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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根据能量自适应地选取截止频率的巴特沃兹高通滤波器（ＢＨＰＦ）图像增强方法，解决夜

间模糊车牌字符无法分割与识别的难题。由于能见度及车灯照射等影响，夜间获取的图像定位到的车牌目标

模糊不清。根据图像的频谱特性，使用ＢＨＰＦ提取车牌字符跳变的尖锐部分；利用能量主要集中在低频部分

的特点，自适应地选取滤波器截止频率；最后对定位的目标进行高频强调滤波，滤波后的目标图像二值化结果

可满足字符分割的要求。通过交通卡口获取的实测图像测试证明，该方法可有效地解决夜间车牌字符无法分

割与识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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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牌自动识别是智能交通系统的关键内容。

夜间获取的车辆图像作为目标识别的对象，因为

对比度低，受车灯及外部灯光照射的影响，车牌目

标区域形成的反射光等导致目标模糊不清，使夜

间定位的模糊目标成为从车牌定位到字符分割过

程中的瓶颈，直接影响了整个车牌识别过程的鲁

棒性。为了得到质量较好的图像，要对变差的图

像信号的不同成分进行分离，去除模糊粘连部分。

目前，分离信号主要从两方面考虑：① 频率滤波。

根据不同信号所处的频段不同，利用频率滤波器

进行分离［１，２］。② 空域滤波。在信号表达函数形

式已知的前提下，使用同态滤波器进行分离［３５］。

由于夜间获取的图像受到的灯光影响较大，尽管

可建立散焦模糊的点扩散函数，但其扩散半径很

难确定。本文采用ＢＨＰＦ滤波器对定位到的车

牌区域进行频率滤波，由于图像的边缘及细节都

包含在频域的高段，而光照分量变化缓慢，处于频

域低段，且图像中的大部分能量都集中在低频部

分，根据能量特性可获取ＢＨＰＦ滤波器的截止频

率。通过设计适当的滤波器可有效滤除光照分量

影响，提高牌照区域图像质量；接着利用文献［６］

方法，即利用字符在整个车牌区域的占有率这一

先验知识，完成目标二值化处理，得到准确的字符

分割效果。该方法应用在车牌定位后、单个字符识

别前，若车牌出现倾斜时，在进行车牌校正处理后

使用本算法。应用从交通卡口获取的实测图像进

行测试，证明该算法可完成车牌字符的正确分割。

１　夜间车牌图像增强算法

夜间车牌图像复原的目的是对定位到的牌照

区域图像进行模糊去除，得到质量较高的牌照图

像，从而获取较好的字符二值化结果，最终可完成

牌照字符的准确分割和识别。该算法是在车牌定

位分割完成之后、牌照字符二值化处理之前进行

的，如图１所示。利用夜间牌照的颜色特征，可方

便地定位到牌照区域并进行分割。车牌定位结果

如图２所示。

图１　车牌图像复原算法流程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ＬｉｃｅｎｓｅＰｌａｔ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１．１　犅狌狋狋犲狉狑狅狉狋犺滤波器

所谓频率滤波，就是首先将信号变换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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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夜间车牌定位结果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ＰｌａｔｅｉｎＮｉｇｈｔ

域，然后对信号的频谱进行分析处理的方法。按照

提取信号的频谱范围，可将滤波分为低通、高通和

带通滤波形式。其中，高通滤波器可以滤除信号中

的低频，保留高频部分。由于图像中灰度发生骤变

部分与其频率的高频分量相对应，采用高通滤波器

衰减或抑制低频分量，其特点是突出图像的边缘和

细节，所以也称锐化滤波器。常用的高通滤波器有

理想高通滤波器、ＢＨＰＦ滤波器和指数形式高通滤

波器。理想高通滤波器的滤波效果最好，但其位于

截止频率犇０ 处的阶跃会产生严重的振铃效应。指

数高通滤波器相对理想高通滤波器来说要好一

些，但其截止部分仍过于陡峭，这点仅经高通滤波

后难以察觉，但在之后的二值化处理后进行字符

分割时会产生大量噪声点。而ＢＨＰＦ滤波器是

一种随频率模增大而变化较平坦的频率滤波形

式，这种滤波器各向同态。一个阶为狀、截止频率

为犇０ 的ＢＨＰＦ滤波器的传递函数
［７］为：

犎（狌，狏）＝１／［１＋犇０／犇（狌，狏）］
２狀 （１）

由阶为１的ＢＨＰＦ滤波器的剖面图（见图３）可

见，其传递函数比较光滑，波动不大，不会产生明

显的振铃现象。

图３　ＢＨＰＦ滤波器传递函数的剖面图（狀＝１）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ＨＰ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２　滤波器截止频率设计

ＢＨＰＦ滤波器传递函数中不存在一个不连续

的点作为一个通过的和被过滤掉的截止频率的明

显划分。通常把犎（狌，狏）开始小于其最大值一定

比例的点当作其截止频率点。设犇０ 为截止频

率，当犇０＝犇（狌，狏）时，截止频率有两种选择，

ＢＨＰＦ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为：

犎（狌，狏）＝１／［１＋犇０／犇（狌，狏）］
２狀，犎（狌，狏）＝０．５

犎（狌，狏）＝１／［１＋（槡２－１）［犇０／犇（狌，狏）］］
２

烅
烄

烆
狀

　　　　　犎（狌，狏）＝１／槡２ （２）

式中，犇（狌，狏）＝ 狌２＋狏槡
２。使用常用的犎（狌，狏）＝

１／槡２的二阶频域的ＢＨＰＦ滤波器，其传递函数为：

犎（狌，狏）＝１／［１＋槡２－１）［犇０／犇（狌，狏）］］
４
＝

１／［１＋０．４１４［犇０／犇（狌，狏）］］
４ （３）

　　通过调节截止频率犇０ 可改变滤波器性能，适

应不同的滤波要求。另外图像整个能量的９０％被

包含在频域图像很小的圆周部分，尖锐的细节信息

都存在于频域图像放射状的其余１０％中，可提取

９０％以上的原频域图像能量圆周的半径作为滤波

器的截止频率。假设图像总的能量为犈，β为频域

图像圆周内部分包含能量与总能量的百分值，则：

犈＝∑
犕－１

狌＝０
∑
犖－１

狏＝０

犘（狌，狏） （４）

式中，犘（狌，狏）＝｜犉（狌，狏）｜
２＝犚２（狌，狏）＋犐２（狌，狏）；

狌、狏分别代表从中心开始逐渐放大的图像矩形区

域的长和宽；犕、犖 为整个图像的长和宽。取

β＝∑
犪
∑
犫

犘（犪，犫）／犈 （５）

式中，犪、犫分别是图像中从中心位置开始的逐渐

放大的矩形区域的长和宽。求满足β≥９５％时，

即包含９５％图像能量的矩形区域的犪、犫的值，表

示为：

∑
犪
∑
犫

犘（犪，犫）≥０．０９５∑
犕－１

狌＝０
∑
犖－１

狏＝０

犘（狌，狏） （６）

根据式（６）求得犪、犫，则截止频率为：

犇０ ＝狉＝ 犪２＋犫槡
２ （７）

由式（７）可自适应地得到ＢＨＰＦ滤波器的截止频

率，将其代入式（３）可得到传递函数犎（狌，狏）。图

２车牌图像的截止频率及传递函数如图４所示。

但由于高通滤波器偏离了傅立叶变换的原点，所

以图像失去了大部分原图像所呈现出的背景色

调，即高通滤波器偏离了直流项，从而把图像的平

均值降低到了零。一种补偿方法是给高通滤波器

加上一个偏移量。若偏移量与将滤波器乘以一个

大于１的常数结合起来，则成为高通强调滤波，因

为这个常量乘数突出了高频部分。这个乘数也增

加了低频部分的幅度，但只要偏移量与乘数相比

较小，低频增强的影响就弱于高频增强的影响。

满足以上要求，本文选取偏移量犪为０．３，乘数犫

为１，则高频增强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为：

犎′（狌，狏）＝犪＋犫犎（狌，狏） （８）

于是滤波结果为：

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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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狌，狏）＝犉（狌，狏）犎′（狌，狏） （９）

式中，犎′（狌，狏）是高通滤波器的传递函数；犉（狌，狏）

是原图像的傅立叶变换；犌′（狌，狏）是滤波后的傅

立叶变换结果，将其进行傅立叶反变换后得到滤

波后增强图像。

高频滤波后图像的灰度级一般与原图像表示

图４　ＢＨＰＦ滤波器图像增强过程及结果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ＨｉｇｈＰａｓｓＦｉｌｔｅｒＩｍａｇ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不同。假设滤波后图像的灰度范围为［犪，犫］，要将

其变换到灰度范围为［犮，犱］，使用公式：

犵（狓，狔）＝
犱－犮
犫－犪

［犳（狓，狔）－犪］＋犮＝

犓犳（狓，狔）＋犅 （１０）

可将滤波后图像变换到［０，２５５］的灰度范围中，接

着进行二值化处理。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实验数据全部来自山东烟台潮水治安检查站

获取的实测彩色图像，图像为大小为２８８像素×

７６８像素的ＪＰＥＧ 格式的夜间车辆图像。使用

２００幅夜间定位的车牌图像进行测试，不使用图

像增强，二值化后字符分割准确的有２４幅，准确

率１２％；使用图像滤波增强后进行二值化和字符

分割准确的有１９３幅，准确率９１．５％，提高了７

倍多，失败的７幅是二值化后出现字符粘连所致。

图像经ＢＨＰＦ后进行二值化处理、字符分割的结

果见图５。该算法在１．８ＧＨｚ、２２４Ｍｂ内存的单

机上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制的程序，整个车牌图像增

强、二值化处理及字符分割时间平均不到１ｓ／幅，

改为ＶＣ＋＋程序完全能够满足工程实用要求。图

像增强步骤为：对提取的车牌目标灰度图像进行

填充，满足傅立叶变换的周期性要求并完成图像

的傅立叶变换；对于给定的β能量比率，计算截止

频率犇０；将犇０ 代入ＢＨＰＦ传递函数，设计滤波

器对车牌目标图像进行滤波；高通强调滤波处理；

二值化处理，完成字符与背景分离；车牌字符分割

处理，得到分割的单个字符后，可以进行后续的字

符识别。

由图５可见，原定位车牌目标模糊，使用文献

［６］二值化方法，即利用字符在整个车牌区域的面

积占有率进行阈值选取，处理结果见图５（ｂ），各字

符连成一片，利用垂直投影，根本无法进行字符分

割和识别。图５（ｃ）、５（ｄ）为经ＢＨＰＦ滤波后和采用

同样二值化方法进行处理后的图像，５（ｅ）为采用垂

直投影后得到的字符分割结果，准确分割后可进行

字符识别。可见，通过ＢＨＰＦ进行图像增强，解决

了夜间车牌定位和车牌字符分割之间的瓶颈问

题，提高了车牌识别算法的鲁棒性。部分字符因

图像质量太差，分割后识别存在一定困难，尤以首

字符最为严重，识别中可采用“最大可能”方法，如

在山东境内，车牌首字符最大可能为“鲁”。

图５　车牌目标滤波前后二值化结果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Ｂｉｎａｒｙ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Ｐｌ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ｓｉｎｇＦｉｌｔｅｒｏｒＮｏｔ

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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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夜间获取的车辆图像由于受能见度低及光照

等影响，定位到的车牌目标区域模糊不清，二值化

后的图像无法进行字符的分割，成为了车牌字符

识别的一大难题。根据目标的频谱特性，选取

ＢＨＰＦ滤波器进行图像尖锐化处理，提取车牌目

标的字符等高频部分；并根据大部分能量集中在

低频很小范围的圆周内的特点，利用能量阈值自

适应地选取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最后利用高通增

强滤波增强图像层次。二值化前后图像的比较表

明，滤波后的图像可正常完成后续的车牌字符分

割过程，解决了夜间图像模糊、无法进行识别的瓶

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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