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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NN 的十字像中心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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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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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字线中心检测是反射法测量透镜中心偏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字中心的检测精度决定
了透镜中心偏的测量精度。针对边缘不规则、对比度差、信噪比低的图像，提出了基于深度
卷积神经网络的十字线中心检测算法。算法的思想是，卷积神经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传统算法局限于提取十字像边缘直线和角点特征的问题，实现对十字像整体特征的识别与定
位，这可以相对减小图像噪声对十字像中心定位的影响，从而实现在图像质量比较差的情况
下对十字像中心准确定位。实验结果表明，提出的算法能够在图像边缘不规则、对比度差、
信噪比低等的条件下比较精确得到十字线中心点。
关键词：十字线中心；卷积神经网络；图像标注；图像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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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center detec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WU Huamin，YANG Moyu，HUANG Xiaoxue，JI Caiquan，WANG Weijie，
ZHANG Rongfu，CHEN Nan
（School of Optical-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Crossline center dete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flective method for measuring lens
center deviation. The detection accuracy of the cross center determines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the lens center-offset to some extent. Aiming at the image with irregular edge, poor contrast and
low signal-to-noise ratio, a cross-line center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depth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is proposed. The idea of the algorithm is that the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can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traditional algorithm is limited to extracting the line and corner features of the
edge of the cross imag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realize the recognition and location of the overall
features of the cross image. This can relatively reduce the impact of image noise on the location of
the cross image center, so as to achieve the accurate location of the cross image center in the case of
poor image qualit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can get the cent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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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oss line accuratel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irregular edges, poor contrast and low signal-tonoise ratio.
Keywords: crossline center；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image annotation； image
enhancement

引

言

1

随着高精度光学测量设备的快速发展，透镜
作为光学系统的主要零部件，对其精度要求也越
[1]

来越高 。但是由于生产条件和工艺的限制，在
透镜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定缺陷，
进而破坏了镜面的共轴性，产生中心偏

[1-2]

。中

[3]

心偏会导致光学测量系统成像质量的下降 。
基于反射式测量的透镜中心偏检测仪是将光
源产生的光线聚焦在被测镜面曲率半径中心，然
后反射到 CCD 上得到一个清晰的十字像

卷积神经网络理论

神经元是组成一个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一
个神经元主要由以下及比分部分构成，如图 1 所
示，假设 x1，…，xm 是感知器的 m 个输入信
号，b 是偏置，W1，W2，…，Wm 是感知神经元
输入对应的权重，用权值对输入进行加权求和并
加上偏置，得到诱导局部域（z）,再用激活函数限
[8]
制诱导局部域输出的振幅 。最终得到的输出的
数学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3-4]

，能

x1

测量精度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偏心仪在测量

x2
···

透镜中心偏时导致测量误差比较大的情况主要有
三个方面：一是偏心仪设备采用的测量镜头个数

b

W1

否精确检测十字像中心点对透镜中心偏测量仪的

W2
f
Wm

有限，对于曲率半径比较大的被测镜片来说，在
测量中心偏时，可能在 CCD 上只能得到一个比
较模糊的十字像；二是在被测镜片直径较大时，
CCD 上所呈十字像总是比较宽且边缘不规则；
三是由于镜片表面质量比较差，CCD 上所呈十
字像往往信噪比低、对比度差。
针对上述问题，传统的基于十字像的几何结
构的检测算法，如直线拟合、形态学腐蚀、模板
匹配、霍夫变换等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

[4-7]

。对

于边缘不规则的十字像，采用直线拟合算法得到
的结果就会有比较大的偏差；对于信噪比较低的
十字像，采用形态学腐蚀的方法就无法检测到精
确的中心点。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卷积神
经网络的十字像中心定位算法。由于目前没有相
关的数据集和模型，本文从十字像关键点标注方
法的设计、十字像数据集的构建、模型评价标准
的设定、模型结构的设计等四个方面来研究，在
对数据集进行训练以及模型结构改进后，得到了
在边缘不规则、对比度差、信噪比低等成像条件
下的十字像中心准确定位模型。

xm

图 1 神经元模型
Fig. 1

A= f

Neuron model

(∑m
i=1

)
Wi x i + b

(1)

式中：A 为神经元的输出；f 为激活函数，b 为
偏置。
卷积神经网络在语音识别、人脸识别、通用
物体识别等多个方向得到应用，受到越来越多的
[10-11]
重视
。卷积神经网络，不需要对原始图像进
[12-13]
行复杂的前期预处理以及特征提取
，原始图
像可以直接作为输入，避免了复杂的数据预处理
和特征提取过程，由此在图像识别等领域得到了
非常广泛的应用。卷积神经网络通过局部感受
野、权值共享和池化来识别位移、旋转和缩放不
[14-15]
变性
。通过局部感受野，神经网络可以提取
图像的视觉特征；权值共享相对于全连接神经网
络来说只需要很少的参数就能完成对数据的训
练；池化层可以大大减少整个网络的计算量，并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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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过拟合 。卷积神经
网络是一种多层的有监督神经网络，包括输入
层、隐含层（卷积层、池化层）、全连接层、输
出层等，通过反向传播算法来优化网络，更新并
[17]
求解未知参数 。
卷积层

1.1

图 3 池化操作示意图
Fig. 3

卷积操作如图 2 所示。在一个卷积层，对于

Pooling operation diagram

特征图来说，其中每一个神经元与前一层的局部

值。池化后的特征图加上偏置就可得到新的特

感受野相对应，感受野与一个可学习的卷积核进

征图。

行卷积运算，经过卷积运算后可以得到局部特征
[18]

图

。卷积层的计算公式如下：

1.3

反向传播和参数更新
在神经网络开始训练时，初始的权值都会被

k

W1 W2 W3

赋予较小的随机数。因此，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

W4 W5 W6

的初始时期，网络的损失值较大，效果无法体

W7 W8 W9

现，通过神经网络的反向传播算法不断更新参
数，网络也在不断的优化，最终网络收敛，达到

图 2 卷积操作示意图
Fig. 2

最优的分类或回归目标

Convolution operation diagram

xj = f

(∑

j

i∈M j

xil−1 · kil j + bi

[19]

。网络权值的更新公

式如下：

)
(2)

l
l
Wnew
= Wold
−α

式中：l 代表神经网络的层数；k 代表卷积核；
Mj 代表上一层的感受野；b 代表偏置。局部感受
野和卷积核对应的像素点乘求和再加上偏置即可

blnew = blold − α

得到特征图，其中卷积核内部的各个参数都是可

∂L
l
∂Wold

(4)

∂L
∂blold

(5)

训练的。卷积层的前一层既可以是原始图像，也

式中：W 代表权值；L 代表损失函数；b 代表偏

可以是经过卷积或者池化生成的特征图。

置；α 代表学习率。

池化层

1.2

2

实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2.1

构建十字像中心检测数据集

在池化层中，需要对前一层的特征进行进一
步的统计和分析，用新的特征图来表达前一层的
特征，这个过程就叫做池化，池化的运算如图 3
所示

[19]

。上一层的特征图经过池化操作后，特

本文数据集包含的图片是从基于反射法搭建

征图的个数不改变，特征图的大小减小，池化的

的偏心仪测量平台上获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分

计算公式如下：

辨率统一为 1 920×1 200。在图像数据集的获取

(

j

(

)

xlj = f βi d xl−1
+ blj
j

)

(3)

与选择过程中，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 测量镜头焦点距被测镜面曲率半径中心

式中：d() 代表池化函数；β 代表权重系数；b 代

的远近。在透镜中心偏测量过程中，对于大多数

表偏置。池化最常见的两种方法为最大池化和平

中心偏测量设备来说，设备的测量范围往往是有

均池化。最大池化是取对应区域内像素的最大值

限的，原因在于测量镜头焦距大小是有限的。根

作为下一层特征图的特征图，平均池化是对对应

据中心偏测量原理可知，当测量镜头焦点和被测

区域内所有值求和并取平均值作为下一层的特征

镜面曲率半径中心重合时，才能得到清晰的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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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进而测量透镜中心偏，所以一般只能测量曲

(4) 图片差异性。在对所拍摄图片挑选过程

率半径小于测量镜头焦距的镜片。对于曲率半径

中，充分考虑各个图片之间的差异性。采集了

大于测量镜头焦距的被测镜面来说，测量头焦点

22 种不同规格的镜片在不同条件下所呈十字

只能移动到被测镜面曲率半径中心附近，这种情

像。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避免数据的重叠，同

况下会得到一个模糊十字像。因此，为了实现在

时降低训练的难度

模糊十字像下的准确定位，本实验通过采集在各

提升深度学习算法的泛化性能。

[17-18]

，避免计算资源的浪费，

种情况下所呈模糊十字像，加入训练集，通过基

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共拍摄了 882 张十

于 CNN 的十字像中心定位模型训练，来精确预

字像图片。由于图像样本在采集过程中充分考虑

测这些十字像的中心点。如图 4 所示为测量镜头

了镜片类型、光源、相机抖动、镜面质量、角度

焦点距被测镜面曲率半径中心不同远近情况下采

等因素，使得整个样本集中包含的图片在宽度、

集到的十字像，从左至右表示测量镜头焦点距被

清晰度、倾斜度、颜色、背景等方面都具备了较

测镜面曲率半径中心越来越远。

大的差异性。从总体上看，本章采集的图像样本
比较有代表性，能够有效反应中心偏测量过程中
十字像各方面的特征。
2.2

图 4 距离被测镜面曲率半径中心远近拍摄的十字像
Fig. 4

Cross image taken far and near the center of curvature
radius of the measured mirror

(2) 镜 片 表 面 质 量 差 。 在 进 行 中 心 偏 测 量
时，由于镜片表面质量比较差，反射回的光线经
十字划线板后在 CCD 上所呈十字像会非常模
糊，图像背景和十字像的对比度也要低很多。在
这种条件下，用传统十字像中心定位算法无法有
效拟合出十字像边缘，也无法对十字像角点进行
有效检测。因此，将此类图片加入到样本集中，
经过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可以提升针对此类图片
的检测精度。采集的部分图片如图 5 所示。

图像预处理
本实验对采集到的原图像做预处理的目的是

突出十字像的特征，即增强十字像与背景的对比
度，同时处理一些常见的图像噪声，提升卷积神
经网络的泛化性能，减少噪声带来的干扰。如
图 6 所示，十字像十分模糊，相对于背景的对比
度比较低，不利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识别，可能会
被视为异常从而影响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性能，
因此，通过预处理来增强十字像的信号。通过观
察发现，图像中的十字像都呈现淡蓝色，对于模
糊的图像，首先将 RGB 图像中的蓝色通道的图
像提取出来作为初始的灰度图，接着对该灰度图
进行滤波、平滑、去噪等操作，进一步得到初步
处理后的图像。经过上述预处理后，可以看到中
间图片中的十字像相对于背景还是比较模糊。对
此，可以采用灰度变换的方法来提升图像的对比
度。灰度变换中的幂变换和对数变换都可以实现
图像灰度级的扩展和压缩，除此之外，对数变换

图 5 镜片表面质量差所呈十字像
Fig. 5

还有一个性质，它可以压缩图像灰度值变化范围

Cross image of contaminated mirror

(3) 不同的角度。在实际的测量过程中，偏
心仪测量设备的光源和相机的抖动很容易造成十
字像的偏转，将各种不同旋转角度的图像采集作
为样本，可以显著地提高深度学习算法的鲁棒

(a) 原始彩色图

性，同时也增加了样本集的多样性，图 5 展示了
不同角度的图片。

(b) 去噪后灰度图

(c) 增强对比度图

图 6 图像预处理过程
Fig. 6

Image preprocessing process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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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图像的动态范围。对数变换的计算公式

的标注方法，对十字线直接进行标注关键点，进

如下：

而拟合两条通过十字像中心的两条交叉线。此标
s = c × lg(1 + r)

(6)

式中：c 表示一个常数；r 表示图像中某个像素
的灰度值；s 表示图像中某像素经过对数变换后
得到的灰度值。从式中可以看出，对数变换可以
将原图像中范围较宽的的高灰度值区间映射到范
围较窄的灰度区间，同时将范围较窄的低灰度值
映射到范围较宽的灰度区间。图 6（c）经过灰度
变换后的图像相对于图 6（a）没有经过灰度变换
的图像，十字像变得更加清晰，和背景的对比度
也显著提高了。
2.3

对于十字像中心检测的任务，对十字像的标
注有三种方案可选择，如图 7 所示。

(b) 角点标注

(c) 十字叉线标注

图 7 3 种标注方式
Fig. 7

标注的关键点位置相对于整幅图像的偏移量也不
大，提供给神经网络训练的监督信息也更多，在
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更容易回归，网络的收敛速度
也会加快。该方法同样使用 halcon 软件进行人
工标注，每条交叉线上标注四个点加上中心点一
共 9 个点。与前两种标注方法类似，需要实现精
确到 0.1 个像素级的标注，最终通过两条拟合的
交叉线求取十字像中心点的精度可达到 0.01 个
像素级的检测精度。
2.4

图像的标注方法

(a) 中心点标注

注方法不仅可以很好地体现十字像的特征，同时

Three ways of annotation

(1) 中心点标注。利用 halcon 软件读取图像
的中心点并做亚像素级别的标注。人工找出十字
像的中心区域，通常情况下会描绘出一个矩形区
域，根据矩形区域的四个顶点坐标，可以求得精
确到 0.01 个像素级的十字像中心坐标及样本的
标签，记为 [x，y],作为算法的测试和训练数据。

数据集的划分

在对十字像样本标注完成之后，需要对得到
的数据集进行划分。划分主要分为测试集和训练
集两类，没有设置验证集。常见的数据集的划分
方法主要有交叉验证法和留出法等。在深度学习
中，测试集一般从样本集的整个样本空间上独立
同分布采样得到，同时测试集在选取的同时要注
意与测试集互斥。对于采样，常见的采样方式主
要有随机采样、分层采样、等距采样和整群采样等。
在数据集的划分方面，根据以往的经验，将
采集到的样本集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按照
8:2 的比例来划分数据集。在数据划分的过程
中，为了避免引入额外的偏差，同时保证测试集
和训练集在数据分布上保持一致性，本实验采用
分层抽样和等距抽样相结合的采样办法，从原始
[20]
样本集中采样得到训练集和测试集 。
2.5

网络结构的设计

(2) 角 点 标 注 。 利 用 halcon 软 件 读 取 图 像

本实验中提出的用于检测十字像中心的卷积

后，找到十字像的四个角点坐标。在角点标注的

神经网络结构如图 8 所示，共包含四组卷积池化

过程中，图像放大后十字像的交叉处并不是严格

层，每组包含两个卷积层和一个最大池化层，除

意义上的垂直，而是呈弧形，这给角点标注带来

此之外，还包含一组全连接层用于模型的输出。

了比较大的困难。通中心点标注相似，在交叉处

输入层是从经过图像预处理之后的原始图像经过

选取一个小的矩形区域，通过求解矩形区域的中

下采样得到的大小为 243×243 的灰度图。第一

心点得 4 个角点的坐标来作为样本的标签使用，

组卷积池化层首先采用 8 个 9×9 大小的卷积核

从左上角第 1 个角点坐标起，按顺时针方向，可

进行卷积运算，接着是 3×3 的最大池化之后输

以得到一个样本的标签为 4 个标点，记为 [x1，

出 8 个不同的特征图进入下一组卷积池化层。前

y1，x2，y2，x3，y3，x4，y4]。

三组卷积池化层都是采用 9×9 大小的卷积核参

(3) 十字交叉线标注。参考骨骼关键点检测

与卷积运算，在第 4 组卷积池化层中使用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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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same

9×9
same

81×81×8
5×5
same

9×9×64

81×81×16
9×9
same

9×9×64

81×81×16
3×3
max

3×3×64

Regression Loss

图 8 卷积神经网络结构图
Fig. 8

Structural diagram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5×5 的卷积核，主要是参考了骨骼关键点检测中

Flow 框 架 实 现 的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模 型 ， Tensor-

在最后的卷积层中使用了 5×5 的卷积核。
本文将十字像中心检测问题转化为十字像关
键点的检测问题。同骨骼关键点和人脸关键点检
测类似，通过标记图像中的关键点即特征点来构
建训练集和测试集。关键点的检测问题归根结底
来说就是一个回归问题，关键点的位置用图像坐
标系中的对应坐标来表征，而关键点的位置坐标
是连续的，不是一个分类问题。对于回归问题来
说，常用的评价标准有均方误差、平均绝对误
差、解释方差和决定系数。本文采用绝对误差损
失作为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损失函数，即模型的
评价标准。绝对误差的公式如下：

Flow 框架中提供了一个 Tensorboard 可视化工

L(y, ŷ) =

∑m

i=1

|y − ŷ|

(7)

式中：L 表示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损失函数；
y 表示样本集的标签； ŷ 表示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的预测值；m 表示样本的数量。
2.6

实验结果及分析
在深度学习模型的调试过程中，为了调整网

络结构，提升模型的性能，需要不断对学习率、
num_features、卷积核的大小等超参数进行交叉
验证，以找到最优的超参数，同时需要不断的优
化网络结构来提升模型的整体性能。因此，为了
方便调试网络结构以及寻找模型的最优化参数，
需要将计算图进行可视化。本实验是基于 Tensor-

具，可以在 TensorFlow 的 Graph 中显示各种指
[13]

标随着迭代步数或者运行时间的变化趋势 。
Tensorboard 可视化工具可以把程序运行的
信息通过图表的形式展现出来，比如标量图可以
显示回归损失、分类准确率、学习率、权重和偏
置随程序迭代步数的变化情况。通过权重的变化
可以了解到是否有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等情况，
通过损失值的变化趋势可以了解到模型是否收
敛。因此从这些参数的变化情况可以了解到每一
层网络的训练情况，从而对相应的参数做出调整
和优化网络结构。
如图 9 所示为本实验的深度学习算法模型在
中心点标注、角点标注、直线标注三种不同的标
注方式下的模型损失随迭代步数的变化趋势。其
中纵坐标表示模型在训练集上的回归损失，横坐
标表示模型的训练步数。从图 9（a）中可以看
出，基于中心点标注的损失值在模型迭代的过程
中随机跳动，无法收敛。原因在于在一幅
243×243 的图片上只标注一个中心点坐标作为样
本的标签，即直接将十字像的中心点作为关键
点，作为卷积神经网络的回归目标，这种标注方
式本质上需要回归的是每一个关键点相对于整个
图片的 offset，而长距离的 offset 在实际的模型
训练中难以收敛，误差很大，同时在模型训练的
过程中提供的监督信息较少，导致整个网络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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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速度变慢。图 9（b）是基于角点标注的损失值
随迭代步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相对于中心
点标注，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收敛了，原因在于四
个角点处于十字交叉线的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表征十字交叉线的特征点，但是图片中的十字
交叉线最终还是处于波动状态，损失值无法继续
减小并保持稳定，原因还是相对于整幅图片的
×103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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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et 较大导致模型无法稳定收敛，最终结果误
差较大。图 9（c）十字交叉线标注相对于前两种
标注方式来讲，共标注了 9 个点的位置信息，这
就为模型的训练提供了更多的监督信息，同时也
可以比较好的表征十字叉线的特征信息，因此模
型在此训练集上训练可以稳定的收敛，得到比较
好的预测结果。

×103

回归损失

4.00
3.00
2.00
1.00

×103

2.50

2.50

2.00

2.00

回归损失

5.00
回归损失

仪

1.50
1.00
0.50

1.50
1.00
0.50
0

0

0
0

300.0 600.0 900.0
训练步数
(a) 中心点标注损失图

0

0

300.0 600.0 900.0
训练步数
(c) 十字叉线标注损失图

300.0 600.0 900.0
训练步数
(b) 角点标注损失图

图 9 不同标注方式下的训练损失值变化
Fig. 9

Change of loss value under different marking methods

实验基于 3 种标注方式的数据集分别进行了
模型训练，最终采用十字交叉线标注的图像作为
深度学习算法模型的训练集和测试集。在此基础
上不断对模型进行优化，基于深度学习关键点检
测收敛相对较难的问题，添加了指数衰减使学习
率随着迭代步数的增加逐渐减小，有利于模型收
敛。同时在卷积层添加了 Dropout 正则化和 L2
正则来避免算法模型的过拟合，以增加模型的泛
化性能。
如图 10 所示，实验采用五折交叉验证来评
估模型的性能。将原始数据集 D 共 882 张图片
分为 5 个子数据集 D1、D2、D3、D4、D5，每

十字像数据集 D
D 1 D2 D3 D4 D5
训练集
测试集
D1 D2 D3 D4
D5

测试结果 1

D1 D2 D3 D5

D4

测试结果 2

D1 D2 D4 D5

D3

测试结果 3

D1 D3 D4 D5

D2

测试结果 4

D2 D3 D4 D5

D1

测试结果 5

平均

返回结果

图 10 五折交叉验证评估模型性能
Fig. 10

Five-fold cross validation to evaluate
model performance

次选取 4 个子数据集进行训练，剩余 1 个子数据
集作为测试数据集使用，上述过程重复 5 次可以
得到 5 个测试结果，测试结果为对应模型在测试
集上的绝对误差损失值，这 5 个测试结果可以反
应模型对十字像关键点预测的有效性和模型的泛
化性能。交叉验证测试数据集总共包含 176 张图
片，在模型训练完成之后，对训练集的每张图片
分别进行预测，每张图片的预测结果为 9 个关键
点，共 18 个坐标值，对这 9 个关键点进行直线
拟合可以得到两条直线方程，计算两条直线的交
点即可得到各个图片的中心点位置坐标。
经过 5 次训练和预测，依次得到每一次训练

后模型对测试集的预测结果，即绝对误差损失值
的大小。如图 11 所示，横坐标值为第几次训
练，纵坐标值为模型在测试集 176 张图片上的绝
对误差损失，根据式（7）计算得出。5 次结果的
损失平均值为 431.995 4，模型对每一张图片中
心 点 坐 标 （ x， y） 的 预 测 值 和 标 注 值 平 均 相 差
1.23 个像素值。考虑到测试集 176 张图片中包含
各种不同类型的图像，同时模型对清晰十字像的
预测误差比较小，那么模型对边缘不规则、模
糊、信噪比低的图像的预测误差应在 2~3 个像
素，这在成像质量比较差的情况下对十字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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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误差

进行定位，和传统算法做对比，误差在可接受范
围内。
440
435
430
425
420
415
410
405
400
395
390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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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h）所示的结果。
本文选取了两种传统算法，SUSAN 算法和
直线拟合算法对图 12 中 4 张不同类型的十字像

436.168 7

进行中心点定位，并和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十字

429.673 4
421.819 2
417.224 1

像定位算法结果做对比分析。
SUSAN 算法原理如图 13 所示，图中的暗
区为目标检测区域，SUSAN 算法会指定一个圆
形模板对图像进行遍历，如果模板中心点的像素
值和模板内的像素值小于设定的阈值，就认为该

1

2

3
训练次数

4

5

图 11 五折交叉验证测试集损失图
Fig. 11

Loss of the five-fold cross validation test set

从测试集中选取 4 张不同类型的图片作为待
测图片，包含清晰十字像、边缘不规则十字像、
模糊十字像、信噪比低十字像。每张图片经过已
建立好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输出后得到 9 个关键
点的 18 个坐标值，将预测得到的关键点坐标标
记在原图像上，得到图 12（a）、（c）、（e）、（g）
所示的结果。对每张图像上的 9 个关键点进行直
线拟合，得到两条直线方程，然后求两条直线的
交点，最终得到该十字线的中心点坐标。将计算
的中心点坐标标记在在原图上，得到图 12（b）、

点和模板中心点属于同一类点，由这些点组成的
区域就叫 USAN 区域，USAN 区域越大，距离
目标区域也越近。此原理可以用来定位十字叉线
的中心，即当圆形模板的中心与十字像中心重合
时，USAN 区域的面积达到最大值，模板中心记
为十字像中心坐标。
基于十字线边缘直线拟合求十字像中心点也
是一种常用的算法，其原理是首先通过边缘拟合
来确定十字像的四条边缘直线方程，得到四条边
缘直线方程之后，两两直线求交点可以得到十字
像的四个角点坐标，通过四个角点坐标可以求得
两条对角线方程，两条对角线的交点即为所求中
心点。

(a) 清晰十字像模型预测结果

(b) 最终定位结果

(c) 边缘不规则十字像模型
预测结果

(d) 最终定位结果

(e) 模糊十字像模型预测结果

(f) 最终定位结果

(g) 对比度低十字像模型
预测结果

(h) 最终定位结果

图 12 四种不同类型图片的关键点预测结果和中心点计算结果
Fig. 12

Key point prediction and center point calculation of four differen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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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e

模板核值
模板边界

检测结果误差都在 1~2 个像素，差异不大；对
于边缘不规则的十字像，使用直线拟合得到的中

b
d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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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对于清晰十字像而言，3 种不同算法的

+

a

器

心点横坐标误差比较大；对于模糊的十字像，使

+
+

用 SUSAN 算法的误差较大；对于对比度低的十

+

字像，经图像去燥二值化后得不到一个仅仅包含
暗区

十字像的二值图，无法进行直线拟合或使用

亮区

SUSAN 算法，因此无法给出结果。
图 13 SUSAN 算法原理图
Fig. 13

相对于传统算法的预测结果，本文中所采用

Principle of SUSAN algorithm

的基于 CNN 的十字像中心检测算法在边缘不规
则、模糊、对比度低的十字像上定位更准确，误

表 1 所示为图 12 中 4 张不同类型的图片在

差可以控制在 1~3 个像素以内。

不同算法下检测到的十字像中心坐标，从表中可

表 1 十字像中心坐标预测结果
Tab. 1 Prediction results of cross center coordinates

3

算法

清晰十字像

边缘不规则十字像

模糊十字像

对比度低十字像

标注值

（119.65，82.35）

（139.82，111.63）

（88.85，75.64）

（114.35，126.73）

CNN预测值

（118.82，83.41）

（138.01，109.73）

（88.18，73.83）

（111.64，124.91）

直线拟合

（118.96，81.07）

（144.69，108.39）

（90.19，72.36）

无法检测

SUSAN算法

（117，82）

（137，112）

（84，78）

无法检测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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