训练方

式与SSD目标检测算法训练方式一致，不再赘述。

[0043] 在本实施例中，模型训练包括数据增强步骤，数据增强方式包括图片随机亮度、对

比度、将RGB颜色空间转换成HSV空间并分别随机设定H、S、V颜色空间、裁剪图片以及填充图

片。其中随机亮度与对比度随机改变到原值的(-30,30)范围。随机H、S、V三种颜色空间通过

将原值随机到(-30，30)范围内。图片裁剪通过将图片随机进行裁剪，但裁剪相对于原图的

长宽需要限制在(0.9，1.0)范围内，以防止对图片的过度裁剪。对于图片的填充则是通过将

图片的周边填充0像素值或者一像素值，填充后的图像相对于原图的的长宽比例不能够超

过1.1:1以防止模拟真实场景过度，造成生成样本失真现象。上述的样本增强方法理论上能

够制造无数样本训练模型，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基于以上样本增加方法的一些数值变

化和手段扩展，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44] 本发明实施例提出了将卷积网络特征图的空间不变性特点运用于车牌检测，能够

精确的通过特征图的分类结果定位车牌位置，使用了数据增强运用于车牌检测卷积网络的

训练中，模拟车牌的各种图像失真情况。例如：车牌目标太小、光照强度较暗、光照强度太强

使得训练的模型对于各种光照条件下具有较高的鲁棒性，能够达较好的精确度。

[0045]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存储介质，包括存储在该存储介质中的程序，在所述程

序运行时控制所述存储介质所在的设备执行上述任一技术方案所述的车牌检测方法。

[0046]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车牌检测设备，包括处理器，所述处理器用于运行程序，

所述程序运行时执行上述任一技术方案所述的车牌检测方法。

[0047] 所述存储介质和车牌检测设备的工作流程与产生的有益效果，可参见上述对基于

卷积网络的车牌检测方法的描述。

[0048]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包括

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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