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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牌照自动定位系统的研究及实现

摘要

随着汽车数量的日益增多，城市的交通状况、停车场的管理等不可避免地受

到人们重视。而车辆牌照作为汽车的重要特征之一，它的识别自然也不可避免的

成为智能交通系统的核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汽车牌照自动识别系统包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车牌定位、字符分隔和字符

识别。其中车牌定位是车牌自动识别系统的关键技术，如果不能在图像中找到车

牌的位置，车牌号码的识别就无法进行。因此车牌定位的性能将直接影响着接下

来两个步骤的效果。

基于 Microsoft Visual C++软件平台，借助 OpenCV 等图形库，以及各种图

像处理的相关技术，本文着重研究了汽车牌照的纹理特征，实现了汽车牌照自动

定位系统，其对于背景复杂的汽车照片也能够很好地进行车牌定位。

本文在简要介绍当前车牌定位方法的基础上，着重讨论复杂背景下的车牌定

位算法，并做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最终，本文基于车牌纹理的特点，采用了连

通区域寻找车牌字符进而定位车牌的方法，来实现车牌自动定位的功能。最后对

于该算法做了系统的测试，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采取的基于车牌纹理及字符特

征的车牌定位算法能够很好地处理复杂背景下的车牌定位，而车牌定位精度也比

较高。

关键词：车牌定位，边缘检测，纹理特征，连通区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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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AND REALIZATION FOR VEHICLE LICENSE

PLATE LOCALIZATION SYSTEM

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number of cars,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n city's

traffic conditions, the management of car parks and so on. License Plate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cars, its Recognition inevitably becomes the heart of

intelligent traffic system,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 ITS ).

ITS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vehicle license plate localization, character

segmentation and character recognition. Among these three parts, license plate

localization is the key technology in ITS. As we all know, without the right license

plate location in an image file, we cannot continue to recognize the characters of the

license plate. Therefore, license plate localization has a large impact on the two other

steps following it.

Based on Microsoft Visual C++ software platform, with the help of OpenCV and

some other graphics library, and a variety of image processing-related technologi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utomobile license texture to achieve a car license plate

positioning system. As for a photo with a complex background, it can also efficiently

achieve a good performance.

Firstly, in this article, some theories used frequently in car license localization are

presented in the article. Then the license plate localization under complicated

background are being deeply researched. Lastly, details about the algorithm of car

license plate localization based on license plate texture and characters connectivity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re discussed.The algorithm is also evaluated by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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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d out upon it, indicating this algorithm is well performed under complex

background.

Key words: license plate localization, edge detection, license plate texture, connected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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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引言

良好的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随着我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规模和车辆数目的急剧扩大，人们的出行要求也越来越

高，现有的交通能力已远远不能达到要求，交通拥堵、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等问

题日益突出。以提高现有道路、公路网的交通运输能力和运输效率的智能交通系

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简称 ITS）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车牌自

动识别系统（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简称 LPR）是智能交通系统中重要的研

究课题、交通管理自动化的重要手段和车辆检测管理系统的重要环节，在交通件

事和控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广泛应用于道路车辆监控、停车场管理、电子

收费系统等领域
[1][2]
。

随着数字图像处理、人工智能、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车牌自动

识别技术也日趋成熟，目前车牌自动识别主要有一下三种方法
[3]
：

（1）基于 IC卡射频的车牌自动识别技术

IC卡技术是一种集计算机、通讯和微电子于一体的高科技术，利用 IC卡进

行车牌识别，主要原理是在每辆车上都安装一个微型电子信号发射与接收装置，

即 IC卡，卡内存储该车的车牌号码及一些有用信息，当汽车通过带有检测装置

的路口时，路口的计算机系统与 IC卡系统将进行对话，从而辨识出该汽车的车

牌和其他有关信息，就可以实现管理和监督。

（2）基于条形码的车牌自动识别技术

条形码识别技术，由于识别可靠性强、准确度高、速度快以及成本低等优点，

已广泛应用于邮政管理、图书借阅管理、商品销售、仓库进出货管理等众多领域

中。条形码用于车牌识别还是一种比较新的方法，可以在车辆的侧面印刷条形码，

其中包括车牌号码、车型、地区等信息，当条形码扫描器捕获这些信息后，就能

完成识别任务。



汽车牌照自动定位系统的研究及实现

2

（3）基于图像处理的车牌自动识别技术

车牌识别技术是车辆监测系统中的一个主要应用。在自动收费系统中，对违

反交通法规的车辆进行自动记录，这个任务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识别出具体车辆，

而 VLSI技术和 DSP技术以及摄像技术的发展使其完全成为可能。所以基于图像

处理的车牌识别方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该方法自提出以来，经过数年的发展，

目前已经有实际系统开始应用于摄像技术、电子收费等众多领域。该技术是车辆

识别技术的一种重要方面，其任务是摄取、分析、处理汽车图像，用来自动的识

别器车牌号。

前两种方法是将车牌信息存储于安装在车辆上的 IC卡射频装置或印刷在车

辆侧面的条形码中，通过射频感应或条形码扫描器来读取车牌信息完成识别任

务。这两种方法的优点是识别准确率高、速度快、稳定可靠、可全天候作业，其

缺点是需要对现有的车辆系统进行大幅度改造，并且对硬件要求高，系统价格高

昂，所以普及性不强。

第三种基于图像处理
[4][5][6][7]

的车牌自动识别技术的方法引入了数字图像拍

摄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采用先进的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技

术。该方法相比较前两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直接利用了合法车辆唯一具有的汽车

牌照这一特点，无需给车辆额外安装条形码或者无线电发射装置，并且可以实时

识别，工作效率高，维护方便，通用性强，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研究基于

图像处理的车牌自动识别技术，以下述车牌自动识别即指基于图像处理的车牌自

动识别。

车牌自动识别
[8]
是指利用车牌特征把车辆图像中含车牌的区域从复杂的背景

中精确的提取出来，然后分隔、识别车牌区域，提取车牌字符特征，把字符的图

像信息转化为文字性息，取得车牌的号码。

一般来说，完整的车牌自动识别系统按顺序由车牌定位、车牌字符分隔和车

牌字符识别三个部分组成，其中车牌定位是整个车牌识别系统的关键的一步，作

为第一步，车牌定位精确性直接影响着其下面两步骤的效果。而本文也主要对于

车牌定位这一步骤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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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车牌自动识别技术系统的研究现状

车牌识别系统是一项科技含量很高的多种技术结合的产品，主要有计算机视

觉、数字图像处理、数字视频处理、模式识别等技术组成，也是智能交通系统的

核心技术，产生于 60 年代，在 80 年代，由于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严重，美国和欧

洲许多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的自动化的高速公路网，安装了摄像、

雷达探测系统和光纤网络，建立智能交通系统。在这些发达国家带动下，世界各

国也开始建立了智能交通系统。从应用产品来看，一些国家生产的产品能够分别

适应某一个国家的车牌，而且在条件好的状况下可以取得 97%以上的识别率。但

是由于我国车牌样式和颜色的多样性以及车牌字符内包含汉字等特点，这些车牌

自动识别系统并不适合我国国情。

当然，在国内一些知名高校近年来对车牌自动识别技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同时多家公司也相继开发出商业产品。但是相对于国外，国内车牌识别系统还有

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对环境要求也比较高，因此车牌自动识别技术还存在很大的

发展空间。

车牌自动识别技术中各个环节都有众多的算法，本文着重研究车牌定位算

法，多样的车牌定位算法也在第四章进行介绍。

1.3 研究内容

本文的目标旨在利用车牌纹理特征提出基于字符连通性的车牌定位算法，并

编写程序实现车牌自动定位的功能。在分析和学习了以往车牌定位算法的基础

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字符连通性的车牌定位算法，其中主要完成如下几方面

的工作：

（1）图像预处理

在本文中，图像预处理包括彩色图片灰度化、直方图均衡化、高斯滤波。由

于本文是基于字符连通区域来定位车牌的，所以彩色信息对本文来说是没有帮助

的，因此本文采取灰度化来消除不必要的计算量。直方图均衡化是用来加强图像

对比度，以突出字符区域和车牌区域。高斯滤波是用来去噪，主要消除伪边界，

否则在后面一步的边缘提取会产生较大的干扰。

（2）图像边缘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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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对比了 Sobel 算子、Laplace 算子和 Canny 算子的边缘提取效果，选

择 Canny 算子进行边缘提取，该算子的优点如下：

1 具有较好的信噪比，即将非边缘点判为边缘点的概率较低；

2 较好的定位性能，即检测出的边缘点尽可能在实际边缘的中心；

3 对单一边缘仅有唯一相应，即单个边缘产生多个相应的概率较低，并且

虚假边缘相应能得到最大抑制；

4 Canny算子提取的边缘连续性好。

因此利用Canny算子进行边缘检测可以比较准确地找到车牌字符边缘和车牌

边缘，这对本文采取的基于字符连通性的定位算法是十分有利的。

（3）基于车牌纹理进行去噪完成车牌粗定位

本文对于车牌纹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比背景的边缘提取后的特征，

进行基于纹理的排除以达到去噪效果。之后会根据区域的边缘特征找到一个或多

个车牌候选区，至此便完成了粗定位功能。

（4）根据候选区域进行细定位

根据上一步粗定位的结果，对于候选区域再进行一次宽松的扫描，以确定车

牌区域的边界，达到精确定位的目的。

1.4 本文结构

第一章论述了汽车牌照自动定位的背景、意义和发展现状，介绍了课题研究

的内容，最后给出了论文的组织结构。

第二章主要研究了车牌定位所涉及的问题，进而讲述了该课题的技术难点。

第三章介绍有关车牌定位中涉及的图像处理基础技术，为了后面工作做了基

础铺垫。

第四章对现有的车牌定位算法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说明了其中的优点与不

足。

第五章为本文的核心。在这一章中，本文详细讲述了基于字符连通性的车牌

定位算法的细节以及相关车牌纹理特征，同时也讨论了阈值参数的选择问题。

第六章对文中的算法的实验结果作了分析与说明，并列举了部分车牌定位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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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总结本文的研究成果，阐述其理论和实际意义，说明算法存在的不足

和有待改进的地方，并指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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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车牌定位问题的研究

车牌定位是拿到图像后对图像车里的第一步，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

识别率的高低，并且对识别速度也有很大影响，所以，车牌定位部分是车牌识别

系统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一个难点。

2.1 车牌的规格及特征

根据我国现行的管理制度，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所有机动车都必须安

装、悬挂相应的机动车牌号。机动车车牌是准许机动车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

法定标志，其号码为机动车登记编号。目前国内使用的车牌主要是 1992式车牌，

相应的标准为 GA36-1992《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9][10]。该标准规定了各

种车牌的尺寸、颜色、适用范围等要求，如表 2-1所示。

表 2-1 汽车牌照标准

编号 分类 外廓尺寸（mm） 颜色

1 大型汽车 前：440*140

后：440*220

黄底黑字黑框线

蓝底白字白框线

2 小型汽车 440*140 蓝底白字白框线

3 使馆汽车 440*140 黑底白字红“使”字白框线

4 领馆汽车 440*140 黑底白字红“领”字白框线

5 境外汽车 440*140 黑底白字红白框线，或黑底红字红

框线

6 外籍汽车 440*140 黑底白字红白框线

7 教练汽车 440*140 黄底黑字黑框线

8 实验汽车 440*140 黄底黑字黑框线

9 临时入境汽车 300*165 白底红字黑“临时入境”字红框线

（字有金色轮廓线）

10 临时行驶汽车 440*140 白底（有蓝色暗纹）黑字黑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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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36-1992标准针对的是民用机动车的车牌样式，没有包括军警用车。军警

用车的车牌底色为白色黑字，个别字符用红色表示、黑框，尺寸和民用机动车一

样。

常见的 1992式的车前尺寸都统一为 440mm*140mm（宽高比为 3.14）。这个

尺寸包括了整个车牌。根据 GA 36-1992规定，车牌中字符区域的标准长度是

409mm，高度为 90mm。相应的宽高比为 4.54。如果把车牌宽度 440mm全部进

算在内，则得相应的宽高比为 4.89。所以可以认为理想车牌区域的宽高比的范围

是[4.54，4.89]。然而，处理拍摄的图片是，还要考虑拍摄角度，包括俯角仰角

此类，所以宽高比需要实验得到，如果俯角过大，车牌宽高比甚至可以达到 7.0。

这些在后文中会详细讨论。而本文中所处理的车牌也为常见的 440mm*140mm标

准车牌。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车牌种类比较多，不像一些国家车牌样式较为统一。下

面来看车牌中字符的排列。车牌的第一个字符是汉字，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简称，如‘凉”、“沪”、“渝”、“藏”等；第二个字符是除去“I”之外的 25个

大写的英文字母，是发证机关代号，如“A”、“B”、“C”等；第三个字符是一个

间隔符“·”;第四个字符可能是字母也可能是阿拉伯数字；从第五个字符起都是

阿拉伯数字。车牌上的字符高度为 90mm，宽度为 45mm，分隔符的直径为

10mm(实际上，每个字符是居中分布在一个高度为 90mm，宽度为 45mm的矩形

范围内，具体某个字符并不一定充满这个矩形区域。例如:字符“1”就没有充满

这个矩形，字符的宽度没有达到 45mm)。字符与字符之间或字符和分隔符之间

的距离为 12mm。

我国车牌的主要特征[9][10]是：

（1）形状特征

在上文已有讨论，标准车牌宽高比固定。车牌的边缘是线段围成的有规则的

矩形，大小变化有一定的范围。汽车前车牌标准外廓尺寸为 440mm*140mm，每

个字符的宽度为 45mm，高度为 90mm，字符间隔 12mm。整个车牌宽高比近似

为 3:1。但是在实际中摄像机拍摄角度不同，拍摄的车牌宽高比会有很大差别，

然而若是能够识别的车牌，其宽高比会在[4.0，7.0]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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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字符特征

标准车牌首位为省名简称，共有 31个字符（不考虑军警用车）；次位为出去

“I”的 25个英文字母；再次两位为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字母除去“I”和

“O”），共有 34个字符；最末三到四位均为数字。字符呈水平排列，在矩形框

内存在较为丰富的边缘。由此待识别的字符模板可以分为三类：汉字、英文字母

和阿拉伯数字。

（3）灰度变化特征

车牌的底色、边缘颜色以及车牌外的颜色都是不相同的，表现在图像中就是

灰度级互不相同，这样在车牌边缘形成了灰度突变边界。实际上，车牌边缘在灰

度上的表现是一种屋脊状边缘；在这片区域内部，穿过车牌的水平直线其灰度呈

现连续的波峰、波谷、波峰的分布；车牌区域内的边缘灰度直方图具有两个明显

并且分离的分布中心；车牌区域内的水平和垂直投影呈现连续的波峰、波谷、波

峰的分布。这部分特征主要用在对灰度图进行车牌定位、字符分隔方面。

（4）颜色特征

不考虑边框颜色，现有的车牌有四种类型：蓝底白字、黄底黑字、白底黑字、

黑底白字，其中民用车牌为蓝底白字和黄底黑字。而蓝底白字和黑底白字的车牌

二值化处理后是黑底白字，黄底黑字和白底黑字二值化结果是白底黑字。

2.2 车牌自动定位技术的依据

车牌定位从根源上说属于图像分割的一种。图像分割可以分为基于边缘提取

和曲线检测的图像分割技术、基于阈值（门限）的图像分割技术、基于区域增长

的图像分割技术、基于数学形态学的图像分割技术等等。因为车牌图像具有一些

特殊的规律和性质，所以车牌定位算法与图像分割算法稍有不同。从上述得知，

车牌定位就是利用车牌特征把图像中含有车牌的区域从复杂背景中精确地提取

出来的一个过程，所以关键是寻找到可有效利用车牌特征的方法。车牌特征包括

其独特的纹理特征、灰度特征、颜色特征、特定的几何形状特征等。具体有以下

几个方面：

（1）车牌区域内的边缘灰度直方图统计特征，车牌区域内的边缘灰度直方

图具有两个明显且分离的分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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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牌的几何特征，即车牌的高、宽和高宽比在一定的范围内。

（3）车牌区域的灰度分布特征，穿过车牌的水平直线其灰度呈现连续的峰-

谷-峰的分布。

（4）车牌区域水平或垂直投影特征，车牌区域水平或垂直投影呈现连续的

峰、谷、峰的分布。

（5）频谱特征，即对车辆图像做离散傅里叶变换（DFT）、离散余弦变换

（DCT）、离散沃尔什-哈达玛变换（Walsh）和小波变换等正交变换，其

频谱图中包含车牌的位置信息。

（6）车牌的颜色特征，目前我国的汽车牌照有黄底黑字、蓝底白字、黑底

白字、白底黑字红字、黑底红字 5种颜色的车牌，常见的是民用的黄底

黑字和蓝底白字两种车牌。

（7）车牌区域内底色像素数目比字符颜色像素数目大，并且车牌区域字符

颜色和底色成交叉变换。

所以车牌定位从利用特征方面来看可以分为基于边界的定位算法和基于颜

色特征的定位算法；从采用的技术方面，传统的定位算法有边缘检测、阈值法、

直方图投影法、区域法、颜色特征提取等，还有运用数学形态学、神经网络、小

波分析、模糊技术、遗传算法等来分析车牌图像。

2.3 车牌定位技术的难点

由于受计算机发展水平以及外界光线、能见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车牌识别

技术不可能达到 100%的准确识别率。采集误差和噪声、光线的影响，使得图像

质量较差，而且运动又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图像的恶化，透视产生了几何变形，加

上背景复杂多变使得图像与处理过程很复杂，汽车牌照上目标的大小不同、距离

不等，目标尺寸不规范，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图像仿射变形和模糊，大量的随机

噪声的干扰，光线、光照角度的不同，造成车牌区域明暗灰度的无规律变化。这

些原因都不利于二值化、标准化。每张图片的质量完全不同，变形、噪声等干扰

信息的无规律不确定出现，都给汽车牌照的定位造成大量困难。

还有汽车速度往往也会对车牌定位产生较大的影响。当汽车车速过快时，拍

摄的汽车图像会产生模糊、扭曲、变形[11]。车辆拍照定位的应用背景多：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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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路、小区入口、高速公路等，车牌定位的应用背景复杂。

2.4 车牌定位常用方法

车牌定位是整个车牌识别系统中较难解决的问题，定位精度和定位时间直接

影响整个车牌识别系统的性能。近年来在车牌定位方面主要算法都是基于灰度图

像的处理技术。随着计算机处理速度的不断加速和硬件价格趋于下降，基于彩色

图像的车牌定位技术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车牌定位算法大多是基于车牌的不同特征而提出的，主要包括一下内容[2]：

（1）车牌区域内字符的纹理特征

这种方法包括利用字符宽度和高度、笔画宽度、字符串的长度、字符连通性，

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应用于车牌纹理分析中，利用纹理特征，采用 Gabor小波和

K-means聚类算法完成车牌分割，进行水平扫描，利用车牌字符与背景的灰度跳

变实现车牌分割。这种方法对图像质量要求较高。

（2）几何特征法

由于车牌形状为矩形，利用这种固有的特征进行车牌边框提取。这种方法在

车牌图像发生倾斜时，定位效果不佳。

（3）颜色特征

由于车牌底色和车符颜色反差较大，根据这些颜色信息可以有效地定位出车

牌的边界。这种方法定位较为准确、漏检率低，但是对于车牌大小适应差，受车

牌磨损、倾斜的影响大，对光照条件同样敏感，容易和颜色相似的区域混淆。

（4）频谱分析法

这种方法将图像从空间域变换到频率域进行分析，例如采用小波变换法等。

小波分析可以在不同的分辨率层次上对图像进行分割，在低分辨率层次上进行粗

分割，这样节约时间同时为细分割缩小检测范围。在高分辨率层次上实现车牌区

域的准确定位。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所选择的不同特征，可采用不同的定位方法。主要是利

用车牌区域特征、通过彩色信息分析、阈值分割、边缘检测、人工神经网络、数

学形态学以及遗传算法等诸多方法及其融合实现车牌准确定位。由此可以看到靠

一种单一的传统车牌定位方法很难在实际应用中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要想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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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应用中打到预期效果，需要融合各种定位算法，还可以对各种算法的定位进行

投票以保证定位的精确性。而本文中，只对基于车牌区域内字符的纹理特征利用

字符连通性进行一些探讨。

2.5 车牌图像的获取

车辆图像是整个系统所处理的对象，采集的图像效果好坏直接影响到后续的

处理。系统应用场景不同，所拍摄的车辆图像效果也不同，例如系统作为车辆管

理功能可以应用在停车场、收费站处，在这里拍摄的车辆图像比较暗淡；而如果

作为实时监控功能的话，所进行的拍摄属于室外拍摄，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

光线、天气状况、路面状况、季节等影响。

本文中，进行测试的图片来自于实时监控、收费站这两处的拍摄，格式统一，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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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车牌定位中常用的图像处理技术

在车牌定位中，针对车牌图像需要进行一定的处理，结合传统的车牌定位算

法，本章主要介绍与本文相关的图像的预处理技术和边缘检测的方法。

由于受恶劣的天气、变换的光照等因素的影响，往往提取出来的车辆图像存

在污迹、光照不均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影响了车牌的定位、字符分隔和字符识别

的效果，进而降低了整个系统的车牌识别率。针对这些问题，系统需要对所采集

的图片进行一些列预处理操作，优秀的图像预处理方法，不仅可以降低算法的复

杂度，提高识别效率，而且有助于车牌识别的后续处理工作，从而提高车牌识别

系统的准确度。因此，图像预处理在车牌识别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通常图像

预处理包括图像灰度转换、图像增强、图像去噪、倾斜矫正等。由于摄像头角度

适合，车到平坦，图像采集效果较好，因此本文对车牌倾斜矫正没有做更多研究，

也没有做过多阐述。

3.1 彩色图像的灰度化和二值化

由于摄像机等拍摄硬件日趋便宜，因此也越来越普及，这样所拍摄的图片质

量都比较高，而且是彩色图片。由于做某些图像处理过程中，是无需考虑颜色的，

但是彩色颜色又包括大量颜色信息，在存储上开销更大，而且在处理上也会降低

系统的执行速度，因此，除了基于颜色定位车牌的方法后，其余方法一般都需要

对彩色图像进行灰度化处理，进而进行二值化。这里就分别介绍灰度化与二值化，

当然，二值化之前还需要一些其他处理，例如滤波降噪等等。

3.1.1 图像的灰度化

一般摄像机或照相机所拍摄的彩色图片中颜色模型都是 RGB格式的，其他

格式会在 4.2节进行介绍。RGB彩色图像表示每一个像素包含红（R）、绿（G）、

蓝（B）三个分量。拿真彩色图像即 24位 RGB格式图像进行说明，每个像素中

包含上述三个分量，每个分量都用一个字节表示，所以真彩色图像颜色种类高达

255*255*255 = 16,777,216种。而灰度图是指只包含亮度信息，不包含色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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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片，例如平时看到的亮度由暗到明连续变换的黑白照片。要表示灰度图，就

需要把亮度值量化，通常分成 0~255共有 256个级别，0表示全黑，255表示全

白。若图像为彩色图，其颜色种类较多，运算量也比较大，不利于图像的处理，

而 256级灰度图比较简单。因此一般都是将彩色图转换为灰度图后进行处理。

如果用 g表示灰度化后的灰度值，R、G、B分别表示颜色图像中的彩色分量，

则从 RGB颜色图像到灰度图像的具体转换公式有：

（1）最大值法：使 R、G、B的值等于三个值中最大的一个，即：

),,max( BGRBGR  （3-1）

（2）平均值法：使 R、G、B的值等于三个值之和的平均值，即：

3/)( BGRBGR  （3-2）

（3）加权平均值法：根据重要性或其他指标给 R、G、B赋予不同的权值并

使 R、G、B等于他们的值的加权和平均。通常选用加权平均值法来处理，

其中三个权值分别为 0.299、0.587和 0.144，即：

3/)*114.0*587.0*299.0( BGRBGR  （3-3）

3.1.2 图像的二值化

在车牌定位处理的后半阶段、字符分隔和字符识别都可能会用到二值化处

理。为了就是把车牌区域与背景分离出来或者把车符与车牌背景分离出来。总之

是为了减少背景像素的干扰并把目标从背景中彻底分量出来。二值化图像只有两

个灰度级，级 0和 1，0代表黑色、1代表白色。为了得到这种黑白分明的图像，

我们所进行的操作就叫图像的二值化操作。

二值化算法是利用图像中要提取的目标物体与背景之间在灰度上的差异计

算出一个阈值或一个阈值范围，用计算出来的阈值或阈值范围把原始图像分为目

标和背景两个部分。

对灰度图像的阈值分割就是先确定一个处于图像灰度取值范围内的灰度阈

值，然后将图像中各个像素的灰度值与这个阈值进行比较，并根据比较的结果将

对应的像素分为两类:像素灰度大于阈值的一类，像素灰度小于阈值的为另一类，

灰度值等于阈值的像素可以归入这两类之一。由此可见，阈值分割算法主要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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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步骤：一是确定需要分割的阈值；二是将分割值与像素点的灰度值比较，以分

割图像的像素。以上步骤中，确定阈值是分割的关键，只要阈值选取恰当，不仅

可以有效地去处噪声，而且可将图像明显地分成目标和背景，大大减少信息量，

提高处理速度。目前有多种闽值选取方法，依阈值的应用范围可分为全局阈值法、

局部阈值法。

1、 全局阈值法

全局阈值法，就是所确定的阈值作用于整幅图像中的每一个像素。小于阈值

的像素标记为物体，否则为背景。该种方法的速度快，对于质量好的图像特别是

背景很单一的图像效果很好，但是对于背景复杂的图像，前景和背景的灰度级相

互交错，单一阈值就无法胜任。图像的灰度直方图是图像各像素灰度值的一种统

计度量。许多常用的阈值选取方法就是根据直方图来进行的。

（1）极小值点阈值

将图像的灰度直方图的包络看做一条曲线，则选取直方图的谷可借助求曲线

极小值的方法。设 h(z)代表直方图，那么极小值点应同时满足：

0)(





z
zh

和 0)(
2

2





z

zh
（3-4）

和这些极小值点对应的灰度值就可作为分割阈值。实际图像的直方图由于图

像噪声等原因经常有很多起伏，按上式求得的极小值点有可能对应虚假的谷，解

决方法之一是先对直方图进行平滑处理。

（2）迭代阈值分割

阈值也可以通过迭代计算得到。首先选取图像的灰度范围的中值作为初始值

场，然后按下式迭代：







































 1

1

1

1

0

0
1

**

2
1

L

Tk
k

L

Tk
k

T

k
k

T

k
k

i

i

i

i

i

h

kh

h

kh
T

（3-5）

上式中 kh 是灰度为 k值的像素个数，共有 L个灰度级。迭代一直进行到

ii TT  1 结束，取结束时 iT 为阈值。该方法所确定的阈值作用域整幅图像中的每

个像素，因而对目标或背景的灰度有剧烈变化的图像，阈值分割效果比较差，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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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失效。

（3）OTSU法[8][9]

该方法基于离散性分析，以阈值把图像像素分为两个类别 C1和 C2，也就是

物体和背景两个类别。C1类中的像素数量为 )(1 Tw ，灰度值的均值为 )(1 TM ，方

差为 )(1 T ；同样类 C2中的像素数目为 )(2 Tw ，灰度值的均值为 )(2 TM ，方差为

)(2 T 。全体像素的平均值为 TM ，则类内方差由下式计算：

)()()()( 2
22

2
11

2 TTwTTww   （3-6）

类间方差由下式计算：

2
2121

2
22

2
11

2

))()()(()(

))()(())()((

TwTwTwTw
MTMTwMTMTw rrb




（3-7）

为了使 22 / wb  变为最大，最好是使 2
b 最大，求出最大的 2

b 所对应的灰度值

即为所求阈值。

2、 局部阈值法

由于全局二值化不能处理复杂图像，为了提高二值化后图像的质量，所以就

提出了局部二值化，对每一个或一块像素的阈值的确定是同其周围像素有关而与

其他位置的像素无关。因为每一个像素或没一块像素都要计算一个阈值，所以图

像二值化的效果好，适应的范围广，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以降低处理速度为代价

的。局部二值化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容易形成空心物体，而且很难解决，另外窗

口大小选择也是一个难题。

（1）Niblack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但是很有效，根据局部均值和方差决定中心像素

的阈值。对于一个以 ),( ji 为中心的 r*r的窗口，该窗口中的像素和方差为： ),( jim 、

),( jis ，则该像素点的阈值为：

),(*),(),( jiskjimjiT  （3-8）

在这里窗口的大小 r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值，r不能太大，否则图像的细节无

法保留，r不能太小，否则图像的噪声无法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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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rnsen

Bernsen认为，对以 ),( ji 为中心的 r*r的像素，最大和最小像素值为 hZ 、 lZ ，

如果 lZZ lh  ，则该像素点的阈值为：

2/)(),( lh ZZjiT  （3-9）

否则该窗口属于同一类。

到目前为止，已经提出的二值化方法不下 100种，本文介绍了其中的几种。

每种方法各有优缺点。由于本文采用 Canny算子进行边缘提取，所以二值化方

法选择了最简单的一种，即固定阈值分割。

3.2 灰度图像的增强

图像增强是根据一定的要求突出图像中的某些信息，去除或者削弱某些不需

要的信息的方法，增强的目的是突出图像中的“有用”的信息，扩大图像中不同

物体特征之间的差别，为信息提取及其他图像分析技术奠定良好的基础。一般情

况下，经过增强处理后，图像的视觉效果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图像的视

觉效果得到了改善，某些特定的信息得到了增强。

由于白天和夜晚、晴天和阴天的光线强度有很大差异，在某些情况下拍摄的

车辆图片出现对比度小的现象，使图像的细节分辨不清，如车牌部分，这会严重

干扰车牌的准确定位。因此对于这类采集照片必须进行图像增强，而这种图像增

强处理应尽量避免对正常的部分产生干扰，为此可采用基于点运算的图像增强方

法，即对图像的灰度级进行变换，使图像对比度得到调整，从而达到图像增强的

目的。

本文选择直方图均衡化的方法进行灰度图像增强，它不仅使光照不均的车牌

变得较为清晰，而且对正常牌照进行同样处理后也能得到较为清晰的结果。

3.2.1 直方图均衡化

脂肪均衡化是对在图像中像素个数多的灰度值（及对画面起主要作用的灰度

值）进行展宽，而对像素个数少的灰度值（及对画面不起主要作用的灰度值）进

行归并，从而达到清晰图像的目的。

设 ),( jif ， ),( jig ，（ i = 1, 2, …, M; j = 1, 2, …, N)（M，N分别为图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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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宽）分别为原图像和处理后的图像，图像的灰度变化范围为[0, 255]，则直

方图均衡化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1. 求原图像 NMjif *)],([ 的灰度直方图，表示为 256维的向量 fh ；

2. 根据 fh 求原图像灰度分布概率，记作 fP ，则有：

)(1)( ih
N

iP f
f

f  , i =1,2,...,255 （3-10）

其中， NMNf * ，为图像的总像素个数；

3. 计算图像各个灰度值的累积分布概率，记作 aP ，则有：





i

k
kPP fa

0
)( ， i =0，1，2，…，255 （3-11）

其中，令 0)0( aP ；

4. 直方图均衡化计算，得到处理后图像的像素值 ),( jig 为：

)(*255),( kPjig a （3-12）

因此可以根据原图像直方图统计量求得均衡后各像素的灰度变换值。直方图

均衡化实例见图 3-1直方图均衡化变换前后示例：

(a) 原图 (b) 直方图均衡化后的效果图
图 3-1 直方图均衡化变换前后示例

3.3 图像平滑

图像处理图像平滑的目的之一是消除噪声；其二是模糊图像，在提取大目标

之前需要除去小的细节或弥合目标间的缝隙。从信号频谱角度来看，信号缓慢变

化的部分在频率域表现为低频，而迅速变化的部分表现为高频。对图像而言，它

的边缘、跳跃以及噪声等灰度变化剧烈的部分代表图像的高频分量，而大面积背

景区和灰度变化缓慢的区域代表图像的低频分量。因此可以通过低通滤波即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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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消除高频分量而不影响低频分量来实现图像平滑。

本文中以消除简单噪声为目的，下面主要讨论中值滤波和高斯滤波两种算

法。

3.3.1 图像的噪声的概念

一般噪声是不可预测的随机信号，通常采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噪声对图像处理非常重要，它影响图像输入、采集、处理的各个环节及输出结果

各个环节。特别是图像的输入、采集噪声的抑制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如输入伴随

者较大的噪声，必然影响处理的全过程及输出的结果。因此一个良好的图像处理

系统，不论是模拟处理还是用计算机进行数字处理，无不把减少噪声的影响作为

主攻目标[6]。

图像噪声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噪声在图像中的分布和大小不规则，即具有随机性；

（2）噪声与图像之间一般具有相关性，例如图像内容接近平坦时，量化噪

声呈现为伪轮廓，但图像中的随机噪声会因为颤噪效应反而是量化噪声变得不很

明显；

（3）噪声具有叠加性。

3.3.2 图像去除噪声的方法示例

3.3.2.1 中值滤波

中值滤波法是一种非线性平滑技术，它将每一象素点的灰度值设置为该点某

邻域窗口内的所有象素点灰度值的中值。

实现方法：

1. 通过从图像中的某个采样窗口取出奇数个数据进行排序；

2. 用排序后的中值取代要处理的数据即可。

中值滤波法对消除椒盐噪音非常有效，在光学测量条纹图象的相位分析处理

方法中有特殊作用，但在条纹中心分析方法中作用不大。

中值滤波在图像处理中，常用于用来保护边缘信息，是经典的平滑噪声的方

法。

中值滤波的窗口形状和尺寸对滤波效果影响较大，往往根据不同的图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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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的要求加以选择。常用的中值滤波窗口有线状、方形、圆形、十字形等。

窗口大小的选择以不超过图像中最小的有效物体为宜。如果图像中点、线、尖角

细节较多，则不宜采用中值滤波。

由于本文所选择的车牌定位算法所致，并未采取中值滤波来进行图像去噪。

3.3.2.2 高斯滤波

图像处理中把对像素邻域逐一处理的算法过程称为滤波器，而高斯滤波在实

质上也是一种信号的滤波器，其用途是信号的平滑处理。高斯平滑是平滑线形滤

波器的一种应用，它与图像的简单平滑不同的是，它在对邻域内像素灰度进行平

均时，给予了不同位置像素不同的权值。如图3-2 高斯模板，显示的是3*3邻域

模板，模板上越是靠近邻域中心的位置，其权值就越高。如此安排权值的意义在

于用此模板进行图像平滑时，在对图像细节进行模糊的同时，可以更多地保留图

像总体的灰度分布特征。

图 3-2 高斯模板

相比图像的简单平滑，高斯平滑对高对比图像的平滑效率较低，在离散型杂

点的消除方面，高斯平滑的效果并不理想。然而如果需要在平滑过程中保留原图

像的总体特征，高斯平滑就具有很大的优势。高斯平滑不仅能进行3*3邻域的图

像平滑处理，也可以对更大范围的邻域进行平滑，高斯模板上的权值是由高斯分

布函数确定的。高斯分布也称为正态分布，在二维空间定义为：

)2/()(
2

222

2
1),( 


vuevuG  （3-13）

其余相关内容请参考概率论的数理统计部分。图3-3 为高斯平滑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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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图 （b）高斯平滑后图像

图3-3 高斯平滑前后图像对比

3.4 常用图像边缘检测算法介绍

边缘是图像的基本特征。所谓边缘是指其周围像素灰度有阶跃变化或屋顶变

化的那些像素的集合，它存在于目标与背景、目标与目标、区域与区域、基元与

基元之间，因此它是图像分割所依赖的重要特征，也是纹理特征的重要信息源和

形状特征基础。边缘检测
[5][6]
像处理、计算机视觉中最基础的内容，并在应用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图像分析与识别的重要环节，是进行目标检测，图像分割

的基础。

在车牌定位、识别系统中，汽车图像牌照区域内含有丰富的边缘包括水平边

缘、垂直边缘和斜向边缘，而其它区域则不具有这个特点，故常通过边缘检测技

术来寻找存在较多边缘的区域，从而达到牌照定位的目的。当然，在字符识别时

也会利用边缘提取以得到清晰的车符。下面本文将介绍一些常用的边缘检测方

法。

3.4.1 Sobel 算子

Sobel算子在技术上是离散性查分算子，用来运算图像亮度函数的梯度近似

值。在图像的任何一点使用此算子，将会产生对应的梯度矢量或是法矢量。

该算子包含两组 3*3的矩阵，分别为横向及纵向，将其与图像做平面卷积，

即可分别得出横向及纵向的亮度差分近似值。如果以 A代表原始图像，Gx及Gy

分别代表经横向及纵向边缘检测的图像，其公式如下：

AGx *
101
202
101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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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y *
121
000
121




















 (3-15)

图像的每一个像素的横向及纵向梯度近似值可用以下公式结合来计算梯度

大小：

22
yx GGG  (3-16)

然后可用以下公式计算梯度方向：

)arctan(
x

y

G
G

 (3-17)

在以上例子中，如果角度等于零，即代表图像在该处拥有纵向边缘，左方

较右方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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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是 Sobel算子提取边缘的示例。

（a） 原图 （b）Sobel算子边缘检测的水平梯度图

（c）Sobel算子边缘检测的水垂直度图

图 3-4 Sobel算子提取边缘示例

3.4.2 Laplace 算子

Laplace算子是一种各向同性的二阶微分算子，它比一阶微分算子敏感，因

此能够检测出更多的噪声点。在 ),( yx 处的值的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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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ff

f 2

2

2

2
2





 

（3-18）

对于数字图像的每个像素，取它关于 x轴方向和 y轴方向的二阶差分之和。

通常使用的 Laplace算子如下所示：

),(4)1,()1,(),1(),1(2 yxfyxfyxfyxfyxff  （3-19）

式（3-19）的 Laplace算子在上下左右 4个方向具有各向同性。若在两对角

线方向上也进行 Laplace运算，则新的 Laplace算子在 8个方向上具有各向同性。

常用的几个 Laplace算子模板如图 3-5 所示，图中的模板中心为正，也可以对模

板乘以-1使模板中心为负。下图为常用的 Laplace算子模板，图 3-6 为 Laplace

算子进行边缘提取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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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3-5 常用的 Laplace算子模板

（a）原图 （b）Laplace算子边缘提取后

图 3-6 Laplace算子进行边缘提取的示例

3.4.3 Canny 算子

由前面的讨论可知，基于微分算子的边缘提取存在的难点是在于合适的阈值

的选取，阈值选取的不同则提取出的边缘很有可能就不同。这样，在边缘提取中，

就存在对边缘提取好坏的评价。

针对这个问题，根据边缘检测的有效性和定位的可靠性，Canny给出了评价

边缘检测性能优劣的三个标准：

（1）好的信噪比，即将非边缘点判为边缘点的概率要低，将边缘判断为非

边缘点的概率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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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好的定位性能，即检测出的边缘点要尽可能的在实际边缘的中心；

（3）对单一边缘有唯一的相应，即单个边缘产生多个相应的概率要低，并

且虚假相应的边界得到最大的抑制。

实际上就是希望在提高丢边缘的敏感性的同时，可以抑制噪声的方法才是好

的边缘提取方法。

值得庆幸的是，有个线性算子可以在抵抗噪声与边缘检测之间获得一个最佳

的折中，这个算子就是高斯函数的一阶导数。高斯函数与原图像的卷积达到了抑

制噪声的作用，而求导数，则是求边缘的手段。对于阶跃形状的边缘，Canny推

导出来的最右边缘检测器的形状与高斯函数的一阶导数类似，因此 Canny边缘

检测器就是由高斯函数的一阶导数构成的。而高斯函数是圆对称的，因此，Canny

算子在边缘方向是对称的，在垂直于边缘的方向是反对称的。这就意味着概算子

对急剧变化方向上的边缘特别敏感，但在沿边缘方向是不敏感的。

见图 3-7 Canny提取边缘，该图为 Canny边缘检测示例，而本文亦采取 Canny

算子进行边缘检测。

（a） 原图

（b）低阈值 150，高阈值 300 的 Canny算子边缘检测结果

（c）低阈值 20，高阈值 40 的 Canny算子边缘检测结果

图 3-7 Canny算子进行边缘检测的效果示例

本文所采用的边缘提取算子亦为Canny算子，取低阈值为 150，高阈值为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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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见车牌定位方法介绍

4.1 基于形态学的车牌定位算法

数学形态学[5]是由一组形态学的代数运算操作数组成的，它的基本运算有 4

个：膨胀、腐蚀、开运算化和闭运算。它们在二值图像和灰度图像中各有特点。

基于这些基本运算还可以推导和组合成各种数学形态学使用算法，用它们可以进

行图像形状和结构的分析及处理，包括图像分割、特征抽取、边界检测、图像滤

波、图像增强和恢复等。

基于数学形态学的车牌定位算法就是利用腐蚀、膨胀及它们的组合开、闭运

算在图像中进行定位的。其实现方法是首先将边缘检测出来，然后利用数学形态

学中的开和闭运算来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多个车牌候选区域，根据车牌的其他

特征，将车牌筛选出来。

在此算法中，边缘的检测依然很重要；另外，结构元素的选取也至关重要，

结构元素过大，会使非车牌区域的边界粘连在一起，可能的车牌区域增多或无法

筛选出来，给后续的处理带来不利的影响；若结构元素过小，则会使车牌区域无

法粘连在一起，就有可能使真正的车牌区域不包含在可能的车牌候选区集合里。

4.1.1 形态学的基本运算介绍

数学形态学包括 4个基本运算，即腐蚀、膨胀、开运算和闭运算，下面将简

要介绍这四种运算。

4.1.1.1 腐蚀

腐蚀用集合的方式来定义为：

}|{ XxSxSX  （4-1）

式（4-1）表明，X 用 S腐蚀的结果是所有使 S平移 x后仍在 X 中的 x的集合。

换句话说，用 S来腐蚀 X 得到的集合是 S完全包括在 X 中时 S的原点位置的集

合。

腐蚀在数学形态学运算中的作用是消除物体边界点。如果结构元素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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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像素块，腐蚀将使物体的边界沿周边减少一个像素。腐蚀可以把小于结构元素

的物体(毛刺、 小凸起)去除，这样选取不同大小的结构元素，就可以在原图像

中去掉不同大小的物体。如果两个物体之间有细小的连通，那么当结构元素足够

大时， 通过腐蚀运算可以将两个物体分开。这样，在车牌定位中可以用腐蚀来

把车牌与背景分开来。

4.1.1.2 膨胀

腐蚀可以看作是将图像 X 中每一与结构元素全等的子集 xS  收缩为点 x。反

之，也可以将 X 中的每一个点 x扩大为 xS  ，这就是膨胀运算，记为 SX  。

若用集合语言，它的定义为：

}|{  xxSxSX （4-2）

膨胀是将与目标区域接触的背景点合并到该目标区域中，是目标边界向外扩

张的处理。膨胀可以用来填补目标区域中存在的某些空洞，以及消除包含在目标

区域中的小颗粒噪声。

4.1.1.3 开运算和闭运算

如果结构元素为一个圆盘，那么，膨胀可填充图像中的小孔（比结构元素小

的孔洞）及图像边缘处的小凹陷部分，而腐蚀可以消除图像边缘小的成分，并将

图像缩小，从而使其补集扩大。但是，膨胀和腐蚀并不互为逆运算，因此它们可

以级连结合使用。在腐蚀和膨胀两个基本运算的基础上，可以构造出形态学运算

族，它由膨胀和腐蚀两个运算的复合与集合操作（并、交、补等）组合成的所有

运算构成。例如，可先对图像进行腐蚀然后膨胀其结果，或先对图像进行膨胀然

后腐蚀其结果（这里使用同一个结构元素）。前一种运算称为开运算（或开启），

后一种运算称为闭运算（闭合）。开运算和闭运算是形态学运算族中两个最为重

要的组合运算。

对图像 X 及结构元素 S，用符号 SX 表示 S对图像 X 作开运算，用符号 X

● S表示 S对图像 X 作闭运算，它们的定义为：

SSXSX  )( （4-3）

SSXSX  )( （4-4）

由式（4-3）和式（4-4）可知， SX 可视为对腐蚀图像 SX 用膨胀来进行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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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而 SX  可看作是对膨胀图像 SX  用腐蚀来进行恢复。不过这一恢复不是

信息无损的，即它们通常不等于原始图像 X 。

开运算可以用来平滑边界、去除凸角；而闭运算同样可以用来平滑边界，也

可以进行补凹陷。

4.1.2 算法简介

基于形态学的车牌定位流程图如图 4-1所示

图 4-1 基于形态学的车牌定位流程图

（1）形态学膨胀运算

在边缘检测后的二值化图像中，车牌纹理区域中的各个字符较为集中，但彼

此之间没有强连接。为此针对二值化图像进行适当的膨胀运算。运算后，车牌区

域的纹理特征便相互融合而转化为形状特征，为下一步奠定了基础。

（2）形态学开运算

经过形态学膨胀运算之后，车牌区域融为一体的同时，也会形成其他的块状

区域，并且很多区域还连接在一起，甚至车牌也会和其他地方有联系，故首先必

须去掉块之间的联系。而一般连接的地方都比较薄弱，为了消除块之间的联系，

可以采用形态学的开运算（也就是先腐蚀后膨胀）。

（3）形态学筛选

由于车体形状特征较多，对于剩下的快还必须根据车牌大小的特征进一步排

除。这里可以采取针对面积的筛选，也可以根据车牌区域的长宽比范围进行筛选。

由于实际车辆图像可能很复杂，比如复杂的背景加上不同的光照条件，完全

可能导致无法检测出字符的边缘，或者可能进行处理后车灯也像一个车牌区域。

这是该算法所存在的一个不足之处。

4.2 基于颜色特征的车牌定位算法

目前车牌定位受限于灰度图像，所以定位效果容易受到阴影和光照条件的影

响。与灰度图像相比，彩色图像不仅包含亮度信息，而且还有更多有效信息，比

如色调、饱和度。实际上，同样景物的灰度图像所包含的信息同与彩色图像难以

形态学膨胀 形态学开运算 形态学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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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人类视觉系统对色彩非常敏感，如人眼能分辨的灰度只有 20多级，而能

够区分的颜色却有 35000多种，而且彩色图像不仅令人在视觉感受上比灰度图像

舒服，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更多的视觉信息，有利于图像分割和目标提取。因

此即便彩色图相比灰度图来说包含信息更为庞大、存储空间也更大，但是很多学

者已倾向于将处理对象改为彩色图像以求可以精确地定位车牌。

目前，对彩色图像的定位[10]主要是基于神经网络的算法，一般是首先将输入

的 RGB图像转化为 HIS图像，并做色彩饱和度调整处理，再通过三层MLPN网

络进行色彩分割，将原来的色彩分割成黑、红、黄、绿、蓝、紫、白及其他 8

种色彩。最后通过投影法分割出潜在的各种底色的车牌区域，由标准车牌的长宽

比可以得到合理的车牌区域。

由于传统的彩色图像边缘检测算法是通过颜色空间各个分量的作用得到定

位结果，但是亮度和色度等反映的图像边缘并非一直重合，因此往往会出现多边

缘和宽边缘的情况，这样就会影响检测的效果。实践中常是利用车牌区域强烈的

空间频率特征，并采用彩色边缘检测和区域生长的方法相结合来设计算法。

具体算法可以参考如下：

第一步：输入彩色汽车图像 I ；

第二步：运用色彩边缘检测算子 ColorPrewit得到二值边缘图像 I ；

第三步：选择结构元素 S，对 I 采用数学形态学方法来生成连通区域图像；

第四步：进行轮廓跟踪，标记候选牌照区域，得到 n个候选车牌区域；

第五步：对候选字符快区域进行分析与分解，以确定真正的车牌区域。

这里，最主要的是彩色边缘检测算子 ColorPrewitt的设计，由于车牌图像具

有特殊的横向纹理特性，而字符具有纵向纹理特性，因此有别于传统的彩色边缘

检测算子，新的检测算子要加强图像的纵向边缘。经过这种检测算子的运算，车

牌区域得到了增强，提取出的边缘图像排除了背景中细节少、变化缓慢的区域，

而突出了细节丰富、边缘变化剧烈的车牌区域和背景区域。

但是，基于彩色图像的定位算法最大的缺点是计算量和存储量都比较大，如

基于神经网络的彩色图像车牌分割方法，此方法根据图像中每一个像素提取特

征，输入神经网络进行学习，计算量大，同对还需处理好网络局部收敛问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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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时间长。此外当车牌区域颜色和附近颜色相似时，定位错误将增加。

4.3 基于神经网络的车牌定位方法

该方法利用牌照的长宽比、面积和面积与周长比来区分真正的牌照区域与伪

牌照区域。该方法具有较强的自适应能力，可以在较为复杂背景中精确定位大小

不同的车牌。并且通过对传统的 BP网络的改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定位的精度

和速度。此方法要求图像中的牌照尺寸基本不变，一但图像中的牌照尺寸发生了

较大的改变，必须对神经网络重新进行训练。这类算法定位效果比较好，但计算

量大。

总体上来说，由于基于神经网络的车牌定位方法针对边缘分布位置、形状、

大小和边缘的数目进行判断，所以该方法也归类为基于纹理的车牌定位算法，

4.4 基于车牌灰度变化特征的定位算法

基于车牌灰度变化特征的定位[4]常用方法是直接扫描，根据车牌区域局部对

比度的特征（灰度变化）来定位车牌。因为在图像中车牌区域存在较多的灰度突

变，所以可以设计一些算法，对车牌二值图像从上而下（或从下而上）的逐行扫

描，用梯度法检测灰度突变，通过预置判别确定车牌区域。

对车牌二值图像进行逐行扫描，假设背景的灰度为 0，字符的灰度为 1，当

扫描到 0-1和 1-0变换次数大于阈值 1T 时，就认为已经进入车牌区域，当扫描到

0-1和 1-0的变化次数小于阈值 2T 时，就认为已经离开车牌区域，并将这两处位

置记录下来。如果两者之间差大于阈值 3T ，则认为目标区域已经检测到，否则

继续扫描，如果未检测到符合条件的目标区域，则调整二值化门限重复以上操作，

直到找到目标为止。

由于直线扫描的方法抗噪性比较差，因此，基于灰度变化的车牌定位算法出

现了很多改进算法。有的提出用 Sobel算子对水平采样线进行处理，得到采样线

的边缘轮廓，再对边缘轮廓做一些处理，比如去掉负值部分和小的峰值点（当做

噪声），在剩下的峰值点中，如果有一些点，他们的距离在一定范围内，点的个

数也达到一定的阈值，就认为这条采样线经过车牌，这些点所在的区域就是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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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通过采样线的上下搜索就可以定位出整个车牌区域；有的提出根据车牌区

域灰度变化频率较高来定位车牌；有的提出基于线处理的图像定位方法；有的提

出基于垂直字符边界特征的车牌定位方法；有的提出基于自适应门限和宽线检测

的车牌定位方法。所有这些方法都是通过灰度变化特征来判断的。

随着新理论，如小波理论、数学形态学、遗传算法等的出现，人们开始将这

些新理论与灰度变化特征相结合，提出了一些新的车牌定位算法。

4.5 基于纹理的车牌定位方法

基于纹理的车牌定位方法[9]是充分利用包括利用字符宽度和高度及宽高比、

笔画宽度、字符串长度、字符的连通性等车牌内纹理特征，由内而外地寻找车牌

特征区域，找到车牌边缘以分割车牌区域。

该方法的特点是漏检率低、速度快，但定位误检率高，不够准确。本文着重

研究车牌纹理特征，利用字符连通区域，来实现车牌定位。总的来说，本文采取

的算法也属于基于纹理的车牌定位算法。在下一章本文将详细讲述基于字符连通

区域的车牌定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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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字符连通性的车牌定位

本文进行处理的图像为公路旁和收费站内实时拍摄的汽车图像，包含十分复

杂的背景区域，并且亮度变化复杂，因此需要寻找可以用来在复杂背景下进行车

牌定位的算法。

本文根据字符的边缘的几何特征及分布特点、车牌字符的边缘与车牌位置关

系采取了基于字符连通性的车牌定位算法，并且编程完成定位功能。最后对大量

图片进行了试验，对复杂的情况都能很好地进行处理，例如光线很暗但有车灯干

扰的情况、背景十分复杂的情况、部分车牌缺失的情况等等。

5.1 所涉及的车牌特征分析

虽然我国车牌主要是蓝底白字、黄底黑字、黑底白字和白底黑字这几种类型，

但是不论是什么形式的车牌，大都具备如下的特征：

（1）车牌字符边缘特征

本文采用 Canny算子进行边缘检测，边缘检测后的图像中车牌区域部分如下

图所示，图 5-1中的 a显示了车牌字符较为清晰的情况，其中 a(1)为原图，a (2)

为 Canny边缘提取后的结果。在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字符边缘很贴近实际字符

的轮廓，字符的外围边缘的高宽比在 1左右；而在字符为“1”的情况下，高宽

比有明显的增大。

a(1) a(2)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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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c(2)

d(1) d(2)

e(1) e(2)

图 5-1 几个车牌的边缘

b中的两幅图展示了车牌字符粘连比较严重的情况，此时车牌字符有多个连接在

一起，但是仍然能找到第四字符“0”和第六字符“0”中的独立连通区域。图 c

展示了车牌边框不明显的情况，虽然看不到车牌边框，但是能够找到车牌字符后，

仍然可以明确估计车牌边缘的位置。图 d展示了车牌字符宽高比较大的情况，能

造成车牌字符较大的情况是侧角度拍摄或者遇到“1”字符的情况，在该车牌中，

最后两个字符都是“1”，这样，造成了字符宽高比较大。图 e两幅图为俯角拍摄

的情况，当然在仰角拍摄中也会造成字符宽高比较小，即车牌字符显得比较扁平。

如上面示例分析，本文通过大量实验得出一个统计特征，除去字符“1”的

情况，其他车牌字符比例在 0.7~1.4之间，当然，如果遇到“沪”、“滇”、“桂”

这些字符时，容易把三点水看做一个独立字符。遇到“1”时，该字符的比例在

1.4~3之间。但是不论怎样，字符的宽高比始终会在 0.7~3.0之间。而本文中取字

符宽高比为 0.6~4.0，表面上看这个比例过宽，找到的噪声也较多，但是经过相

关处理后，所提取的车牌可疑区域还是可以说是唯一的。

（2）车牌字符边缘与车牌位置的关系特征

经过大量的实验，发现而且车牌的长度大致是单个字符宽度的 8倍到 10倍

之间。由于车牌的长度与字符的宽度的比值在一个较为固定的范围，而车牌的长

度与字符的高度的比值受到拍摄角度的浮动较大，故不采用单个字符的高度来估

计车牌的左右边缘的位置。这里，本文采用字符边缘的宽度来估计车牌的左右边

缘位置，这样在字符有粘连的情况时仍然可以将车牌包含在车牌的估计位置内。

这是车牌粗定位的思想。

（3）图像灰度化字符灰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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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灰度化后，车牌字符的灰度值要么大于车牌底色的灰度值（如黄底黑字、

白底黑字这类车牌），要么小与车牌底色的灰度值（如蓝底白字、黑底白字这类

车牌）。

这个特点保证了，在车牌字符边缘与车牌的背景的交界处，不管哪种车牌，

车牌字符的边缘时可以以很大概率被检测出来的。

（4）车牌字符颜色与车牌底色的颜色对比

车牌底色颜色与字符颜色有着明显的对比。这个特征对字符的边缘检测很有

利。

（5）车牌字符较为集中

车牌中字符较为集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由于字符集中在一个很小

的区域内，车牌字符边缘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最多它们是车牌两头的字符的边

缘之间的距离，这时它们的距离最远。而一般情况下，一个车牌能检测出 3个或

更多个字符的边缘，包括有字符粘连的情况。

字符的高度大致一样，这也是一个很好特征。但宽度就无法保证大致一样，

因为有字符粘连与不粘连的情况和一般字符与“1”这个字符的宽度相差很多。

而且，边缘检测出来的车牌字符边缘之间水平距离不会很远。

这样为把满足一定几何特征的字符的边缘放在一个集合里提供了便利。虽然

在车牌以外的其它区域被检测出来的边缘可能满足上面的某个特征，但是要同时

满足上面的几个的特征，就变的很少了，这样就有力的去掉了大量的干扰边缘，

大大的提高了定位的可靠性。

5.2 汽车图片的预处理及边缘检测

本章示例图片均基于为同一张图片，该图片背景较为单一且图像清晰，故选

取为示例图片。

（1）车牌的灰度化

灰度化采用了现行标准的平均值法，用 g表示灰度化后灰度值，R、G、B分

别表示原彩色图中的红、绿、蓝三个分量，则灰度化后为：

BGRg *11.0*59.0*3.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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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灰度化后的图片

（2）直方图均衡化

由于一些图片中的光照影响或者色调问题，使得车牌区域与周围车身背景的

对比度较低，因此这里采用直方图均衡化来增加对比度，突出车牌区域。当然，

在原图本身的对比度就比较大的情况下，再进行直方图均衡化后并未受大影响。

这丝毫不影响车牌定位的步骤。

直方图均衡化步骤参见 3.2.1节。下图为直方图均衡化效果图。

图 5-3 直方图均衡化后的图片

（3）高斯滤波

为了消除简单噪声，本文采用高斯滤波进行降噪处理，同时，该处理也会消

除一些伪边缘，本文在 3.3.2.2节给出了详细的高斯滤波内容。下图为原图与高

斯平滑后的效果图。（a）图为直方图均衡化后的图，在这里作为原图给出，以便

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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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图 （b）高斯平滑后图像

图 5-4高斯平滑前后图像对比

（4）Canny边缘检测

由于 Canny算子在提取边缘时具有以下优点：

（1）较好的信噪比，即将非边缘点判为边缘点的概率较低；

（2）较好的定位性能，即检测出的边缘点尽可能在实际边缘的中心；

（3）对单一边缘仅有唯一相应，即单个边缘产生多个相应的概率较低，并

且虚假边缘相应能得到最大抑制；

（4）Canny算子提取的边缘连续性好。

虽然 Sobel算子运算量小且运算相对简单，但是有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一

个是自适应的参数设置很难；另一个是它检测的边缘不能保证有很好的连续性，

这对本文算法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其他算子的边缘检测都有类似问题。下图为

Canny边缘检测后的图。

图 5-5 Canny算子边缘提取后的图片

本文采用 Canny算子进行边缘检测。选取大量图片进行的实验表明，如果选

择的 Canny阈值使得边缘选择严格的话，则会出现车牌纹理缺失、字符断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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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这会极大影响定位性能。而如果选择阈值过低，这会造成边缘选择的宽松，

使得噪声非常大，并且导致字符之间粘连严重，这固然又会影响车牌定位性能。

而本文折中选取通用的阈值，在车牌粗定位中，本文选取低阈值为 150、高阈值

为 300，在精确定位中选取低阈值为 70、高阈值为 140。实验结果也表明，本文

所选择的阈值不会因为背景复杂而造成很大干扰，因此该算法对于各种背景的汽

车图片都有很好的适用性。

5.3 车牌定位算法思想及算法分析

首先对图片进行灰度化，然后用 Canny算子进行边缘检测，利用字符的高度

和宽度的比例特征，把具有一定宽高比的连通区域留下来，剔除一些干扰边缘。

实际上经由此步，干扰已经大大减少，车牌字符的边缘在图片中开始突现出来。

利用车牌的字符的分布特点及车牌字符间的位置特征，再对上面的处理结果

中的每个连通区域进行一次扫描，把满足上面特征的边缘保存下来。进一步减少

干扰。

利用字符边缘与车牌的位置关系特征、利用车牌的字符的分布特点及车牌字

符间的位置特征对上面的处理结果进行分组。

对每一个分组，利用分组估计车牌的位置，并在 Canny边缘检测的结果中将

可能的车牌区域再进行一次更加宽松的搜索，进一步将可能是字符的边缘检测出

来并放在这个分组里，但此时要求扫描结果的边缘尽可能的集中。由扫描的结果

中的边缘所占的区域作为最后的定位结果。然后，由这个分组的长度与字符长度

的比例关系和其它信息排除假车牌。比如分组的长度与字符长度的比在 7.0到 9.5

之间可认为这是一个车牌区域。

5.4 车牌定位算法描述

（1） 图片进行灰度化处理，然后用 Canny算子进行边缘检测，记边缘检测

的结果为 imageCanny，然后把具有一定宽高比的连通区域保留下来，把处理结

果记作 imageTmp。在这里，连通区域是指车牌字符中宽高比相符合的连通区域。

本文中采取较为宽松的判断，即连通区域高度与宽度之比在 0.65~4.00之间。其

实如果排除字符“1”的话，车牌字符的高度与宽度比是在 0.65~1.4之间，由于

字符“1”受到角度与噪声粘连的影响，所以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实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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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采取这个范围的高宽比看起来太宽泛，但是真正满足连通区域之间相关性的

还是比较少，所以这个高宽比范围并不对车牌定位性能产生太大的影响。

（2）对 imageTmp中的每个连通区，在 imageTmp中搜索一下，与这个连通

区的高度与宽度相似的连通区的个数记为 N，若 N大于等于某个值则保留下来

（比如本文中取 N为 2，但是 N不得小于 2），否则就删掉这个连通区。记此时

的处理结果为 imageRoughLocation。这一步主要是探索连通区域之间的相关性，

当然这一步的探讨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可以排除个别离谱的情况，比如只有一个

连通区域远远大于或小于其余连通区域的情况。在这里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判断

连通区域之间的相关性，比如探索两两连通区域面积相差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

高度、宽度相差是否在可接受范围，水平方向上两两连通区域的上界、下界是否

小于一个连通区域高度的 0.3，一个连通区域在水平方向上不远（主要指连通区

域宽度的 10倍之内或者其他自定义范围）是否有多个相似的连通区域，等等。

本文同样采取了上述判断条件，这会排除很多干扰情况。

（3）对 imageRoughLocatoin中的连通区域进行分组并保存。分为一组的连

通区域应满足上面分析的车牌字符的特征，即：

1 同一组的字符的高度大致相同；但宽度的差异可放宽，因为车牌字符的

有可能有粘连或者可能是“1”的情况。

2 同一组的字符边缘的上下位置的要求：记录这个分组字符的最高上界和

最低下界，要求这个分组的所有的连通区域与在该高度方向上有重叠的部分。

3 同一组的连通区之间的水平位置的要求：要求这个分组的连通区域两者

之间在水平方向的距离在一定范围内，即宽度方向上不能太远（本文取两两连通

区域间宽度距离为一个连通区域宽度的 0.2到 7倍之间）。

（4）由于每一个分组都可能是车牌区域，为了排除非车牌区域的分区，可

对每个分组进行如下处理：

若这个分组的连通区的只有一个，就将这个连通区删掉。若这个分组的连通

区的的个数大于等于 2个，则进行如下处理：

①用分组的连通区的高度与宽度估计车牌的左右上下边界。比如可以该分组

的把最大连通区域上下界分别放宽到 1.2倍的范围，根据分组区域即候选区域的

宽度与高度之比，再对左右边界进行估计。此时此车牌候选区域粗定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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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用估计出来的车牌的位置信息，从 imageCanny中将车牌的候选区域对应

的边缘检测区域切割出来，记切割出来的区域为 imageCut。

③对 imageCut进行一次更加宽松的扫描，本文采取的措施是：再进行一次

Canny算子进行边缘提取，不过低阈值取 70，高阈值取 140。这样可以找到所有

字符，因为如果利用粗定位的 Canny算子的阈值，会产生个别模糊、颜色淡的

字符缺失的情况。对 imageCut做进一步的噪声处理，以精确定位上下左右边界，

并要求此时的扫描结果中的连通区尽可能集中。在进行该步处理后，可以认为车

牌精确定位已完成。倘若仍有多个候选区域，这就要在识别中进行剔除，这不属

于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因此不加赘述。

本文算法中每一步骤在图 5-6（下图）中进行了演示说明。

（a）原图（灰度化的图片）

（b）直方图均衡化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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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高斯滤波后图片

（d）Canny算子进行边缘提取后的图片

（e）算法第一步处理后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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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粗定位展示图

（g）进行宽松扫描

（h）最终完成精确定位的效果图

图 5-6 算法的车牌定位过程

图 5-6（a）是原图，或者可以取灰度图像作为原图来展示。图 5-6（b）（c）

分别是直方图均衡化和高斯滤波的图像。图 5-6（d）为 Canny算子进行边缘提

取的图像，这里取低阈值为 150，高阈值为 300。图 5-6（e）为第一步处理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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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该步处理后，大部分干扰区域已得到剔除，而在这幅图中，余下的连通区

域可以分为两组，即图片中部偏下的真正车牌区域和图片右上方的伪车牌区域。

图 5-6（f）展示了两个分组的情况。图 5-6（g）又进行了一次 Canny算子的边缘

提取，这里取低阈值为 70，高阈值为 140。之所以又进行一次边缘提取的目的是，

上一对阈值无法提取的字符边缘在这一步中能够得到提取，从而能够进行进一步

降噪处理后，精确定位车牌的上下左右边界。图 5-6（h）展示了最终的定位效果

图，对比图 5-6（f）可以发现真正的车牌区域不仅能够找出，而且更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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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于字符连通性的车牌定位算法的测试与评估

6.1 引言

这一章中对本文提出的基于字符连通性的车牌定位算法进行了编程试验，并

分析试验结果。

6.2 实验数据的来源

本文所选图片全部为标准图片，大小为 720*288。所选取图片均为实际拍摄

的道路照片和收费站监控照片，包括白天、晚上、阴天、晴天、车灯干扰较强等

不同环境的汽车图片。

6.3 部分实验结果展示

编写程序对本文算法进行了测试，对于大部分照片利用本文算法均能进行准

确定位。可以通过实验证明本文算法可以对有较多噪声干扰、车牌附近有较多干

扰的情况均能很好地完成定位。对于背景非常复杂的图片的车牌定位也有很好的

准确性，只是此时车牌候选区域可能会增多。而这些情况会在下面一一列举并作

出分析。其中以下的每组图片包含三个小图，分别为原图、定位展示图和放大后

的提取的车牌区域。

1. 对于照片整体光线较昏暗的情况下的定位结果如图 5-7所示

图 5-7 照片整体昏暗的情况

2. 对白底黑字车牌的定位结果如图 5-8所示，在这张图片中定位出了两个候

选区域，如何剔除非车牌候选区域可以在识别阶段进行处理，也可以再进行一次

筛选，本文不再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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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白底黑字的车牌车牌定位

3. 对于黑底白字的车牌定位如图 5-9所示。

图 5-9 黑底白字的车牌定位结果

4. 对于蓝底白字的车牌定位如图 5-10所示，由于汽车颜色也是蓝色，与车

牌底色十分相似，所以如果是单纯的基于颜色来定位的话，这种情况是无法取得

理想的结果的。

图 5-10 蓝底白字的车牌定位结果

5. 对于军警用车，有些车牌在最后包含一个红色的“警”字，如图 5-11所

示；而在另一幅图，“警”字被污染严重，无法定位出这个字，如图 5-12所示。

当然在图 5-12中仍有一个非车牌的候选区域，这是由于车灯的干扰，但是由于

本文算法的性质所致，无法在本算法中排除非车牌候选区域，因此这里不加讨论

非车牌候选区域的排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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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警用车牌定位（1）

图 5-12 警用车牌定位（2）

6. 对于大型汽车的黄底黑字车牌定位结果如图 5-13、图 5-14和图 5-15所示。

有些大型汽车车头前部细节干扰十分严重，比如车灯也会像一个车牌一样，所以

定位时会出现定位区域过长等现象。本文算法的特性也决定了这种现象是不可避

免，但是可以在后续工作中进行进一步的左右边界压缩处理，已得到更精确的定

位。

图 5-13 黄底黑字的车牌定位（1）

图 5-14 黄底黑字的车牌定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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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黄底黑字的车牌定位（3）

7. 对于双排车牌的定位效果如图 5-16和图 5-17所示。由于本文原有算法的

性质，决定了对于此类车牌的定位效果并不理想，但是可以通过修改算法可以实

现这类车牌的准确定位。而在图 5-17中，由于防护栏的影响，双排车牌的上半

部分没有定位出来。

图 5-16 双排车牌的定位（1）

图 5-17 双排车牌的定位（2）

8. 在夜间时，汽车车灯会打开，难免有光线干扰，但是由于车牌反光，定位

效果会更好，如图 5-18和图 5-19所示。在图 5-19中，在车头的车牌上方包含一

些汉字，在初定位时，这也认为是候选区域。当然，也不排除类此的更大的干扰，

比如客车挡风玻璃处会有班车号等等。这需要进一步的剔除。对于后续工作本文

中不加讨论，会在下一节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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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夜晚的车牌定位（1）

图 5-19 夜晚的车牌定位（2）

9. 还有一部分车牌是很特殊的，比如图 5-20所示的武警车牌，这类车牌比

一般车牌要长，也就是宽高比更大，但是本文算法能够很好地进行定位，这也是

算法的特性决定的。

图 5-20 武警车牌的定位

6.4 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 295张图片，剔除 2张无车牌的图片，余下图片中有 63张定位失

败或定位的车牌区域过小而无法包含整个车牌。其中定位失败的图片中有 44张

是图片整体光线较弱，15张图片中车牌陈旧或者车牌字符刮痕严重使得车牌字

符断裂或模糊不清。综合定位准确率为 78.5%，倘若剔除车牌自身问题的情况，

定位准确率为 82.9%。

倘若在光线明亮或者外景下，剔除车牌自身问题的情况下，定位准确率为

92.4%。在这种情况中，定位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车牌字符粘连严重造成的。而

造成字符粘连的情况是由于车牌区域较小、车速过快而使得车牌模糊等因素造成

的。

因此本算法适合于车牌字符高度大于 13个像素的场合。在实验中定位失败

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1. 车牌区域的过小，比如车符高度小于 10像素，这会使得字符与字符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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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过小、字符与车牌边框间距过小，因此会引起严重的粘连，导致无法找到孤立

的字符连通区域，以至于定位失败；

2. 车牌模糊，比如车速过快，拍摄的照片整体比较模糊，这会导致 Canny

边缘提取后字符之间形成粘连，使得定位失败；

3. 整个图像光线较暗，使得车牌与车身的对比度、字符与车牌底色对比度较

小，这会使得字符粘连非常严重，导致定位失败。

由上可知，影响该算法的定位准确率的致命原因就是粘连问题。而对于较大

的车牌，字符的边缘不易相互粘连，而且字符的外围边缘能较好被检测出来，本

算法对字符较大的车牌能很好的定位。

算法的不足之处是，它的运算时间长，不具有实时性，因此不适于用在道路

实时监控中，但是比较适合于停车场管理和收费站监控等方面。算法之所以花费

的时间长是因为：

（1）Canny算子运算复杂，用它边缘检测较费时间；

（2）从检测出来的边缘中选取满足车牌字符边缘特征的边缘很费时，特别

是在背景十分复杂时。

根据上面的基于字符连通性的车牌定位算法的缺点，下一节将介绍这个算法

的算法的部分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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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结与展望

7.1 总结

在车辆牌照自动识别系统中，精确地从原始图像中分割出车牌区域的定位问

题是车牌识别的前提，也是提高系统识别率的关键。车牌定位属于图像分割的范

畴，是一个公认的较难解决的问题。

本文针对车牌自动定位主要进行了以下的研究工作：

1. 搜集、整理和总结了现有的车牌定位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对车牌区域

各种固有特征和目前的车牌定位技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

2. 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车牌定位中所用到的相关图像处理的算法，以进行去

噪、突出车牌区域等等；

3. 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采用了基于字符连通性的车牌定位算法。实验结果

表明，在复杂背景下该算法有着稳定的性能，并能处理大部分条件下的图片以进

行车牌的自动定位；

4. 进行了大量测试，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加以解释说明，根据实

验结果，对未来工作做出了规划与展望，以便提高系统性能。

由于客观条件及时间的限制，加上作者水平不足，本人所研究的基于字符连

通区域的车牌定位技术和制作出的车牌自动定位系统尚不成熟，现在还无法应用

到实际生活中，因此仍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但本文所研究的基于字符连通

性的车牌定位算法不失为车牌定位领域中的一种新途径，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新

的思路与研究方向，也可以把本算法融合到其他算法中，以便得到更好的定位性

能。

7.2 展望

本文着重研究了基于字符连通性的车牌定位算法，在大量的实验中也显示出

该算法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但是单独利用本算法也是无法完成更为复杂的车牌定



汽车牌照自动定位系统的研究及实现

48

位工作的，也无法取得更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与其他算法相似，该算法仍然

需要更多的进一步的工作以及后续工作，或者也可以把该算法与其他算法结合以

嵌入能够用在实际工作的智能车牌识别系统中。

下面将围绕基于字符连通性的车牌定位来讨论如何更快地进行车牌定位以

及提高定位的准确性。

1．在进行车牌定位之前首先定位出车辆

如果能在车牌定位工作之前定位出车辆，那么很多运算都会省略，且进行车

牌定位后的候选区域会大大减少。定位出车辆的方法也有很多，比如利用帧差来

定位车辆，摄像机所拍摄是连续的图片，所以两个连续帧进行比较处理，会删除

大部分背景，而提取到汽车区域，这样再进行车牌定位会减少很多车牌定位的计

算工作。再如，可以保存背景图片，与拍摄的汽车图片进行差分，这样也可以得

到汽车区域。

2. 车牌彩色信息的利用

在车牌候选区内找到车牌的背景颜色，这并不困难，因为背景颜色与车牌字

符是轮流跳变的，而且背景颜色像素也会大于车牌字符颜色像素。利用车牌彩色

信息可以进一步进行精确的定位。

3. 汽车尾灯的定位

在实验中，所有图片都是车头前方拍摄的，倘若能够在硬件方面设置在车尾

拍摄摄像头，那么可以首先定位红色的尾灯，这样，车牌区域会在两个尾灯之间，

这也会大大减少车牌定位的工作。而且，利用尾灯的间距也会进行车型的判断，

以便完成更多的工作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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