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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高精度车牌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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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一种基于整数比例算法识别和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相结合的高效高
精度车牌识别系统，通过图像预处理模块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切割和缩放，通过坐标生成模块进行坐标检测，
采用 CNN 对预处理的图片进行识别。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根据车牌字符比较规则的特点，缩减了网络模型
的复杂度，车牌的识别准确率和识别速度均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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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precision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system
LIU Yaoxi, XU Zhiqiang, HUANG Taiyi, GU Wenqi, LI Yunhui, DU Gaoming
(School of Electronic Science & Applied Phys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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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precision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integer ratio
algorithm recognition combined wit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is proposed. The image is
binarized, cut and scaled through the image preprocessing module, coordinate detection is completed in
the coordinate generation module, and then the image preprocessed is identified by the CN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reduc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network model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characters on the license plate are relatively regular, and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and speed for the license plate are improved.
Key words: electronic technology;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system; hardware accelerator;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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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车辆的日益增加，交通路况日益复杂，其负面影响是交通事故以及违章情况的大幅增加，从而

体现出优秀车牌识别系统的重要性。车牌是一辆汽车独一无二的信息，因此对车牌的识别可以作为辨识
一辆车最有效的方法，且识别精准性和识别速度是车牌识别系统的两项重要指标。
目前，车牌识别算法主要有模板匹配算法 [1]、特征统计匹配法[2]。模板匹配算法是将车牌尺寸缩放
至模板大小，同模板进行匹配，选择最佳匹配结果进行输出，当受光照、天气影响而导致车牌解析度下
降时，识别准确率会大大降低。特征统计匹配法是利用车牌数字的特征进行识别，如果字符出现断裂，
将难以完成识别。
传统的车牌识别算法多以数字图像技术和模式识别为基础，主要涉及图像领域，而现在基于深度学
习的 CNN[3]正在迅速发展，其在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领域取得了远超传统方法的巨大成功[4]，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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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方法相比，其优势在于通过训练可以解决背景图像复杂、推理规则不明确等一系列情况下的识别问
题，允许样本与原图有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针对复杂情景下的车牌识别问题，该方法更具优势。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改进的 CNN 加入车牌识别系统，以提高其性能。本研究进行以下创新：1）
不使用传统所用的难度较高、复杂度高的车牌识别算法，例如边缘检测算法[5]，而采用对车牌整体图像
进行矩形框定方法进行预处理，将车牌限制在一定大小的矩形框内进行识别来减少识别范围以达到加快
识别速度的效果；2）在切割算法上采用符合 Verilog 设计的整数比例算法对整体图像进行切割达到定位
字符的初期目的，这样的算法可以避免由于摄像头的污渍或环境的色彩干扰对车牌识别过程的准确性造
成的影响，不仅可增加准确度同时也达到简化电路的要求；3）使用多次 CNN 进行识别计算，通过多次
训练，在保证提取特征足够的同时逐渐减少训练计算量、缩短训练时长，在后续硬件实现中也可节省片
上资源、缩短识别时间。

1

技术介绍

1.1

卷积神经网络
CNN 是一类包含卷积计算且具有深度结构的前馈神经网络，是深度学习的代表算法之一。CNN 具

有表征学习能力，能够按其阶层结构对输入信息进行平移不变分类。近年来，CNN 在人工智能领域得到
了广泛应用。但是，在不断逼近任务精度极限的同时，其网络深度与参数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越来
越耗费计算资源与内存资源[6]。
一个典型的 CNN 模型主要包括卷积层（conv）、池化层和全连接层。在目标检测方向，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rives，SSD）网络模型[7]可以实现较好的检测效果。CNN 仿照生物视知觉机制构建，可以人为监督
学习，也可以非监督自行学习。CNN 还可以有效减少权值，并且权值共享。隐藏层的参数共享性和连接
层的稀疏性使其具有稳定性良好的特点。同时，CNN 通过权值的减少和共享有效减少神经网络所需训练
参数的个数。
车牌识别系统的 CNN 主要分为输入层、卷积层、池化层、输出层。车牌字符具有大量固定特征，
因此缩减每次卷积生成特征图数量至 8 张，在保证提取特征足够的同时减少训练计算量、缩短训练时长，
在后续硬件实现中也可节省片上资源、缩短识别时间。池化层均采用最大值采样法，可以放缓模型计算
量的增加，同时获得更大的感受野。
1.2

基于 FPGA 的硬件加速
基于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的 CNN 加速器相比于图形处理

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GPU）具有更高的能量效率，而其可重构性和更短的周转时间比特定用途
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在现存市场上前者越来
越受欢迎。它们还允许通过加速架构的定制和数百到数千个片上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DSP）块的使用来实现低延迟操作[8]。本文基于 FPGA 硬件加速器对 CNN 上的加速优化方面进行研究，
有效提高识别精度和速度。
1.3

系统总线构造
该系统通过摄像头将采集的数据经信号引脚输出至串行摄像机控制总线协议进行读写，同时交换数

据，采用三相法写入写数据达到图像采集的目的，完成后通过视频图形阵列（video graphics array，V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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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对外进行传输。图像处理显示系统：通过处理核心向预处理单元[9]传递信息，再通过计算单元进行
处理，最终于液晶显示器（liquid crystal display，LCD）显示屏上进行显示。系统总体模块如图 1 所示。

注：双倍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储存器（double data rate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DDR）

图1
Fig. 1

1.4

系统总体模块图

Overall module diagram of the system

系统原理介绍
该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2 所示。首先由摄像头录入车牌信息，然后对录入信息灰度进行二值化处理，并

将处理后数据输入切割模块，对车牌的周围边框以及车牌内部数字、字母、汉字的具体位置开始定位、确
定位置数据，接着对切割后的图像进行缩放，再对缩放后的数据进行识别，最终传递给显示模块。

图2
Fig. 2

2

整体设计

2.1

图像采集模块

2.1.1

系统原理简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ystem

镜头组块

对于车牌识别系统而言，首先要对环境下的车牌图像进行采集。本车牌识别系统应用与赛灵思实验
板配套的 OV5640 摄像头采集环境车牌图像。该摄像头主要作用部分是它的镜头组块，包括一个镜头底
座和一个用于调节距离的镜头凸透镜，该凸透镜可以通过调节距离达到调节焦距的作用。在图像采集过
程中，外界环境的光线通过镜头组块传送到位于 OV5640 中心的图像传感器上，传感器采集收取到的光
线信号，并将数据通过引脚输出至其他模块。
2.1.2

传感器组块

镜头的作用是获取清晰的图像而图像传感器是摄像头的核心部件，即将获取的图像转化为数据传入
下 一 级 ， OV5640 摄 像 头 中 的 图 像 传 感 器 是 互 补 金 属 氧 化 物 半 导 体 （ 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CMOS）类型，是利用光电极管在光注入时产生电流的特性所构成的图像传感器。OV5640
支持输出最大 500 万像素的图像，支持 VGA 时序所需要的图像数据模式和 RGB565 格式的输出图像数
据格式模式，并可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色度、饱和度等处理以有助于对车牌图像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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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预处理模块
如图 3 所示，图像预处理模块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图像的二值化；二是图像的切割；三是图像

的缩放。图像预处理单元首先按照 VGA 扫描时序对每个像素点进行二值化处理后存储，同时根据每个
像素点的颜色特性定位车牌的大致位置，按比例切割出每一个字符后，将切割坐标发送给缩放模块，缩
放模块使用切割坐标去二值化像素数据存储的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RAM）中寻址，
最终将每一帧图像中的车牌归一化为 28×28 的图像，供后面车牌识别模块使用。

图3
Fig. 3

2.2.1

图像预处理模块整体架构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the image preprocessing module

二值化模块

二值化模块（如图 4 所示）包括二值化处理模块
im2bw 和二值化存储模块 bw_sv. 前者负责对格式为
RGB565 的像素数据实行二值化[10]，并将 VGA 时序每
32 个处理后的像素点拼接为 1 个 32 位数输出，同时输
出数据有效信号；后者根据前者产生有效数据的时序以
及乒乓操作的要求，输出有效数据对应的地址以及乒乓
操作的读/写指针。这两个模块一起给出图中 BW_RAM
图4

的写地址、写数据以及写使能。
Fig. 4

2.2.2

二值化模块整体架构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the binarization module

切割模块

当二值化模块对图像处理完成后，将二值化数据进
行存储并传递给当前的切割模块。切割模块总体框架主
要分为两个模块：车牌定位模块 color_located 和坐标生
成模块 pos_generate.
2.2.2.1

车牌定位模块

对于车牌定位模块，首先是对车牌的大致位置进行
初步裁剪，然后才能对车牌上的字符进行进一步的切
割。由于车牌的颜色为 1 024×768，所以就在车牌图片
中通过对颜色像素点的识别找到车牌的上下左右边界，
坐标边界指示如图 5 所示。

图5
Fig. 5

坐标边界指示

Indication of the coordinate boundary

在此模块中，定位的基本方法是针对采集到的车牌图像，将单个 16 位像素点分为 3 个色彩分量，
每个分量均为 8 位，再将每个分量进行比较，此处设置当 8 位宽蓝色分量比其他色彩分量多出十单位时，
将该像素点认定为蓝色，从而可以得到车牌的外围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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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生成模块

车牌外围蓝色边框的上下左右边界定位完成后，可以得到图像中车牌的宽度和高度，再根据比例就
可以生成如图 6 所示的几个坐标。将车牌生成器生成的车牌复制到画图软件中，对图 6 所示的车牌进行
分析得出，车牌总宽度为 577 像素，字符宽度为 73 像素，汉字和字母宽度为 69 像素，汉字和字符部分
宽度（blank_width）为 200 像素，汉字和字符左侧（blank_width1）为 21 像素，车牌高度为 184 像素，
字符区域上方（blank_height）为 25 像素，字符区域（cha_height）为 160 像素。按照上述比例对车牌进
行切割，具体坐标指示如图 6 所示。

图6
Fig. 6

坐标生成模块输出的坐标

Coordinates output by the coordinate generation module

定义切割的车牌高度为 height，宽度为 width，temp1 表示切割后有效字符高度的起点坐标，temp2 表
示切割后有效字符高度，temp3 表示切割后有效字符宽度的起点坐标，temp4 表示切割后有效字符宽度，
temp5 表示切割后汉字左侧起点坐标。
2.2.3

缩放模块

缩放模块主要功能是对通过二值化、切割模块切割过后的图片进行处理，得到一张图片以及每个数
字切割完的坐标（上下左右），然后将切割后的图片进行缩小，得到一幅 28×28 的图片，接着经过缩放
与加速器连接的模块将缩放后的图片转换成加速器所需的图片数据，再经过加速器识别，识别完成后通
过译码模块传给 LCD 模块。具体架构如图 7 所示。

图7
Fig. 7

2.3

缩放模块架构

Architecture of the zoom module

车牌识别模块
本模块由 RAM、DDR、一个输入层、两个卷积层、两个池化层、两个全连接层、Dropout 函数、Softmax

激活函数模块和 Relu 激活函数模块组成（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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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积网络识别模块结构图

Recognition module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convolutional network

训练时第一次卷积与第二次卷积均采用 3×3 卷积核，因车牌字符具有大量固定特征，故缩减每次卷
积生成特征图数量至 8 张，在保证提取特征足够的同时减少训练计算量，缩短训练时长，在后续硬件实
现中也可节省片上资源，缩短识别时间。池化层均采用最大值采样法，可以放缓模型计算量的增加，同
时获得更大的感受野。在第一个全连接层之前加入 Dropout 函数以防止过拟合，可最大化提升网络识别
精度。
具体识别过程：
1）在当前周期下，输入层从 DDR 中获取所存储的特征图数据，传递给第一个卷积层；
2）第一个卷积层从 RAM 中获取权重数据，按 3×3 卷积核尺寸对特征图数据进行卷积操作，传递给
Relu 激活函数模块处理，得到当前周期下特征图数据，传递给第一个池化层；
3）第一个池化层将第一个卷积层输出特征图数据使
用最大值采样法进行采样（如图 9 所示），得到缩减的特
征图数据，传递给第二个卷积层；
4）第二个卷积层从 RAM 中获取权重数据，按 3×3
卷积核尺寸对特征图数据进行卷积操作，传递给 Relu 激
活函数模块处理，得到当前周期下特征图数据，传递给
第二个池化层；

图9

卷积网络识别模块池化层采样图

Fig. 9 Sampling diagram of the pooled layer of the
convolutional network identification module

5）第二个池化层将第二个卷积层输出特征图数据使
用最大值采样法进行采样，得到缩减的特征图数据，传
递给第一个全连接层；
6）第一个全连接层将第二个池化层输出的特征图数
据展平后与从 RAM 中获取的权重数据进行累乘和累加
计算，传递给 Relu 激活函数模块处理，得到当前周期下
特征图数据，传递给第二个全连接层，如图 10 所示；
7）第二个全连接层将第一个全连接层输出的特征图

图 10
Fig. 10

卷积网络识别模块卷积流程图

Convolution flowchart of the convolutional
network identification module

数据与从 RAM 中获取的权重数据进行累乘和累加计算，传递给 Softmax 激活函数模块处理，得到不同
类别字符的输出结果，卷积网络识别模块网络流程图如图 11 所示。
2.4

车牌显示模块
车牌显示模块分为顶层控制模块、显示控制模块、时序控制模块和背光控制模块。

2.4.1

顶层控制模块

顶层控制模块将显示控制模块、时序控制模块、背光控制模块联系起来，共同实现识别后显示的功
能。顶层控制模块将三个模块输入输出端口连接起来，当显示数据输入后，在其控制下，数据传输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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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块，然后各自完成自己的工作，最后结束数据的传递。

图 11
Fig. 11

2.4.2

卷积网络识别模块网络流程图

Network flowchart of the convolutional network identification module

显示控制模块

显示控制模块是图像显示的核心模块，是成功显示的关键。显示数据（7 个字符信息：省份简称、
城市编号、5 位车牌号码）输入后，由于 7 个字符信息一起进入，首先对其进行分割，将显示数据分割
为 7 个数据，然后在已经做好的字符库 ROM 中找到相应已经存储好的 16 进制字模数据，当显示高电平
响应时，就可以将 7 个切割区域显示出来。
LCD 显示屏为 1 080×480，根据切割模块显示区域，注意其中的间隔，首先设置好显示区域的地址，
一共 7 块区域，以及区域间间隔 GAP 的地址，然后设置好 34 个省份简称、24 个字母、10 位数字在 RAM
中的地址。在显示时，并不是逐块区域显示，而是由左上角开始进行逐行显示，这就是设置地址的目的，
一块区域一行显示完成后需要跳过 GAP 继续进行下一块区域的显示，需要根据切割模块精确计算后设置。
2.4.3

时序控制模块

LCD 显示屏显示方式从屏幕左上角一点开始，从左向右逐点显示，每显示完一行，再回到屏幕的左
边下一行的起始位置，在此期间，需要对行进行消隐，每行结束时，用行同步信号进行同步；LCD 的驱
动只有一种可驱动信号（diver enable signal，DE）模式，当 DE 信号为高时显示的数据有效，数据在时
钟 DCLK 的上升沿采样。
2.4.4

背光控制模块

LCD 本身不能发光，其亮度完全由屏幕下的发光板
决定，因此可通过调整发光板的电流调节其功率，进而
调整屏幕亮度。人眼的极限识别频率约为 200 Hz，一旦
超过 200 Hz，我们就感觉不到光源关闭过。脉冲宽度调
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PWM）调光就是利用该原
理，将屏幕闪烁的频率提高到 200 Hz 以上，通过调节
光源关闭和开启在单位时间内的占比，实现调整屏幕亮
度的目的。整个显示模块电路结构如图 12 所示。

图 12
Fig. 12

显示模块电路结构

Circuit structure of the display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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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CNN 数据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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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CNN 所用的数据集为自制，车牌字符包括各省
市、自治区简称 31 个汉字，24 个英文字母（没有 I 和 O）

图 13
Fig. 13

以及 10 个阿拉伯数字，共 65 个类别。通过车牌生成器

验证集样张

Samples of the verification set

生成不同种类车牌图片，截取单个车牌字符后进行缩放和二值化处理得到 28×28 大小车牌字符灰度图片，
再通过旋转、倾斜、平移处理来模拟实际拍摄的车牌字符图片。共收集 65 类 45 460 张图片放入训练集，
18 138 张图片放入验证集，样张如图 13 所示。
3.2

网络训练过程
由于车牌字符的种类固定且形状比较规则，故可通过缩减 CNN 训练过程中卷积核的个数来减少训

练过程中的参数数量和计算量。由表 1 各级参数数量可以看出，使用本训练方法的卷积层参数数量较少，
通过简化网络结构可以在保证精度的条件下缩短训练时间，降低模型复杂度，缩减网络参数，以便在硬
件实现时加快运算速度，节省片上资源。
表1
Tab. 1
网络层

输出尺寸

各级参数数量

Number of parameters at all levels
参数数量

网络层

输出尺寸

参数数量

Input

32×32×1

—

Flatten

288

—

Conv_1(Conv2D)

30×30×8

80

Dropout_1(Dropout)

288

—

Pool_1(Maxpooling2D)

15×15×8

—

FC_1(Dense)

128

36 992

Conv_2(Conv2D)

13×13×8

584

FC_2(Dense)

65

8 385

Pool_2(Maxpooling2D)

6×6×8

—

Softmax(Activation)

65

—

使用 Python 环境下 Tensorflow 的 keras 模型进行训
练，经过 20 次迭代训练后，即可达到 99.06%的测试集精
度，训练集与验证集精度变化如图 14 所示。
3.3

网络预测结果
使用训练后的网络对 65 张不同种类车牌字符图片进

行识别，全部正确无误，但在实际光线较暗以及拍摄角
度引起图片模糊情况下可能识别准确率会有一定降低，
本研究尚未全部加以考虑。研究还对比了传统反向传播
（back propagation，BP）神经网络、普通 CNN 和本文改
进 CNN 的测试结果（如表 2 所示），实验结果显示改进
CNN 在缩减模型参数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识
别准确率。
表2
Tab. 2

图 14 训练集与验证集精度变化
Fig. 14 Accuracy variation of training set and
verification set

识别准确率对比（%）

Comparison of recognition accuracy (%)

传统 BP 神经网络

普通 CNN

本文改进 CNN

训练集

验证集

训练集

验证集

训练集

验证集

99.50

93.60

100

98.50

100

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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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给出了一套高效高精度的车牌识别系统，由图像采集模块、图像预处理模块、车牌识别模块、

车牌显示模块构成，这些模块解决了其他车牌识别系统的识别算法复杂困难、车牌识别准确率不高、受
用场景有限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提供了该系统的各模块具体结构和 CNN 部分的搭建思路和实验结果，
并通过重新设计训练方法，从而在简化网络参量的同时提升了 CNN 的识别精度，使得该识别系统具有
了高效高精度的特点。该系统参考了其他车牌识别系统的功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较其他系统识别
率高，同时降低了对车牌分辨率的要求，减轻了图像采集模块的压力，可用于多种天气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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