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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

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包括步骤：采集试纸

一帧图像，对图像进行灰度化和中值滤波预处

理；基于四点灰度动态阈值对图像进行二值分

割，通过差分方法，提取试纸区域；对图像进行

Gama灰度增强并采用高斯低通滤波器滤除部分

周期性纹理；构建单方向的高斯核函数对图像进

行垂直方向的卷积滤波；计算图像在水平方向的

梯度grad_x；将试纸区域沿水平方向分割成n列

子区域，并计算每个子区域的梯度最大值区域的

位置；将每个子区域的梯度最大值区域的位置在

垂直方向进行聚类计算，将区域聚类数量达到阈

值范围的区域标记为纹理缺陷区域；根据标记的

区域判断试纸是否合格。本发明具有检测速度

快，检测精度高，鲁棒性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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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采集试纸一帧图像，并对图像进行灰度化和中值滤波预处理；

S2、基于四点灰度动态阈值对步骤S1预处理后的图像进行二值分割，通过差分方法，提

取试纸区域；

S3、对步骤S2二值分割后的图像进行Gama灰度增强并采用高斯低通滤波器滤除部分周

期性纹理；

S4、构建单方向的高斯核函数对步骤S3处理后的图像进行垂直方向的卷积滤波；

S5、计算步骤S4卷积滤波后的图像在水平方向的梯度grad_x；

S6、将试纸区域沿水平方向分割成n列子区域，并计算每个子区域的梯度最大值区域的

位置；

S7、将每个子区域的梯度最大值区域的位置在垂直方向进行聚类计算，将区域聚类数

量达到阈值范围的区域标记为纹理缺陷区域；

S8、根据步骤S7标记的区域判断试纸是否合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S1中，试纸图像采集装置采用双条形无影白光源，且平行布置在传送带两侧，试纸

位于传送带上，通过工业相机采集试纸图像I1，且采集的图像仅试纸区域灰度值较高。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S2中，获取步骤S1预处理后的图像区域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点灰度值，滤除灰

度最大与最小值，其余灰度值的平均值作为二值分割的阈值，获得二值图像I2，将试纸图像

I1与二值图像I2的反图像进行差分，获得试纸区域图像I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S4中，构建一个高斯卷积核Mn×n，且保证垂直方向的标准偏差sigmaY接近0，以减

小卷积过程中，垂直方向Y的像素点相关性，相当于对垂直方向做定向滤波处理，保留垂直

方向的缺陷纹理，水平方向的标准偏差sigmaX取较大数，将M与经过步骤S3获取的图像I4卷

积，获得经过垂直方向滤波的图像I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垂直方向的标准偏差sigmaY取0.1。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5中，计算步骤S4卷积滤波后的图像在水平方向的梯度grad_x，得到梯度图像

I6。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S6的具体过程为：

S61、将二值图像I2进行形态学腐蚀，并获取其反图像I2_op，将步骤S5获得的梯度图像

I6与反图像I2_op进行差分，裁剪梯度图像I6的边缘，获得图像I7；

S62、以二值图像I2作为图像引导模板，通过从左至右和从右至左的水平行扫描，获得

试纸区域的左边界列坐标u1、右边界列坐标u2；

S63、在(u1 ,u2)区间范围内，将图像I7的试纸区域分割成n列，每列区间长度d＝(u2-

u1)/n，每个子区域为宽度为d的矩形，将每个子区域命名为I7_1、I7_2、……、I7_n；

S64、为获取每一子区域内I7_n灰度值最大区域，即通过步骤S5求取水平梯度后，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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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梯度值最大区域即在图像I7中灰度值最大的区域，在每个子区域I7_n中，构建d×m的矩

形区域scan_m，将每个矩形区域scan_m从图像I7_n子区域的0行滑动到图像末行，每次滑动

一行，同时求取矩形区域scan_m内所有像素点灰度值的总和∑Value_gray(u,v)，进一步获

取每一子区域I7_n灰度值最大的区域的行数v_n，并组成最大灰度值行序列v_1,v_2、……、

v_n，其中u是每个像素点的列坐标，v是每个像素点的行坐标。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m取值为3-5。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S7的具体过程为：

S71、将步骤S64获取的每一子区域的最大灰度值行数序列v_1,v_2、……、v_n，按大小

顺序排序，获得新的序列{v_new(n)|n∈1、2、3、……、n}，且满足v_new(k)<v_new(k-1)；

S72、沿序列{v_new(n)|n∈1、2、3、……、n}滑动，计算每次滑动区域聚合度值value_

polymerization＝v_new(k+p)-v_new(k)，如果聚合度值满足预设阈值，则标记此处为纹理

缺陷区域。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预设阈值取2-3个矩形区域scan_m的高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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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计算机视觉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

理缺陷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针对试纸表面纹理缺陷的自动化检测技术较不成熟，对细微的纹理缺陷漏检

率和误检率都比较高。一般情况下对试纸产品的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是采用采用人工的方

法，而通过肉眼对试纸表面纹理的判断具有主观性，而且由于试纸批量较大，长时间的检测

会造成检测工作人员的视觉疲劳，进而降低检测的效率与精度。

[0003]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将计算机视觉检测技术应用到工业自动化检测

过程中，可以大大提高检测效率。例如：中国发明专利CN201711262071.9，公布了一种基于

频谱曲率分析的织物缺陷检测方法，具有良好的自适应和抗干扰能力，但是由于需要将空

间域图像转换为频率域再转为空间域，针对大图像的检测实时性难以得到保证；中国发明

专利CN201310362813.0公布了一种基于纹理梯度的纺织品缺陷检测算法，具有可快速准确

地分辨出纺织品的缺陷的优点。

[0004] 但是上述方法都是针对纺织品的检测方法，对试纸表面的细微纹理变化造成的缺

陷具有局限性，当前还没有一种有效的视觉检测算法能够有效检测存在周期性纹理背景下

纹理缺陷的试纸。

[0005] 因此，设计一种高效、检测精度高，并且适合于周期性纹理下纹理缺陷试纸检测的

方法十分必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周期性背景下纹理缺陷试纸的缺陷识别与定位，实现对试

纸的自动、快速、准确的检测，提高生产效率，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

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该方法不仅检测速度快，而且可实现缺陷区域的定位，具有较好的

鲁棒性。

[0007]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8] 一种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采集试纸一帧图像，并对图像进行灰度化和中值滤波预处理；

[0010] S2、基于四点灰度动态阈值对步骤S1预处理后的图像进行二值分割，通过差分方

法，提取试纸区域；

[0011] S3、对步骤S2二值分割后的图像进行Gama灰度增强并采用高斯低通滤波器滤除部

分周期性纹理；

[0012] S4、构建单方向的高斯核函数对步骤S3处理后的图像进行垂直方向的卷积滤波；

[0013] S5、计算步骤S4卷积滤波后的图像在水平方向的梯度grad_x；

[0014] S6、将试纸区域沿水平方向分割成n列子区域，并计算每个子区域的梯度最大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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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位置；

[0015] S7、将每个子区域的梯度最大值区域的位置在垂直方向进行聚类计算，将区域聚

类数量达到阈值范围的区域标记为纹理缺陷区域；

[0016] S8、根据步骤S7标记的区域判断试纸是否合格。

[0017]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步骤S1中，试纸图像采集装置采用双条形无影白光源，

且平行布置在传送带两侧，试纸位于传送带上，通过工业相机采集试纸图像I1，且采集的图

像仅试纸区域灰度值较高。

[0018]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步骤S2中，获取步骤S1预处理后的图像区域左上、右

上、左下、右下四点灰度值，滤除灰度最大与最小值，其余灰度值的平均值作为二值分割的

阈值，获得二值图像I2，将试纸图像I1与二值图像I2的反图像进行差分，获得试纸区域图像

I3。

[0019]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步骤S4中，构建一个高斯卷积核Mn×n，且保证垂直方

向的标准偏差sigmaY接近0，以减小卷积过程中，垂直方向Y的像素点相关性，相当于对垂直

方向做定向滤波处理，保留垂直方向的缺陷纹理，水平方向的标准偏差sigmaX取较大数，将

M与经过步骤S3获取的图像I4卷积，获得经过垂直方向滤波的图像I5。

[0020]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垂直方向的标准偏差sigmaY取0.1。

[0021]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步骤S5中，计算步骤S4卷积滤波后的图像在水平

方向的梯度grad_x，得到梯度图像I6。

[0022]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步骤S6的具体过程为：

[0023] S61、将二值图像I2进行形态学腐蚀，并获取其反图像I2_op，将步骤S5获得的梯度

图像I6与反图像I2_op进行差分，裁剪梯度图像I6的边缘，获得图像I7；

[0024] S62、以二值图像I2作为图像引导模板，通过从左至右和从右至左的水平行扫描，

获得试纸区域的左边界列坐标u1、右边界列坐标u2；

[0025] S63、在(u1 ,u2)区间范围内，将图像I7的试纸区域分割成n列，每列区间长度d＝

(u2-u1)/n，每个子区域为宽度为d的矩形，将每个子区域命名为I7_1、I7_2、……、I7_n；

[0026] S64、为获取每一子区域内I7_n灰度值最大区域，即通过步骤S5求取水平梯度后，

原图像梯度值最大区域即在图像I7中灰度值最大的区域，在每个子区域I7_n中，构建d×m

的矩形区域scan_m，将每个矩形区域scan_m从图像I7_n子区域的0行滑动到图像末行，每次

滑动一行，同时求取矩形区域scan_m内所有像素点灰度值的总和∑Value_gray(u,v)，进一

步获取每一子区域I7_n灰度值最大的区域的行数v_n，并组成最大灰度值行序列v_1 ,v_

2、……、v_n，其中u是每个像素点的列坐标，v是每个像素点的行坐标。

[0027]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m取值为3-5。

[0028]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步骤S7的具体过程为：

[0029] S71、将步骤S64获取的每一子区域的最大灰度值行数序列v_1,v_2、……、v_n，按

大小顺序排序，获得新的序列{v_new(n)|n∈1、2、3、……、n}，且满足v_new(k)<v_new(k-

1)；

[0030] S72、沿序列{v_new(n)|n∈1、2、3、……、n}滑动，计算每次滑动区域聚合度值

value_polymerization＝v_new(k+p)-v_new(k)，如果聚合度值满足预设阈值，则标记此处

为纹理缺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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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预设阈值取2-3个矩形区域scan_m的高度值。

[0032] 本发明至少具有如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33]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对周期纹理

背景下的试纸纹理缺陷具有有效的检测效果，可实现缺陷区域的快速定位，弥补了此类试

纸计算机视觉检测的空白，具有巨大的工业自动化价值。

[0034] 进一步，本发明试纸表面缺陷检测算法，检测速度快，适合大批量试纸的快速检

测，进一步提高了检测效率。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的处理流程图；

[0036] 图2中(a)为实施例中存在表面纹理缺陷的试纸，(b)为采用四点动态阈值分割的

二值图像；

[0037] 图3中(a)为经过Gama增强和高斯低通滤波后的试纸图像，(b)为采用高斯卷积核

进行垂直方向滤波的试纸图像；

[0038] 图4中(a)为计算水平梯度后的试纸图像，(b)为裁剪掉边缘大梯度后的试纸图像；

[0039] 图5中(a)为采用子区域最大灰度梯度聚类后标记的缺陷试纸图像I，(b)为采用子

区域最大灰度梯度聚类后标记的缺陷试纸图像II，(c)为采用子区域最大灰度梯度聚类后

的无纹理缺陷试纸图像III。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详细的说明，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更易于被本领域

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41] 参见图1，本发明提供的基于灰度梯度聚类的试纸表面纹理缺陷检测方法，包括步

骤：S1、采集试纸一帧图像，并对图像进行灰度化和中值滤波预处理；S2、基于四点灰度动态

阈值对步骤S1预处理后的图像进行二值分割，通过差分方法，提取试纸区域；S3、对步骤S2

二值分割后的图像进行Gama灰度增强并采用高斯低通滤波器滤除部分周期性纹理；S4、构

建单方向的高斯核函数对步骤S3处理后的图像进行垂直方向的卷积滤波；S5、计算步骤S4

卷积滤波后的图像在水平方向的梯度grad_x；S6、将试纸区域沿水平方向分割成n列子区

域，并计算每个子区域的梯度最大值区域的位置；S7、将每个子区域的梯度最大值区域的位

置在垂直方向进行聚类计算，将区域聚类数量达到阈值范围的区域标记为纹理缺陷区域；

S8、根据步骤S7标记的区域判断试纸是否合格。

[0042] 参见图2，图2(a)为实施例中存在表面纹理缺陷的试纸，在试纸表面存在周期性的

纹理背景，在试纸中部存在纹理与周期性纹理不同的纹理缺陷，在低曝光下保证试纸区域

灰度值最高，周围灰度值较低；图2(b)为采用四点动态阈值分割的二值图像，获取区域左

上、右上、左下、右下四点灰度值，滤除灰度最大与最小值，其余灰度值的平均值作为二值分

割的阈值，可获得此二值图像，用于后续的图像差分。

[0043] 参见图3，图3(a)为实施例中通过Gama灰度增强和高斯低通滤波器处理的纹理图

像，由于通过Gama灰度矫正增强可矫正灰度直方图分布的均匀性，增强灰度梯度对纹理缺

陷的相关性，同时周期性的纹理信息大部分属于高频分量，通过低通滤波器，可滤除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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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分量，进而弱化背景纹理信息对检测的影响；图3(b)为采用采用高斯卷积核进行垂直

方向滤波的试纸图像，通过构建一个高斯卷积核Mn×n，且保证垂直方向的标准偏差sigmaY

接近0(一般取0.1)，以减小卷积过程中，垂直方向Y的像素点相关性，相当于对垂直方向做

定向滤波处理，保留垂直方向的缺陷纹理，水平方向的标准偏差sigmaX取较大数(如3,5,7

等)，将M与图3(a)进行卷积可获得垂直方向滤波的图3(b)。

[0044] 参见图4，图4(a)为实施例中计算水平梯度后的试纸图像，由于上一步保留了垂直

方向的纹理缺陷，通过水平梯度可以反映垂直方向的纹理缺陷特征，梯度值越大，表明缺陷

程度越大；图4(b)为裁剪掉梯度图边缘的试纸图像，由于试纸边缘会存在明显的梯度变化，

因此将此处裁剪掉以减少其对后续检测的影响。

[0045] 参见图5，以图2(b)二值图像I2作为图像引导模板，通过从左至右和从右至左的水

平行扫描，获得试纸区域的左边界列坐标u1、右边界列坐标u2，在(u1,u2)区间范围内，将图

4(b)图像I7中的试纸区域分割成n列，每列区间长度d＝(u2-u1)/n，每个子区域为宽度为d

的矩形，将每个子区域命名为I7_1、I7_2、……、I7_n，为获取每一子区域内I7_n灰度值最大

区域(通过步骤S5求取水平梯度后，原图像梯度值最大区域即在图像I7中灰度值最大的区

域)，在每个子区域I7_n中，构建d×m(m取值3-5)的矩形区域scan_m，将每个矩形区域scan_

m从图像子区域I7_n的0行滑动到图像末行，每次滑动一行，同时求取矩形区域scan_m内所

有像素点灰度值的总和∑Value_gray(u,v)(其中u是每个像素点的列坐标，v是每个像素点

的行坐标)，进一步获取每一子区域I7_n灰度值最大的区域的行数v_n，并组成最大灰度值

行序列v_1,v_2、……、v_n；图5(a)为实施例中为采用子区域最大灰度梯度聚类后标记的缺

陷试纸图像I，其中白色小矩形框为每个子区域的灰度最大值区域，黑色框区域是满足聚类

条件的试纸纹理缺陷区域，图5(b)为采用子区域最大灰度梯度聚类后标记的缺陷试纸图像

II，图5(c)为采用子区域最大灰度梯度聚类后的无纹理缺陷试纸图像III，由于不满足聚类

条件，因此无试纸纹理缺陷区域。

[004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内。

[0047] 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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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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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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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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