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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视觉检测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

种字符检测识别系统，包括如下步骤，步骤A：采

集图像；步骤B：对采集的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

步骤C：提取二值化处理完成后的图像中的局部

图像，得到识别区域图像；步骤D：对识别区域图

像进行阈值分割，得到文本图像；步骤E：对文本

图像进行最小外接矩形计算，得到矩形文本图

像；步骤F：对矩形文本图像进行OCR字符识别计

算，判断矩形文本图像的对应字符图像。特定的

拍摄装置及其布置参数配合该识别步骤，很好的

达到识别精准度和字符匹配准确度高，且兼容性

强可同时识别多行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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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字符检测识别系统，包括机架（5）、设置于机架（5）的检测台（6）、位于检测台（6）上方

的弧形光源（4）及位于环形光源（4）上方的图像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5）装设有

水平横杆（7）及用于驱动水平横杆（7）上下移动的升降模组（8）；视觉检测步骤如下，

步骤A：采集图像；

步骤B：对采集的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

步骤C：提取二值化处理完成后的图像中的局部图像，得到识别区域图像；

步骤D：对识别区域图像进行阈值分割，得到文本图像；

步骤E：对文本图像进行最小外接矩形计算，得到矩形文本图像；

步骤F：对矩形文本图像进行OCR字符识别计算，判断矩形文本图像的对应字符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字符检测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F中，OCR字符识别

计算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F1：预先采集字符图像；

步骤F2：对字符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和过滤处理；

步骤F3：将完成处理的字符图像设置为模板图像并存储至存储模块；

步骤F4：将得到的矩形文本图像与存储模块内的模板图像进行匹配，得到对应字符信

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字符检测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图像装置包括使用

300至600万像素的黑白相机（2）搭配25至45毫米的定焦镜头（3）进行拍摄以及使用弧形光

源（4）从侧面进行照射辅助图像拍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字符检测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在采集图像过程中，定焦镜

头（3）与工件（1）之间水平间隔距离为150至200毫米，定焦镜头（3）与工件（1）放置的水平面

之间的垂直高度间隔距离为210至280毫米，同时该定焦镜头（3）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20

至48度。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字符检测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在采集图像过程中，弧形光

源（4）与工件（1）之间的水平间隔距离为35至68毫米，弧形光源（4）与工件（1）放置的水平面

之间的垂直高度间隔距离为80至160毫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字符检测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图像装置包括使用

500万像素的黑白相机（2）搭配35毫米的定焦镜头（3）进行拍摄以及使用弧形光源（4）从侧

面进行照射辅助图像拍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字符检测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在采集图像过程中，定焦镜

头（3）与工件（1）之间水平间隔距离为175毫米，定焦镜头（3）与工件（1）放置的水平面之间

的垂直高度间隔距离为240毫米，同时该定焦镜头（3）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35度。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字符检测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在采集图像过程中，弧形光

源（4）与工件（1）之间的水平间隔距离为50毫米，弧形光源（4）与工件（1）放置的水平面之间

的垂直高度间隔距离为13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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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检测识别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视觉检测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字符检测识别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机器视觉检测的特点是提高生产的柔性和自动化程度。在一些不适合于人工作业

的危险工作环境或人工视觉难以满足要求的场合，常用机器视觉来替代人工视觉；同时在

大批量工业生产过程中，用人工视觉检查产品质量效率低且精度不高，用机器视觉检测方

法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而且机器视觉易于实现信息集成，是实现

计算机集成制造的基础技术。视觉检测就是用机器代替人眼来做测量和判断。视觉检测是

指通过机器视觉产品，图像摄取装置分  CMOS  和CCD  两种，将被摄取目标转换成图像信号，

传送给专用的图像处理系统，根据像素分布和亮度、颜色等信息，转变成数字化信号；图像

系统对这些信号进行各种运算来抽取目标的特征，进而根据判别的结果来控制现场的设备

动作。是用于生产、装配或包装的有价值的机制。它在检测缺陷和防止缺陷产品被配送到消

费者的功能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0003] 正如上述情况，视觉检测有着庞大的市场价值，在视觉检测体系中最核心的不是

硬件设备而是算法步骤，而算法步骤会因检测结果要求、产品外形、作业环境情况以及设计

人员或团体的技术能力等因素出现千差万别，若核心算法步骤设计欠缺，则影响着整套视

觉检测设备的运行效率和运行质量，而在字符检测识别的算法步骤中，市场上大部分技术

方案的使用成本高昂，同时算法步骤也较为复杂不利于一般技术人员的常规更改参数等操

作设定。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搭配特定拍摄装置，达到识别精准度和字符

匹配准确度高，且兼容性强可同时识别多行字符的字符检测识别系统。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字符检测识别系统，包括

机架、设置于机架的检测台、位于检测台上方的弧形光源及位于环形光源上方的图像采集

装置，所述机架装设有水平横杆及用于驱动水平横杆上下移动的升降模组；视觉检测步骤

如下，步骤A：采集图像；

步骤B：对采集的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

步骤C：提取二值化处理完成后的图像中的局部图像，得到识别区域图像；

步骤D：对识别区域图像进行阈值分割，得到文本图像；

步骤E：对文本图像进行最小外接矩形计算，得到矩形文本图像；

步骤F：对矩形文本图像进行OCR字符识别计算，判断矩形文本图像的对应字符信息。

[0006] 优选的，所述步骤F中，OCR字符识别计算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F1：预先采集字符图像；

步骤F2：对字符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和过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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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F3：将完成处理的字符图像设置为模板图像并存储至存储模块；

步骤F4：将得到的矩形文本图像与存储模块内的模板图像进行匹配，得到对应字符信

息。

[0007] 优选的，所述采集图像装置包括使用300至600万像素的黑白相机搭配25至45毫米

的定焦镜头进行拍摄以及使用弧形光源从侧面进行照射辅助图像拍摄。

[0008] 优选的，在采集图像过程中，定焦镜头与工件之间水平间隔距离为150至200毫米，

定焦镜头与工件放置的水平面之间的垂直高度间隔距离为210至280毫米，同时该定焦镜头

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20至48度。

[0009] 优选的，在采集图像过程中，弧形光源与工件之间的水平间隔距离为35至68毫米，

弧形光源与工件放置的水平面之间的垂直高度间隔距离为80至160毫米。

[0010] 优选的，所述采集图像装置包括使用500万像素的黑白相机搭配35毫米的定焦镜

头进行拍摄以及使用弧形光源从侧面进行照射辅助图像拍摄。

[0011] 优选的，在采集图像过程中，定焦镜头与工件之间水平间隔距离为175毫米，定焦

镜头与工件放置的水平面之间的垂直高度间隔距离为240毫米，同时该定焦镜头与水平面

之间的夹角为35度。

[0012] 优选的，在采集图像过程中，弧形光源与工件之间的水平间隔距离为50毫米，弧形

光源与工件放置的水平面之间的垂直高度间隔距离为130毫米。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提供了一种字符检测识别系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根据

特定拍摄装置即选择特定参数的相机和定焦镜头配合特定的光源，在将该相机、定焦镜头

和光源按照特定参数距离布置，便在采集图像步骤即分析图像的前期很好的控制了所需图

像的质量，该些参数设定是厂家长时间经验积累得出，采用该些参数可采集到很好的图像

效果以便配合后续的字符识别，本发明中的字符识别包括读图，提取需要识别区域、把文本

通过阈值分割、形态学等方式把文本提取出来、把提取出来的文本计算出区域的最小外接

矩形、把每个最小外接矩形单独裁剪出图像，并按阅读顺序排序、通过MLP分类进行OCR字符

识别、清除MLP分析模型，特定的拍摄装置及其布置参数配合该识别步骤，很好的达到识别

精准度和字符匹配准确度高，且兼容性强可同时识别多行字符。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字符检测识别系统的步骤原理框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中OCR字符识别计算步骤原理框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中工件、相机、定焦镜头和弧形光源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实

施方式提及的内容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定。

[0018] 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字符检测识别系统，包括机架5、设置于机架5的检测台6、位

于检测台6上方的弧形光源及位于环形光源上方的图像采集装置，所述机架5装设有水平横

杆7及用于驱动水平横杆7上下移动的升降模组8；视觉检测步骤如下，步骤A：采集图像，采

集图像装置包括使用500万像素的黑白相机2搭配35毫米的定焦镜头3进行拍摄以及使用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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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光源4从侧面进行照射辅助图像拍摄，在采集图像过程中，定焦镜头3与工件1之间水平间

隔距离为175毫米，定焦镜头3与工件1放置的水平面之间的垂直高度间隔距离为240毫米，

同时该定焦镜头3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35度，弧形光源4与工件1之间的水平间隔距离为

50毫米，弧形光源4与工件1放置的水平面之间的垂直高度间隔距离为130毫米；

步骤B：对采集的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

步骤C：提取二值化处理完成后的图像中的局部图像，得到识别区域图像；

步骤D：对识别区域图像进行阈值分割，得到文本图像；

步骤E：对文本图像进行最小外接矩形计算，得到矩形文本图像；

步骤F：对矩形文本图像进行OCR字符识别计算，其中OCR字符识别计算的具体步骤如

下：

步骤F1：预先采集字符图像；

步骤F2：对字符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和过滤处理；

步骤F3：将完成处理的字符图像设置为模板图像并存储至存储模块；

步骤F4：将得到的矩形文本图像与存储模块内的模板图像进行匹配，得到对应字符信

息。

[0019] 本实施例的字符检测识别系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根据特定拍摄装置即选择特

定参数的相机和定焦镜头3配合特定的光源，在将该相机、定焦镜头3和光源按照特定参数

距离布置，便在采集图像步骤即分析图像的前期很好的控制了所需图像的质量，该些参数

设定是厂家长时间经验积累得出，采用该些参数可采集到很好的图像效果以便配合后续的

字符识别，本发明中的字符识别包括读图，提取需要识别区域、把文本通过阈值分割、形态

学等方式把文本提取出来、把提取出来的文本计算出区域的最小外接矩形、把每个最小外

接矩形单独裁剪出图像，并按阅读顺序排序、通过MLP分类进行OCR字符识别、清除MLP分析

模型，特定的拍摄装置及其布置参数配合该识别步骤，很好的达到识别精准度和字符匹配

准确度高，且兼容性强可同时识别多行字符。

[0020] 本实施例中，首先对所获得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以此达到过滤掉图像中干扰图

像信的信息特征。在获得经过二值化处理的图像后，对图像采用OCR字符识别算法，先进行

学习，然后对同类字符进行识别。

[0021] 二值化处理：二值化就是将图像上的像素点的灰度值设置为0或255，也就是将整

个图像呈现出明显的黑白效果的过程。图像的二值化处理就是将图像上的点的灰度值为0

或255，也就是将整个图像呈现出明显的黑白效果。即将256个亮度等级的灰度图像通过适

当的阈值选取而获得仍然可以反映图像整体和局部特征的二值化图像。在数字图像处理

中，二值图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实用的图像处理中，以二值图像处理实现而构

成的系统是很多的，要进行二值图像的处理与分析，首先要把灰度图像二值化，得到二值化

图像，这样子有利于在对图像做进一步处理时，图像的集合性质只与像素值为0或255的点

的位置有关，不再涉及像素的多级值，使处理变得简单，而且数据的处理和压缩量小。为了

得到理想的二值图像，一般采用封闭、连通的边界定义不交叠的区域。所有灰度大于或等于

阈值的像素被判定为属于特定物体，其灰度值为255表示，否则这些像素点被排除在物体区

域以外，灰度值为0，表示背景或者例外的物体区域。

[0022] 步骤D中采用的阈值分割为使用了Otsu阈值分割法Otsu最大类间方差法原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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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将原图像分成前景，背景两个图象。前景：用n1,csum,m1来表示在当前阈值下的前景的

点数，质量矩，平均灰度。后景：用n2,  sum-csum,m2来表示在当前阈值下的背景的点数，质

量矩，平均灰度。当取最佳阈值时，背景应该与前景差别最大，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衡量差别

的标准，而在otsu算法中这个衡量差别的标准就是最大类间方差，在本程序中类间方差用

sb表示，最大类间方差用fmax；

Otsu算法：取一个最优阈值把原图像分为前景色（A部分）与背景色（B部分），两部分的

类间方差越大，说明两部分差别越大，便能有效的分割图像。所以该算法最关键的是找到最

优阈值；

方差：例如  1，2，3，4，5；先求均值：1/5（1+2+3+4+5）=3；方差=1/5[(1-3)^2+（2-3）̂ 2+

(3-3)^2+(4-3)^2+(5-3)^2]；  (上式能把1/5分别带入相乘)；类间方差：与方差相似，求不

同部分之间的方差；

例如1，2，3，4，5。把1，2，3当成一个A部分，4，5当成B部分，由方差可知，需要得到总均

值，A部分所有比例，B部分所占比例，A部分值（即均值），B部分值（即均值），PA（A比例）=3/5，

PB（B比例）=2/5，ave_all（总均值）=3，ave_A(A均值)=1/3(1+2+3)，ave_B(B均值)=1/2(4+5) 

，类间方差=PA*(ave_A-ave_all)^2+PB*(ave_B-ave_all)^2（Otsu算法）。

[0023] 图像使用了边缘增强算法，图像增强处理的一种。它是将图像（或影像）相邻像元

（或区域）的亮度值（或色调）相差较大的边缘（即影像色调突变或地物类型的边界线）处加

以突出强调的技术方法。经边缘增强后的图像能更清晰地显示出不同的物类型或现象的边

界，或线形影像的行迹，以便于不同的物类型的识别及其分布范围的圈定；Sobel  算子有两

个，一个是检测水平边沿的；另一个是检测垂直平边沿的。  Sobel算子另一种形式是各向同

性Sobel算子，也有两个，一个是检测水平边沿的，另一个是检测垂直平边沿的。各向同性

Sobel算子比普通Sobel算子的位置加权系数更为准确，在检测不同方向的边沿时梯度的+-

幅度一致。由于Sobel算子是滤波算子的形式，用于提取边缘，可以利用快速卷积函数，简单

有效，因此应用广泛。美中不足的是，Sobel算子并没有将图像的主体与背景严格地区分开

来，换言之就是Sobel算子没有基于图像灰度进行处理，由于Sobel算子没有严格地模拟人

的视觉生理特征，所以提取的图像轮廓有时并不能令人满意。在观测一幅图像的时候，我们

往往首先注意的是图像与背景不同的部分，正是这个部分将主体突出显示，基于该理论，我

们给出了下面阈值化轮廓提取算法，该算法已在数学上证明当像素点满足正态分布时所求

解是最优的。Sobel边缘算子的卷积如图所示,图像中的每个像素都用这两个核做卷积。这

两个核分别对垂直边缘和水平边缘响应最大，两个卷积的最大值作为该点的输出位。运算

结果是一幅边缘幅度图像。

[0024] 字符检测，又叫OCR或OCV检测，是专门对各种电子元器件、手机键盘、电脑键盘等

物品表面上印刷或雕刻的字符进行识别和检测，常见的字符包括数字、英文字母、符号、汉

字等；目前国内外不少研究机器视觉的企业开发了相应的检测软件，进行简单设定后，即可

对被检测字符自动识别、检测，如有异常发生，可提示报警或者控制机器停机。对不符合要

求的工件1检测后可输出控制信号，剔除不合格品，自能化程度相当高；字符检测系统的技

术特点主要有：操作界面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只需简单设定即可自动执行测量；测量软件

及算法完全自主开发，系统针对性强；可灵活设置检测模板、检测范围；可选择局部检测功

能，提高测量速度；专业化光源设计，成像清晰均匀，确保测量任务完成；支持多种型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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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具备产品在线自动搜索等功能；采用高速工业相机，适用于静态或动态生产线检

测；安装简单，不影响原生产线工作;结构紧凑，易于操作、维护和扩充；可靠性高，运行稳

定，适合各种现场运行条件；图像识别主要是以下几步骤：第1步：读图，提取需要识别区域；

第2步：把文本通过阈值分割、形态学等方式把文本提取出来；第3步：把提取出来的文本计

算出区域的最小外接矩形；第4步：把每个最小外接矩形单独裁剪出图像，并按阅读顺序排

序；第5步：通过MLP分类进行OCR字符识别；第6步：清除MLP分析模型；

OCR识别主要是以下几步骤：第1步：读图，提取需要识别区域；第2步：然后学习字符将

学习的字符储存在字符集合内；第3步：学习字符首先将字符进行二值化，然后进行框选字

符进行学习，先设置过滤面积（即过滤掉些许干扰字符检测的黑点）在设置字符的宽度及高

度，再设置合并字符，以改善打光将字符照射出来后经过二值化出现部分字符在中间断裂

的情况；第4步：将保存好的学习模板放置到字符库中，作为匹配模板，整个字符库需将A到

z，0到9，全部学习一边。保证后续对其他产品上的字符进行识别。

[0025] 此外，如有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

要性或隐含指明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包括

一个或者多个该特征，在本发明描述中，“数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除非另有明确具

体的限定。

[0026] 在本发明中，除另有明确规定和限定，如有术语“组装”、“相连”、“连接”术语应作

广义去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也可以是机械连

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是通过中间媒介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相连通。对于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的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7]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若干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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