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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印刷品缺陷检测中轮廓伪影的消除方法

陈恺煊,刘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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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传统印刷品缺陷检测流程中出现的轮廓误检问题做出了改进,首先利用Sobel算子对

模板图像进行边缘提取,然后将边缘图像经过数学形态法处理后掩盖在差影图像上,最后再次利用

基于数学形态法的开运算对图像进行全局处理以消除轮廓伪影和噪声。实验表明,此方法可以有

效消除因纸张双重反射效应和机械振动等原因造成的轮廓伪影,提高检测过程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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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viewoftheproblemofedgeeffect,thispaperputsforwardsomenewprintdefect
detectionmethodswhichareadvantageousoverthetraditionalones.Sobeloperatorisfirstused
toextractedgeandprocessingedgebymorphologicalmethod,withthesubtractionimagebythe
edgecovered.Themorphologicalmethodisusedagaintoresisttheshadowofcontourandimage
noise.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ismethodcouldeffectivelyeliminatethefalsedetections
duetothedoublereflectionsofpaperandthemechanicalvibration,withtheaccuracyofthede-
tectionprocess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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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还有很多印刷品生产厂家仍然以主观目测

法来对产品质量进行控制,这必然无法适应高速度、
大批量的生产节奏,同时伴随着检测正确率低、人力

成本高的问题。与之相比较,基于机器视觉的印刷

品缺陷检测系统不受主观判断的影响,统一了检测

标准,而且速度快、精度高,可以显著提高厂家的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1]。近年来许多学者也做了相关

研究。
文献[2]将动态灰度阈值和分层检测法结合起

来应用在检测过程中,比逐像素检测时间更短,但是

其效率随着缺陷数目的增多而降低。文献[3]利用

虚拟仪器技术设计了缺陷检测软件,但是没有考虑

到轮廓伪影的干扰等问题。文献[4]介绍了一种改

进的Canny边缘提取算法,可以有效的抑制伪边缘

的产生,但是该算法耗时太长,无法满足高速检测的

需求。
文章针对轮廓误检的问题进行了改进,利用边

缘覆盖和数学形态学两种方法对图像进行处理,消
除了轮廓伪影,提高了检测过程的准确率。

1 印刷品缺陷检测系统原理

1.1 结构组成

基于机器视觉印刷品缺陷检测系统见图1,其
主要硬件包括光源、镜头、相机、图像采集卡、光电

编码器[5]等。相机对传送带上的印刷品进行采

集,将其转化为图像信号,经由专用图像系统的处

理,根据像素、亮度等信息,再转变为数字信号。
图像处理系统通过对数字信号进行各种运算来抽

取图像特征,最后根据预先设定的值来实现自动

识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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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机器视觉检测系统

Fig.1 Machinevisioninspectionsystem
 

相机的功能是对印刷品进行拍摄,将图像传感

器所接收到的光信号转化为计算机所能处理的电信

号。而为了解决图像传感器与计算机之间异步工作

的问题,需要在相机与计算机之间加上高速图像数

据缓冲器,即图像采集卡,以实时采集相机输出的信

号,其主要功能就是将相机采集到的模拟信号转化

为数字信号,并提供与计算机的高速接口。光电编

码器是一种能将机械几何位移量转换成脉冲或数字

信号的光电转换传感器。因为光电码盘与电机同

轴,电机旋转时,光栅盘与电机同速旋转,经检测装

置检测输出脉冲信号。通过计算光电编码器每秒输

出信号的个数就能反映当前电机的转速。

1.2 轮廓误检产生的原因

在印刷过程中会存在网点从印版转移到承印物

后网点扩大的问题,除了印刷压力所造成的原因之

外,最主要是由于网点在承印物上产生的双重反射

作用和油墨的透明度而引起的。
网点转移到承印物上时,如图2所示,网点的边

缘处在光线照射下,由于承印物的反射和漫反射作

用,在视觉上产生网点扩大的现象,称为双重反射效

应。此效应主要原因是空白和网点交界的地方对入

射的白光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反射,总有部分白光进

入承印物内被吸收,同时承印物表面凹凸不平,它使

反射回来的光会发生漫反射,在网点的网周形成了

一光晕圈,因而造成了网点扩大的视觉错觉。

图2 双重反射效应

Fig.2 Theeffectofdoublereflection
 

在图像采集过程中双重反射效应造成的光晕圈

会对感光元件造成干扰,影响采集的效果,造成每幅

图像的边缘部分都会存在细微的差别。因此在实际

印刷缺陷检测环节中,若没有针对这种现象采用有

效的手段,会发生一定的轮廓误检。除此之外,CCD
相机采集的帧率不均匀、检测机台轻微的机械震动

也会造成采集的图像有一定的横向或者纵向的伸

缩,这种伸缩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检测的准确率。

2 理论分析

2.1 改进后的检测流程

改进后的印刷品缺陷检测流程见图3,在检测

之前先通过照相机等图像输入设备采集一定数量的

合格图像,利用统计平均值法制作模板图像作为检

测标准。

图3 改进后的缺陷检测流程

Fig.3 Theprocessofdefectdetection
 

首先对图像进行预处理,包括彩色图像灰度化

和平滑去噪。灰度化可以减少图像色彩等级,从而

降低计算量,提高检测速度。由于人眼对550纳米

波长的绿色的敏感性最高,对蓝色敏感性最低,所以

根据重要性及其它指标,将红、绿、蓝三个分量用式

(1)进行加权平均能得符合人眼生理特性的灰度

图像:

Gray =0.11B+0.59G+0.3R (1)

  在图像的获取和传输过程中,由于传感器自身

质量等原因的影响,会受到噪声干扰,其中以椒盐噪

声最为常见。椒盐噪声是出现在随机位置、噪点深

度基本固定的噪声。中值滤波法对消除椒盐噪声非

常有效,特别是在滤除噪声的同时,能够保护信号的

边缘,使之不被模糊。如图4所示,中值滤波的基本

原理是把数字图像中某一点的灰度值用该点滤窗内

的所有像素点灰度值的中值代替,从而让周围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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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值接近真实值,以达到消除孤立的噪声点的目的。

图4 中值滤波算法

Fig.4 Thealgorithmformedianfiltering
 

预处理完成后,为了使实时图像和模板图像处

于同一位置,需要对实时图像进行基于灰度的模板

匹配[6-7]和对准。如图5所示,将被搜索的模板在图

像上滑动,当模板在某一位置上的相似度差别最小

时,便可认为搜索成功,通过被搜索图像在实时图像

和模板图像上的坐标和角度就可以得到它们之间的

位置差异,再通过旋转和平移就可以将其对准。

图5 模式匹配

Fig.5 Patternmatching
 

差影是指两幅图像相减求绝对差,差值图像提

供了两幅图像之间的差异信息。如式(2)所示,设模

板图像为T(x,y),待检图像为S(x,y),匹配相减

后的差影图像D(x,y)越小,表明待检图像与模板

图像之间的差别越小,两幅图像的相似度就越高。

D(x,y)=|S(x,y)-T(x,y)| (2)

  因为纸张双重反射效应等原因形成的伪影会造

成轮廓误检,所以为了提高检测正确率需要对检测

流程改进,即对模板图像进行边缘提取并将边缘经

过数学形态法处理后覆盖在差影图像上。之后再次

使用数学形态学方法对差影图像进行全局处理,不
仅可以消除轮廓误检现象,也可以从机器识别到的

所有缺陷中忽略掉所有人眼不能识别的细微缺陷,
从而使检测结果符合人眼的生理学特性。

Blob分析则是指对图像中灰度值相近的像素

点进行连通性分析,含有缺陷的印刷图像经过Blob
分析后,可以得出缺陷的所属种类、个数、位置及面

积大小等信息。

2.2 基于Sobel算子的边缘提取

边缘是指在图像上像素灰度变化最显著的地

方,边缘检测算子则利用图像边缘灰度的突变来检

测边缘。Sobel算子包含两组3×3的滤波器,见图

6,分别对水平及垂直方向上的边缘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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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Sobel算子的方向模板

Fig.6 ThedirectiontemplateofSobel
 

  让两个方向模板分别沿着x轴、y轴与图像做

卷积[8],方向是从上到下和从左到右。将模板的中

心和图像上的某个像素重合,并将该像素周围的点

与模板上对应的系数相乘,如式(3)和式(4)所示,其
中Gx 及Gy 分别代表经横向及纵向边缘检测的图

像梯度值。

Gx = (x3+2x6+x9)-(x1+2x3+x5)(3)

Gy = (x7+2x8+x9)-(x1+2x2+x3)(4)

  图像上每个像素点的横向及纵向梯度值通过如

下式(5)结合,来计算该点梯度值G 的大小:

G= G2x +G2y (5)

  为了减少运算时间,提高运算效率,可以使用绝

对值求和近似的方法代替开平方:

G=|Gx|+|Gy| (6)

  最后选取合适的阈值,将像素点的灰度值与阈

值进行比较,若大于阈值,则该点则为图像边缘点。
图7是由模板图像提取得到的边缘。由于Sobel算

子对于象素的位置的影响做了加权,可以降低边缘

模糊程度,与Prewitt算子、Roberts算子相比效果

更好。

图7 由模板图像提取得到的边缘

Fig.7 Theedgeoftemplate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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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数学形态法的处理

数学形态学的基本思想是用具有一定形态的结

构元素去量度和提取图像中的对应形状以达到对图

像分析和识别的目的。其主要的操作方法是腐蚀和

膨胀,其它的形态学算法都是以这两种原始运算为

基础的。
腐蚀是消除图像所有边界点,使边界整体向内

部收缩的过程,如图8所示,其结果使剩下的图像沿

其边界比原图像小一个像素,通常可以用来根据尺

寸消除不相关的细节。

图8 腐蚀操作

Fig.8 Theoperationoferode
 

用B 腐蚀A 相当于B 完全包括在A 里面时B
的原点所有位置的集合,如下式(7)所示:

A☉B= {x|(B)x ⊆A} (7)

  膨胀则是将目标图像和与其边界相接触的背

景点融合的过程,如下图9所示。其结果使图像

的边界向外部扩张,图像中包含点的数量增大。
可以用来填充图像中的孔洞,并将断裂的缝隙连

接起来。

图9 膨胀操作

Fig.9 Theoperationofdilate
 

用B 膨胀A 即B̂ 位移后与A 至少有一个非零

元素相交时的原点位置的集合,其中B̂ 是B 关于原

点的映射,当B 关于原点对称时,B 和B̂ 两者相等。
如下式(8)所示:

A⊕B= x| (̂B)x ∩[ ]A ⊆{ }A (8)
图像经过膨胀或腐蚀处理后,如图10所示,总

会明显大于或小于原先的面积。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可以使用开、闭运算。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开运

算和闭运算来处理图像,首先需要将图像进行二值

化,然后再进行开闭运算操作。

图10 边缘图像的膨胀和腐蚀

Fig.10 Imagesofdilatededgeanderodededge
 

闭运算是先膨胀后腐蚀的过程。它可以用来填

充物体内的细小孔洞、连接断裂的轮廓线、平滑其边

界的同时并不明显改变其面积。因为双重反射效应

和图像采集所造成的伸缩量是不确定的,为了能使

边缘图像总是覆盖住轮廓伪影[9],需要对提取得到

的边缘进行膨胀、腐蚀的连续操作,即闭运算,有时

为了达到效果需要进行多次重复闭运算。这样可以

得到边界平滑且清晰的边缘,通过利用边缘遮住伪

影的方法就可以顺利去除伪影而只保留缺陷了。
开运算与闭运算相反,是先腐蚀后膨胀的过程,

它可以平滑对象的轮廓,消除小物体、在纤细点处分

离物体、平滑较大物体的边界的同时并不明显改变

其面积,在经过边缘覆盖后的差影图像上利用开运

算进行全局处理,可以进一步消除轮廓伪影和噪声

干扰,并且忽略掉人眼不能识别的细微缺陷。这样

就使检测过程符合人的生理学特征。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采用Epsonpro7600数字喷墨印刷机印

刷样张,并在PC机上以LabVIEW 为平台编写的

印刷品缺陷检测软件上实现。
图11(a)是采集到的模板图像,模板图像由采

集到的20张没有任何缺陷的标准图像合成。图11
(b)是含有缺陷的实时图像,并在图中模拟了6个缺

陷,将6个缺陷部分全部用红框标识。

图11 模板图像和实时图像

Fig.11 Templateimageandthereal-timeimage
 

模拟的形状缺陷按照形状特征[10-11]可以分为

三类:点缺陷、线缺陷、面缺陷,如图12所示。点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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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指面积较小的印刷缺陷,通常可以代表污点、飞墨

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验证边缘检测的有效

性,特意将一个点缺陷模拟在边缘位置。线缺陷是

指长宽比很大的细长缺陷,比如起皱、划痕等。面缺

陷则指面积很大的印刷缺陷,比如脏版、糊版、墨色

不一致等。

图12 各种印刷缺陷

Fig.12 Variousprintingdefects
 

将模板图像和实时图像进行基于加权法平均灰

度化和中值滤波的预处理后,再进行对准。图13则

是两幅图像经过位置校准后做差影得到的,图中白

色部分代表两幅图的绝对差异,可以看出由于双重

反射效应等原因的影响,差异部分不仅包含缺陷,同
时还存在着伪影的干扰,如果不对其进行处理,会造

成误检,从而影响缺陷检测的准确率。

图13 未进行改进的算法检测结果

Fig.13 Theresultsofnotimprovedalgorithm
 

为了排除轮廓伪影的干扰,用Sobel算子对模板

图像进行边缘提取,得到边缘图如图14(a)所示。再

对边缘图像进行基于数学形态法的闭运算过程,即先

膨胀,再腐蚀,即可得到完整、清晰、边界平滑的边缘

图像,且总是能够覆盖住轮廓伪影,如图14(b)所示。

图14 边缘提取的过程

Fig.14 Theprocessofedgedetection
 

将经过形态学处理后的边缘图像覆盖在差影图

像上,并再次联合基于数学形态法的开运算对图像

进行全局处理,得到图15。可以看出轮廓伪影造成

的干扰被全部消除,先前所模拟的所有缺陷都被检

测出来了,而且闭运算对消除一些孤立的噪声干扰

点很有效,因为这些孤立的噪声干扰点是图像采集

设备而并非产品质量原因造成的,同时也消除了人

眼无法看见的细微缺陷,使检测程序更加符合人眼

生理学特征。

图15 改进后算法的检测结果

Fig.15 Theresultsofimprovedalgorithm
 

最后用Blob算法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缺陷的

数量、位置、面积等信息,这些信息被显示在程序前面

板上,如表1所示。操作人员可以根据这些缺陷数据

及时对印刷设备进行调整,控制印刷品的生产过程。
表1 缺陷的横坐标、纵坐标及面积

Tab.1 Thehorizontalandverticalcoordinates
andareaofdefects

编号 X 轴坐标 Y 轴坐标 面积

1 1089 453 1462
2 350 430 279
3 991 571 965
4 484 667 1664
5 1138 872 353
6 353 1116 711

094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17)第33卷第4期 



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的印刷品缺陷检测相比,
改进后的流程通过边缘覆盖、形态学处理等方法可

以有效地消除轮廓伪影,消除噪声干扰,准确地识别

缺陷并给出相关信息,提高检测过程的准确率。

4 结 语

本文在基于机器视觉的印刷品缺陷检测理论基

础上,针对轮廓误检的现象提出了改进方法,可有效

地消除检测过程中出现的轮廓伪影,并对缺陷进行

了过滤,抑制噪声并忽略掉细微缺陷,使之符合人眼

的生理学特性,提高检测的准确率。
下一步的研究要点在于边缘提取算法的改进以

及缺陷检测结果的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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