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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格布是以中碱或无碱玻纤维纱织造,经耐碱高分子乳液涂覆的玻璃纤维。网格布的应用范围
广泛,其应用主要与广告行业挂钩,比如高楼墙体的广告宣传等,都可以看到网格布的应用效果。但也因
为网格布本身特点,断裂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需要对网格布进行断裂缺陷检测。本文从网格布部分断裂
和完全断裂两种缺陷入手,进行针对性算法设计,希望可以为网格布断裂缺陷的更好检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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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Method of Fiberglass Mesh Fracture De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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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berglass mesh is made of alkali or alkali free fiberglass and coated with alkali resistant polymer
emulsion. Fiberglass mesh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and its application is mainly linked to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such as the advertising of high-rise walls. You can se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fiberglass mesh.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berglass mesh itself, fracture occurs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requires the
detection of fracture defects of the fiberglass mesh.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two defects of fiberglass mesh
partial fracture and complete fracture, and designs the targeted algorithm,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better detection of fiberglass mesh fracture de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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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布的应用范围日渐广泛,并在应
用中展现其重要作用和价值。而在网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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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如上几个步骤的检测识别,能
够就网格布的主要缺陷予以分析,具体
如图1所示：

图1

部分断裂和完全断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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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图像滤波
图像采样过程中,因为周围环境不
同,所产生的噪声不同,这都会对图像采
样产生影响,容易造成图像不清晰。为了

其中,

,

代表原始像素点的

灰度值, g(i, j) 代表阙值分割后像素

保证图像采样的清晰度,需要就采集到的
原始图像进行滤波操作。频率域滤波和空

引入频域空间,计算复杂性较高,操作具
有难度,而空间域滤波则无需此种操作,
仅需要一模板进行内部像素处理即可,计
算量小,操作简单,是应该重滤波更具可
操作性。均值滤波和中值滤波在空间滤
波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其中均值滤波是
对像素点平均值进行的计算,相比较中
值滤波更为简单易操作,计算公式为：

g i,j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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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阙值设定的灰度值。
通过阙值的选定让目标和背景方差
最大,这也能够选定最适合阙值。
2.3 Blob分析
依照阙值分割法的应用,能够得到
具有相同属性的区域,这样便能够对网
格布的断裂缺陷予以清晰分析及精准识
别。为了保证网格布断裂检测的准确性,
还需要借助Blob分析法就多个独立区域
进行逐点分析,提取连通域标记和特征。
且像素点位置关系与某一区域规则相同

代表原始像素点的

的位置关系,一般使用的是4-邻域、8邻域。本实验采用8-邻域分析法对阙值

灰度值,

g(i, j)则代表均值滤波后像素点

的灰度值,则代表窗口内像素点的数量。
因为考虑到中值滤波为非线性滤波
器,是对窗口内遍历图像的使用,就窗口
内像素点的灰度值进行排序,将中间灰
度值赋予目标点,更为适用于椒盐噪声,
因此在本网格布断裂缺陷检测试验中采
用3*3的滤波模板对采集到的网格布原
始图像进行中值滤波操作。
2.2阙值分析
图像采集完成之后,需要将图像分为
目标和背景两部分,为了更好对图像进行
分割,可以采用阙值分割方法。该种分割
方法将图像中的每个像素点与一给定的
阙值进行比较,将比较结果依照“像素点
小于该值的点”和“像素点大于该值的点”
进行不同类别分类,并进行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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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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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交点生成圆形区域会包含4个独立
的连通区域,如果网格完全断裂则其结
通区域。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进行网格布的缺

代表小于阙值设定的灰度值, 1 代表不

图像的连通域指的是同一像素值并
其中,

区域予以提取,并进行分析。合格产品

构不完整,仅可能包含3个或者更少连
点的灰度值,T代表所选取的阙值, 0

间域滤波是图像滤波中的两种主要手段,
频率域滤波因为涉及到图像转换,将图像

予以准确获取,便于就网格之间的交点

分割后的图像进行处理,结合实验过程
来看,处理后的图像,一些连通区域并不
满足缺陷值特征,这就需要进入到下一
步骤,即特征提取的方式进行进一步的
优化。其中,通过网格的面积参数应用,
将其与高低阙值进行比较,则能够较为
容易筛选出目标区域。
2.4凸包检测
凸包检测主要是借助二维图像,就
凸包进行检测,凸包指的是最外层的点
连接之后所形成的凸起多边形,它包含
了所集中的所有点。就图像进行阙值分
割之后,对连通区域进行凸包检测,这样
可以得到内容不同的凸包,如果网格部
分断裂,则会在图像中呈现凸包。通过凸
包检测方式能够判断网格布是否断裂,
能够达到更为精准的检测效果。
2.5骨架提取
骨架是对模型几何形态的一种拓扑
描述,由中心点元素组成,通过网格进行

陷识别,并能够达到较为准确的识别效
果,这样所进行的断裂检测更具准确性
和精准性。

3 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传统的通
过人工方式进行网格布断裂检测方式已
经难以更好满足网格布断裂缺陷检测需
要,借助机器视觉技术就网格布的断裂
缺陷情况予以检测分析,不仅能够最大
程度降低网格布断裂缺陷检测的高强度
工作,而且能够提升网格布断裂缺陷检
测的准确性。结合前述实验方法,相关统
计说明,能够达到网格布断裂缺陷检测
正检率97%以上,并能够满足网格布断裂
检测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企业成本的降
低,在应用中具有可操作性,可以普遍适
用于网格布断裂缺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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