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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大数据时代，交通成为网络数据量最大的数据来源之一，智能交通成为必然需求。车牌
识别是智能交通的基础，可被广泛的应用在了车库，交通监控等工程上，然而识别的准确率却
有待加强，已有的算法对于字母、数字的识别准确率都非常高，而对于中国特有的汉字识别却
效果不佳。提出用受限玻尔兹曼机组成的深信度网络算法来识别车牌字符，大大提升了汉字识
别的准确率，准确率达到了９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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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时代，交通成为网络数据量最大的数
据来源之一，每天每个地市的每个十字路口要过数

识别方法，提高车牌汉字的识别率具有理论意义和
应用价值。

以万计的车，各种车型，各种牌照。而且随着科技

从车牌中提取的汉字易受车牌提取过程中环境

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购置汽车的人与日俱增，然而

以及车牌本身完整性及清洁程度的影响，因此会存

日益增多的车辆在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便捷的同时也

在模糊、污损及变形等问题，增加了识别难度。本

这造成了相应的麻烦，交通问题日益突出，这使得

文针对这些问题，对车牌中的汉字识别方法展开探

发展智能交通系统（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讨，主要贡献如下。

简称ＩＴＳ）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如交通堵塞和交

（１）车牌汉字预处理：由于每次从车牌中切

通事故等问题。借助智能交通系统 能够实现交通的

割出来的汉字图像中，汉字所占的大小和所处的位

智能自动化管理，进而实现对交通环境的全面有效

置均不相同，因此，需要对图像进行大小归一化和

的监管，帮助缓解交通堵塞、交通安全等方面出现

位置归一化处理。将汉字图像统一调整为（２８维＊２８

的问题。所以智能交通系统的研发迫在眉睫。

维）大小，并保证汉字的大小和位置相同。

［１］

车辆牌照识别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Ｐｌａｔ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简称ＬＰＲ）

（２）汉字特征一维化：按汉字的大小（２８

技术 作为ＩＴＳ的基础，广泛地应用于违章车辆稽

维＊２８维）可将汉字一维化为一个７８４维特征向量，

查、城市监控系统、停车场、高速公路收费站等需

也是本研究所使用的深度学习网络的输入层神经元

要认证车牌的相关场合。其运用图像分割和识别理

个数。

［２］

论，分析处理汽车牌照号码图案以确定其位置，并

（３）深度学习识别器设计：由于深度学习具有

通过进一步提取和识别获取牌照字符信息，为科学

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容错能力和自学习能力，尝试

有效的识别和管理车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重要

利用深信度网络进行用汉字的特征向量进行训练，

性不言而喻。

而后是用训练好的模型进行汉字识别。与神经网络

车牌字符 包含汉字、字母和数字，比起字母和
［３］

数字，汉字笔画多并且结构复杂，因此，汉字识别

方法相比，采用深度学习方法具有更高的识别率和
抗干扰能力。

是车牌字符识别的难点和重点。近几年，国内研究
学者提出了多种车牌字符识别方法，这些方法对字
母和数字的识别率高于汉字。因此研究车牌中汉字

１． 相关工作
自动车牌识别是交通领域的一大应用。虽然车

本论文为“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大学电影学高峰学科成果”和“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
（项目编号：１４ＤＺ２２６１２００）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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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值h=(3,3,3,3,3,3)
特征值v=(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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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定位技术逐渐成熟，车牌上的字符识别准确率却

差异不大，而有的相同字的样本的直方图差异却特

远未满足。车牌的字符识别难处之一就是字符的特

别大，如图１中的“ｄ．鲁”和“ｅ．鲁”。直方图特征提

征提取，而国外的车牌都是由字母与数字组成，笔

取方法在识别数字和字母时，由于它们的笔画少、

画简单，经过图像处理后的形变量小，易识别。Ｗｕ

纹理容易辨别，所以准确率很高；但在汉字识别

等 用ＢＰ神经网络算法识别车牌，字母识别准确率达

上，由于汉字的结构复杂，笔画多且密集，在将从

到９９．２５％，数字的识别准确率达到９９．３％。Ｃｈｅｎｇ等

拍摄的图片处理成汉字二值图时，已经成缺笔画或

［４］

利用一种混合算法对中国车牌中的汉字进行识别，

黑白不均的现象，使得不同汉字的直方图算法特征

准确率达到了９５．９６％。中国的车牌识别准确率关

值可能相同，相同汉字的直方图算法特征值却可能

键在于对字符的识别。而在车牌字符识别中，与字

不同，说明该算法的鲁棒性较差。

［５］

母、数字识别相比，汉字的识别率是最低的，所以

在很多情况下，ＳＩＦＴ（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对于提高汉字的识别准确率，对于车牌识别的准确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特征提取方法 被用来定位车牌，但该算法

率提高将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由于汉字的笔画多，

在车牌的特征比较明显简单（矩形，有七个字符等

笔画间的空隙小，经过处理后会形变，如：少笔

特征）的情况下，识别效果比较理想。而对于汉字

画、多笔画、断笔、一块黑、一块白的情况。如图１

来说，由于拍摄的车牌汉字经处理后与正规车牌汉

所示：（字分别为：ａ．赣； ｂ．津；ｃ．京；ｄ．鲁；ｅ．鲁；

字差异较大，所以它的识别效果不理想。

ｆ．闽；ｇ．苏；ｈ．皖；ｉ．豫；ｊ．粤），这使得车牌汉字识

［７］

神经网络分类算法 ［４，８］的分类效果较好，但依赖
于有效的特征提取方法，如果直接用图片像素特征

别的难度增大。

直接进行分类，则训练参数会非常大，训练时间与
a.赣 b.津 c.京 d.鲁

训练难度会大大增加，且容易出现分类错误或者过拟

e.鲁

合情况。另一方面，由于车牌拍摄的角度，字符分
f.闽 g.苏 h.皖 i.豫

j.粤

割等情况，每个字符图像中字符的位置和倾斜程度

图１ 摄像头拍摄的车牌汉字样本

不一，所以同一个汉字的不同样本其像素值分布差

最常用的直方图特征算法 提取特征时，易出现

异大，造成神经网络算法对于拍摄车牌的汉字的识

两个纹理完全不一样的图提取后其特征值一样的问

别准确率难以上升。所以对于神经网络方法不太适

题（见图２）。

合用来做车牌的汉字识别。

［６］

Ｇｏｏｇｌｅ的开源软件Ｔｅｓｓａｃｔ ［９］ ，是ＯＣＲ（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领域里看的一款识别软件，对
于打印的图片中字符（包括汉字）的识别率可以达
到９９．９９％以上，但是对于手写的字或者摄像头拍摄
的车牌的汉字识别，其测试准确率非常低，甚至不
到８０％，所以对于非规则字体，Ｔｅｓｓａｃｔ的识别准确率
大幅下降。
综上所术，各种算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得
A 水平特征值h=(3,3,3,3,3,3)
垂直特征值v=(3,3,3,3,3,3)

B

对于中国车牌特有的汉字的识别率不是很高。本文

水平特征值h=(3,3,3,3,3,3)
垂直特征值v=(3,3,3,3,3,3)
中，采用的方法是深度学习中的深信度网络算法，

它由３个玻尔兹曼机和１个逻辑回归网络构成。

２． 车牌汉字识别网络设计
深度学习［１０，１１］是模仿人脑进行分析学习的神经网
络，试图模拟人脑的行为特征，对数据进行分析与
解释。深度学习网络通常含有多个隐藏层，其排列
分布与人脑相类似。它通过对较低层特征的组合、
分析、筛选，形成较高层的特征，以发现数据的分
B

水平特征值h=(3,3,3,3,3,3)
垂直特征值v=(3,3,3,3,3,3)

图２ 直方图特征算法

而汉字的特征比较复杂，很多字的直方图特征

布式特征表示。
深信度网络 ［１２，１３］ 是深度学习的一种，通常由数
个特征提取层（ＲＢＭ）以及一个全连接的分类器组
成。它的权值共享网络结构使之更类似于生物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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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其具有更低的模型复杂度与更少的权值，从

通过最大化观测数据的似然函数Ｐ θ（ｖ），可以使

而可以直接输入目标图像，省去了繁琐的特征提取

得ＲＢＭ收敛，Ｐ θ（ｖ）可由式（２）求Ｐ θ（ｖ，ｈ）对ｈ的边缘

过程；将图像的局部作为最低层的输入，从而获取到

分布得到：

输入图像最为基础的特征，所以对目标物体或图像

Pq (v) =

的形变、旋转具有较好的抵抗性。与传统的ＢＰ神经
网络相比，它具有训练参数少、可直接输入二维图
像等优点。受限玻尔兹曼机是深信度网络的主要构
成部分，通过逐层特征提取，最后得到想要的结果。

1
∑ exp  vT Wh + a T h + bT v 
Z (q ) h

（３）

最大化Ｐ θ（ｖ）后就可以得到ＲＢＭ的参数。最大化
Ｐθ（ｖ）等同于最大化ｌｏｇＰθ（ｖ）＝Ｌ（q）：
L(q ) =

1
N

N

∑ log Pq (v

(n)

)

（４）

n =1

Ｎ为ＲＢＭ个数。这样，通过训练求得ＲＢＭ的参数

２．１ 受限玻尔兹曼机
受限玻尔兹曼机

［１４，１５］

是由Ｈｉｎｔｏｎ和Ｓｅｊｎｏｗｓｋｉ于

就可得到隐藏层，即特征提取层。

１９８６年提出的一种生成式随机神经网络（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深信度网络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该网络由可见层和隐藏层

深信度网络 ［１５］是一个概率生成模型，与传统的

构成，各层的变量都是二值变量，亦即其状态取｛０，１｝

判别模型的神经网络不同，生成模型是建立一个观

。整个网络是一个二部图，只有可见单元和隐藏单

察数据和标签之间的联合分布，对已知标签求观察

元之间才会存在边，可见单元之间以及隐藏单元之

数据的概率ＰＬ／Ｏ（Ｌａｂｅ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和已知观察数据求

间都不会有边连接，如图３所示：

标签的概率ＰＯ／Ｌ都做了评估，而深信度网络的判别
模型仅仅评估了后者，也就是ＰＯ／Ｌ。

h1

h2

h3

隐藏变量
…

输出层
LR

W3

W

v1

v3

v2

v3

v5

h3

…

v6

RBM3

W2

可见变量

h2

…
v7

v8

v9

W1

图３ 受限玻尔兹曼机原型

RBM2
h1

…

图３所示的ＲＢＭ含有９个可见单元（构成一个向量

W0

Ｖ＝｛ｖ１，ｖ２，ｖ３，ｖ４，ｖ５，ｖ６，ｖ７，ｖ８，ｖ９｝）和３个隐藏单元（构成

RBM1
v

…

输入层

一个向量Ｈ＝｛ｈ１，ｈ２，ｈ３｝），每个边都有权值，共９＊３个
图４ 深信度网络构成部件

边，用Ｗ矩阵表示，也就是可见单元和隐藏单元之间

能量公式 P (v, h1 , h , h ) = P (v | h ) P (h | h ) P(h | h )

的边的权重。

2

ＲＢＭ是一种基于能量（Ｅｎｅｒｇｙ－ｂａｓｅｄ）的模型，其

3

1

1

2

2

3

它是由三个限制玻尔兹曼机（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可见变量ｖ和隐藏变量ｈ的联合配置（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的能量为

为一个可视层和一个隐层，层间存在连接，但层内
D

F

D

F

E (v, h;q ) =
−∑∑ Wij vi h j + ∑ vi bi + ∑ h j a j
=i 1 =j 1

=i 1

（１）

=j 1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层组成，这些网络被“限制”

的单元间不存在连接。隐层单元被训练去捕捉在可
视层表现出来的高阶数据的相关性。

其中q是ＲＢＭ的参数｛Ｗ， ａ， ｂ｝， Ｗ为可见单元和隐

最开始的时候，通过一个非监督贪婪逐层方法

藏单元之间的边的权重，ｂ和ａ分别为可见单元和隐藏

去预训练获得生成模型的权值，非监督贪婪逐层方

单元的偏置（ｂｉａｓ）。

法被Ｈｉｎｔｏｎ等［１３］证明是有效的，并被其称为对比分歧

有了ｖ和ｈ的联合配置的能量之后，就可以得到ｖ

层会产生一个向量Ｖ，通过Ｖ将可视层神经元的值传

和ｈ的联合概率为

=
Pq (v, h)

1
exp(− E (v, h;q ))
Z (q )

（２）

其中Ｚ（θ）是归一化因子，其函数原型为

=
Z (q )

∑ exp[− E (v, h;q )] 。
v,h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在这个训练阶段，在可视
递到隐藏层。反之，可视层的输入会被随机选择，
以尝试重构原始输入信号。新的可视的神经元激活
单元将前向传递重构隐藏层激活单元，获得向量Ｈ。
这些后退和前进的步骤就是Ｇｉｂｂｓ采样 ［１６］，而隐藏层
激活单元和可视层输入之间的相关性差别就作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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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更新的主要依据。

进行一维化后生成一个７８４维向量，构成输入层，共
有７８４个神经元。此时，输入层和隐藏层１构成一个

输出层

ＲＢＭ１，输入层是ＲＢＭ１的可视层，隐藏层１为ＲＢＭ１
的隐藏层。同理，ＲＢＭ１的隐藏层为ＲＢＭ２的可视
层，隐藏层２为ＲＢＭ２的隐藏层，如下图所示。

隐藏层3
RBM3

输出层（34个神经元）

隐藏层2
RBM2
逻辑回归层

隐藏层1

隐藏层3（1000个神经元）

RBM1
RBM3

输入层

图５ 深信度网络架构

隐藏层2（1000个神经元）

经预训练后，ＤＢＮ可利用带标签数据通过逻辑

RBM2

回归算法去对判别性能做调整。这里，一个标签集
将被附加到顶层，通过自下向上的学习到的识别权

隐藏层1（1000个神经元）

值获得一个网络分类面。该性能比单纯的逻辑回归
算法训练的网络更好。这可以很直观的解释为ＤＢＮｓ

RBM1

的逻辑回归算法只需要对权值参数空间进行一个局
部的搜索，这比前向神经网络的训练时间更快，而

输入层（784个神经元）

且收敛的时间也较少。
图７ 深信度网络实验结构图

３． 车牌汉字识别实验

输出层为３４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的值为０或者

首先，实验数据是来自摄像头拍摄的车牌，通

１且只有一个为１，标注为１的那个表示输出结果为那

过采集大量车牌，然后从中抠出汉字，形成训练集

个类别。若正确，则分类成功，若错误，则分类失

与测试集，数据来源过程如图６所示．

败。
本文所提出的ＤＢＮ算法是基于Ｐｙｔｈｏｎ的Ｔｈｅａｎｏ科
学计算库，实验环境是４核Ｉｎｔｅｌ（Ｒ） Ｃｏｒｅ（ＴＭ） ｉ５－４４６０
ＣＰＵ ＠ ３．２０ＧＨＺ，８ＧＢ内存 ＤＤＲ３。训练过程：首先通
过预训练对网络参数进行初始化赋值；然后进行调
优，逐层训练生成网络的各个参数，达到可以分类
的功能。网络由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个隐藏神经元组成，
有Ｓｏｆｔｍａｘ层，ＲＢＭ层，输入输出层。预训练的学习

图６ 拍摄车牌图片的汉字提取过程

将从大街上拍到的车牌就经过上述处理后，
每个车牌可得一个汉字样本。共收集到５０００张车牌

率是０．０１，调优的学习率是０．１０。测试车牌字符的汉
字准确率达到了９９．４４％。相比于神经网络如图１０，
准确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图片，其中样本数比较少的车牌汉字样本（“川”
，“赣”等）也有十多个，样本数比较多的车牌汉
字样本（“京”，“沪”）有几百个，已经够成可
训练和可测试的数据集。在中国，车牌汉字样本种
类“军北南广沈成兰济空海京津冀晋蒙辽吉黑沪苏
浙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玉琼川贵云藏陕甘青宁新”
共４１个汉字。个别的“空”、“海”等汉字由于数
量太少而不做训练，其它的共３４个字经训练处理后
进行测试，验证识别准确率。
将所得的样本重置大小为（２８维＊２８维），再

图８ 预训练代价函数值变化图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图８中纵坐标为输出结果与标签的平方差的和，

在用深信度网络对车牌汉字进行训练时，随着

所以它的值是越小越好；横坐标是训练次数，可见

深信度网络的训练次数的增加，错误识别率在逐渐

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深信度网络的代价函数值在

减少，网络识别准确率逐渐收敛于９９．４４％。在车牌

减少。通过预训练来减少代价函数值，将使得调优

汉字识别的准确率上，深信度网络算法与神经网络

收敛快速且准确。在对网络模型进行参数调优训练

算法，Ｇｏｏｇｌｅ的Ｔｅｓｓｅｒａｃｔ算法的对比如图１０所示，在

时，训练次数与错误识别率的变化如图９所示。

训练时间上的对比情况如表１所示。
可以看出，在保证准确率的情况下，深信度网
络在所消耗的训练时间比神经网络少的多，与神经
网络算法和Ｔｅｓｓｅｒａｃｔ算法相比，深信度网络算法的车
牌汉字的准确率要高得多。
深度学习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开始逐渐展
开，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智能家居，智能交通
等的发展也跟上了脚步。随着车牌识别技术的逐渐
发展，为今后的车辆跟踪，交通监控等领域的应用
做好了铺垫。

图９ 错误识别率随着训练次数增加的的变化情况

４． 总结
对于迎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交通领域作为大
数据的基础部分，与其相关的大数据技术的研究成
为重中之重。本研究分析了一些特征提取算法的优
缺点，用ＲＢＭ构建了一个ＤＢＮ算法，通过车牌汉字
识别方面的应用，验证了所提出算法的准确率可达
９９．４４％。比传统神经网络算法的准确率高得多，而
且训练复杂度也大幅降低。
虽然本研究提出的深信度网络车牌字符识别方
图１０ ＤＢＮ，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ｅｓｓｅｒａｃｔ三种算法准确率
比较

法有较高的识别率，但仅限于ＰＣ机上的实验，对于

表１ 各种算法在训练时间上的对比情况

植到树莓派等小型处理机上。下一步工作将继续改

算法

神经网络

深信度网络

Ｔｅｓｓｅｒａｃｔ

训练时间（ｍｉｎ）

３．３６

２．０９

２．４８

车牌汉字这类少量种类的训练，完全可以将算法移
进算法，使算法准确率得到进一步提升的同时，加
快训练速度和识别速度，这样有助于将算法移值到
便捷式终端，使得智能车库，智能交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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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集锦
Ｔｏｐ５００出炉：ＩＢＭ Ｓｕｍｍｉｔ和Ｓｉｅｒｒａ超级计算机夺得榜首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发布的Ｔｏｐ５００榜单显示，曾经在６月首

排名第一。

次获得第一名的美国能源部Ｓｕｍｍｉｔ超级计算机，再次位

超级计算机通常用于研究目的，包括核弹虚拟测

列第一巩固了领先优势。这台超级计算机最近升级之后

试、了解宇宙的形成、预测气候变化、飞机空气动力学

的性能得分达到１４３．５ｐｅｔａｆｌｏｐｓ，之前为１２２．３ｐｅｔａｆｌｏｐｓ。

建模等任务。

在全球超级计算机排行榜上，美国目前有两台超级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所拥有的Ｓｕｍｍｉｔ专为高能物理

计算机领跑，位列第一和第二的分别是ＩＢＭ打造的两套

和材料发现等人工智能工作负载设计。该实验室称，在

系统。

某些情况下Ｓｕｍｍｉｔ每秒可执行超过３０亿次的计算。

最新发布的Ｔｏｐ５００榜单显示，曾经在６月首次获得
第一名的美国能源部Ｓｕｍｍｉｔ超级计算机，再次位列第一

Ｓｉｅｒｒａ则是由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局和劳伦斯利
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共同运营的。

巩固了领先优势。这台超级计算机最近升级之后的性能
得分达到１４３．５ｐｅｔａｆｌｏｐｓ，之前为１２２．３ｐｅｔａｆｌｏｐｓ。
Ｔｏｐ５００出炉：ＩＢＭ Ｓｕｍｍｉｔ和Ｓｉｅｒｒａ超级计算机夺得
榜首

两台超级计算机均由ＩＢＭ
Ｖ１００

Ｐｏｗｅｒ９

ＣＰＵ和Ｎｖｉｄｉａ

ＧＰＵ的组合提供动力，是非常庞大的，由很多冰

箱大小的电脑机柜组成。Ｓｕｍｍｉｔ拥有２４０万个处理器核
心，而Ｓｉｅｒｒａ拥有１６０万个核心。

与此同时，Ｓｕｍｍｉｔ的姊妹超级计算机Ｓｉｅｒｒａ成为新

Ｔｏｐ５００的第三名和第四名均来自中国。“太湖之

晋第二名，在升级后取代了中国的“神威太湖一号”

光”（ＴａｉｈｕＬｉｇｈｔ）超级计算机以９３ｐｅｔａｆｌｏｐｓ的表现滑

（Ｓｕｎｗａｙ ＴａｉｈｕＬｉｇｈｔ），性能得分为９４．６ｐｅｔａｆｌｏｐｓ。

落至第三位，而天河２Ａ则以６１．４ ｐｅｔａｆｌｏｐｓ的成绩获得第

Ｔｏｐ５００榜单采用Ｌｉｎｐａｃｋ数学测试来评估计算机执
行计算的速度。Ｓｕｍｍｉｔ超级计算机的处理能力相当于世
界上每个人每秒执行１９００万次计算，这一壮举可以说是
令人印象深刻。
另外还采用了另一个名为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ｎ－
ｊｕｇａｔ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的测试，在这项测试中Ｓｕｍｍｉｔ和Ｓｉｅｒｒａ也

四。排名第五位的是用于瑞士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的Ｐｉｚ
Ｄａｉｎｔ，性能得分为２１．２ ｐｅｔａｆｌｏｐｓ。
中国打造的超级计算机仍然在整体排名中占据主导
地位，前５００名中有２２７套来自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只
有１０９套，历史新低。
（陈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