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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分类。基于 ＵＰＤＭ 的植被指数 ＶＩＵＰＤ能较

好地反映植被生长状态和分布，尤其是对非绿色

植被的敏感性比 ＮＤＶＩ好。ＵＰＤＭ 的不足之处

是，必须事先测定好地面标准地物（水、植被、土

壤）的波谱曲线，并首先在连续波段上进行规格化

计算，再截取与某传感器对应的数值，计算稍微复

杂一些。标准地物波谱一旦确定，就可作为固定

常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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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在钢坯在线检测系统中的应用

王　植１　贺赛先２　毛庆洲２　仲思东２

（１　武汉大学空间信息与网络通信技术研究中心，武汉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介绍了钢坯在线测宽测厚系统的基本原理和系统组成。同传统的接触式测量相比，本系统利用红外

热成像，通过计算和寻找梯度最大值进行钢坯边缘检测，根据梯度对边缘进行亚像素细分，对钢坯宽度和左右

厚度尺寸进行实时测量。提出了非接触式钢坯尺寸测量中一种新的边缘检测方法，并从理论和生产实践上证

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正确性。

关键词：钢坯尺寸测量；亚像素精度；边缘检测；图像处理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７５１

　　根据技术要求和现场实际情况，在线测宽测

厚仪在不改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利用光学测量

的原理，采用多台ＣＣＤ固体摄像机空间摄影图像

测量技术［１］，将待测钢坯的图像经ＣＣＤ摄像机输

入计算机。由计算机对钢坯的数字图像自动进行

三维几何尺寸测量、解算并输出测量结果。在线

测宽测厚仪实现了对钢坯宽度、厚度的在线自动

测量，测量精度可达到亚毫米级。

１　测量系统的组成原理

钢坯在线测宽测厚系统的硬件主要由高分辨

率的ＣＣＤ相机系统、温控系统、视频分割器、工业

计算机和显示器、电路和控制系统构成。如图１

所示，１代表顶部相机系统；２和３代表左相机系

统；４和５代表右相机系统。软件主要由视频采

集软件、图像计算软件及系统控制软件组成［２］。

整个系统可以工作在８０℃ ～ －２５℃的环境温

度范围内；在振动大、粉尘多、有电磁干扰、环境恶

劣的生产现场也可以正常工作，测量的钢坯温度

在８００℃以上。测量范围在宽度方向上为３５ｍｍ

～２０００ｍｍ，测量精度为±１ｍｍ。当厚度为２５

ｍｍ～２４０ｍｍ时，测量精度为±０．５ｍｍ；厚度为

２４０ｍｍ～６５０ｍｍ时，测量精度为±１ｍｍ。

图１　太原钢铁集团初轧厂初轧钢在线

测宽测厚系统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２　钢坯边缘检测和亚像素细分定位

２．１　边缘检测

２．１．１　计算水平方向梯度

通常，非接触式尺寸测量系统中的边缘检测

方法大多是先用固定阈值或者动态阈值对图像进

行分割，再进行边缘检测［３］。在高温钢坯测量中，

使用这类方法进行测量，钢坯尺寸会随着钢坯温

度的下降大幅度减小，这种由于图像处理方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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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测量误差对系统测量精度和稳定性影响很

大，而且难以消除。

本系统中钢坯的倾斜角度在４５°～１３５°范围

内，本文采用的方法是直接计算出图像水平方向

上的梯度值，其中符合约束条件的两个梯度极大

值就对应着钢坯的两个边缘。这种方法的好处在

于，随着温度的变化，只是图像的对比度发生变

化，两个梯度极大值所在的坐标不会变化，也就是

说检测出来的边缘不会随着温度的波动而变化，

因此检测出的钢坯尺寸就有很好的稳定性和准确

性。比较图２（ａ）温度较高时的钢坯（具有较高的

灰度值）以及图２（ｂ）中温度较低时的同一块钢坯

（具有较低的灰度值）的边缘检测结果变化（表

１），可以证明以上方法的有效性。测量过程中随

着温度下降，钢坯表面会逐渐形成氧化皮，氧化皮

的边界也对应着一些高梯度值，本文把两个最大

的梯度极大值作为边缘的检测方法，可以一定程

度上剔除掉这些假边缘。

表１　温度对边缘检测结果的影响／像素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温度较高时的钢坯

左边缘狓坐标 右边缘狓坐标

温度较低时的钢坯

左边缘狓坐标 右边缘狓坐标

温度下降引起的

宽度测量误差

１７０．５３６ ２５５．８２５ １７０．７２１ ２５５．６８９ ０．３２１

１７０．５２６ ２５５．８４２ １７０．７７６ ２５５．６５２ ０．４４０

１７０．５２６ ２５５．８０７ １７０．７２３ ２５５．６０２ ０．４０２

１７０．５１９ ２５５．７８０ １７０．７４３ ２５５．５９０ ０．４１４

１７０．４０６ ２５５．６４３ １７０．６３２ ２５５．４７３ ０．３９６

１７０．３２９ ２５５．６５２ １７０．５１２ ２５５．４８２ ０．３５３

１７０．２６９ ２５５．６８２ １７０．４５６ ２５５．４９８ ０．３１７

１７０．１３５ ２５５．５７６ １７０．３４１ ２５５．３３７ ０．４２７

１７０．１１４ ２５５．５３５ １７０．３２２ ２５５．３６６ ０．３７７

１７０．０３５ ２５５．５２９ １７０．２３０ ２５５．３３７ ０．３８７

图２　不同温度时的钢坯图像

Ｆｉｇ．２　Ｂｉｌｌｅ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具体方法是：首先采集由５个ＣＣＤ拍摄的钢

坯红外图像，分别在５幅图像中检测出左厚、右厚

和宽度方向上的上下两条边缘。利用１号相机进

行宽度方向测量，视频分割器对２、３号相机图像

和４、５号相机图像分别进行了画面合成。对于厚

度尺寸在２５～２４０ｍｍ范围内的钢坯，只在２、４

号相机图像中检测其左右厚度上下边缘即可；对

于厚度尺寸在２４０～６５０ｍｍ范围内的钢坯，要分

别在２、４号相机图像中检测其下边缘，在３、５号

相机图像中检测其上边缘，再联合解算出左右厚

度。图像中钢坯的边缘属于阶跃式边缘，计算图

像的水平方向上的梯度值，并将水平方向上最大

的两个梯度极大值所处坐标作为边缘坐标。

梯度计算公式为：

犘狓［犻，犼］＝犘（犻＋１，犼）－犘（犻－１，犼） （１）

式中，犘（犻＋１，犼）和犘（犻－１，犼）分别为图像中坐标

为（犻＋１，犼）、（犻－１，犼）的两像素点的灰度值；犘狓［犻，

犼］为点犘（犻，犼）的在水平方向上的梯度值
［４］。为了

保证计算各个相机图像的同步性，只计算一帧图

像中偶场扫描线的水平方向梯度，找到每行梯度

最大值所在坐标，并认为这一坐标就是一条边缘

所在的坐标。记录这一边缘的坐标，并将坐标附

近的梯度值清为０，这是为了防止它干扰寻找另

一边缘，然后再搜寻此时的梯度最大值所在坐标，

这就是另一条边缘所在坐标。

２．１．２　开动态窗口检测边缘

本系统要求很快的测量速度（＞１５次／ｓ），而

边缘只占图像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钢坯的边缘

是连续分布的。因此如果在一系列的小动态窗口

中检测边缘，不但能够极大提高检测速度，而且能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噪声，减少边缘误检测。具体

方法是在检测到首对左右边缘坐标后，就以这一

条扫描线中的边缘坐标为中心，修改窗口参数，在

水平方向开５×１的动态窗口，在下一条扫描线中

检测钢坯边缘。以此类推，每个窗口都以上一行

图像中的边缘坐标作为窗口中心的坐标，由上而

下打开一系列５×１的窗口，在窗口中检测两个水

平梯度最大值作为边缘，再把这些边缘点连接起

来就形成整个边缘轮廓。随着温度的下降，钢坯

表面会很快出现氧化皮，而且有可能具有很高梯

度值，形成一些虚假边缘。因此对于检测出来的

边缘点，要在其狓坐标左右各开大小为１０个像素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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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窗口，分别计算两窗口内部的灰度平均值，如果

两窗口灰度平均值比较接近（＜５０），则认为是虚

假边缘，将其抛弃并继续搜寻；如果两者灰度有很

大的差距（＞２００），则认为是真实的钢坯边缘。

２．２　对图像进行高斯滤波

根据窗口参数值，对动态窗口内部的图像进

行高斯滤波［５］，去除边缘附近的高斯白噪声。首

先用二维高斯函数的一阶导数，对图像进行平滑，

设二维高斯函数为：

犌（狓，狔）＝
１

２πσ
２ｅｘｐ －

狓２＋狔
２

２σ（ ）２
（２）

２．３　对边缘进行亚像素细分

为了提高测宽测厚的精度，可以进一步在边

缘检测中进行亚像素细分［６］。本系统使用了一种

新的５点梯度质心法，求出犡 方向上以梯度为依

据的梯度亚像素边缘位置坐标，精度可达０．１个

像素分辨率（如表１所示）。设犖＝５，对于图像中

的第犼行扫描线，如果梯度最大值在第犻列，犘［犻，

犼］为第犼行犻列的梯度值，那么达到亚像素精度

的边缘坐标（犡，犢）为：

犡＝
∑
２

犿＝－２

［犘狓（犻＋犿，犼）×（犻＋犿）］

犖
（３）

犢 ＝犼

２．４　直线拟合

设两条边缘对应的直线方程分别为狔１＝犪１

＋犫１ 和狔２＝犪２＋犫２狓２，根据公式

狀 ∑
狀

犻＝１

狓犻

∑
狀

犻＝１

狓犻 ∑
狀

犻＝１

狓２

熿

燀

燄

燅
犻

犪［］
犫
＝

∑
狀

犻＝１

狔犻

∑
狀

犻＝１

熿

燀

燄

燅狓

（４）

分别用最小二乘法［７］拟合直线方程狔１＝犪１＋犫１狓１

和狔２＝犪２＋犫２狓２，当只取很短的一段钢坯边缘进

行直线拟合计算时，可以近似认为这段钢坯边缘

在短距离中是直线，且相互平行，即犫１＝犫２＝犫。

为防止钢坯接近垂直位置时，钢坯边缘直线斜率

犫＝ｔａｎθ会变得非常大，给计算带来很大误差
［８］，

因此，将边缘坐标带入式（４）时，应将边缘点的坐

标（狓，狔）互换。然后根据参数犪１、犪２、犫分别对两

条边缘进行统计，应用误差处理的３σ原则，清除

在３σ以外的边缘点后，再进行一次直线拟合，这

样可以进一步提高拟合出来的直线参数的稳定性

和精确度。再根据两平行直线间距离公式，计算

出两条边缘间的图像距离。最后依靠系统的标定

参数，计算出物方实际距离，这样就可以计算出钢

坯物方宽度和左右厚度。

３　软件实现

初轧钢在线测宽测厚系统的软件部分，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环境下应用 ＶｉｓｕａｌＣ＋＋ ６．０开发。以

测宽为例，程序流程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测宽程序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Ｗｉｄｔｈ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

４　测量结果及分析

图４、图５分别为薄、厚钢坯的红外图像以及

使用本文方法进行边缘检测得到的边缘图像。

在钢坯测量过程中，首先要根据左下相机（２

号相机）和右下相机（４号相机）中钢坯的厚度进

行判断，当钢坯厚度小于２４０ｍｍ时，只在２、４号

相机图像中检测其左右厚度上下边缘即可（图４）；

当钢坯厚度大于２４０ｍｍ时，要分别在２、４号相机

图像中检测其下边缘，在３、５号相机图像中检测其

上边缘，再联合解算出左右厚度（图５）。

为了验证系统精度，在现场分别从宽度方向

和左右厚度方向上测量了标志点间的距离，测量

数据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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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开动态窗口对厚度２５～２４０ｍｍ的钢坯进行直线检测

Ｆｉｇ．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ｉｎｄｏｗｆｏｒＬｉｎ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２５～２４０ｍｍＴｈｉｎＢｉｌｌｅｔ

图５　开动态窗口对厚度２４０～６５０ｍｍ的钢坯进行直线检测

Ｆｉｇ．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ｉｎｄｏｗｆｏｒＬｉｎ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２４０～６５０ｍｍＴｈｉｃｋＢｉｌｌｅｔ

表２　测宽测厚仪标定精度验收结果／ｍｍ

Ｔａｂ．２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ＣｈｅｃｋＴａｂｌｅ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实际距离
左厚度方向测量值

１ ２ ３
平均值 偏差

右厚度方向测量值

１ ２ ３
平均值 偏差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３ ９９．７ ９９．９ ９９．９７ －０．０３ １００．２ ９９．８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１５ ０．１５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３ １９９．９０ －０．１０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８１ －０．１９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３ ４００．６ ４００．５ ４００．４７ ０．４７ ４００．９ ４００．５ ３９９．４ ４００．５０ ０．５０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８ ６００．４ ６００．７ ６００．６３ ０．６３ ６００．７ ６００．６ ６００．７ ６００．６７ ０．６７

实际距离
宽度方向测量值

１ ２ ３
平均值 偏差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２ １００．１ ９９．８ １００．０３ ０．０３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８７ －０．１３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６ ４００．７ ４００．７ ４００．６７ ０．６７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７ ６００．５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４０ ０．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８ １０００．９ １０００．８ １０００．８３ ０．８３

　　为了验证钢坯在线测宽测厚仪在实际生产中

的测量精度和测量的稳定性，在现场对各种规格

的钢坯进行了手工测量，同时利用测宽测厚仪进

行了非接触式测量。

需要注意的是，测宽测厚仪是对整根钢坯所

有位置实时的测量，而人工测量也只能在钢坯上

有限的位置进行测量，而且由于环境和人为因素

的影响，人工测量值同真实值之间有很大的误差。

因此，人工测量值只能作为参考值，测宽测厚仪的

测量值同人工测量值之间的差异只能被称为偏

差，而不是测量误差。在测宽测厚仪的验收过程

中，人工测量值主要起参考作用，而只有标定精度

才能客观反映测宽测厚仪的测量精度。

在轧制钢坯的过程中，截面积较小的钢坯很

容易发生扭转，这种情况下得到的测量值同人工

测量值之间的偏差很大（如表３中，７０×１０００和

１４０×１０００规格的钢坯偏差较大）。当左右厚度

测量值之间有很大偏差时，就表明此时钢坯发生

了扭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补救。

分析表３提供的对比数据可以看出，钢坯在

线测宽测厚仪在实际生产中达到了精度要求，验

收合格。

表３　测宽测厚仪在线检测结果／ｍｍ

Ｔａｂ．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ｈｅｃｋＴａｂｌｅ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轧制规格 钢坯温度
多次人工测量

的平均值

冷却后

尺寸
显示宽度 宽度偏差 显示左厚 显示右厚 厚度平均 厚度偏差

２００×２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９９．３×１９９．３ １９８×１９８ １９９．１ －０．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８５ －０．４５

２３０×２３０ １０３０℃ 　２３３×２３３．３ ２３１×２３３ ２３３．２ －０．１ ２３３．４ ２３１．４ ２３２．４０ －０．６０

３００×３００ 　９７０℃ ３０１×３０５．３ ２９８×３０３．５ ３０６．０ ０．７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７ ３００．３５ －０．６５

　７０×１０００ ８９１℃ 　７１．６×１０３４．３ 　７２×１０２０ １０２５．３ －９．０ ７２．９ ６９．２ ７１．０５ －０．５５

　１４０×１０００ ９２７℃ 　１４４．２５×１０３７．５ 　１４２×１００５ １０３３．３ －４．２ １４４．９ １４４．８ １４４．８５ －０．６０

　　　注：表中“显示宽度”、“显示左厚”、“显示右厚”分别为钢坯在线测宽测厚仪显示的测量数值。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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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语

钢坯在线测宽测厚仪在图像处理过程中，通过

开动态窗口，减少了边缘检测的搜索范围，提高了

边缘检测速度，防止窗口以外的噪声影响边缘检测

效果。根据梯度信息对边缘进行定位和亚像素细

分，较好地抑制了温度对边缘检测效果的影响。

钢坯在线测宽测厚仪的设计思路和实现方

法，对于类似的测量问题，具有参考和推广价值。

致谢：感谢何对燕、肖永鉴、王刚、刘勇对项目

研究和开发所作的贡献及对本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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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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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ｃ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ｎｅｗｉｍａｇｅ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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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ｔｅｅｌｂｉｌｌｅ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ｕｂｐｉｘｅ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ＡＮＧＺｈｉ，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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