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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

其包括：S1：从监控系统中提取监控图片；S2：通

过图像识别技术，输出车辆区域图片；S3：在车辆

区域图片内进行车辆位置分类识别，将车辆区域

图片划分为车头图片和车尾图片；S4：把车头、车

尾图片分别输入到训练好的渣土车识别算法模

型进行识别；S5：如果甄别结果为发现渣土车，且

是通过车尾图片识别出渣土车，则把车尾图片输

入到训练好的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中

进行识别；如果是通过车头图片识别出渣土车，

则把车辆信息通知给监管人员；S6：S5中通过训

练好的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对车尾图

片进行识别，如果违法识别结果为存在违法行

为，则生成预警信息，把预警信息通知监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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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S1：从监控系统中提取监控图片；

S2：通过图像识别技术，从图片中检出车辆区域，输出车辆区域图片；

其特征在于，其还包括下述步骤：

S3：在所述车辆区域图片内进行车辆位置分类识别，将车辆区域图片划分为车头图片

和车尾图片；

S4：把所述车头图片和所述车尾图片分别输入到训练好的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中进行

识别；

S5：如果甄别结果为发现渣土车，且是通过所述车尾图片识别出渣土车的，则把所述车

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中进行识别；如果是通过所述车头图

片识别出渣土车，则把车辆信息通知给监管人员；如果所述甄别结果为未发现渣土车则本

次识别结束；

S6：步骤S5中通过训练好的所述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对所述车尾图片进行识

别，如果违法识别结果为存在违法行为，则生成预警信息，把所述预警信息通知监管人员；

如果违法识别结果为无违法行为，则本次识别结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

中所述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包括车头用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和车尾用渣土车识别算法模

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车

头用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的训练过程如下：

a-1:  定期地通过各地的卡口管理系统、违章采集系统不断收集海量车头用样本图片；

a-2：每次收集新的样本图片后，对候选车头用样本图片进行第一次分类，第一次分类

的类型包括9个类型：大客车、大货车、中巴车、小货车、面包车、小轿车、越野车、摩托车、三

轮车；

a-3：将分类完毕的图片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出一个9分类

算法模型，记做车头用9分类算法模型；

a-4:将大货车分类中的样本图片进行第二次分类，第二次分类的类型包括2个类型：渣

土车、非渣土车；

a-5：将渣土车、非渣土车两个种类的样本图片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利用卷积神经

网络训练出一个2分类算法模型，训练好的模型记作车头用2分类算法模型。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车

尾用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的训练过程如下：

b-1：定期地通过各地的卡口管理系统、违章采集系统不断收集海量车尾用样本图片；

b-2：每次收集新的样本图片后，对候选车尾用样本图片进行第一次分类，第一次分类

的类型包括9个类型：大客车、大货车、中巴车、小货车、面包车、小轿车、越野车、摩托车、三

轮车；

b-3：将分类完毕的图片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出一个9分类

算法模型，记做车尾用9分类算法模型；

b-4:将大货车分类中的样本图片进行第二次分类，第二次分类的类型包括2个类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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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车、非渣土车；

b-5：将渣土车、非渣土车两个种类的样本图片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利用卷积神经

网络训练出一个2分类算法模型，训练好的模型记作车尾用2分类算法模型。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

中，将所述车头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所述车头用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进行识别，过程如下：

S4-1-1：将所述车头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所述车头用9分类算法模型进行分类；

S4-1-2:  如果分类结果中所述车头图片为大货车的概率最大，则把所述车头图片继续

输入到所述车头用2分类算法模型，否则所述车头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非渣土车图片；

S4-1-3:如果所述车头图片在所述车头用2分类算法模型中的分类结果为渣土车的概

率最大，则所述车头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渣土车图片，否则所述车头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

非渣土车图片。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

中，将所述车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所述后盖识别算法模型中进行识别，过程如下：

S4-3-1：将所述车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所述车尾用9分类算法模型进行分类；

S4-3-2:  如果分类结果中所述车尾图片为大货车的概率最大，则把所述车尾图片继续

输入到所述车尾用2分类算法模型，否则所述车尾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非渣土车图片；

S4-3-3:如果所述车尾图片在所述车头用2分类算法模型中的分类结果为渣土车的概

率最大，则所述车尾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渣土车图片，否则所述车尾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

非渣土车图片。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5

中所述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包括后盖识别算法模型和放大车牌号识别算法模

型。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后

盖识别算法模型的训练过程如下：

c-1：定期地通过各地的卡口管理系统、违章采集系统持续不断收集海量车尾用样本图

片；

c-2：每次收集新的样本图片后，对候选车尾用样本图片进行分类，分类的类型包括2个

类型：盖上后盖、未盖后盖；

c-3：将分类完毕的图片中的两个类型：盖上后盖、未盖后盖，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出一个2分类算法模型，记做后盖识别算法模型。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放

大车牌号识别算法模型的训练过程如下：

d-1：定期地通过各地的卡口管理系统、违章采集系统不断收集海量车尾用样本图片；

d-2：每次收集新的样本图片后，对候选车尾用样本图片进行分类，分类的类型包括2个

类型：喷涂放大号、未喷涂放大号；

d-3：将分类完毕的图片中的两个类型：喷涂放大号、未喷涂放大号，输入到卷积神经网

络中，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出一个2分类算法模型，记为放大车牌号识别算法模型。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S5中通过训练好的所述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对所述车尾图片进行识别，过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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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步骤：

S5-1：将所述车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所述后盖识别算法模型中进行识别；

S5-2：如果通过所述后盖识别算法模型分类后，所述车尾图片的类型为未盖后盖的概

率最大，则认为存在违法行为，所述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存在违法行为，所述车尾图片的类

型为盖上后盖的概率最大，所述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不存在违法行为，所述违法识别结果

设置为无违法行为；

S5-3：如果所述违法识别结果为无违法行为，则将所述车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所述

放大车牌号识别算法模型中；

S5-4：如果通过所述放大车牌号识别算法模型分类后，所述车尾图片的类型为未喷涂

放大号的概率最大，则认为存在违法行为，所述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存在违法行为，所述车

尾图片的类型为喷涂放大号的概率最大，所述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不存在违法行为，所述

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无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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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交通控制技术领域，具体为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渣土车并不是特定的某种车型，而是指专门用于运送沙石等建筑料的卡车。由于

渣土车一般是在市区夜间允许通行，由于渣土车体积庞大、驾驶室高，存在很多视觉盲区，

且部分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使得渣土车给道路交通秩序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属于需要必

须监管的车种。因为城市建设中建筑工地无规律变化，渣土车集中的路段也无规律变化，现

有方法中需要人工发现渣土车集中路段，然后人工确认是否有违法行为，导致人工实施监

管会有一定的滞后性，且效率不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人工甄别渣土车违法行为有滞后性且效率不高的问题，本发明提供基于

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可以利用现有设备在自动识别出渣土车、以及渣

土车的违法行为，成本低、费时短、效率高，确保后续监管工作的正常实施。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包括

以下步骤：

S1：从监控系统中提取监控图片；

S2：通过图像识别技术，从图片中检出车辆区域，输出车辆区域图片；

其特征在于，其还包括下述步骤：

S3：在所述车辆区域图片内进行车辆位置分类识别，将车辆区域图片划分为车头图片

和车尾图片；

S4：把所述车头图片和所述车尾图片分别输入到训练好的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中进行

识别；

S5：如果甄别结果为发现渣土车，且是通过所述车尾图片识别出渣土车的，则把所述车

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中进行识别；如果是通过所述车头图

片识别出渣土车，则把车辆信息通知给监管人员；如果所述甄别结果为未发现渣土车则本

次识别结束；

S6：步骤S5中通过训练好的所述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对所述车尾图片进行识

别，如果违法识别结果为存在违法行为，则生成预警信息，把所述预警信息通知监管人员；

如果违法识别结果为无违法行为，则本次识别结束。

[0005] 其进一步特征在于：

步骤4中所述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包括车头用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和车尾用渣土车

识别算法模型；

所述车头用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的训练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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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定期地通过各地的卡口管理系统、违章采集系统不断收集海量车头用样本图片；

a-2：每次收集新的样本图片后，对候选车头用样本图片进行第一次分类，第一次分类

的类型包括9个类型：大客车、大货车、中巴车、小货车、面包车、小轿车、越野车、摩托车、三

轮车；

a-3：将分类完毕的图片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出一个9分类

算法模型，记做车头用9分类算法模型；

a-4:将大货车分类中的样本图片进行第二次分类，第二次分类的类型包括2个类型：渣

土车、非渣土车；

a-5：将渣土车、非渣土车两个种类的样本图片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利用卷积神经

网络训练出一个2分类算法模型，训练好的模型记作车头用2分类算法模型；

所述车尾用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的训练过程如下：

b-1：定期地通过各地的卡口管理系统、违章采集系统不断收集海量车尾用样本图片；

b-2：每次收集新的样本图片后，对候选车尾用样本图片进行第一次分类，第一次分类

的类型包括9个类型：大客车、大货车、中巴车、小货车、面包车、小轿车、越野车、摩托车、三

轮车；

b-3：将分类完毕的图片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出一个9分类

算法模型，记做车尾用9分类算法模型；

b-4:将大货车分类中的样本图片进行第二次分类，第二次分类的类型包括2个类型：渣

土车、非渣土车；

b-5：将渣土车、非渣土车两个种类的样本图片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利用卷积神经

网络训练出一个2分类算法模型，训练好的模型记作车尾用2分类算法模型；

步骤S4中，将所述车头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所述车头用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进行识

别，过程如下：

S4-1-1：将所述车头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所述车头用9分类算法模型进行分类；

S4-1-2:  如果分类结果中所述车头图片为大货车的概率最大，则把所述车头图片继续

输入到所述车头用2分类算法模型，否则所述车头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非渣土车图片；

S4-1-3:如果所述车头图片在所述车头用2分类算法模型中的分类结果为渣土车的概

率最大，则所述车头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渣土车图片，否则所述车头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

非渣土车图片；

步骤S4中，将所述车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所述后盖识别算法模型中进行识别，过程

如下：

S4-3-1：将所述车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所述车尾用9分类算法模型进行分类；

S4-3-2:  如果分类结果中所述车尾图片为大货车的概率最大，则把所述车尾图片继续

输入到所述车尾用2分类算法模型，否则所述车尾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非渣土车图片；

S4-3-3:如果所述车尾图片在所述车头用2分类算法模型中的分类结果为渣土车的概

率最大，则所述车尾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渣土车图片，否则所述车尾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

非渣土车图片；

步骤S5中所述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包括后盖识别算法模型和放大车牌号识

别算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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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后盖识别算法模型的训练过程如下：

c-1：定期地通过各地的卡口管理系统、违章采集系统持续不断收集海量车尾用样本图

片；

c-2：每次收集新的样本图片后，对候选车尾用样本图片进行分类，分类的类型包括2个

类型：盖上后盖、未盖后盖；

c-3：将分类完毕的图片中的两个类型：盖上后盖、未盖后盖，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出一个2分类算法模型，记做后盖识别算法模型；

所述放大车牌号识别算法模型的训练过程如下：

d-1：定期地通过各地的卡口管理系统、违章采集系统不断收集海量车尾用样本图片；

d-2：每次收集新的样本图片后，对候选车尾用样本图片进行分类，分类的类型包括2个

类型：喷涂放大号、未喷涂放大号；

d-3：将分类完毕的图片中的两个类型：喷涂放大号、未喷涂放大号，输入到卷积神经网

络中，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出一个2分类算法模型，记为放大车牌号识别算法模型；

步骤S5中通过训练好的所述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对所述车尾图片进行识别，

过程包括下述步骤：

S5-1：将所述车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所述后盖识别算法模型中进行识别；

S5-2：如果通过所述后盖识别算法模型分类后，所述车尾图片的类型为未盖后盖的概

率最大，则认为存在违法行为，所述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存在违法行为，所述车尾图片的类

型为盖上后盖的概率最大，所述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不存在违法行为，所述违法识别结果

设置为无违法行为；

S5-3：如果所述违法识别结果为无违法行为，则将所述车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所述

放大车牌号识别算法模型中；

S5-4：如果通过所述放大车牌号识别算法模型分类后，所述车尾图片的类型为未喷涂

放大号的概率最大，则认为存在违法行为，所述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存在违法行为，所述车

尾图片的类型为喷涂放大号的概率最大，所述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不存在违法行为，所述

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无违法行为。

[0006] 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通过基于卷积神经网

络对嫌疑车辆的车辆图片进行图像分类，通过对车头图片和车尾图片进行分类识别，判断

目标车辆是否渣土车，然后通过对车尾图片进行识别，判断目标车辆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利

用现有的设备即可实现判别，无需添加任何新设备，成本低廉，且自动实施，实时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随时通知监管人员，不存在滞后性，提高了对渣土车的管控效率；基于卷积神经网

络的算法模型泛化能力强，对于不在训练集内的数据拟合效果也非常好；在应用过程中持

续的定期地收集样本图片，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持续的对各个分类用卷积神经网络进

行训练，得到与实际情况变化同步更新的训练好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进一步的确保了本

发明技术方案中的判别方法的识别准确率。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2为通过车头图片识别渣土车的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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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为通过车尾图片识别渣土车以及违法行为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如图1~图3所示，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渣土车特征识别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S1：从监控系统中提取监控图片；

S2：通过图像识别技术，从图片中检出车辆区域，输出车辆区域图片；

S3：在车辆区域图片内进行车辆位置分类识别，将车辆区域图片划分为车头图片和车

尾图片；

S4：分别把车头图片和车尾图片分别输入到训练好的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中进行识

别；

S5：如果甄别结果为发现渣土车，且是通过车尾图片识别出渣土车的，则把车尾图片输

入到训练好的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中进行识别；如果是通过车头图片识别出渣土

车，则把车辆信息通知给监管人员；如果甄别结果为未发现渣土车则本次识别结束；

S6：步骤S5中通过训练好的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对车尾图片进行识别，如果

违法识别结果为存在违法行为，则生成预警信息，把预警信息通知监管人员；如果违法识别

结果为无违法行为，则本次识别结束；

通过把所有收到的图片先分类为车头图片和车尾图片两个类型，分别输入到算法模型

中进行识别，而非把所有的图片放到一个模型中识别，降低了计算量，提高了图片处理的效

率。

[0009] 如图2和图3所示，通过车头图片和车尾图片识别渣土车，详细描述如下所示。

[0010] 步骤4中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包括车头用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和车尾用渣土车

识别算法模型。

[0011] 车头用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的训练过程如下：

a-1:  定期地通过各地的卡口管理系统、违章采集系统不断收集海量车头用样本图片；

a-2：每次收集新的样本图片后，对候选车头用样本图片进行第一次分类，第一次分类

的类型包括9个类型：大客车、大货车、中巴车、小货车、面包车、小轿车、越野车、摩托车、三

轮车；

a-3：将分类完毕的图片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出一个9分类

算法模型，记做车头用9分类算法模型；

a-4:将大货车分类中的样本图片进行第二次分类，第二次分类的类型包括2个类型：渣

土车、非渣土车；

a-5：将渣土车、非渣土车两个种类的样本图片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利用卷积神经

网络训练出一个2分类算法模型，训练好的模型记作车头用2分类算法模型。

[0012] 车尾用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的训练过程如下：

b-1：定期地通过各地的卡口管理系统、违章采集系统不断收集海量车尾用样本图片；

b-2：每次收集新的样本图片后，对候选车尾用样本图片进行第一次分类，第一次分类

的类型包括9个类型：大客车、大货车、中巴车、小货车、面包车、小轿车、越野车、摩托车、三

轮车；

b-3：将分类完毕的图片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出一个9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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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模型，记做车尾用9分类算法模型；

b-4:将大货车分类中的样本图片进行第二次分类，第二次分类的类型包括2个类型：渣

土车、非渣土车；

b-5：将渣土车、非渣土车两个种类的样本图片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利用卷积神经

网络训练出一个2分类算法模型，训练好的模型记作车尾用2分类算法模型。

[0013] 步骤S4中，将车头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车头用渣土车识别算法模型进行识别，过

程如下：

S4-1-1：将车头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车头用9分类算法模型进行分类；

S4-1-2:  如果分类结果中车头图片为大货车的概率最大，则把车头图片继续输入到车

头用2分类算法模型，否则车头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非渣土车图片；

S4-1-3:如果车头图片在车头用2分类算法模型中的分类结果为渣土车的概率最大，则

车头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渣土车图片，否则车头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非渣土车图片。

[0014] 步骤S4中，将车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后盖识别算法模型中进行识别，过程如下：

S4-3-1：将车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车尾用9分类算法模型进行分类；

S4-3-2:  如果分类结果中车尾图片为大货车的概率最大，则把车尾图片继续输入到车

尾用2分类算法模型，否则车尾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非渣土车图片；

S4-3-3:如果车尾图片在车头用2分类算法模型中的分类结果为渣土车的概率最大，则

车尾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渣土车图片，否则车尾图片识别结果设置为非渣土车图片。

[0015] 对车头图片和车尾图片进行分类筛选的时候，先把与渣土车归类为大货车的类

别，然后再从大货车的分类中找出渣土车，这样的分类方法首先通过把与渣土车归类为与

其外形类似的大货车类别，通过9分类算法模型把其他的数据筛选出去，把数据运算量降

低，然后再对大货车分类中的数据进行详细分类，找出渣土车；这种进行两次分类的方法不

但降低了运算的难度，而且提高了图像识别的准确率。

[0016] 如图3所示，通过图片识别渣土车违法行为的流程详细描述如下。

[0017] 步骤S5中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包括后盖识别算法模型和放大车牌号识

别算法模型。

[0018] 后盖识别算法模型的训练过程如下：

c-1：定期地通过各地的卡口管理系统、违章采集系统持续不断收集海量车尾用样本图

片；

c-2：每次收集新的样本图片后，对候选车尾用样本图片进行分类，分类的类型包括2个

类型：盖上后盖、未盖后盖；

c-3：将分类完毕的图片中的两个类型：盖上后盖、未盖后盖，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出一个2分类算法模型，记做后盖识别算法模型。

[0019] 放大车牌号识别算法模型的训练过程如下：

d-1：定期地通过各地的卡口管理系统、违章采集系统不断收集海量车尾用样本图片；

d-2：每次收集新的样本图片后，对候选车尾用样本图片进行分类，分类的类型包括2个

类型：喷涂放大号、未喷涂放大号；

d-3：将分类完毕的图片中的两个类型：喷涂放大号、未喷涂放大号，输入到卷积神经网

络中，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出一个2分类算法模型，记为放大车牌号识别算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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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步骤S5中通过训练好的渣土车违法行为识别算法模型对车尾图片进行识别，过程

包括下述步骤：

S5-1：将车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后盖识别算法模型中进行识别；

S5-2：如果通过后盖识别算法模型分类后，车尾图片的类型为未盖后盖的概率最大，则

认为存在违法行为，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存在违法行为，车尾图片的类型为盖上后盖的概

率最大，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不存在违法行为，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无违法行为；

S5-3：如果违法识别结果为无违法行为，则将车尾图片输入到训练好的放大车牌号识

别算法模型中；

S5-4：如果通过放大车牌号识别算法模型分类后，车尾图片的类型为未喷涂放大号的

概率最大，则认为存在违法行为，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存在违法行为，车尾图片的类型为喷

涂放大号的概率最大，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不存在违法行为，违法识别结果设置为无违法

行为。

[0021] 本发明中定义了两个具体的违法行为：未盖后盖、未喷涂放大号，分别通过两个2

分类算法模型，依次对两个违法行为进行分类甄别，技术方案易于理解，容易实现，适于实

际应用，降低了人工监控违法行为的工作量，提高了交通执法的效率。

[0022] 使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后，通过现有的监控设备，如卡口系统、电子警察系统提取

数据，进行后续的图像分析，无需增加新的图像设备，成本相对较低；通过卡口系统、电子警

察系统主动识别分析路面上行驶的渣土车及其特征，极大提高了交通管理部门对渣土车的

管控力度；本发明中定期地收集多场景下的多种车辆样本、持续地训练过程中用到的多个

神经网络模型，保持渣土车以及特征识别水平稳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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