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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上养殖网箱网衣的异常检测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深远海网箱养殖观测技术领域，

一种海上养殖网箱网衣的异常检测方法，用于网

衣的生物附着和破损两种状态的检测，设备包括

装配有摄像机的水下机器人ROV和计算机。海上

养殖网箱网衣异常检测时充分考虑水下检测作

业的高风险低效率的问题，以ROV为载体，结合视

觉图像测量技术对海上养殖中常见的生物附着

和网衣破损现象进行异常报警。本发明利用ROV

摄取网衣图像，并将关键帧的图像识别技术和特

征曲线分析方法紧密结合，灵活地构建了适用于

海上网箱巡检的水下网衣异常检测系统，大幅度

提高了ROV巡检的可靠性，降低了海上养殖观测，

尤其是深远海养殖观测的风险，极大地促进了

ROV和图像测量技术在海洋养殖网箱巡检中的应

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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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上养殖网箱网衣的异常检测方法，主要用于网衣的生物附着和破损两种状态

的检测，其中主要设备包括装配有摄像机的水下机器人ROV和计算机；其特征在于，步骤如

下：

步骤A：在计算机的控制下，水下机器人ROV按照设定路线进行网箱网衣的视频采集；

步骤B：从ROV的摄像机中提取当前图像帧It和前一时刻图像帧It‑1，并使用特征匹配算

法对I t和I t ‑ 1进行同名点搜索，当存在匹配点且匹配点之间的距离大于阈值T d时，

则将当前图It记作图像的关键帧Ft；否则当不存在匹配点时，则

有计算机控制ROV逐步返回前一个位置，并重新进行步骤B的分析，反复进行步骤B的分析直

到成功提取关键帧Ft；

步骤C：对关键帧Ft进行双边带滤波和二值化，得到二值图像；

步骤D：对步骤C中得到的二值图像进行形态学滤波和连通域分析，完成目标提取；

步骤E：去除占有像素个数小于Ta的目标，并对其余的目标按像素个数进行从小到大排

序，记录位置序号，形成特征曲线CurLt；

步骤F：计算特征曲线CurLt的梯度曲线GLt，并搜索曲线的峰值Peakt(i) ,i＝1,2,…N，

其中N为峰值的个数；

步骤G：结合OSTU方差法提取局部峰值，并在曲线GLt中分析这些峰值的聚集程度，将近

邻峰值归为一类；反复峰值归类分析，直到峰值类别不多于两类；

步骤H：设定位置阈值Tc，若在曲线GLt上峰值分布位置小于Tc则判定为生物附着，反之

则认为是网衣破损；因此当曲线GLt出现两类峰值时，则同时存在生物附着和网衣破损现

象，否则认为仅存在生物附着或网衣破损一种情况；同时根据峰值在梯度曲线GLt的位置对

应到特征曲线CurLt中，找到生物附着和网衣破损的位置序号，并在关键帧Ft中进行标志，并

在计算机的显示屏中出现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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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上养殖网箱网衣的异常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深远海网箱养殖观测技术领域，涉及到网箱网衣的异常检测问题，特

别涉及到网衣异常检测的图像识别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网箱整体的健康状态在养殖过程中意义重大，然而相对于水环境信息采集技术研

究而言，网箱的监测、检测技术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少。首先在生物附着检测方面，目前广泛

采用依据养殖经验定期换网的方式进行生物附着的处理或者定期洗网的方式维护网箱养

殖的正常运行，而缺少生物附着的自动化检测和污染程度评估过程。其次，在网衣破损[1]

检测方面，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埋线探测法、声纳检测法以及图像分析法三种实施方

案：埋线法通过金属导线的通断检测网衣的破损[2,3]：当网衣片破损时，金属线会与海水、

入海电极形成回路,触发报警装置,同时输出网箱的编号和网衣破损部位。而声纳检测法是

通过在网箱外侧设置警戒区的方法间接判断网衣的破损[4]：当网衣破损有鱼逃逸时，网箱

内外区域声波反射图像发生显著变化。相对于前两种破损检测方法，采用图像分析法是对

水下网衣进行最直观的观测。一般使用该方法进行网衣检测时，需要在AUV上搭载水下摄像

头进行图像的采集[5]。

[0003] 综上所述，在鱼类养殖近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尽管网箱网衣异常检测方面得到

了专家学者的重视，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然而由于技术的不成熟性，导致工程应用

能力还比较薄弱。因此，一种高效的海上养殖网箱网衣异常检测方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和应用价值的。

[0004] 本发明将图像识别技术与网衣检测技术相融合后，将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对海

上养殖网箱网衣的健康状态进行检测，这种方式不仅大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和监测风险，

还大大提高了对海洋网箱养殖管理的效率。

[0005] 参考文献：

[0006] [1]Heidi  M ,Rune  H  G ,Anna  O ,etc .Resistance  of  aquaculture  net  cage 

materials  to  biting  by  Atlantic  Cod.Agricultural  Engineering,2009,40:126‑134.

[0007] [2]叶盛，王俊.深水网箱网衣破损监测系统设计[J].农业机械学报，2006，37(4)：

94‑96.

[0008] [3]彭安华,刘成文,陆波.一种带有清洗装置和数据采集系统的深水网箱.南方农

业,2016,10(3):169‑171.

[0009] [4]王润田，陈晶晶，龚剑彬.深水网箱养殖中的声学监测问题探讨.渔业现代化，

2012，39(3)：19‑22.

[0010] [5]张金泉,胡庆松,申屠基康,等.海上网箱网衣检测用框架式AUV设计与试验.上

海海洋大学学报,2016,25(4):60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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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1] 针对养殖网箱网衣异常检测问题，本发明基于图像识别技术将生物附着检测与破

损检测归为特征曲线检测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海上养殖网箱网衣的异常检测方

法。

[0012]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13] 一种海上养殖网箱网衣的异常检测方法，主要用于网衣的生物附着和破损两种状

态的检测，其中主要设备包括装配有摄像机的水下机器人ROV和计算机；

[0014] 具体步骤如下：

[0015] 步骤A：在计算机的控制下，水下机器人ROV按照设定路线进行网箱网衣的视频采

集；

[0016] 步骤B：从ROV的摄像机中提取当前图像帧It和前一时刻图像帧It‑1，并使用特征匹

配算法如SIFT对It和It‑1进行同名点搜索，当存在匹配点且匹配点之间的距离大于阈值Td时

(这里选择 )则将当前图It记作图像的关键帧，记作Ft；否则当不存

在匹配点时，则有计算机控制ROV逐步返回前一个位置，并重新进行步骤B的分析；反复进行

步骤B的分析直到成功提取关键帧Ft；

[0017] 步骤C：在对关键帧Ft进行双边带滤波和二值化，得到二值图像；

[0018] 步骤D：对步骤C中得到的二值图像进行形态学滤波和连通域分析，完成目标提取；

[0019] 步骤E：去除占有像素个数小于Ta的目标，并对其余的目标按像素个数进行从小到

大排序(记录位置序号)，形成特征曲线CurLt；

[0020] 步骤F：计算特征曲线CurLt的梯度曲线GLt，并搜索曲线的峰值Peakt(i) ,i＝1 ,

2,…N，其中N为峰值的个数；

[0021] 步骤G：结合OSTU方差法提取局部峰值，并在曲线GLt中分析这些峰值的聚集程度，

将近邻峰值归为一类；反复峰值归类分析，直到峰值类别不多于两类；

[0022] 步骤H：设定位置阈值Tc，若在曲线GLt上峰值分布位置小于Tc则判定为生物附着，

反正则认为是网衣破损；因此当曲线GLt出现两类峰值时，则同时存在生物附着和网衣破损

现象，否则认为仅存在生物附着或网衣破损一种情况；同时根据峰值在梯度曲线GLt的位置

对应到特征曲线CurLt中，找到生物附着和网衣破损的位置序号，并在关键帧Ft中进行标志，

并在计算机的显示屏中出现警示标志。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海上养殖网箱网衣异常检测时充分考虑水下检测作业的高风

险低效率的问题，以水下机器人ROV为载体，结合视觉图像测量技术对海上养殖中常见的生

物附着和网衣破损现象进行异常报警。本发明利用水下机器人ROV摄取网衣图像，并将关键

帧的图像识别技术和特征曲线分析方法紧密结合，灵活地构建了适用于海上网箱巡检的水

下网衣异常检测系统，大幅度提高了ROV巡检的可靠性，降低了海上养殖观测，尤其是深远

海养殖观测的风险，极大地促进了ROV和图像测量技术在海洋养殖网箱巡检中的应用推广。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海上养殖网箱网衣的异常检测方法示意图。

[0025] 图中：1网箱网衣；2水下机器人ROV；3视觉系统；4计算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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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和技术方案，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一种海上养殖网箱网衣的异常检测方法，主要用于网衣1的生物附着和破损两种

状态的检测，其中主要设备包括装配有摄像机3的ROV水下机器人2和计算机4。

[0028] 具体步骤如下：

[0029] 步骤A：在计算机4的控制下，ROV水下机器人2按照设定路线进行网箱网衣1的视频

采集；

[0030] 步骤B：在计算机4中进行图像分析。此时从ROV2的摄像机3中提取当前图像帧It和

前一时刻图像帧It‑1，并使用特征匹配算法如SIFT对It和It‑1进行同名点搜索，当存在匹配

点且匹配点之间的距离大于阈值Td时(这里选择 )则将当前图It记

作图像的关键帧，记作Ft；否则当不存在匹配点时，则有计算机4控制ROV2逐步返回前一个

位置，并重新进行步骤B的分析。反复进行步骤2的分析直到成功提取关键帧Ft；

[0031] 步骤C：在计算机4中，对关键帧Ft进行双边带滤波和二值化；

[0032] 步骤D：在计算机4中，对步骤C中得到的二值图像进行形态学滤波和连通域分析，

从而完成目标提取；

[0033] 步骤E：在计算机4中，去除占有像素个数小于Ta的目标，并对其余的目标按像素个

数进行从小到大排序(记录位置序号)，形成特征曲线CurLt；

[0034] 步骤F：在计算机4中，计算特征曲线CurLt的梯度曲线GLt，并搜索曲线的峰值Peakt
(i) ,i＝1,2,…N，其中N为峰值的个数；

[0035] 步骤G：在计算机4中，结合OSTU方差法提取局部峰值，并在曲线GLt中分析这些峰

值的聚集程度，将近邻峰值归为一类；反复峰值归类分析，直到峰值类别不多于两类；

[0036] 步骤H：在计算机4中，设定位置阈值Tc，若在曲线GLt上峰值分布位置小于Tc则判定

为生物附着，反正则认为是网衣破损。因此当曲线GLt出现两类峰值时，则同时存在生物附

着和网衣破损现象，否则认为仅存在生物附着或网衣破损一种情况；同时根据峰值在梯度

曲线GLt的位置对应到特征曲线CurLt中，找到生物附着和网衣破损的位置序号，并在关键帧

Ft中进行标志，并在计算机4的显示屏中出现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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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6

CN 110084792 B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