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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
的
FPGA 纸病检测系统
赵睿轩 周

强 王思琦

（陕西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陕西西安，710021）
摘

要：针对纸病检测系统普遍存在的快速性与实时性均较差问题，借鉴人眼视觉中“选择性注意”机制，提出了采用“选择性缓存

处理”方法快速提取与检测纸病。系统采用“CCD + FPGA”的模式，利用 FPGA 流水线并行处理特性对线阵 CCD 采集到的图像数据
流进行预处理与特征提取，并同时缓存纸病区域图像。由于整个处理过程为流水线式并行处理，且仅缓存纸病区域图像，因此极大地
提高了纸病提取检测的速度并节约大量的存储空间。结果表明，该方法硬件资源占用率极小，且能快速、准确地提取纸病信息，具有
很强的灵活性与实时性，可以满足高速纸机实时检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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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纸张生产过程中，由于设备故障、生产原料污
染、人工操作不当等原因，会产生一些影响纸张正常

CPU） 在图像采集、预处理和纸病辨识的整个过程中
越来越难以满足系统数据处理的实时性要求 ［5］。如何

使用的缺陷，统称为纸病。纸病的存在不仅影响纸张

提高海量数据下的数字图像的处理速度一直是一个难

的外观，而且会影响纸张的一些物理指标，严重时会

题 ［6］。研究发现，使用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 （Field

使纸张成为废品。而且，纸病的周期性出现预示着造
纸设备很可能出现了故障，需要及时检修设备；所
以，对纸病进行检测十分必要。随着造纸技术自动化
的提高，纸机车速越来越快，传统的人工纸病检测方
法已难以满足工业生产需求。而机器视觉技术随着不
断的发展现已趋于成熟，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

，在

［1］

纸病检测领域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检测的控制处理核心更为合适 ［7-9］。相比于传统的
CPU 与 GPU 等图像处理器件，FPGA 由于其结构特
点，在图像处理方面具有速度上的优势 ［10-11］。

许多学者对使用 FPGA 进行纸病检测进行了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党宏社等 ［8］ 使用 FPGA 将含有

纸病缺陷的帧图像上传至计算机，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传统的基于机器视觉的纸病检测系统主要以电耦

合器件“（Charge Coupled Device，CCD） + 个人电脑

（Personal Computer，PC） ”结构模式为主

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 代替 PC 机作为纸病

，并常

［2-4］

常 使 用 数 字 信 号 处 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 DSP）
或图形处理器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GPU） 进行

计算机的工作量。汤伟等 ［9］ 使用 FPGA 对采集到的纸
病图像进行滤波去噪、边缘检测与质心定位，完成对

纸病图像的预处理。刘勇等 ［12］ 提出使用包围盒分割
纸病区域，但仅适用于单一纸病缺陷的情况。王伟刚
等 ［5］ 提出使用分块包围盒分割多纸病区域，但需多

加速，但都局限于使用计算机作为控制和处理数据核

次存储图像才能完成处理。以上方法虽然对算法有局

心。而随着纸机车速的提高、纸幅的加宽以及对纸病

部改进，但并没有改变以帧图像为固定单元进行处理

辨识精度要求的提高，CCD 相机采集到的海量图像数

的模式，都需要先缓存整幅图像，后进行图像处理。

据，给系统的处理速度带来了巨大冲击。以串行方式

此类方法不但在处理过程中需多次对帧图像进行缓

工 作 的 计 算 机 中 央 处 理 器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存，才能输出纸病区域图像，而且在遇到两帧图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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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纸病检测系统硬件结构图

Fig. 1 Hardware structure diagram of paper defect detection system

界处存在纸病缺陷等复杂情况时，还需进一步处理。
缓存完整的帧图像再处理的方式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无法满足实时硬件数据流的处理要求。
针对以上缺陷提取算法的不足，本课题提出了一
种基于“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的算法。该算法利用
“仅缓存纸病行图像并处理”的思想，在图像预处理
的同时标记含有纸病缺陷的行图像，并进行特征提取
等步骤。由于纸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纸病区域面积仅
占整个纸张面积的万分之一左右，因此，仅对纸病区
域进行缓存处理能大大减少系统的数据处理量，且流
水线处理模式无需打断连续的数据流，可以在很大程

Memory，SDRAM） 控制模块、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 分类器模块与视频图形阵列

（Video Graphics Array，VGA）显示控制模块组成，配合

图像采集模块完成对纸病图像的采集处理与分类辨识。
1. 2 FPGA 工作模式的优化
1. 2. 1

传统状态机模式处理图像的不足

目前，传统的 FPGA 图像处理模式为先缓存整幅

图像，再使用状态机分步处理图像。如图 2 所示，若
一幅纸病图像需要滤波等 7 个步骤进行处理，则 FP⁃

GA 对应搭建 7 个硬件逻辑块分步处理，只有状态机
跳到相应的状态，对应的硬件逻辑块才开始工作。

度上提高处理速度。
“CCD+FPGA”模式通过引入选择性缓存处理机

制并结合 FPGA 并行流水线的优势，可从根本上解决
纸病检测系统海量数据的实时性处理问题。

图 2 FPGA 状态机模式

1 CCD+FPGA硬件结构框架及FPGA工作模式的优化
1. 1 “CCD+FPGA”
纸病检测系统硬件框架介绍
纸张表面质量检测的硬件系统主要由光源、图像

采集模块、FPGA 处理系统以及显示器 4 部分组成，
其结构如图 1 所示。

其中，系统光源为背光源，可以使待检测纸张的

缺陷信息轮廓清晰可见。图像采集模块包括 CCD 线阵

1. 2. 2

Fig. 2 FPGA state machine mode

并行流水线模式处理图像的优势

FPGA 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拥有并行流水线，无需缓

存整幅图像即可直接对数据流进行流水线处理。如图 3
所示，FPGA并行流水线模式同样为7个步骤，FPGA搭

建 7 级流水线模块，同一时刻不同功能模块同时在工
作，图片数据流经多级处理完成。并行流水线大大提高

相机与编码器，线阵相机可以较好地拍摄到纸张在运

了FPGA硬件模块的使用效率，也提高了处理速度。

行时的图像；编码器用来实时检测纸张运行速度、控

1. 2. 3

FPGA 处理系统主要由工业相机控制模块、低电压分

机 存 取 存 储 器 （Shift Random Access Memory， Shift

处理模块、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控制模块、同步动态

行图像，与当前输入行数据组成 3 行，即可得到 3 × 3

制 CCD 线阵相机行频，实现图像数据的同步采集；
差信号-晶体管罗辑 （LVDS-TTL） 电平转换模块、预
随 机 存 储 器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流水线处理模板的实现

本系统生成 3×3 流水线处理模板需要利用移位随

RAM） 来完成。如图 4 所示，先使用 Shift RAM 缓存 2
模板。本系统使用行像素为 2048 的 8 位 CCD 相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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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FPGA 并行流水线模式

Fig. 3 FPGA parallel pipeline mode

图 4 Shift RAM 缓存 3 × 3 矩阵示意图

Fig. 4 Shift RAM buffer 3 × 3 matrix diagram

所需的 Shift RAM 深度为 2048，数据宽度为 8 bit。
2

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研究

2. 1 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算法思想
传统的纸病检测系统都是针对一幅完整的图像进

行包围盒分割或阈值分割等方法处理的 ［16］，如图 6

高速、高清的工业相机采集到的数据量过大所导

（a）所示，若纸病区域存在于两帧图像交界处，还需

致的检测系统速度较低，是当前纸病检测系统研究所

进一步处理。而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与传统方法最大

遇到的瓶颈问题。为了突破由于待处理图像数据量过

的区别就是无需缓存整幅图像再按帧进行处理，而是

大所导致的检测速度慢的障碍，需通过算法以减少待

直接在流水线上对行数据进行预处理、标记与检测，

处理图像的数据量。值得借鉴的是，人眼每秒钟所摄

并仅缓存含纸病标记的行图像数据进行后续辨识，如

则只有几百 bit 的量级。这样的量级差使得输入量与

理的数据量，减少 SDRAM 的使用，并大大缩短数据

入的场景信息约为 40~50 M，而人脑可以处理的信息
处理量不对等，所以产生了选择注意机制：人脑仅对

最感兴趣的“视点”区域进行记忆处理，而不会去记
忆“余光”区域

图 6（b）所示。该机制能极大地减少 FPGA 所需缓存处
读写延迟，从而提高运行速度。

2. 2 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算法原理

。参考人眼视觉中的选择注意机

选择性缓存机制是以行像素为基本处理单元，在

制，只关注含有纸病区域的部分，而无需注意大量的

流水线上逐个像素地对每行数据进行检测。首先使用

［13-15］

正常纸张区域，因此，本研究提出了“选择性缓存处
理”机制。该机制可大量减少待处理图像数据量，从
而提高纸病在线辨识的速度，以解决目前纸病检测技
术中的瓶颈问题。如图 5 所示，传统方法处理模式需
要缓存整幅图像，并对整幅图像进行特征值提取，待

处理数据量巨大。而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仅仅缓存极
少部分的纸病图像，并进行特征值提取，极大地减少
了待处理的图像数据量。

Shift RAM 缓存一行像素，若发现像素点存在疑似纸
病特征标记，则将整行图像缓存入 SDRAM，拉高标

志位并记录更新特征量及位置坐标。直到连续几行未
检出疑似纸病特征标记则结束缓存，复位标志位并将

提取到的纸病特征送入 SVM 分类器中进行分类辨识。
选择性缓存机制的处理过程如图 7 所示。
2. 2. 1

纸病特征标记与检测

在一幅图像中，设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 P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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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传统方法（a）与选择性缓存机制（b）处理数据量比较

Comparison of data processing capacity between traditional methods (a) and selective buffer mechanism (b)

2. 2. 2

纸病区域选择性缓存

设纸病区域标志位为 start_f，一行纸病中存在疑
似纸病标记的像素点集记为 C y，则若某一行中存在像

素 被 标 记 ， 即 C y ∉ ∅， 则 拉 高 纸 病 区 域 标 志 位
start_f，代表已检测到纸病区域上沿，开始缓存。若

连续几行未检测到疑似纸病特征标记，即 C y ∈ ∅，则

将标志位 start_f 复位，代表纸病区域已结束。纸病区
域上下沿标记如式（2）所示。

{

2'b11

图6

Fig. 6

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与传统方法对比

Comparison between selective buffer processing
mechanism and traditional methods

Cy ∉ ∅

start_f = start_f - 1 C y ∈ ∅ and start_f > 2'b00

2'b00
others
（2）
当纸病区域标志位被拉高，则开始向 SDRAM 中

缓存图像，直到纸病区域标志位复位则结束缓存。此

时，SDRAM 中已缓存仅含纸病区域行图像，如图 8
所示。

Fig. 7

图 7 选择性缓存机制处理过程

Process of selective buffer processing mechanism

［7，0］，其中 x 代表该像素点在行中的位置，y 代表该
像素点所在的行数，灰度值为８位。以 flag_P x.y 为每
个像素 P x，y 的特征标记。设正常纸张的灰度均值为
gray_mean，其中 gray_mean ∈ (8'h00，8'hff )。以 gray_
mean为基准，认为以 δ 为半径的邻域内是正常纸张灰
度。像素点特征标记公式见式（1）。
flag_P x，y =
ì2'b00 P x，y ∈ ( gray_mean - δ，gray_mean + δ ]
ï
ï2'b01 P x，y ∈ (8'h00，gray_mean - δ ]
í
ï2'b10 P x，y ∈ ( gray_mean + δ，8'hff ]
ï2'b11 P = 8'h00
（1）
x，y
î

图8

Fig. 8

缓存纸病区域行图像

Line image of paper defect area

设每行图像中纸病缺陷的左右边界分别为 x min，y 与

x max，y，则每行纸病缺陷的左右边界可由式（3）求得。

{

x min，y = min {x | P ( x，y ) ∈ C y}

x max，y = max {x | P ( x，y ) ∈ C y}

（3）

设整个纸病区域图像左右边界为 x min 与 x max，则纸

病区域的左右边界可由式（4）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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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min = min {x min，y，x min}

（4）

x max = max {x max，y，x max}

确定纸病区域边界后，SDRAM 中缓存仅含纸病

区域图像，如图 9 所示。

图9

SDRAM 中缓存的纸病区域

Fig. 9 The paper defect area in SDRAM

缓存完成仅含纸病区域图像的同时，纸病特征量
也实时更新完成，之后将记录的纸病特征量与纸病坐
标发送至 SVM 分类器中进行辨识，对 SDRAM 中缓存

的纸病图像进行分类。分类完成后，将分类结果与纸
病区域图像一同发送至上位机。
3

Fig. 10

纸病检测算法流程
纸病检测算法流程如图 10 所示，主要包括图像

预处理、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分类辨识 3 个部分。
3. 1 图像预处理

为消除图像中的噪声，本系统首先使用中值滤波

图 10

纸病检测算法流程图

Flow chart of paper defect detection algorithm

未标记，则认为缓存完成一幅纸病行图像。
3. 3 纸病特征的选择与分类
常见的纸张缺陷包括黑斑、裂口、划痕、孔洞、
边裂等。其中，依照形态特征可区分出条状缺陷与块

消噪，其次使用 Sober 算法提取纸病边缘，再使用腐

状缺陷，结合位置与灰度特征即可将以上 5 种纸病区

度图像叠加得到去噪增强的灰度图像，则可以获得无

本课题采集大量的纸病缺陷并对其进行特征提

蚀膨胀算法滤除孤立边缘噪点；最后将边缘信息与灰
噪声的纸病边缘与纸病灰度图像信息，以供后续辨识
处理。图像预处理流水线如图 11 所示。

分，如图 12 所示。

取，结合特征量计算难度与区分度的考虑，最终选取
周长 （T）、面积 （A）、周长的平方与面积比 （E）、

3. 2 选择性缓存处理

在纸张行图像预处理及边缘标记之后，选择性缓
存处理机制会根据行像素中是否存在标记点作为缓存
并处理该行图像或仅更新灰度的基准。若该行像素存
在标记，则将该行图像缓存至 SDRAM 中，并记录该

灰度均值 （m） 作为特征参数。表 1 列出了 5 种常见
外观纸病的特征值。

其中，周长与面积像素点个数直接在流水线上进

行标记与统计。通过 Sober 算法标记边界，边界像素

点的数量记为周长；通过动态双阈值标记纸病部分，

行像素各特征量；若该行像素不存在标记，则仅计算

标记部分记为面积。通过计算 E 可以区分纸病的形态

平均灰度，更新灰度基准，不缓存图像。当连续多行

特征，再结合灰度均值进行纸病分类。纸张表面缺陷

图 11 图像预处理流水线

Fig. 11

Image preprocessing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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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FPGA 片内资源占用情况
Table 2 FPGA on chip resource usage

Fig. 12

图 12

常见的纸病类型

Common types of paper defects

paper defects
特征值

T

A

E

m

黑斑

408

3201

52

54

1038

2490

846

1878

划痕
孔洞
边裂

189

930

178

244

1020

35

250

432
381

占比/%

1996

13

61968

12

占用内存/bit

Table 1 Eigenvalues of five common appearance

408

占用数量

引脚占用个数

表 1 5 种常见外观纸病的特征值

裂口

资源名称
逻辑资源个数

79

205

特征量提取完成后，使用 SVM 分类器对缺陷进行分
类和识别。

111

张纸幅的测试结果，如图 13 所示。

67

图 13（a）~图 13（c）显示了具有不同复杂程度纸张

缺陷的纸幅原始图像。图 13（d）~图 13（f）分别为选择

性缓存处理机制缓存至 SDRAM 中的纸病区域行图像。
缓存的疑似纸病行图像经流水线识别定位处理

后，提取纸病区域与纸病特征量，将纸病特征量送入
SVM 分类器中进一步分类，分类完成后，将分类结果
与对应的纸病区域图像反馈回上位机 （见图 14）。

实验表明，纸幅上纸张缺陷的大小、形状以及位

置并不会影响算法的执行效率和精准度，常见的纸张

4 实验验证

缺陷如黑斑、划痕、孔洞、边裂可以被准确地提取并
分类。由于该方法将边缘检测后的二值图像与滤波后

4. 1 实验条件

本系统开发平台为 Quartus II 13. 1，FPGA 运行主

频为 100 MHz，CCD 相机实时输出像素时钟为 40 MHz，
一行为 2048 个像素点。设计工程采用模块化设计。
对项目编译布局布线后，FPGA 片内资源占用情况如
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该系统所占用的 FPGA 硬件
资源极少，有效地减少了硬件成本。
4. 2 实验过程
为了验证本算法的实验处理效果，选取行像素尺

寸为 2048 且具有不同大小、形状以及位置纸张缺陷

的多张纸幅进行了测试。使用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进
行纸病提取与检测，由于篇幅所限，仅给出了其中 3

Fig. 13

图 13

的灰度图像相叠加，因此在预处理中已经被边缘检测
标记出的纸病缺陷均可以被完整地提取出来。
4. 3 实验结果
本课题所提方法 （基于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的

CCD+FPGA 模式） 及其他模式的处理效果对比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在检出率与辨识准确率与其他模
式大体相同的情况下，CCD+FPGA 模式的处理速度比

“CCD+PC” 模 式 快 了 300 倍 ， 比 “CCD+FPGA+PC”
模式快了约 2.5 倍；而 SDRAM 占用相比于“CCD+PC”
和“CCD+FPGA+PC”模式分别减少了 3/4 和 2/3。由

此可知，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可以在保证检测精度的
同时大幅提高检测速度，减少存储器资源占用。

纸张选择性缓存处理区域数据与原数据对比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ata of paper selective buffer processing area and the origin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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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CCD+FPGA 模式所提取的纸病缺陷

表3

Fig. 14

Paper defects extracted by CCD + FPGA mode

CCD+FPGA 模式与其他模式处理效果对比

Table 3

between CCD+FPGA mode and other modes
结构模式

辨识准确

处理时间

率/%

/ms

CCD+PC

100

98

CCD+FPGA

100

99

CCD+FPGA+PC

5

检出率/%

100

98

SDRAM
占用/M

63

200

0.21

50

0.52

ous detection of multi-class geospatial targets based on visual salien⁃
cy modeling and discriminative learning of sparse coding［J］. ISPRS

Comparison of the treatment effect

150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2014，89：37-48.

［2］ 王亚波，周

强，王伟刚，等 . 基于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的

纸病二次辨识［J］. 中国造纸，2017，36（12）：56-62.

WANG Y B，ZHOU Q，WANG W G，et al. The Secondary Identifi⁃
cation of Paper Defects Based on Adaptive Neural-fuzzy Inference
System［J］. China Pulp & Paper，2017，36（12）：56-62.

［3］ 周

强，陈

颖，沈天宇，等 . 基于机器视觉的纸病检测系统发

展综述［J］. 中国造纸，2016，35（5）：72-79.

结 语
本课题提出了一种基于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的现

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 （FPGA） 纸病检测系统，该机
制参考人眼视觉中存在选择性注意机制的特点，并结

合 FPGA 的流水线并行优点，提出了一种无需缓存全

部图像而直接在图片数据流上使用流水线模式进行纸
病预处理、检测与辨识的方案。
选择性缓存机制解决了传统方法需要缓存整张图
片再作处理的局限，极大地节约了存储器资源与存入
读取的时间消耗，可以更加快速地实现纸病的提取。
该方案具有处理速度快、算法效率高、占用资源少、
适应能力强等优点，在现场实时性较强的应用中优势
尤为明显，十分适合用于现代化高速纸机上的纸病缺
陷检测。
基于流水线并行的选择性缓存处理机制不仅可用
于纸病检测系统，因该机制检测速度快且占用资源
少，所以也尤其适用于其他高速图像数据流的目标检
测场合，如织物瑕疵检测等，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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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 Paper Defect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Selective Buffer Processing Mechanism"
ZHAO Ruixuan* ZHOU Qiang WANG Siqi
（College of Electrical & Control Engineering，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Shaanxi Province，710021）
（*E-mail：709679542@163. com）

Abstract：Aiming at the lack of rapidity and real-time in the paper defect detection system，referring to the "selective attention" mechanism

in human vision，a "selective buffer processing" method was proposed for the rapid extraction and detection of paper defect. The system ad⁃
opted the hardware mode of "CCD + FPGA" and utilized the parallel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of FPGA pipeline to preprocess and extract the

image data stream collected by linear array CCD，and cache the paper defect area images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the entire processing pro⁃
cess was pipelined and parallel processing，and only the paper defect area images were cached，the speed of paper defect extraction and de⁃
tection was greatly improved and a large amount of storage space was sav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method had a very

small hardware resource occupancy rate and could quickly and accurately extract paper defect information. It had strong flexibility and realtime performance and c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speed paper machine with real-time detection.

Keywords：paper defect detection；FPGA；selective cache processing mechanism；pipelin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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