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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一年，我收获良多，学习了代码书写、管理的规范性，学习多人协作开发，并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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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视障人士设计的可穿戴辅助设备中，纸币识别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能。根据文献调

研，传统的纸币识别方法多应用于金融服务系统，识别场景固定、背景单一、光照无明显

变化，少数应用于视障人士领域的方案均采用 RGB 相机，实时性较差，无法满足视障人

士纸币识别的实际应用。 

本文提出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测试者只需在可穿戴样机前面放置一张纸币，样机

可立即准确识别面值并反馈结果。该方法首先通过 RGB-D 相机获取深度不超过 0.8 米手

臂长度范围的近距离场景，通过 Haar 特征和 Adaboost 算法训练获得的分类器检测近距离

场景中的疑似纸币区域；将这些区域的 SURF 特征点与标准纸币区域的 SURF 特征点匹

配，匹配过程采用优化算法，可以筛选出高质量匹配点对，匹配点对数量的极大值对应的

面值即为纸币识别的结果；最后，将结果通过声音传递给测试者。同时，为形成完整的纸

币识别系统，结合视频流的输入，加入帧间差分检测、深度填充比判断、多帧累计结果输

出，提高算法的实时性与稳定性。 

该方法使用 RGB-D 相机，结合机器学习和 SURF 的改进算法，使最终的纸币识别继

承了 SURF 算法的尺寸不变性和旋转不变性的优点，并且可以在图像有缩放、旋转、部分

遮挡、光照变化、方向颠倒、运动模糊、背景杂乱和多张纸币时均可以得到正确的检测结

果，具有良好的鲁棒性；同时，使用机器学习大图像粗定位，SURF 特征小区域精匹配，

兼顾了实时性，可应用于视障人士的实时纸币识别。 

 

关键词：纸币识别，视障人士，RGB-D 相机，机器学习，SURF 特征，匹配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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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nknote identification is an essential functionality of wearable assistive devices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the traditional banknote recognition methods are 

mostly applied to the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with regular scene, single background and fixed 

light source. A few of the methods involved in the field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however, using 

RGB cameras, has poor real-time performance which cannot meet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banknote identification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In our paper, an effective method is proposed to generate accurate denomination and the 

result will be broadcasted to testers instantly when a banknote is held in front of a wearable 

prototype. Firstly, close-range scenes within the length of an arm estimated 0.8m are extracted 

through the depth filtration with an RGB-D sensor. Potential banknote areas are determined 

through the classifier obtained from Haar features and Adaboost algorithm. Descriptors of these 

areas are matched with descriptors of standard regions prepared using speeded-up robust features 

(SURF), which is modified to achieve matching points with high quality. The denomination with 

maximum matching numbers is the recognized result and finally is reported to the visually 

impaired. Simultaneously, to complete an overall banknote recognition system and improve the 

real-time and stability of the algorithm, measures like frame differential detection, depth filling 

ratio judgment and multiple frame cumulation are applied to deal with the input of video stream. 

The approach combines RGB-D sensor, machine learning and modified SURF, making the 

final recognition inherit the advantage of size invariance and rotation invariance from SURF and 

robust with a wide variety conditions including scaling, rotation, partial occlusion, illumination 

change, direction reversion, motion blur, cluttered background and multiple banknotes detection. 

At the same time, rough banknote localization with machine learning and precise recognition with 

modified SURF matching, endows our method capabilities in real-time banknotes recognition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keywords: banknote identification, visually impaired, RGB-D sensor, machine learning, 

speeded-up robust features, modified SURF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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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海伦凯勒讲

述了在黑暗中探索爱与希望，让读者了解到盲人坚强、积极的内心世界。本章，将会介绍

盲人真实的生存现状，引入他们对辅具功能的需求——纸币识别，进而提出本论文的课题

目标与要求。 

1.1 视障人士现状 

根据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 2017 年更新的全球视力障碍人

数调查[1]显示，全球失明人数达到 3600 万，另有低视力人数 2.17 亿，预计 2020 年失明人

数为 3850 万，2050 年将高达 1.15 亿。其中，按照往年的数据分析[2]，中国失明人数约占

20%，低视力人数约占 25%，每年新增 45 万失明人士，也就是说每分钟会出现一个新的

盲人。 

2017 年 10 月 12 日，是世界视觉日也称世界爱眼日。世界视觉日在每年 10 月的第二

个星期四举行，是世界卫生组织倡导全球健康护眼，提高公众对失明和视力障碍的认知，

教育公众防盲的日子。从全球来看，屈光不正和白内障是导致视力残疾的主要原因。视力

残疾分为盲与低视力两类。 

盲，即视力残疾程度严重，狭义是指全无光感，广义指失去辨别周围环境的能力。盲

可以分为一级盲和二级盲，其中最佳矫正视力低于 0.02 或视野半径小于 5 度为一级盲，

最佳矫正视力等于或优于 0.02 而低于 0.05 或视野半径小于 10 度为二级盲[3]。盲又可以分

为先天盲和后天盲，先天盲指出生时或出生后短时间内失去视力，后天盲指出生时视力是

正常的，后来因急病、意外伤害等导致的失明，后天盲相对于先天盲的出行和社交能力更

强一些。 

低视力，有微弱光感，无法通过外力改善视功能障碍，也分为一级低视力和二级低视

力，一级低视力指最佳矫正视力等于或优于 0.05 而低于 0.1，二级低视力指最佳矫正视力

等于或优于 0.1 而低于 0.3[3]。 

最佳矫正视力是指以适当镜片矫正所能达到的最好视力，或以针孔镜所测得的视力。

盲或低视力均指双眼而言，若双眼视力不同，则以视力较好的单眼为准。 

既然有如此庞大的视障人士基数，为何在生活当中却很少看到他们出行呢？相比于听

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视力残疾更大程度上限制了该群体的出行能力与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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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大部分城市的盲道设施被非机动车侵占，斜拉电线、路面坑洼、隔离带时时刻刻威胁

着盲人的出行，当前的社会现状对盲人十分不友好。 

1.2 盲人视觉辅具的发展 

2017 年 12 月 2 日，中国深圳智能驾驶公交搭载了“阿尔法巴智能驾驶公交系统”，在

福田保税区首发试运行，成为全球首次在开放道路上运行的智能驾驶公交。2017 年 12 月

4 日，京东董事局主席兼执行官刘强东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宣称将在四川省建立

185 个无人机机场，形成智能物流运输网。我们不断地享受着新科技带来的便利，感叹着

时代的进步与科技的力量，然而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么一大群人只能在家里默默地听着高科

技，他们连走出家门都需要莫大的勇气、面临着各种挑战。可是，新科技从发展至今，鲜

少被应用到盲人视觉辅助领域，为盲人这个弱势群体带来福音。中国盲人协会网站上[4]列

举的盲人辅具最近更新日期是 2014 年 5 月，且辅具皆是一些改良的盲杖、盲人语音手机、

语音辅助播报系统、辅助低视力的小型放大识别系统等。截止到 2016 年底，忽略简单的

基于盲杖单调方式改良的辅助器具，中国市面上并没有一款专为视障人士设计的智能辅助

产品。截止到 2017 年年底，杭州视氪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肇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推

出了视氪眼镜[5]和天使眼两款侧重点不同的盲人智能辅助眼镜，前者主要解决盲人出行过

程中的从 A 点到 B 点的问题并且基于该场景研发了导航 APP，后者侧重于基于机器学习

的物体识别。这一步大的跨越表明了社会已逐渐将目光转向了特殊群体，并致力于用科技

力量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人人平等的观念。 

盲人辅具最常见的形式就是盲杖。盲杖携带便捷，使用方法简单，学习成本低，是当

前盲人出行所依赖的大众辅具。然而，盲杖是单点接触式的地面障碍物探测，在横扫前方

地面时，总是忽略地面上小面积的异常状况，且探测效率低，所以盲人使用盲杖的习惯多

为敲打式，通过地面反射回来的声音判断地面障碍物的分布；且使用盲杖无法探测空中障

碍物，而让盲人最为恐惧和担心的正是空中障碍物，比如伸出的树枝、斜拉的电线、半高

的晾衣绳、一楼墙壁的挂机，都是盲人拒绝出行的重要理由。同时，盲杖是盲人的标志，

看到盲杖，就会被动添上盲人的标签。 

盲人辅具中成本最高的当属导盲犬了，导盲犬训练不仅周期长（长达 18 个月），专业

性强（需要专人对其训练）且费用高昂（15-20 万元），目前我国仅有大连和上海两家导盲

犬培训基地[6]，大连在训犬 54 只，上海在训犬不到 20 只，数量稀少，申请困难，且导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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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在很多公共场合被禁止出入。这些因素都导致导盲犬远远无法达到大众盲人使用的需求，

因此，导盲犬也仅仅是在新闻里出现的奢侈品。 

盲人辅具中也有一些小众的智能化辅具，然而这些辅具使用范围狭窄，功能单一，比

如智能阅读机，有放大功能的小型药瓶文字识别笔，便携式颜色识别器等等。 

此外，信息无障碍化的智能辅助软件已经成为盲人的生活伴侣。信息无障碍是指任何

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平等、方便、无障碍地获取、利用信息，参与社会生活。信息无障碍

主要包括两个范畴：（1）电子和信息技术无障碍；（2）网络无障碍[7]。前者是指电子和信

息技术相关软硬件本身的无障碍设计以及辅助产品和技术，后者包括网页内容无障碍、网

络应用无障碍以及它们与辅助产品和技术的兼容。 

视力残疾的信息无障碍产品主要为移动设备上和网页端的读屏软件，将文字转化为语

音。其中安卓手机和 iOS 手机都有自带的无障碍辅助功能，前者是 talkback，后者是

voiceover，并且均可以自定义一些参数。网页端的争渡读屏是国内盲人最为广泛使用的软

件。即便如此，国内的信息无障碍化建设起步仍相对较晚，大部分服务于社会群体的官网

都没有专门为视障人士开设绿色通道。而生活中普通人早已离不开的移动端 APP 如电商

平台、地图导航、外卖团购等，由于市场狭窄大部分商家没有重视无障碍设计，盲人使用

起来并不友好。 

1.3 盲人辅具的需求分析 

国内当前对盲人辅具的科研文献相对较少，在中国知网上输入关键字“盲人辅具”仅

可查到 2007 年到至今的 31 篇文献。其中，导航和路径诱导关键词被提及的次数最多，其

次是障碍物检测、室内定位、文字阅读识别，出现的次数相对有限。检索国外的文献，仅

在 IEEE 上输入关键词 visually impaired（视障人士）和 assistive devices（辅具），就出现

131 篇文献，最早研究时间为 1997 年且研究方向也非常广泛，比如物体检测与识别[8]，通

路避障检测[9, 10]，场景识别[11]，招牌识别[12]，文字识别[13]以及纸币识别等等。这些需求都

表明了盲人对走出当前生活的小圈子、融入社交的迫切希望。 

纸币识别是盲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功能，可以为视障人士提供与常人平等的购物机会，

增强社会参与度。通过与盲人的深入交流，了解到当前盲人并没有便捷的纸币识别方法。

当前，他们通常在身边预备一张已知面额的纸币，通过与待测纸币的尺寸比较得出待测纸

币的面值。国内现流通的纸币均为第五套人民币，标准尺寸见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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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第五套人民币各面值纸币尺寸 

 100 元 50 元 20 元 10 元 5 元 1 元 

长 156mm 150mm 145mm 140mm 135mm 130mm 

宽 76mm 70mm 70mm 70mm 63mm 62mm 

可以看出尺寸差别只存在几毫米。因此通过纸币尺寸准确估计面值，首先要保证手里

准备的纸币是平整、没有折损的，其次待测的纸币也是平整、没有折损的，在这两个前提

下通过两张纸币的完全重合才有可能正确识别面值，且该方法效率低、操作步骤繁琐笨拙。 

那纸币上的盲文呢？早在人民币发行之前，政府就已经考虑到盲人如何使用纸币，在

纸币正面的右下方有凸起的点和线条，这是盲文，一共含有四个数字，0 为_|，1 为左上角

的一个点，2 为左侧的两个点，5 为左上角和右下角两个点，各面值对应的盲文见表 1.2。

然而随着纸币长时间地流通，导致其遭受不同程度的磨损，即便是盲人触感比常人灵敏，

也已无法通过盲文摸出纸币的面值了，因此盲文当前仅仅是存在却并不实在。 

表 1.2 第五套人民币各面值纸币盲文 

 100 元 50 元 20 元 10 元 5 元 1 元 

盲文       

综上所述，纸币识别是盲人当前必须且迫切的一项功能。如何设计出一款适用于盲人

纸币识别的方法并形成一套系统是本论文我们将要展开的课题。然而，基于实际应用的盲

人纸币识别面临着各种挑战，这也是本文我们在设计算法思路的过程中需要全面考虑的因

素与难点。 

首先，场景背景环境的复杂性。由于盲人看不到周围环境，无法限制盲人在简单环境

下识别纸币，因此，需要考虑任意场景下的纸币识别。根据我们调研的方法，大部分纸币

识别的应用场景为 ATM 机、纸币清分机、自动贩卖机等在限定区域、固定光源的情况下

进行的纸币识别，然而应用在盲人辅助领域时，这些方法均无法获得良好的检测效果。 

纸币朝向的不确定性。纸币主要有四个朝向，如图 1.1 所示，正面正着、正面倒着、

反面正着、反面倒着。设计的算法需要兼容这四种朝向，不仅仅只有纸币的正反面，还有

纸币的正与倒。只有这四种方向兼顾了，才能保证盲人放置的所有纸币均有可能被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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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纸币的四种朝向 

纸币局部遮挡。由于设计的纸币识别场景为盲人手持纸币，那么势必会有部分手指遮

住纸币的局部特征，这就需要设计的算法能够在局部特征点隐藏的时候仍具有鲁棒性。 

纸币的尺寸缩放。纸币的尺寸放大和缩小是由于纸币在视场中距离相机的远近程度不

同而存在的情况，本文设计的算法不应像 ATM、自动贩卖机、纸币清分器等纸币识别设备

一样，只能识别固定尺寸的纸币，即便此时纸币上特征区域的相对位置可以快速确定，这

对于盲人的操作并不友好。因此，我们将纸币识别的目标场景设置为盲人手持纸币，留给

盲人一定的距离调节空间，在这段距离内，纸币的缩放程度均应在算法的考虑范围之内。 

纸币的角度旋转。纸币主要有四种基本朝向，但实际检测中，朝向千变万化，并不是

固定的水平平直，存在角度旋转。在本论文的算法设计中，我们主要考虑纸币较长的一边

处于水平状态的识别，纸币可以存在角度旋转，但不应过分旋转，比如纸币位于竖直状态

等。这对于盲人来说，应该是容易实现的操作，因为纸币的长度是宽度的 2 倍，长宽差异

明显，通过触摸纸币即可快速将纸币大致横在视场前方。 

纸币光照的变化。光照的变化是影响图像处理算法的主要因素，光照发生变化，直接

影响设备获取道德图像的 R、G、B 三通道的数值，尤其是过曝和欠曝，可以改变图像中

各像素灰度之间的相对关系，从而影响图像中区域的检测。因此，设计的算法应该尽可能

避免易受光照的影响，考虑对光照的鲁棒性。 

纸币运动造成的图像模糊。盲人纸币识别的实际应用还应考虑纸币在进入和退出视场

时，由于运动造成的图像模糊，不应在此时输出误报的结果影响盲人对纸币识别结果的判

(a) 正面正着 (b) 正面倒着 

(c) 反面正着 (d) 反面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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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1.4 研究目标及内容 

1.4.1 研究目标 

本文旨在解决视障人士的纸币识别需求，针对第五套人民币，测试者手持纸币，实现

无限制条件下的实时纸币识别；做到在视场中无纸币时语音输出无纸币，有纸币时语音输

出检测纸币面值。在算法的设计时，需要保证正确率，兼顾实时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鲁

棒性，应保证算法在复杂背景、四种朝向、局部遮挡、尺寸缩放、小角度旋转、光照变化、

图像模糊时减少误报，以确保算法的可实际应用。 

纸币正确识别率：≥98%； 

纸币识别实时性：≥5帧/s。 

1.4.2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章节： 

第一章是绪论，引入视力残疾的定义和盲人的生存现状，盲人人口的数据是巨大的，

但生活范围狭窄，社交能力较弱。无人机和无人驾驶的高科技研发日渐高涨，但科技的发

展并没有引发盲人辅具领域的改善。我们深入了解盲人的需求，并针对纸币识别功能的提

出进行了探讨。 

第二章主要介绍从文献中了解的纸币识别的三种方法：颜色及纹理模板匹配，机器学

习和特征点匹配。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适用于不同的纸币识别场景，但与需要达成的目

标有一定距离。因此，在最后小节中，结合研究目标需要考虑的各项难点，引出本论文使

用的方法及思路。 

第三章详细介绍了本文使用的纸币识别方法，分为三个步骤：用 RGB-D 相机进行深

度提取，去除远距离背景；使用 Haar 特征和 Adaboost 算法检出纸币；将改进的 SURF 特

征点匹配应用于纸币面值识别。并结合视频流的输入，加入帧间差分检测、深度填充比的

非纸币区域抑制、多帧结果累计输出，形成整套纸币识别算法。 

第四章主要介绍纸币识别系统的图像获取和声音交互部分，该部分主要是为了形成一

套纸币识别系统，成为盲人日常生活中实际可用的完整功能。 

第五章详细介绍了四个相关实验，分析了算法中的参数选择以及性能表现，最终的结

果表明该方法在实时性和正确率上均可以满足实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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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对本文所做的工作进行总结和展望，分析该方法后续可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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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纸币识别方法研究 

本章对前人所做的纸币识别算法进行了总结，这些方法有的是应用于盲人视觉辅助领

域的，大部分是用于金融服务系统领域的，应用的场景不同，需求不同，算法也不相同。

但根据这些算法的结果分析，可以形成满足本文目标的纸币识别应用。 

2.1 颜色及纹理模板匹配 

传统的纸币识别方法主要是通过提取颜色和纹理特征建立模板，匹配模板得到识别结

果。 

Hassanpour H [14]在 2009 年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自动贩卖机的纸币识别方法，采用改进

的隐马尔可夫模型 (Hidden Markov Model，HMM)，实验对象是美元纸币。基于该场景的

纸币识别常用方法是利用尺寸和彩色直方图，因为测试环境为贩卖机背景单一，图像基本

为整张纸币，所以美元纸币的尺寸可以通过像素个数间接反映，但该方法在纸币破损情况

下并不可靠；而彩色直方图的方法由于 2 美元和 10 美元纸币的颜色直方图近似，无明显

区分。因此作者提出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的纸币纹理特征的提取。纹理即图像中局部重复

出现的排列规律或者模式，两幅图像可能在灰度空间呈现相同的分布，但纹理却相差很大。

隐马尔可夫模型通过假设当前每一个状态的出现依赖于其之前的多个状态，且这种依赖是

按概率分布的，从而使用马尔科夫矩阵描述图像纹理的概率模型，表示某一灰度结构重复

出现的概率，有效分析图像纹理的统计特性。在计算灰度结构时，作者提出为加快计算速

度，节省计算资源，将灰度维度从 256 维降到 64 维，最终识别正确性高达 98%，且可以

识别 23 个国家的纸币。 

同年，Chae S H [15]提出获取纸币 R、G、B 三个颜色分量并两两作差，通过差值Δ(R-

G)、Δ(R-B)、Δ(G-B)和尺寸选择最接近的纸币面值，并利用紫外信息检出伪造钞票，从

而提高银行自助存取款系统的纸币识别效率。 

García-Lamont F [16]于 2012 年使用颜色信息和纹理信息识别墨西哥纸币，颜色信息用

RGB 颜色空间下各分量表征，而纹理信息则用局部二值模式（LBP）表征。LBP 特征的描

述为在定义窗口内，将窗口中心像素灰度值作为阈值，将相邻的各个像素的灰度值与中心

像素灰度值进行比较，若相邻像素大于中心像素值，则该像素点被标记为 1，否则为 0。

从而将一个像素与周围像素点的关系转化为二进制数，即纹理信息，若定义窗口为 3×3，

则一个纹理信息对应一个字节 8bit。该方法对光照变化有良好的鲁棒性，正确识别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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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Wickramasinghe K [17]于 2013 年制作了一款价格便宜、操作简单、识别准确度高的盲

人纸币识别装置。这款便携式设备采用彩色图案感应算法，利用来自光敏电阻（LDR）和

发光二极管（LED）的模拟数据建立颜色光感模型，并利用测量的物理量通过模型确定纸

币面值。但是，该方法的限制是纸币必须放置在光敏电阻和发光二极管之间的预定位置，

否则无法正常识别纸币。 

Domínguez A R [18]在 2014 年提出了一种自动化的纸币识别方法，同样也是盲人可穿

戴辅助系统的一部分。该方法实验对象为墨西哥纸币，通过检测纸币面值中的半圆形的个

数确定数字，其中一个 0 有上下两个半圆，1 没有半圆，2 有一个上半圆，5 有一个下半

圆，寻找半圆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从而识别纸币面值，该方法识别率高，并且不需要大量

的样本数据训练，但是它要求测试者将纸币垂直地放在设备前方。该方法可以直接迁移到

许多其他国家的纸币识别，不需要修改任何参数。 

颜色及纹理模板匹配的方法就是将纸币中一些特征信息或者区域提取出来，比如颜色、

数字、尺寸、图案等，用统一的规则描述特征进行匹配进而识别。该方法由于相对简单、

识别速度快，常用于 ATM 机、自动贩卖机、纸币分清器等一些固定背景的金融服务系统

应用场景，识别效率高，特征区域容易获取，使用一些突出的特征就可以立即识别纸币的

面值。然而在视障人士的纸币识别中，背景复杂，纸币区域无法准确获取，特征也无法准

确提取，若加入一些额外操作，比如纸币的摆放区域，对于常人来说操作简单，但对无法

看见的盲人来说，这个操作是难以执行的，因此单一的颜色及纹理模板匹配并不能很好的

解决视障人士的纸币识别。 

2.2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是现今大部分物体识别方法的不二之选。在纸币识别的文献中，也有不少作

者使用神经网络（NN）和支持向量机（SVM）等机器学习算法来解决纸币识别问题。 

Wu Q [19]于 2009 年针对纸币纸币清分机清点 100 元设计了纸币朝向识别的算法，提

出将人民币分成 8 块区域，分块进行 BP(back propagation，逆向传播)神经网络学习。纸币

朝向分为四种正面正着、正面倒着、反面正着、反面倒着，该算法可以辅助银行职员快速

高效对纸币计数。 

2011 年，Gou H [20]提出使用纸币红色、红外、紫外三个通道的数据，将各个通道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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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一步分为四个模式向量，每个模式向量有 36 维数据，共 144 维，使用 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降维提取特征，并用 LVQ (Learning Vector Quantization，学习向量量

化)神经网络训练分类器从而有效压缩数据处理量并提高纸币识别的可靠性。 

Ahangaryan F [21] 2012 年提出了在灰度图上使用 DWT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离散

小波变换)和 MLP (Multi-layer Perceptron，多层感知)神经网络的方法识别波斯纸币。结果

表明，在银行纸币识别系统中，该方法针对波斯 8 种纸币的平均识别率高达 99.12%。 

伊朗的 Nojavani I [22]也开发了一种基于移动手机得视障人士专用的纸币识别系统，该

识别结果相较于其他文献正确率并不高，但却是伊朗第一篇针对视障人士进行纸币识别的

研究方法。实现方法为利用纸币正面的霍梅尼人脸将纸币调整为正面朝上，二值化图像并

设置阈值寻找纸币面额上数字区域的零的个数，最后通过 MLP 神经网络来识别零前面的

数字。 

Hlaing K N N [23]利用 GLCM（Gray-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灰度共生矩阵）进行缅

甸纸币特征提取,生成 KNN 分类器进行识别。KNN 分类器适用于少样本量，特征维度少

的模式识别。 

Park Y H [24]于 2015 年提出 ATM 机和纸币清分器的纸币识别方法。首先，为了减少

后续待处理数据，将输入图像二次降采样为 32×6 像素的单个图像；其次，PCA 主成分分

析提取降采样图像的特征；接着，纸币预分类检测纸币，基于 PCA 特征和降采样图像使

用 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支持向量机)训练分类器检出纸币是正面还是反面，正着

还是倒着。最后，使用 K-means 算法识别纸币的面额。 

梁俊[25, 26]也是基于 PCA 提取纸币特征，基于 SVM 识别纸币，不同的是，又基于简约

梯度法和 SMO(Sequential minimal optimization，序列最小优化)算法，在使用多核 SVM 的

同时，优化基础核函数的权系数和求解多核学习对偶问题，优化了 SVM 解决纸币识别的

算法。 

Kamal S [27]在 2016 年提出印度纸币的识别方法，主要通过检测印度纸币正面的四个

特征：阿育王石柱图腾，位于左下角的特征，各面值纸币均有该图腾且各个纸币的此特征

在灰度图上无明显差别，可以用来确定纸币的正反面并确定其他特征的相对位置，通过

HOG 特征训练一个 10 级的级联分类器检出该特征；纸币中央的数字面额以及印度语的面

额，该特征通过 SVM 支持向量机训练分类器，并生成视觉语义单词描绘；盲文，在阿育

王石柱图腾的正上方有该纸币面值对应的盲文，使用模板匹配的方法确定纸币面额；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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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 CIE LAB 颜色空间得到主色调，LAB 分别代表亮度、红色和绿色的相对位置、黄

色和蓝色的相对位置，即用对立颜色的相对值表示各分量，Lab 是表达颜色范围最广的一

种模型，理论上涵盖了人眼可见的所有颜色。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对有褶皱的、照明不均

匀的纸币有良好的鲁棒性，识别正确度可达到 100%。 

机器学习的方法在近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且被不少学者不断研究改进，衍生出了

很多学习模型。但实际操作中想通过机器学习获得一个最优分类器却是耗费大量时间与精

力的，特征提取方式待确定、分类器模型众多、调参复杂、样本量不充分、计算复杂度和

数据量超出常规处理器性能、训练时局部极小值破解，这些问题都导致修改一个微小的细

节会产生不一样的训练结果。因此，单一的机器学习也无法满足视障人士的纸币识别功能。 

2.3 特征点匹配 

SIFT 算法曾获得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十大算法之一称号，该算法由 Lowe D [28]在 1999

年首次发表于 ICCV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计算机视觉国际会议）；

之后 2004 年 Ke Y [29]提出了改进的 PCA-SIF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IFT)，减少

数据维度，加快处理速度；2006 年 Farag A A [30]提出 CSIFT (Colored SIFT)算法，可以针

对彩色图像进行图像的特征提取；2006 年同年，Bay H [31]提出了 SURF (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具有良好的鲁棒性，在有旋转和尺度变化，光强变化，部分遮挡等情况下仍有

良好的识别率；2009 年， Morel J M [32]针对 SIFT 家族在仿射变化的问题上没有良好的效

果这一问题，又提出了 ASIFT (Affine SIFT)。这是 SIFT 算法的变迁与家族历史，图 2.1 所

示。随之，基于 SIFT 和 SURF 特征点匹配的物体识别方法被广泛应用。 

 

图 2.1 SIFT 家族表 

在一个视障人士的便携式相机的系统中，Hasanuzzaman F M [33]利用分块区域的 SURF

特征点匹配是否超过阈值判断场景中是否存在纸币，并用 K-means 算法剔除不存在纸币却

有足够 SURF 特征点匹配上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误识别并且可以在多种复杂情

SIFT 家族 SIFT 

Lowe,

PCA-SIFT 

Y. ke,2004 

CSIFT 

Farag,2006 

SURF 

Bay,2006 

ASIFT 

J.M. More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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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识别。但是，实验结果提出，对于高速运动产生的模糊图像，SURF 算法无法准确提

取图像局部特征。 

Singh S [34]还提出了一种可以在低端智能手机上运行纸币识别的方案。该解决方案基

于 SIFT 特征获取视觉 BOW (Bag of Words，词包模型)，并且使用迭代图割从背景中分离

纸币。这一过程中偶尔发生分割失败，不过在实际低端移动手机低电量和小内存上的测试

结果，依然可以迅速识别并且有高准确率。 

Kavya B [35]设计了一种基于 SIFT 的纸币识别系统，并且可以区分假币和真币。特征

点提取时，将纸币正反两面各分成 9 块，每块分别提取局部 SIFT 特征点，从而减少匹配

模型的时间复杂度，其中有三块是特征点突出且聚集的区域，作为主要匹配分块。 

Rahman M M [36]概述了一个基于微软 Kinect 和移动设备的识别系统，该系统为视障人

士提供导航帮助，主要包括人脸、文本和椅子检测。在这个系统中，使用 ORB (Oriented 

FAST and Rotated BRIEF)特征识别孟加拉国的纸币面额。然而，这种方法依赖于阈值设置，

在简单或复杂的背景下达到了有限的精度，前者为 89.4%，后者仅有 78.4%。 

Doush I A [37]认为颜色在很多物体识别中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在特征点描述和匹配过

程中具有重要价值，脱离了颜色特征的物体识别并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因此，文中比较使

用了 SIFT 和 CSIFT 两种算法在智能手机上识别约旦货币的效果，实验结果表明 CSIFT 算

法在处理速度和准确性方面均优于 SIFT 算法。 

SIFT 算法在尺度和旋转变换的情况下有良好的不变性，改进后的 SURF 在亮度改变、

图像模糊等情况下效果有所提升，尤其是速度上，SURF 是 SIFT 速度的 3 倍[38]。但即便

如此，SIFT 和 SURF 多用于静态图像识别，原因在于特征点匹配过程中消耗时间过多，所

以多数使用特征点匹配的相关文献会选择将纸币分为多个局部区域以降低时间复杂度，但

仍无法解决视障人士领域的实时处理问题。 

2.4 本章小结 

尽管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来识别纸币面额，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针对金融服

务系统的 ATM 机、纸币清分机、自动贩卖机等使用背景单一、固定照明、固定摆放位置

的纸币识别，少部分应用在视障人士领域中的又无法满足实时性。 

而我们课题的目的在于，视障人士在使用设计好的可穿戴设备中，通过手持纸币摆放

在前方，设备可以立即正确识别纸币面额，而不对用户提出其他复杂需求，这对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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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时性和鲁棒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使用 RGB-D 相机提取近距离场景，然后用 Haar 特征训练纸

币正面和反面的分类器，检测近距离场景中的疑似纸币区域，再提取疑似纸币区域的 SURF

特征点与标准纸币区域的特征点匹配，匹配过程使用优化算法精准找出有效匹配点对，匹

配点对数超过阈值的最大值即认为纸币面值的匹配结果。结合视频流的输入，我们还加入

了帧间差分检测防止高速运动的纸币特征不明显从而误检测，以及多帧结果判断输出最终

结果。 

使用机器学习与 SURF 特征点匹配相结合，两个算法的优点依然延续，缺点也可以相

互弥补：先利用 Haar 特征粗略判断是否存在纸币以及存在纸币时预测纸币位置，针对预

测出来的纸币区域提取 SURF 特征点并优化匹配算法，准确输出纸币面值。该算法能够很

好地应对实际应用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比如缩放、小角度旋转、部分遮挡、光照变化、背景

复杂和多张纸币的复杂因素。 

与本章所讲述的文献相比，我们解决方案的完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 RGB-D 相机有效地滤除背景，提前去除了无效特征点的提取和匹配，提高算

法的识别速度。 

2)将机器学习与 SURF 特征提取相结合，前者快速粗略找到一些疑似纸币区域，后者

针对该区域具体识别纸币面额，提高纸币识别的速度。 

3)使用优化的 SURF 匹配算法，获取优质匹配特征点，提高纸币识别的正确性。 

4)利用帧间差分信息，当纸币稳定停留在视场中时，只能开启纸币识别功能，提出了

由于纸币高速运动造成的特征点提取困难，误识别的情况。 

5)由于提高了前期纸币识别的速度，可以采用多帧数据融合，当该结果置信度超过阈

值时，可判定场景中的纸币面额无变化，输出该面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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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RGB-D相机的纸币检测和纸币识别 

根据上一章节末小结里提出的方法，将在本章中具体执行，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深度提取，纸币检出以及纸币识别，各部分将详细介绍涉及到的算法细节。 

3.1 深度提取 

3.1.1 近距离深度提取 

近年来，在无人驾驶和无人机领域广泛使用的 RGB-D 相机已经引起了科研人员对其

在计算机视觉层面潜在价值的认同，RGB-D 相机常用于场景识别和背景分割。因此，基于

视障人士的纸币识别使用 RGB-D 相机，可以剔除杂乱背景以减少大量不可靠数据，从而

提高纸币的正确识别率和处理速度。 

当前 RGB-D 相机基于深度获取原理不同主要分为以下 4 类。 

双目匹配。利用视差原理，找出两个对应的点，计算视差，推出距离。基于双目的深

度相机精度高，可用于室外场景检测，但体积较大，难以应用在便携式设备，当环境纹理

单调时，检测失效，且双目匹配深度计算复杂度高。当前市面上的代表产品有 Leap Motion。 

结构光。通过主动投射特定的光信息给物体添加纹理，提高深度图质量。结构光的方

案精度最高，广泛被智能终端采用，但其抗光性差，无法在室外和远距离使用。市面上的

代表产品有第一代 Kinect (Primesensor)。 

TOF (Time of Flight)。TOF 是一种光雷达系统，通过计算接收器接收到光信号的时间

推测像素的距离。飞行时间方案材料成本低，是未来深度相机的发展方向，目前精度在厘

米级，较前两个方案稍低，存在运动模糊。市面上的代表产品有第二代 Kinect。 

光编码。类似于结构光技术，不同的是，光编码的光源并不是一副周期性变化的二维

图像编码，而是一个具有三维纵深的体编码即激光散斑。光编码使用的是非脉冲的连续照

明，不需要特制的感光芯片，成本大大降低。 

针对上述四种原理的前三种进行了性能参数的对比，见表 3.1。 

表 3-1 各原理深度相机的性能对比 

 双目测距 结构光 TOF 

响应时间 中 慢 快 

低光环境表现 弱 良好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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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原理深度相机的性能对比(续) 

强光环境表现 良好 弱 中等 

深度精确度 高 中等 低 

分辨率 中高 中等 低 

识别距离 
依赖于双目摄像头的

间距 

短，受光斑图案影

响 

中等，受光源强度限

制 

软件复杂度 高 中等 中等 

材料成本 高 高 中等 

功耗 低 中等 低 

本文中使用的深度相机为 RealSense R200[39]。该深度相机包括两个红外摄像头、一个

彩色摄像头和一个红外激光投射器，相机结构示意图见图 3.1，由于摄像头之间有一定距

离，深度相机的检测范围存在最近检测距离，官网上标出的最近检测距离为 650mm。通过

课题组之前的研究，该相机最近的可检测距离已经从原来的 650mm 减小到 150mm[40]。

150mm 对于手持物品来说是一个合理的最近检测距离。 

 

图 3.1 Realsense R200 结构示意图 

根据常识，每个人的臂展长度约为身高长度，胳膊垂直长度通常不超过 1 米。经测试，

在胳膊手持物品有弯曲的情况，眼睛到物品的视距通常不超过 0.8m。所以，设定纸币可检

左红外摄像头 彩色摄像头 右红外摄像头 红外激光投射器 

彩色图 红外双目匹配图 深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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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最远距离为 0.8m。 

通过深度相机获取每个像素的深度值，筛选深度值在 0.15m 到 0.8m 范围内的像素，

剔除超出手臂长度 0.8m 的远距离场景。此时，非纸币的不可靠数据大大减少，大部分背

景也被分割出去，只需要针对 0.15m 到 0.8 米的距离内检测纸币。 

在本文中，从深度相机获取的原始图像的分辨率是 1920×1080 像素，将其降采样为

960×540 像素。理想的情况下，如图 3.2 的第 1 列所示，在近距离深度提取之后，仅钞票

和一部分手出现在图像中。然而，生活场景中背景并不是如此简单干净的，经过深度提取

后的图像还可能包含部分近距离背景，如图 3.2 的第 2、3、4 列所示。近距离背景的存在

会影响最终纸币识别的效果和速率，因此，下一步需要检测纸币的区域。 

 
图 3.2 各场景下彩色图（第一行）和近距离提取效果图（第二行） 

3.1.2 帧间差分 

针对视障人士纸币识别的应用场景，正确率必须要有保障。尤其纸币在进入视场保持

稳定前、退出视场的过程中均处于运动模糊的状态，此时特征点检测存在较大误差，会导

致纸币误识别，降低纸币识别的正确率。也就是说，纸币识别应尽可能保证纸币在视场中

稳定时才开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帧间差分用来控制纸币识别功能的开启。纸币在进入或退出视场

时，由于其具有一定运动速度，纸币在相邻两帧的位置存在微小差异，从而当前帧与相邻

上一帧之间的对应像素灰度存在差值。因此，可以用平均像素灰度差值，公式为 3-1： 

D(𝑖, 𝑖 + 1) =
∑ |𝑃𝑖(𝑥,𝑦)−𝑃𝑖+1(𝑥,𝑦)|𝑋,𝑌

𝑋𝑌
                      (3-1) 

作为评判纸币是否处于运动中，其中 i+1 是当前帧，i 是相邻上一帧，图像分辨率为 X

×Y，𝑃𝑖(𝑥, 𝑦)表示像素点的灰度值。并设定灰度差值阈值将每一帧图像分类为有效识别帧

和无效识别帧。若平均像素灰度差值D(𝑖, 𝑖 + 1)大于阈值，说明两个相邻帧的灰度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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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可能处于运动状态，此时不开启纸币识别功能；当平均像素灰度差值小于阈值，说明

两个相邻帧的灰度差异较小，纸币可能处于稳定状态，此时开启纸币识别功能。经实验测

试，该阈值最终定为 12。 

3.2 纸币检测 

3.2.1 特征提取 

目前，最常用的图像特征提取的方法有 3 种，HOG（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

方向梯度直方图）特征、LBP（Local Binary Pattern，局部二值模式）特征、Haar 特征。 

HOG 特征主要用来提取边缘特征，通过计算和统计图像局部区域的梯度直方图，进

行物体特征的描述。HOG 特征通常和 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支持向量机)联合使

用，于 2005 年首次提出应用于行人检测，并日渐成为该检测的主流思路。 

HOG 算法的具体实现步骤为：将输入的彩色图像转化为灰度图像；将灰度图像的亮

度采用标准化 gamma 空间归一化，有效降低局部表层图像的曝光比重；计算灰度图像中

每个像素的梯度，分别用[-1,0,1]、[1,0,-1]T 梯度算子对灰度图像做卷积运算，得到水平方

向、正方向为右和竖直方向、正方向向上的梯度分量，从而计算该像素点的梯度大小与方

向；选取合适的窗口大小，统计其内像素的梯度直方图，作为 HOG 特征的描述子，即特

征向量。 

LBP 特征主要用来描述局部纹理特征，于 1994 年首次提出，具有旋转不变性和光照

不变性。 

LBP 算法的具体实现步骤为：在定义窗口内，将周围像素灰度值与中心像素灰度值比

较，若前者较大，则标记为 1，若后者较大，标记为 0，得到该中心点与周围像素灰度值

关系的链式二进制表示，作为 LBP 特征向量；若定义窗口为 3×3，则相邻像素共有 8 个，

则中心像素的 LBP 特征向量为一个字节 8bit 的二进制码。 

Haar 特征主要用来描述水平、垂直和对角的结构特征，常用来提取物体特征识别物体。

首次于 1998 年由 Papageorgiou C P [41]提出，用于人脸检测，并于 2001 年由 Viola P [42]提

出通过积分图加快计算 Haar 特征。彼时，Haar 特征的模板主要有三类：边缘特征、线性

特征、对角线特征，由白色和黑色两种矩形组成，见图 3.3。Lienhart R [43]于 2002 年提出

了类 Haar 特征模板，新增了中心特征，并加入了旋转 45°角的矩形特征。现在常用的 Haar

特征即类 Haar 特征，为拓展后的特征，特征详见图 3.4。模板中的白色矩形像素个数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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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黑色矩形像素个数和为模板的特征值，反映了图像的灰度变化情况。其中图 3.3 中线性

特征的特征值为白色矩形个数（即 2 个）减 2 倍的黑色矩形个数（即 1 个），这是为了保

证在标准情况下，特征值均初始化为 0。特征模板在图像中的伸缩和平移，可在图像子窗

口中穷举出大量的特征，该特征与矩形模板类型、矩形模板平移位置和矩形模板伸缩大小

三个因素相关，因此矩形特征值是矩形模版类别、矩形位置和矩形大小这三个因素的函数。 

 

(a)边缘特征     (b)线性特征   (c)对角特征 

图 3.3 Haar 特征模板 

Haar 算法的具体实现需要利用积分图加速计算，积分图像为在目标点（x，y）处的值

以及该点左上侧所有像素的和，见公式 3-2。 

ii(𝑥, 𝑦) = ∑ 𝑖(𝑥 ,, 𝑦 ,)𝑥,≤𝑥,𝑦,≤𝑦                        (3-2) 

其中，其中ii(𝑥, 𝑦)为积分图像，i(𝑥, 𝑦)为原始图像。 

 

图 3.4 类 Haar 特征模板 

(a) 边缘特征 

(b)线性特征 

(c)中心特征 (d)对角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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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图像具体实现过程为： 

s(𝑥, 𝑦) = 𝑠(𝑥, 𝑦 − 1) + 𝑖(𝑥, 𝑦)                     (3-3) 

ii(𝑥, 𝑦) = 𝑖𝑖(𝑥 − 1, 𝑦) + 𝑠(𝑥, 𝑦)                     (3-4) 

其中，s(𝑥, 𝑦)为行扫描的积分值，ii(𝑥, 𝑦)为列扫描的积分值。初始化行扫描起点

s(𝑥, −1) = 0,列扫描起点ii(−1, 𝑦) = 0。每一行首先都是计算s(𝑥, 𝑦),计算完毕之后在每一列

都计算ii(𝑥, 𝑦)，扫描过程即计算积分图。 

通过积分图可以计算任意矩形方块内的像素值之和，即为 Haar 特征。如下图 3.5 中，

有四个矩形区域 A、B、C、D，这四个区域的边界像素分别为点 1、2、3、4，那么 D 区

域内的像素和为： 

𝑠𝑢𝑚𝐷 = 𝑟𝑒𝑐𝑡𝑠𝑢𝑚(1) + 𝑟𝑒𝑐𝑡𝑠𝑢𝑚(4) − 𝑟𝑒𝑐𝑡𝑠𝑢𝑚(2) − 𝑟𝑒𝑐𝑡𝑠𝑢𝑚(3)    (3-5) 

积分图的引用使用了动态规划的思想，将复杂的Haar特征计算转化为一次性的扫描，

并利用扫描结果进行加减运算，大大加快了特征的计算速度。 

 

图 3.5 积分图计算方块内像素和 

综合以上三种图像特征的应用特点，我们最终选择 Haar 特征检测纸币。 

3.2.2 Adaboost训练分类器 

利用 Haar 特征，一张 24×24 像素的图像所有的 Haar 特征高达 16 万个，那么如何获

取有效的 Haar 特征作为待识别对象的标志呢？ 

AdaBoost 是基于 PAC (Probably Approximately Correct)衍生出来的机器学习的一个模

型，其实质就是在样本训练的基础上，使算法的输出以概率接近未知的目标概念。 

AdaBoost 可以帮助我们选择更好的矩阵特征组合，即分类器，并将矩阵组合以二叉决策树

的形式存储起来。 

机器学习分为弱学习和强学习，弱学习比较容易得到，但正确识别率很低，只比随机

识别高一点，强学习识别率很高，但需要大量样本长时间学习，学习过程长。使用足够的

A B 

C D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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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学习的层层级联可以得到和强学习一样的效果，这是 AdaBoost 算法的由来。 

二叉决策树是常用的分类方法，可以分析各因素对事件结果的影。假设目标对象有三

个 Haar 特征 H1、H2、H3，判断输入图像是否为目标对象，可以建立如图 3.6 所示的二叉

决策树。 

二叉决策树最重要的就是判定每个结点的条件是否符合，因此需要一个阈值判断待检

测图像的 Haar 特征值是否和弱分类器中的特征为一类，当待检测图像的 Haar 特征值大于

该阈值时才判定其为目标对象。训练最优弱分类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寻找合适的分类器

阈值，使该分类器对所有样本的判读误差最低。 

将最优弱分类器误判的样本增加权重并加入新样本进行训练，得到下一轮的最优弱分

类器，如此迭代数次，即可得到多个弱分类器，组合这些弱分类器即可得到强分类器。 

弱分类器通过迭代得到强分类器，类似地，强分类器也可以通过级联，提高高检出率，

降低误报率。 

 

图 3.6 二叉决策树 

此节即为 AdaBoost 算法的思路及步骤。 

3.2.3 纸币特征提取 

根据前两章节的讲述，最终选择使用 Haar 特征提取纸币特征，并使用 AdaBoost 算法

待检测图像的

Haar特征值 

与特征 H1

比较 

与特征 H2

比较 

与特征 H3

比较 

符合 

目标对象 

非目标对象 

非目标对象 

非目标对象 

不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 

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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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级联分类器。本算法使用的是 Visual Studio 2013 开发平台，C++语言实现纸币识别，

并调用 OpenCV 2.4.9 第三方库进行图像处理。其中，OpenCV 2.4.9 自带 Haar 特征提取和

分类器训练的 opencv_haartraining 文件，可生成最终需要的分类器。 

由于国内现在流通的是第五套人民币，面值有 1 元、5 元、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六种，见图 3.7。这六种纸币的正面除了颜色明显不同外,只在纸币中央的数字区域和下

面的花冠处有明显不同，而 Haar 特征是不关注色彩空间，只提取灰度空间的纹理特征；

纸币反面地整体图案存在明显差异，但均为山水风景图案。因此我们将纸币检测使用的分

类器训练成两类：纸币正面分类器和纸币反面分类器，以使分类器提取的 Haar 特征更为

显著，提高检出效果。 

 

图 3.7 第五套人民币 

以纸币正面分类器的获取为例，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收集纸币训练正样本。正样本，即截取图片中只含有识别目标对象，且正样

本应尽可能包含实际使用场景中的所有情况。Adaboost 方法也是机器学习中的一个经典算

法，而机器学习算法的前提条件是，测试样本和训练样本独立同分布。所谓的独立同分布，

可以简单理解为：训练样本要和最终的应用场合非常接近或者一致。否则，基于机器学习

的算法并不能保证算法的有效性。因此，我们使用 Realsense 在室内、室外、白天、晚上

获取的视频流中，手动分割出纸币区域，均匀获得 6 种纸币的正样本，正样本示意图为图

3.8 (a)，共 500 张。室外、室内的正样本由于光照差异大，相机曝光不同，正样本的亮度

不同；白天由于有阳光，可以获得光照不均匀的正样本，晚上环境光较弱，正样本的亮度

也会较弱。同时，在获取正样本时，考虑到最终使用场景，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将手指部分

遮挡纸币，不同程度的旋转纸币。总而言之，我们应该获取不同情况下的纸币，使分类器

的输入学习尽可能包括所有情况。 

第二步，收集负样本图片。顾名思义，负样本就是完全不含有识别目标对象的图片。

训练的负样本之间的差异性应该尽可能大，以减少负样本的冗余数据。但需要说明的是，

负样本也并非随便选取的。比如，本文中正样本是不同面额纸币的正面，那负样本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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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的反面以及其他在纸币识别场景中可能涉及的背景，或因为形状相似容易误识别为纸

币的课本、书等。由于在实际检测中，存在纸币的情况远少于不存在纸币的情况，所以负

样本的数量应该远远大于正样本的数量，建议正、负样本数量比为 1：3。因此，本文最终

负样本的获取是从网上获取生活场景的图片，共 1700 张，负样本示意图为图 3.8 (b)。 

 
(a)                       (b) 

图 3.8 正样本(a)与负样本(b) 

第三步，正、负样本预处理。对所有的正样本进行尺寸归一化，在收集纸币训练正样

本步骤中收集到的正样本是手动切割的，尺寸不统一且相对较大。为了加快正样本的学习

速率，需要将正样本尺寸归一化。因为第五套人民币的 6 种纸币长度均约为宽度的两倍，

所以最终将纸币统一缩小为 40×20 像素的尺寸。对于负样本，由于不关心颜色信息，将

负样本统一转化为灰度图，以减少样本训练时的数据量。需要注意的是，负样本图片需比

正样本图片的分辨率大。 

第四步，生成正、负样本描述文件。所谓的样本描述文件，其实就是一个描述各个图

片的文本文件，文件类型为.bat 文件。正样本描述文件中，每一个正样本占一行，每一行

内容包括：文件名，目标个数，目标在图片中的位置（起始横坐标，起始纵坐标，目标宽

度，目标高度），比如“pos0.jpg 1 0 0 30 40”即为一项正样本描述项，生成所有正样本的

描述内容，存放在同一个正样本描述文件中。负样本描述文件中，只需要包含图片名称，

同理每一个负样本占一行，比如 neg0.jpg 即为一项负样本描述项，生成所有负样本的描述

内容，存放在同一个负样本描述文件中。 

第五步，生成正样本向量文件。由于 OpenCV haarTraining 训练的时候无法识别文本

文件，需要将输入的正样本描述文件转化为 .vec 向量文件，该步骤可以通过调用

opencv_createsamples.exe 文件执行，具体命令为： 

opencv_createsamples.exe -vec pos.vec -info pos.txt -num 500 -w 40 -h 20 

其中-vec 为训练好的正样本向量文件的输出文件名；-info 为待转化的正样本描述文本

文件名；-num 为训练正样本数量；-w 为输出正样本归一化尺寸的长度；-h 为输出正样本

归一化尺寸的宽度。执行命令后即可得到命名为 pos.vec 的正样本向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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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样本训练获取分类器。同样，OpenCV 也有直接进行样本训练时需要用到的

可执行文件 opencv_haartraining.exe，该文件封装了 haar 特征提取以及 Adaboost 分类器训

练，执行时输入如下命令： 

opencv_haartraining.exe -data xml -vec samples.vec -bg neg.txt -nstages 15 -minhitrate 

0.999 -maxfalsealarm 0.5 -npos 400 -nneg 1200 -w 40 -h 20 -mem 1024 -mode ALL -nonsym 

其中-data 为文件目录，用于存放训练过程中生成的各级分类器；-vec 为正样本向量文

件路径加名称；-bg 为负样本描述文件路径加名称；-nstage 为指定 Adaboost 训练层数，建

议 15 至 20，训练层数越多，检测目标正确率越高，但训练耗时越长，实验时使用 15 层；

-minhitrate 为每一层训练达标进入下一层训练的分类器最低识别正确率。-maxfalsealarm 为

最大虚警率，即误检率，每一层训练达标进入下一层训练的分类器最高误检率；-npos 为

每层用来训练的正样本数目，该数目应该小于步骤 1 中正样本的总数量，以保证每进入下

一层训练时有新的正样本进来，实验时选用 400 张正样本；-nneg 为每层用来训练的负样

本数目，同理，该数目应小于步骤 2 中负样本的总数量，实验时选用 1200 张正样本，保

证正负样本数量比为 3：1；-w 和-h 含义不变，同步骤 5；-mem 表示允许使用计算机的内

存大小，内存越大则训练的速度越快；-mode 中 all 表示使用 haar 特征及其拓展特征，包

含图 3.4 中所有特征模板；-nonsym 表示指定目标对象不是垂直对称，垂直对称属性在训

练时可以提高训练速度，但待识别的纸币特征并不是对称的。训练完成后，查看 xml 文件

夹，里面会存放训练过程中不同层训练的分类器结果以及最终的训练结果，结果保存在一

个 xml 文件里，就是我们最终用来检测的分类器。 

至此，训练工作已结束，包含纸币有效特征的正面分类器已获取，再次按照步骤执行

训练纸币反面的分类器。 

3.2.4 纸币检出 

根据 3.2.3 节纸币特征提取的具体步骤，我们利用 OpenCV 的 haartraining 生成了纸币

正面和纸币反面的分类器。对一幅输入的待检测图像，先用纸币正面分类器检测待测图像

中是否含有纸币正面的疑似区域，再用纸币反面分类器检测待测图像中是否含有纸币反面

的疑似区域。针对这些疑似区域，使用长是宽 2 倍的矩形框出，并在下文中使用疑似纸币

区域指代分类器检测出特征匹配的区域。上述近距离场景提取的纸币检出情况如下图 3.9

所示，该纸币分类器的检出效果良好，可以进行后续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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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近距离场景的纸币检出 

3.2.5 深度填充比的非纸币区域抑制 

使用分类器检出纸币，最理想的情况是只框出含有纸币的部分，如下图 3.10 左边的一

幅图。然而，在实际测试中，仍然存在少部分非纸币区域被分类器检出，如图 3.10 右边的

一张图，这张图里有两个疑似纸币区域，一个准确框住了纸币，另一个非纸币。从图中可

以看出，这个非纸币区域由于没有完整平面，蓝色矩形内的像素彩色信息填充不完整，因

此，我们可以利用疑似纸币区域的深度信息的填充比剔除非纸币区域。经统计，当深度填

充比大于 0.78 时，该区域为纸币的置信度较高，因此，将 0.78 设置为深度填充比的阈值。 

 

图 3.10 纸币区域与非纸币区域的检出 

3.3 纸币识别 

3.3.1 SURF算法 

SURF (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加速鲁棒特征)可以提取出图像中的局部特征点并

使用 64 维向量描述子描述该特征，具有尺度不变性和旋转不变性的优点。SURF 是基于

SIFT 改进的算法，于 2006 年首次提出，极大的提高了算法的运行效率，为计算机视觉系

统中的实时应用提供了可能。 

SURF 相对于 SIFT 主要区别有两点：SIFT 的特征描述子是 128 维，而 SURF 通过降

维到 64 维，提高算法的执行效率；通过 Hessian 矩阵的二阶求导找到局部稳定的极值点，

提高算法的鲁棒性。 

SURF 算法的具体执行步骤为： 

第一步，对图像进行盒式滤波器降噪。使用积分图将盒式滤波器对图像的滤波转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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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图像上不同区域间像素和的加减运算问题，通过简单查找积分图获得盒式滤波结果。 

第二步，构建 Hessian 矩阵，通过计算矩阵行列式的近似值寻找特征点的变换图像。

Hessian 矩阵的表示为： 

H(𝑓(𝑥, 𝑦)) = [

𝜕2𝑓

𝜕𝑥2

𝜕2𝑓

𝜕𝑥𝜕𝑦

𝜕2𝑓

𝜕𝑥𝜕𝑦

𝜕2𝑓

𝜕𝑦2

]                           (3-6) 

可知该矩阵是二阶求导，一阶求导在离散数字图像中表示为相邻两个像素的灰度差为： 

D𝑥 = 𝑓(𝑥 + 1, 𝑦) − 𝑓(𝑥, 𝑦)                     (3-7) 

二阶求导为灰度差值之差为： 

D𝑥𝑥 = [𝑓(𝑥 + 1, 𝑦) − 𝑓(𝑥, 𝑦)] − [𝑓(𝑥, 𝑦) − 𝑓(𝑥 − 1, 𝑦)] = 𝑓(𝑥 + 1, 𝑦) + 𝑓(𝑥 − 1, 𝑦) −

2 × 𝑓(𝑥, 𝑦)                            (3-8) 

从而获得局部极值点。 

第三步，构建尺度空间。保持图像大小不变，通过改变盒式滤波器的模板尺寸和模糊

系数建立不同尺度空间，如图 3.11，以便后续寻找三维空间的极值点。该步骤可以保证

SURF 特征的尺度不变性。 

 

图 3.11 SURF 特征的尺度空间 

第四步，定位特征点。基于步骤三构建的尺度空间中，比较像素点与二维、尺度空间

邻域共 26 个像素点，筛选空间稳定的极值点，示意图见图 3.12。 

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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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SURF 尺度空间寻找极值特征点 

第五步，确定特征点主方向。确定 Haar 小波响应边长，计算该特征点的邻域点的 Haar

小波相应，以当前像素点的某弧度为统计起点，60°为统计范围，统计该扇形内像素点的

Haar 小波水平、垂直特征之和；将特征和值最大的对应弧度作为该特征点的主方向。该步

骤保证 SURF 具有旋转不变性。 

第六步，生成特征点描述子。特征描述子，即利用周围像素与该像素的灰度关系来描

述该特征点。正如前面所提到的，SURF 相较于 SIFT 运行速度提高了 3 倍，主要在于特

征向量的维度由 SIFT 的 128 维较少到了 SURF 的 64 维。沿特征点的主方向，在特征点周

围取 4×4 的像素块。每个像素块中有 5×5 个像素，统计这 25 个像素相对于主方向的水

平方向 Haar 小波特征值之和、垂直方向 Haar 小波特征值之和、水平方向 Haar 小波特征

值的绝对值之和、垂直方向 Haar 小波特征值的绝对值之和，即每个像素块用这四个值来

表示，所以一共是 4×4×4 维的特征描述子，详见图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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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SURF 特征点的描述子 

第七步，特征点匹配。通过计算两个特征点描述子之间的的欧式距离来判断是否匹配，

欧式距离公式为： 

𝐷𝑖𝑗 = [∑ (𝑋𝑖𝑘 − 𝑋𝑗𝑘)
2𝑘=63

𝑘=0 ]
1/2

                      (3-9) 

其中𝑋𝑖𝑘为待检测特征点(i)的第 k维描述分量，𝑋𝑗𝑘为目标特征点(j)的第 k维描述分量。

欧式距离越短，代表这两个特征点越相似，则认为匹配成功。 

3.3.2 标准纸币的SURF特征点及其描述子获取 

在纸币识别之前，我们使用 SURF 算法就需要准备识别目标的标准特征点。由于本文

的识别目标确定为第五套人民币，而人民币有部分区域各面值是相同的，即这些特征并不

是某一面值纸币所独有的，比如纸币正面的毛泽东人脸、国徽、纸币反面的各民族语言、

右侧空白区域等。因此在统计标准纸币（获取目标 SURF 特征点及其描述子的图像，下同）

的 SURF 特征点时，只提取该面值纸币具有代表性的特征，选取区域如下图中蓝色框出部

分。纸币正反面分开匹配，一共有 6 种纸币×2 面共 12 个匹配区域，见图 3.14，针对如上

区域提取 SURF 特征点及其描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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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标准纸币 SURF 特征点提取区域 

获取标准纸币区域时，本文也对生成区域的尺寸对识别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实验，实验

结果详见第五章。 

3.3.3 特征点匹配的算法改进 

待匹配特征点的标准区域一共有 12 个，即分为 12 类，通过待测图像的 SURF 特征点

提取与描述，分别与 12 类进行特征点匹配，最大配对数值对应的类即代表识别结果。 

通过 3.3.2 章节中获取的标准纸币区域每种面值正面的特征点约为 200 个，反面的特

征点约为 600 个。由于特征点匹配是利用欧氏距离判断，那么一定会在待检测图像上寻找

到一个距离最近的特征点，即使加入欧氏距离阈值剔除距离过远的点，匹配点对的基数仍

过大，再加上过程中误匹配的点对，最终的识别结果可能并没有明显的极大值。因此，如

何从匹配点对中进一步筛选高质量的匹配对来保证识别结果的正确性，是本节的目标。 

匹配过程中的误匹配点对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将非匹配特征点检测为匹配，未将待匹

配的特征点检测出来。前者可以通过改进算法进一步优化消除，后者目前还无法处理。 

为了找到优质的匹配点对，减少误匹配，首先使用 K-NN 算法，在待检测图像的特征

点中找到与标准纸币区域中某个特征点S(𝑥, 𝑦)欧式距离最近、次近的两个匹配点T1(𝑥, 𝑦)、

T2(𝑥, 𝑦),其欧氏距离分别为𝐷𝑠1、𝐷𝑠2。然后计算最近和次近欧式距离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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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12 =
𝐷𝑠1

𝐷𝑠2
 (𝐷𝑠1 < 𝐷𝑠2)                     (3-10) 

比率ratio12越小，则T1(𝑥, 𝑦)与T2(𝑥, 𝑦)特征点的区别越明显，则说明T1(𝑥, 𝑦)这个特征

点不仅与S(𝑥, 𝑦)匹配而且该特征很突出。因此，设定比值阈值，将高于阈值的不稳定的匹

配特征点对剔除。通过该步骤，显著且稳定的特征点对被初步筛选出来。 

其次，进行交叉验证，即正反两次匹配。我们将以标准纸币区域为匹配基准，待检测

图像为匹配源，进行的匹配称为正向匹配；反之，以待检测图像为匹配基准，标准纸币区

域为匹配源，进行的匹配称为反向匹配。由于两次匹配的基准不同，匹配出来的点对数不

同，匹配的点对序号也可能发生变化。交叉验证即在这两次匹配过程中找到前后一致的匹

配点对，即进一步筛选出稳定的匹配点对，舍弃了单向匹配成功的不稳定点对。 

最后，使用 RANSAC (Random Sample Consensus，随机抽样一致性)算法再次消除不

匹配点对。RANSAC 通过随机一些样本点来估计模型和参数，符合模型的样本点称为局内

点，加入剩余测试点中也符合该模型的点，作为下一轮模型估计的局内点，如此迭代数次，

寻找到足够多的样本点即可证明该模型是合理的。在这里，我们的评估模型就是两幅平面

图像的对应性变换矩阵。即待匹配图像与匹配图像的匹配点对之间的映射应满足同一个变

换矩阵，否则把该匹配点对认为异常匹配。 

使用改进后的匹配点对数大大降低，原因在于删除了大量不稳定的匹配点对，这些匹

配点对是最终造成识别结果浮动的最大因素。通过实验数据发现，当匹配点对阈值设置为

20 时最合理，超过 20 即可认为利用特征点匹配已经找到了正确识别的纸币面额。 

3.3.4 多帧累计结果输出 

使用 SURF 的改进算法对每一帧图像都会有一个输出，结果为不存在纸币或者为具体

纸币面值。若某一帧出现异于之前的结果，此时立即输出该结果，会给盲人造成困扰，影

响使用效果。因此，在最终的纸币识别系统中，加入多帧累计结果判断输出，防止个别帧

出现异常结果。在本实验中，由于处理帧率大于 5 帧/秒，将累计帧数设置为 5 帧，将输出

无纸币的帧数剔除，有纸币的帧数累加，若连续 5 帧出现相同结果，此时输出该结果反馈

给盲人。 

3.4 本章小结 

根据本章提出算法思路，整理了流程图，见图 3.15。本算法不仅针对单张图像，也对

整个系统的实时纸币识别的算法进行了细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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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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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该算法形成的纸币识别系统将在第四章进行详细阐述，并在第五章对算法的各种

表现能力进行了实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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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于盲人辅助的纸币识别系统 

本文旨在为视障人士设计一套可用于实时检测并识别纸币的方法，因此在设计算法时，

也提供了相应配套的纸币识别系统，本章将介绍相应的图像获取和声音交互部分。 

4.1 图像获取 

实验所用的样机如下图所示。其中，图像获取部分采用 Realsense R200，其主要结构

包括两个红外摄像头、一个彩色摄像头和一个红外激光投射器，在光线较暗时红外激光投

射器发出的红外激光散斑以结构光的方式获得场景深度，在光线较亮时，红外摄像头和彩

色摄像头以双目匹配的方式获得场景深度，因此该深度相机不仅可以适用于白天、室内，

夜晚和室外等光线不足或过曝的情况下也可兼容，且经过实验室改进的深度相机动态测量

范围为 0.15m-10m，完全符合当前应用场景的需求。 

通过深度相机获取视频流的彩色图和深度图，其原始彩色图为 1920×1080 像素，为

加快数据处理速度，减少数据运算量，使用 960×540 像素的图像作为算法的输入对象，

图 4.1 为图像获取的示意图。 

 

图 4.1 纸币识别系统示意图 

4.2 声音交互 

虽然盲人失去了视觉，但听觉和触觉却超乎常人的灵敏。根据第一章节所述，盲人在

使用盲杖探测地面障碍物时，并不是横扫前方区域，而是敲打几处地面，通过反射回来的

声音估计前方障碍物的位置；同理，盲人在寻找房间的入口时，也可以通过感受门所在位

置的风向找到入口。这是盲人在生活中磨砺出来的一种本领。 

纸币

一帧图像(960×540) 

深度相机 

骨传导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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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将算法识别的结果传递给盲人，却又不影响盲人对其他信息的获取，是我们

系统中人机交互部分需要解决的问题。最终，我们选择骨传导耳机将识别的结果转化为声

音告知给盲人。 

为了将功能设计的更贴近盲人的实际应用，我们引入了第三方语音库 OpenAL 和科大

讯飞的语音模块，加入了语音唤醒、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的功能。OpenAL 提供了大量跨

平台的 3D 音效 API，常被开发者用于生成游戏程序中的立体音效。基本的 OpenAL 对象

包括一个 Listener 监听者，一个 Source 声音源和一个 Buffer 缓冲区，缓冲区中包含音频数

据，每个缓冲区可以附加到一个或多个源，这些源代表 3D 空间中正在发射音频的位置。 

语音唤醒，即主机或移动手机处于睡眠或锁屏状态下仍能检测到用户的声音，并根据

声音提示进行相应操作。语音唤醒功能开启了全语音交互时代，可以节省 CPU 计算资源，

用于开启不需要一直在线的功能。在本系统中，我们选择“纸币识别”命令词作为功能唤

醒词。其唤醒的本质是检测声音的振幅，当超过一定阈值时，则认为用户发声了，此时再

使用语音识别功能检测用户是否发出了指定命令词。 

语音识别，即让机器明白用户发出的是何种指令。科大讯飞提供了离线命令词识别功

能，离线语音服务相对在线语音服务的主要优势在于合成效率高、流量消耗少。由于其核

心计算在本地，相比在线服务在云端，减少了网络交互时间，响应快，合成效率高。因此，

选用离线命令词识别。命令词存放在本地文本文件里，主要为“纸币识别”，该功能与语

音唤醒功能结合使用，共同开启纸币识别功能。 

语音合成，即将输入的文字转化成音频流输出。Windows 平台有自带的 TTS 语音合

成引擎，事先使用语音合成生成好需要调用的音频文件，包括“1 元”、“5 元”、“10

元”、“20 元”、“50 元”和“100 元”。当算法执行完毕，有识别结果输出时，立即调

用相应的音频文件，通过骨传导耳机传达给盲人。 

本文纸币识别系统之所以选择骨传导耳机，是为了避免影响盲人在使用纸币识别功能

时对外界信息的正常接收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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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纸币识别实验与分析 

5.1 特征点提取的标准区域尺寸选择实验 

根据第三章所提到选用 SURF 特征点提取的标准区域的尺寸不同，获得特征点数量不

同，匹配的效果也不相同。因此，需要设定实验，找到识别效果最好的一组标准纸币尺寸。 

实验时，首先选取室内两组场景，使用深度相机获取视频流，每组场景下的视频流为

12 个，分别对应 6 个纸币面值的正、反面。每个视频流有 200 帧图像，包括纸币进入视

场、从近到远缓慢移动、小角度旋转、退出视场等多种情况，保证测试情况的多样性。视

频流 1 选择的场景为室内简单背景，深度提取后背景滤除效果较好；视频流 2 选择的场景

为室内复杂背景，深度提取后背景留有较多残余，见下图 5.1。 

 

(a)                                    (b) 

图 5.1 测试视频流，(a)视频流 1，(b)视频流 2 

将 6 种面值的纸币正面的标准区域图像依次缩放，获得四种尺寸；同理，将 6 种面值

的纸币反面的标准区域图像依次缩放，获得四种尺寸。正面标准区域相对较小，四个尺寸

分别为 180×200、150×170、100×110、75×85 像素；反面四个尺寸分别为 450×225、

400×200、260×130、200×100 像素。分别对各个尺寸的图像进行 SURF 特征点提取，正

面标准区域尺寸从大到小对应的描述子分别为表 5.1 中的描述子 F1、描述子 F2、描述子

F3 和描述子 F4，反面标准区域尺寸从大到小对应的描述子分别为表 5-1 中的描述子 B1、

描述子 B2、描述子 B3 和描述子 B4。实验结果在 Intel i5 CPU (@2.60GHz)、4G RAM 的

PC 上运行，分别对处理速度、输出结果总个数以及相应的正确率进行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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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不同尺寸图像获取特征点的检测结果 

纸币面值 相机种类 描述子 处理速度（帧/s） 
输出结果总个

数 
正确率 

10RMB 正面 RGB-D 相机 

F1 3-4 182 61.2% 

F2 4-5 138 74.0% 

F3 6-7 99 93.9% 

F4 6-7 39 17.9% 

(a) 视频流 1 

纸币面值 相机种类 描述子 处理速度（帧/s） 
输出结果总个

数 
正确率 

50RMB 背面 RGB-D 相机 

B1 7-8 114 98.3% 

B2 9-10 116 100% 

B3 14-15 116 100% 

B4 14-15 50 100% 

(b) 视频流 2 

以上数据表明：提取待匹配的标准区域的 SURF 特征点应选取合适的图像尺寸。图像

尺寸过大，本身提取的特征点就相对较多，导致特征点匹配点对数增加、匹配速度下降，

而识别正确率未必提高，因为匹配点对的基数增加，误匹配点的个数也相应增加。图像尺

寸过小，本身提取的特征点就相对较少，导致特征点匹配点对数减少，输出结果大幅度减

少，且由于匹配点对数峰值较低，误匹配点对影响较大，匹配速度逐渐趋于峰值，没有明

显加快。 

总体而言，F3 和 B3 的效果最好，因此，纸币识别选用正面标准区域的尺寸为 100×

110 像素，纸币反面标准区域的尺寸为 260×130 像素。 

同时从以上两个表的数据可以看出，纸币的反面比正面识别效果好，正确识别率可以

稳定在 100%。因为选择的纸币背面标准区域比正面大，背面提取的特征点多，并且相对

正面而言，背面相似度较低，特征点比较独特。从后面的实验中，仍可观察出该现象。 

5.2 深度信息对纸币识别性能影响实验 

为明显表明深度信息的利用，对纸币识别效果的提升，我们也对该算法在有 RGB-D

相机近距离深度提取和 RGB-D 相机无近距离深度提取的条件下进行了同样算法的性能对

比，结果如表 5.2，其中 RGB-D 相机的对比处理结果为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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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RGB-D 与 RGB 相机的纸币识别检测效果 

纸币面值 相机种类 描述子 处理速度（帧/s） 输出结果总个数 正确率 

10RMB 正面 RGB 相机 

F1 1-2 168 59.4% 

F2 2-3 170 69.3% 

F3 3-4 105 87.6% 

F1 4-5 54 20.4% 

(a) 视频流 1 

纸币面值 相机种类 描述子 处理速度（帧/s） 输出结果总个数 正确率 

50RMB 背面 RGB 相机 

B1 1-2 176 52.7% 

B2 1-2 175 44.7% 

B3 2-3 164 89.6% 

B4 3-4 65 89.2% 

(b) 视频流 2 

从以上数据可以观察出，RGB-D 相机的使用对识别效果大大提升，纸币识别的速度

提高至两倍，准确度也大幅度提升。 

5.3 算法鲁棒性实验 

对于自助贩卖机、ATM 机、点钞机、纸币清分机等场景，纸币识别考虑的异常因素

很少，除了干净、整齐的纸币识别外，只需要解决在固定区域、固定照明、单一背景下

对有缺角、破损、褶皱的旧纸币识别；但对于视障人士来说，由于操作者的特殊性，需

要设计出功能性与友好性并存的纸币识别系统，因此需要算法能兼容盲人在实际应用中

遇到的各种因素，这也是该课题的挑战与方案设计的思路逻辑。纸币识别面临的挑战主

要包括复杂的背景分割、纸币正反两面与正倒两个角度、小角度旋转、场景中纸币尺寸

的缩小与放大、手持式的部分遮挡、光照不确定（欠曝、过曝、光照不均匀等），这些

都是检测算法鲁棒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本节我们对这些情况下的纸币识别进行了实

验。实验结果如图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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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各场景下的纸币识别 

上图中有纸币检出时的第一行时纸币四个方向的识别情况，第一列是正面正着，第二

列是正面倒着，第三列是反面正着，第四列是反面倒着；第二行是遮挡纸币不同部位、面

积下的识别；第三行是纸币朝不同方向倾斜时的识别；第四行是纸币位于不同距离时，存

在缩放情况下的识别；第五行是运动时由于帧间差分值超过阈值，未开启纸币识别功能；

第六行是不同光照情况下的纸币识别，第一列为过度欠曝，第二张为过度曝光，第三张为

小幅度欠曝，第四张为正常光照下的识别；第七行是多张纸币的识别。在这些情况下均可

以正确识别纸币面值。 

关于多张纸币识别，一开始并不在需求列表内，经过实验数据发现，该算法也可用于

多张纸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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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纸币识别结果 

针对最终的纸币识别效果，我们也进行了统计，实验数据包括三种场景下的各面值纸

币识别效果，每个场景同样有 200 帧缓慢移动纸币的视频流。各场景介绍如下。 

场景Ⅰ：同实验 5.1 中的视频流 1，选取的室内场景，该场景在经过深度提取后背景分

割比较干净，只剩下纸币。 

场景Ⅱ：同实验 5.1 中的视频流 2，选取的室内场景，该场景在经过深度提取后背景分

割仍有大部分残余，纸币提取不纯净。 

场景Ⅲ：选取的室外场景，由于室外场景的背景深度都比较大，所以室外环境的背景

分割效果一般是比较好的，室外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光照环境，尤其是过曝。过曝会导致彩

色图转灰度图时，haar 特征和 SURF 特征点检出较少，导致无检测结果。 

以下表 5.3 中三张表格展示的是纸币识别的最终统计效果： 

表 5.3 各面值纸币识别检测效果 

面值 1 元 5 元 10 元 20 元 50 元 100 元 

纸币朝向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确率 100% 100% 100% 100% 93.9% 100% 100% 100% 95.1% 100% 100% 100% 

(a) 室内测试（场景Ⅰ） 

面值 1 元 5 元 10 元 20 元 50 元 100 元 

纸币朝向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确率 100% 100% 92.0% 100% 100% 100% 100% 100% 99.4% 99.3% 100% 100% 

(b) 室内测试(场景Ⅱ) 

面值 1 元 5 元 10 元 20 元 50 元 100 元 

纸币朝向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正确率 89.7% 100% 82.4% 100% 87.7% 100% 100% 100% 93.2% 100% 90.4% 98.9% 

(c) 室外测试(场景Ⅲ) 

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纸币背面的识别效果基本可以稳定在 100%。纸币背面的

特征完整且独立，检测效果自然好于只有局部特征点的纸币正面。在特征点匹配过程中，

拥有更多鲜明且不雷同的特征点是保证识别率的重要条件。相对比三个场景，场景Ⅲ的正

确率比场景Ⅰ和场景Ⅱ的正确率要低，因为室外的太阳光充足，纸币区域过曝导致特征点提

取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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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展望 

6.1 总结 

本文为视障人士的纸币识别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算法与系统，当纸币被手持在设备正前

方时，系统可以实时检测出纸币的面值并播报给盲人。尤其重点解决了实际场景应用时算

法的实时性与鲁棒性，提出了使用 RGB-D 相机进行近距离深度场景的获取，去除远距离

非纸币的不可靠区域，在近距离里用 Haar 特征和 Adaboost 算法训练的级联分类器检出纸

币，再用 SURF 的改进算法识别出纸币面值。并且，本文形成了完整的视频流输入的识别

算法，在算法的细节上做了多处优化，并最终通过实验数据表明该算法可以用于盲人视觉

辅助的纸币识别。现将本文主要工作内容归纳如下： 

1、针对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提出一整套可用于便携式设备的高鲁棒性的识别纸币

算法，并利用实验数据表明该算法在纸币背景复杂、朝向不同、小角度旋转、尺寸缩小与

放大、手指部分遮挡、光照变化、多张纸币时均可以正确识别纸币面值，纸币反面的正确

识别率可以稳定在 100%，纸币正面的正确识别率一般在 95%以上。 

2、针对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提出一整套可用于便携式设备的实时识别纸币算法，

并利用实验数据表明该算法对纸币识别帧率大于 6 帧/秒，可用于盲人的实时纸币识别。 

3、在算法实现的过程中，搜集纸币各面值的数据样本，训练了检测效果良好的纸币

分类器。该分类器也可用于其他用途的纸币检测，但检测对象仅限于第五套人民币。 

4、不同的纸币尺寸提取的 SURF 特征点数量不同，质量不同，导致最终的匹配结果

也不相同。因此，本文通过实验找到了最适合提取 SURF 特征点进行匹配的纸币尺寸，其

中，纸币正面提取 SURF 特征点的标准区域为中心含有面值数字和图案的局部区域，尺寸

在 100×110 像素附近为宜，纸币反面提取 SURF 特征点的标准区域为主体图案区域，尺

寸在 260×130 像素附近为宜。 

5、设计了用于盲人纸币识别的系统，包括图像获取系统和交互系统，图像获取采用

RGB-D 深度相机，交互系统选用科大讯飞语音库和 OpenAL 第三方语音库，并使用骨传

导耳机将声音传达给盲人，不影响盲人与外界的正常交流。 

6.2 展望 

通过对本文算法的实验测试过程，发现该算法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鲁棒性较差，可以

作为后续研究的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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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曝情况下的纸币识别效果并不理想。这在表 5-3 中可以发现，在场景Ⅲ中，纸币

的正确识别率部分下降到百分之八十几，这是由于当时视频拍摄时的天气比较晴朗，阳光

比较好，纸币处于过曝状态，大部分像素的灰度值已经饱和，无法提取局部的 Haar 和 SURF

特征点。也就是说，本文的算法还是比较依赖于图像的灰度图，不管是 Haar 特征，还是

SURF 特征，都需要含有纸币清晰纹理的灰度图，才可以达到理想效果。因此，表 5-3 中

场景Ⅲ的正确识别率稍低于场景Ⅰ和场景Ⅱ。 

2、本文中的算法要求纸币大体横在前方，可以存在小角度的旋转，但若是竖在前方，

则无法检出该纸币。这是由于本文设计的算法在纸币检出时使用的分类器样本均是横向的

纸币，且疑似纸币区域使用长是宽 2 倍的矩形框框出。因此，若将纸币旋转至竖向的，当

前算法无法检测该纸币，需要求视障人士将纸币横向拿在手里，这对盲人而言应该是可以

简单实现的操作。因为纸币的长度是宽度的 2 倍，差别明显，盲人可以通过触感将纸币调

整至可以识别的方向。 

3、不能识别伪钞。该算法设计时未考虑帮盲人识别假钞，这是由于即便是正常人也

无法通过视觉辨别出真伪纸币，且正常人除了通过辅助工具，绝大部分情况是通过触摸纸

币上的螺纹区别出假钞。我们相信盲人也可以基于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准确识别出假钞，

这也是我们实验组在和盲人深入交流时，并没有听到这个需求的原因，但后续功能改进时

不妨可以考虑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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