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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棒材计
数方法，
包括采集棒材端面图像，
图像预处理，
计
算棒材的相对位移，
连通域分析，
棒材匹配计数，
确定分钢线位置以及判断初分钢结果是否正确
等。
图像预处理包括平滑、
二值化及形态学操作；
连通域分析首先将粘连棒材分割成单根棒材，
然
后再次用连通域分析单根棒材的信息。
本发明方
法基于机器视觉技术，
实现了棒材的自动计数及
分钢结果判断，
有效解决了棒材的重叠与交叉问
题，
该方法速度快 ，
准确率高 ，
对生产线的改动
小，
易于维护，
大大减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人
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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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棒材计数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通过相机连续采集待计数的棒材断面图像，
并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预处理，
得到二值
图像；
将当前帧的二值图像与上一帧的二值图像做比较，
计算上一帧棒材的相对位移，
为后
面所述的棒材匹配做准备；
对二值图像进行连通域分析，
判断棒材是否有粘连情况，
如果有粘连要先进行粘连分
割，
将所有粘连棒材都分割为单根棒材后重新进行连通域分析，
记录单根棒材的信息并标
记单根棒材的重心；
将当前帧棒材的重心坐标与上一帧棒材重心坐标进行比较，
根据上述计算的上一帧棒
材的相对位移进行棒材匹配并对满足计数条件的棒材进行计数；
当计数值达到规定的分钢数时，
确定分钢线位置并等待分钢机完成初分钢，
然后判断
初分钢结果是否正确，
根据结果进行后续操作；
对棒材进行连通域分析，
具体为：
使用OpenCV提供的寻找轮廓函数cvFindContours来对二值图进行连通域分析，
如果目
标为未粘连的单根棒材，
直接把连通域分析结果保存；
如果目标为多根棒材粘连在一起，
采
用“凹点匹配”对粘连目标进行分割，
之后类似上述重新进行连通域分析并判断是否为粘连
棒材，
直到把当前帧中所有粘连棒材都分割成单根棒材，
保存单根棒材的面积、周长、
长宽、
重心位置、
占空比信息；
所述根据上一帧棒材的相对位移进行棒材匹配并对满足计数条件的棒材进行计数是
指将当前帧棒材的坐标与上一帧棒材坐标进行比较，
根据计算的相对位移，
采用多次匹配
的方法，
如果满足匹配条件，
则对应棒材匹配成功，
并采用K级置信度容错机制对棒材进行
计数；
所述采用K级置信度容错机制对满足条件的棒材进行计数，
即当某棒材的置信度权值
累计大于阈值K时，
才将此棒材纳入计数范围计数，
包括以下步骤：
当棒材第一次出现时，
设置它的置信度权重为1；
对于非第一次出现的棒材，
如果上一
帧中棒材A与当前帧中棒材B匹配，
则按照下述步骤更新棒材B的置信度权重：
将A重心横坐
标在当前帧的估计值，
即A的重心横坐标值加上计算得到的相对位移，
减去B的重心横坐标，
如果两者距离，
即两者差的绝对值，
小于棒材直径，
则B的置信度权重为A的置信度权重加1；
否则，
B的置信度权重为A的置信度权重加上两者距离的倒数；
当某根棒材的置信度权重大于阈值K时，
将此棒材纳入计数范围计数。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棒材计数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对采集
到的图像进行预处理包括通过改进的中值滤波平滑图像，
用大律法对图像进行阈值分割以
及形态学处理，
得到去除干扰、
突出棒材信息的棒材为白色、
背景为黑色的二值图像。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棒材计数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计算上
一帧棒材的相对位移是指通过比较当前帧和上一帧棒材的坐标确定上一帧棒材的相对位
移，
为后面所述的棒材匹配做准备。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棒材计数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根据二
值图像判断棒材是否有粘连情况，
具体为：
对二值图像中的白色目标进行连通域分析得到各连通域的面积、周长、长宽、重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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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占空比信息，
与数据库中单根棒材的信息进行比较，
判断目标是否为多根棒材粘连在一
起。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棒材计数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采用
“凹点匹配”对粘连目标进行分割是指首先要找出连通域上的凹点，
然后选择满足匹配条件
的凹点分割粘连棒材，
包括以下步骤：
根据连通域分析结果，
得到轮廓上所有点的坐标，
找出一个最小点集连成一个凸多边
形，
使得轮廓上的所有点皆在此多边形内或此多边形上，
计算所有轮廓上的点的凹度，
所述
凹度即凹陷程度，
是指轮廓上的点到凸多边形的对应边的距离，
如果凹度在一定范围内为
极大值且大于阈值，
则认为此轮廓点为凹点；
通过凹点的数目，
凹点的凹度，
凹点之间的距离，
凹点的连线与两个凹点夹角的关系等
选择满足匹配条件的凹点分割粘连棒材。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棒材计数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确定分
钢线位置以及判断初分钢结果是否正确是指当当前帧图像中累计棒材数达到规定的分钢
数时，
停止传送链，
确定分钢线位置并等待分钢机初分钢结束后判断初分钢结果是否正确。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棒材计数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判断初
分钢结果是否正确是指对分钢机根据分钢线位置进行初分钢的结果进行判断，
如果初分钢
结果错误，
则重新划定分钢线位置并控制分钢机再次进行初分钢，
直到初分钢结果正确；
控
制分钢机进行最终分钢，
分钢完成后重新进行下一轮棒材计数及初分钢结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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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棒材计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棒材生产过程中计数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棒材计数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棒材是我国消费量最大的钢材品种，
轧钢企业生产的棒材产品通常采用负偏差轧
制，
定支打捆并以理论重量交货，
这也是生产企业与客户的共同需求，
因此实际棒材打捆前
的准确计数非常重要。
[0003] 目前，
我国钢厂在棒材计数方面主要采用人工计数和光电检测两种方式，
绝大多
数企业采用人工计数方式，
人工计数由于工人劳动强度高、
工作效率低，
与传送棒材的链床
速度不匹配，
无法满足棒材在线计数的实时性要求，
成为棒材自动化生产过程中的速度瓶
颈；
同时人工计数方式计数误差大，
人力成本较高，
这种方式正在被逐步淘汰。光电检测需
要前段机械装置对堆叠的棒材作平铺处理，
当棒材出现粘连和重叠现象时，
会产生漏记现
象，
机械装置很难保证棒材不重叠的经过光电传感器，
同时由于受氧化铁皮粉尘等的影响，
会产生多计现象。
[0004] 近几年来，
为解决人工计数和光电检测计数的不足，
国内已有钢铁企业开始采用
机器视觉对棒材进行计数。采用机器视觉对棒材进行计数，
利用棒材的端面图像信息，
经过
特定的算法运算得出准确的棒材数量，
该方法速度快，
准确率高，
对生产线的改动小，
易于
维护，
在满足生产需要的同时大大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
减少计数误差。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传统的采用人工计数和光电检测计数存在的诸多问题，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
于机器视觉的棒材计数方法。
[0006]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棒材计数方
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7] 通过相机连续采集待计数的棒材断面图像，
并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预处理，
得到
二值图像；
[0008] 将当前帧的二值图像与上一帧的二值图像做比较，
计算上一帧棒材的相对位移，
为后面所述的棒材匹配做准备；
[0009] 对二值图像进行连通域分析，
判断棒材是否有粘连情况，
如果有粘连要先进行粘
连分割，
将所有粘连棒材都分割为单根棒材后重新进行连通域分析，
记录单根棒材的信息
并标记单根棒材的重心；
[0010] 将当前帧棒材的重心坐标与上一帧棒材重心坐标进行比较，
根据上述计算的上一
帧棒材的相对位移进行棒材匹配并对满足计数条件的棒材进行计数；
[0011] 当计数值达到规定的分钢数时，
确定分钢线位置并等待分钢机完成初分钢，
然后
判断初分钢结果是否正确，
根据结果进行后续操作。
4

CN 105718989 B

说

明

[0012]

书

2/5 页

所述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预处理包括通过改进的中值滤波平滑图像，
用大律法对
图像进行阈值分割以及形态学处理，
得到去除干扰、
突出棒材信息的棒材为白色、
背景为黑
色的二值图像。
[0013] 所述计算上一帧棒材的相对位移是指通过比较当前帧和上一帧棒材的坐标确定
上一帧棒材的相对位移，
为后面所述的棒材匹配做准备。
[0014] 所述根据二值图像判断棒材是否有粘连情况，
具体为：
[0015] 对二值图像中的白色目标进行连通域分析得到各连通域的面积、
周长、
长宽、
重心
位置、
占空比信息，
与数据库中该型号的单根棒材的信息进行比较，
判断目标是否为多根棒
材粘连在一起。
[0016] 所述对棒材进行连通域分析，
具体为：
[0017] 使用OpenCV提供的寻找轮廓函数cvFindContours来对二值图进行连通域分析，
如
果目标为未粘连的单根棒材，
直接把连通域分析结果保存；
如果目标为多根棒材粘连在一
起，
采用“凹点匹配”对粘连目标进行分割，
之后类似上述重新进行连通域分析并判断是否
为粘连棒材，
直到把当前帧中所有粘连棒材都分割成单根棒材，
保存单根棒材的面积、周
长、
长宽、
重心位置、
占空比信息。
[0018] 所述采用
“凹点匹配”对粘连目标进行分割是指首先要找出连通域上的凹点，
然后
选择满足匹配条件的凹点分割粘连棒材，
包括以下步骤：
[0019] 根据连通域分析结果，
得到轮廓上所有点的坐标，
找出一个最小点集连成一个凸
多边形，
使得轮廓上的所有点皆在此多边形内或此多边形上，
计算所有轮廓上的点的凹度，
所述凹度即凹陷程度，
是指轮廓上的点到凸多边形的对应边的距离，
如果凹度在一定范围
内为极大值且大于阈值，
则认为此轮廓点为凹点；
[0020] 通过凹点的数目，
凹点的凹度，
凹点之间的距离，
凹点的连线与两个凹点夹角的关
系等选择满足匹配条件的凹点分割粘连棒材。
[0021] 所述根据前一帧棒材的相对位移进行棒材匹配并对满足计数条件的棒材进行计
数是指将当前帧棒材的坐标与上一帧棒材坐标进行比较，
根据计算的相对位移，
采用多次
匹配的方法，
如果满足匹配条件，
则对应棒材匹配成功，
并采用K级置信度容错机制对棒材
进行计数。
[0022] 所述采用K级置信度容错机制对满足条件的棒材进行计数，
即当某棒材的置信度
权值累计大于阈值K时，
才将此棒材纳入计数范围计数，
包括以下步骤：
[0023] 当棒材第一次出现时，
设置它的置信度权重为1；
对于非第一次出现的棒材，
如果
前一帧中棒材A与当前帧中棒材B匹配，
则按照下述步骤更新棒材B的置信度权重：
将A重心
横坐标在当前帧的估计值，
即A的重心横坐标值加上计算得到的相对位移，
减去B的重心横
坐标，
如果两者距离，
即两者差的绝对值，
小于棒材直径，
则B的置信度权重为A的置信度权
重加1；
否则，
B的置信度权重为A的置信度权重加上两者距离的倒数；
[0024] 当某根棒材的置信度权重大于阈值K时，
将此棒材纳入计数范围计数。
[0025]
确定分钢线位置以及判断初分钢结果是否正确是指当当前帧图像中累计棒材数
达到规定的分钢数时，
停止传送链，
确定分钢线位置并等待分钢机初分钢结束后判断初分
钢结果是否正确。
[0026] 所述判断初分钢结果是否正确是指对分钢机根据分钢线位置进行初分钢的结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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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判断，
如果初分钢结果错误，
则重新划定分钢线位置并控制分钢机再次进行初分钢，
直
到初分钢结果正确；
控制分钢机进行最终分钢，
分钢完成后重新进行下一轮棒材计数及初
分钢结果判断。
[0027]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8] 1 .实现了棒材在线实时计数，
并与传送链床的速度相匹配，
能更方便、快速、准确
的对棒材计数并实现正确分钢，
提高计数及分钢的准确率和效率；
[0029] 2 .能清晰直观的显示棒材实时端面图像，
方便操作员看到计数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
[0030] 3 .对操作员信息、
检测及计数信息、
处理后图片等上传到数据库，
方便管理者查询
对应时间的操作人员信息，
计数及分钢情况等；
[0031] 4 .避免人的主观因素造成的干扰，
提高准确率，
维护企业信誉，
降低企业在生产过
程中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流程图；
[0033] 图2为连通域分析流程图；
[0034] 图3为棒材匹配过程流程图；
[0035] 图4为棒材计数过程流程图；
[0036] 图5为划定分钢线及判断初分钢结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8]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流程图 ，
包括采集棒材图像，
对图像进行平滑、二值化及形态
学操作等预处理，
计算棒材的相对位移，
对棒材进行连通域分析，
并与上帧棒材比较及匹配
计数，
如果计数值尚未达到分钢数，
则在下一帧继续进行上述操作计数，
直到计数值达到分
钢数时控制传送链停止，
并确定分钢线位置，
控制分钢机进行初分钢后判断初分钢结果是
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则重新进行初分钢，
直到初分钢结果正确后进行最终分钢，
并进行下一
循环重新计数。
[0039] 图2为连通域分析流程图，
采用OpenCV提供的寻找轮廓函数cvFindContours对图
中的所有目标进行连通域分析，
得到每个白色目标区域的面积、周长、
长宽、
重心、
占空比等
信息，
根据这些信息与数据库中已知直径的单根棒材信息进行比较，
如果以上信息符合单
根棒材的信息，
则认定此白色目标为未粘连的单根棒材，
保存连通域分析结果；
如果不符合
单根棒材的信息，
则认定此白色目标为多根棒材粘连在一起所致，
此时通过“凹点匹配”对
粘连棒材进行分割。
[0040] 对于粘连棒材，
根据连通域分析结果，
得到轮廓上所有点的坐标，
计算出包含所有
轮廓点集的最小凸多边形，
计算所有轮廓上的点的凹度(轮廓上的点到凸多边形的对应边
的距离) ，
如果凹度在一定范围内为极大值且大于设定的阈值，
则认为此点为凹点；
如果所
有点的凹度均小于阈值，
则认为轮廓无明显凹点，
直接根据连通域的长宽比例分割目标；
如
果轮廓上只有一个明显的凹点，
则根据此凹点的坐标信息分割目标；
如果轮廓上有多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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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凹点，
通过凹点的数目，
凹度，
凹点之间的距离，
凹点的连线与凹点夹角的关系等，
选择
满足匹配条件的凹点对粘连棒材进行分割。分割完成后对连通区域内的所有白色目标重新
进行连通域分析，
把认定为单根的棒材信息保存，
认定为粘连的目标再进行如上所述的“凹
点匹配”分割，
直到图像中没有粘连棒材存在。
[0041] 图3为棒材匹配过程流程图，
将当前帧棒材的坐标与上一帧棒材坐标进行比较，
根
据计算的相对位移，
采用多次匹配选择最优配对组合的方法进行棒材匹配。首先将当前帧
所有棒材与上一帧所有棒材依次组成待匹配对，
并计算上一帧所有棒材重心在当前帧的估
计位置横坐标(上一帧棒材重心横坐标加上相对位移)与当前帧所有棒材重心横坐标与差
值，
并按差值绝对值从小到大升序对待匹配对进行排列。
[0042] 首先按照后向匹配方式，
即以当前帧棒材为主与前一帧棒材匹配：
按照差值从小
到大的顺序依次遍历在计数区内的当前帧棒材，
由于每组待匹配对的两根棒材均只能匹配
一次，
所以如果待匹配对的两根棒材均未匹配过，
则认定此待匹配对符合匹配条件，
进行匹
配，
直到判断完计数区内所有棒材。按照差值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遍历不在计数区内的当
前帧棒材，
如果待匹配对的两根棒材均未匹配过且满足匹配条件(距离小于阈值) ，
则认定
此待匹配对符合匹配条件，
进行匹配，
直到判断完非计数区内所有棒材。如果前一帧计数区
内棒材和当前帧计数区内棒材都能匹配上且无明显匹配不正确的情况，
则匹配结束。
[0043] 如果上述前一帧计数区内棒材和当前帧计数区内棒材不能都匹配上或者有明显
匹配不正确的情况，
则重新按照前向匹配方式，
即以前一帧棒材为主与当前帧棒材匹配：
按
照差值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遍历在计数区内的前一帧棒材，
如果待匹配对的两根棒材均未
匹配过，
则认定此待匹配对符合匹配条件，
进行匹配，
直到判断完计数区内所有棒材。对于
当前帧未匹配的棒材采取类似于上述的操作，
按照差值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遍历未匹配的
当前帧棒材并判断是否匹配，
直到判断完当前帧所有棒材。
[0044] 图4为棒材计数过程流程图，
如图所示采用K级置信度容错机制对满足条件的棒材
进行计数，
即当某棒材的置信度权值累计大于阈值K时，
才将此棒材纳入计数范围计数。遍
历当前帧所有棒材，
如果棒材为第一次出现，
初始化此棒材的置信度权重为1，
否则根据与
此棒材配对的上一帧棒材信息更新此棒材的置信度权重，
即假设前一帧中棒材A与当前帧
中棒材B匹配，
则按照下述步骤更新棒材B的置信度权重：
将A在当前帧的估计位置的重心横
坐标值(A在前一帧的位置加上计算的相对位移)减去B的重心横坐标，
如果两者距离(两者
之差的绝对值)小于棒材直径，
则B的置信度权重为A的置信度权重加1，
否则，
B的置信度权
重为A的置信度权重加上两者距离的倒数。当某根棒材在计数区且置信度权重大于阈值K
时，
将此棒材纳入计数范围计数。K值越小，
误计越多；
K值越大，
漏计越多，
棒材计数时间会
延迟，
但容错能力越强；
一般K取2到8，
为了有效防止漏记和误计，
保证计数准确度，
实际中
根据棒材在计数区出现的次数而定。
[0045] 图5为划定分钢线及判断初分钢结果示意图，
图中棒材从左侧进入相机视野，
从右
侧离开，
图中红线和蓝线之间的区域为计数区。假定棒材分钢数为150，
即当棒材累计计数
值达到150时停止传送链并控制分钢机对棒材进行分钢；
图5(a)中黄线为分钢线，
控制分钢
机在分钢线位置对棒材进行初分钢；
初分钢结束后判断初分钢结果是否正确，
如图5(b)所
示，
图中计数区内有绿线和黄线两条线，
绿线位置表示分钢机初分钢的位置，
即图5(a)中黄
线位置，
由于初分钢不正确需要重新进行初分钢，
所以画出黄线位置表示新的分钢线位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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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分钢机重新对棒材进行初分钢，
直到分钢正确，
如图5(c)所示，
此时图中计数区内只有
一条绿线与5(b)中黄线位置相同，
即表示初分钢正确，
控制分钢机进行最终分钢，
分钢结束
后重新进行下捆棒材的计数及初分钢结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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