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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视觉古陶瓷无损分类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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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客观、有效地对古陶瓷进行无损分类，提出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古陶瓷无损分类识别方法。通过遍历古陶瓷器型
边缘轮廓，获取古陶瓷器型结构细节特征，并在 HSI 空间下提取古陶瓷釉色多通道颜色直方图特征。同时，提取反映古陶瓷
纹理多样性的 LBP 纹饰特征。基于上述特征，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实现古陶瓷器型结构、釉色及其纹饰图案的无损分类识别。
结果表明：通过机器视觉可以有效地对古陶瓷进行分类识别；在以 16 为曲率步长、9 为 LBP 算子分块数时，分别提取古陶
瓷结构，纹饰特征有较好的识别精度，其中，基于结构与釉色融合特征相比单一特征具有更好的识别效果；当古陶瓷发生结
构或纹饰上的小部分缺损时，该方法可以保持一定的鲁棒性，当信息丢失或缺损为 5%时，平均识别率依旧可达 85%以上，
可期望实现古陶瓷科技鉴定中的良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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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Vision Based Class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for Non-destructive
Authentication of Ancient Ceramic
WENG Zhengkui1, GUAN Yepeng1,2, LUO Hongjie3
(1.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Display and System Appli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anghai 200072, China;
3.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A classification method was proposed for non-destructive authentication of ancient ceramic based on machine vision to
make the ancient ceramic identification more objective and accurate. The edge contour of ancient ceramic was traversed at first. The
detail feature for the shape structure of ancient ceramic was determined by the corresponding curvature. A multi-channel color
histogram in HSI space was proposed to describe the glaze colors. Meanwhile, the LBP texture feature was extracted to reflect the
colorful graphic pattern of ancient ceramic. Machine learning was used to perform class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for non-destructive
authentication of ancient ceramic in the features mentioned abov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ancient ceramic can be
effectively identified by machine vision and set 16 as the curvature step, 9 as LBP operator block numbers during the extraction of
structural and glaze feature outperforms than other parameters. Also, the fusion of structural and glaze features obtain a better
recognition accuracy, compared to the single feature. The method can maintain a relative robustness when a small part of the ceramic
structure or glaze is damaged. The average recognition accuracy can still reach more than 85% when the information loss or defect is
5%, which could allow its application in ancient ceramic scientific identification.
Keywords: ancient ceramic; scientific identification; machine vision; glaze information; structural information; texture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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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陶瓷万年以上的悠久历史、丰富多彩的
艺术风格、巧夺天工的制作工艺以及奥妙无穷的科
技内涵，使之无愧为中华文物中的瑰宝[1]。
由于古陶瓷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拍卖价格，
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不法分子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使得各类精仿名瓷层出不穷，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
的程度[2]，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识别分类古陶瓷，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并在古陶瓷科技鉴
定领域展开了诸多研究工作，主要包括：成分鉴定
法和热释光鉴定法[3]。前者根据古陶瓷胎、釉的配
方不同，通过分析古陶瓷元素组成对古陶瓷类文物
进行研究和分类，该类方法不仅受技术和设备因素
影响，而且除历代官窑和部分著名民窑陶瓷外，在标
准件的选定上显得非常困难。
具体表现在即使为同一
窑系，其窑口胎土和釉质均会存在明显差异[4–5]；热
释光鉴定法虽然不需要依靠标准器进行比较，但高
仿陶瓷制造者通过人工辐射，模拟古陶瓷热释光谱，
将在很大程度造成仪器误判；此外，热释光鉴定法
系有损检测技术，对古陶瓷文物的保护及审美将造
成损害[6]；Elsayed 等[7]基于激光诱导击穿光谱技术，
对古陶瓷样本进行检测，检测光斑直径虽仅有
100～150 μm，但对古陶瓷样本依旧存在一定程度的
破坏；Anderson 等[8]融合 X 射线和计算机断层扫描
提取古陶瓷特征信息，以获取眼鉴无法识别的影像
信息进行古陶瓷识别。
利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和数理分析方法，罗宏
杰等[9]基于模拟“切片”技术手段对古陶瓷结构进行
数字化处理，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不同时期
耀州碗型器型结构特点进行了统计分析，在分类识
别精度上，该方法受切片数影响明显；吴隽等[10]考
虑到单纯使用通高、口径、底径等参数难以完整描
述古陶瓷器型特征，采用曲线拟合方法进行古陶器
断源/断代，然而所提特征的准确度将直接影响后续
工作的开展；熊露等[11]基于出口沿处斜率以及曲率
最大/最小值等特征参数，对我国五代、宋、元时期
景德镇湖田窑制作的碗类器型结构进行分析，该方
法要求碗类器型结构相对完整，尤其是碗类器型
外形轮廓。此外，部分学者采用其它统计学习方
法对古陶瓷器型进行分类和识别 [12–14]。在上述所
提方法 [9–14] 中，大多基于古陶瓷的结构特征(如高
度、口径、边缘斜率等)进行古陶瓷器型结构分析，
虽然该类特征提取便捷，但由于所选取的特征较简
单，因此很难有效全面反映古陶瓷外形结构特征多
样性；同时，古陶瓷纹饰图案特征作为古陶瓷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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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述方法[9–14]在进行古陶
瓷科技鉴定分析时，尚未充分考虑该类重要特征，
因此，其科技鉴定分析方法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针对目前古陶瓷科技鉴定分析方法存在的上述
主要问题与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机器学习古陶瓷
无损分类识别方法。通过遍历古陶瓷器型边缘轮廓，
提取其边缘信息，采用差分链码 [15] 获取古陶瓷旋
转、平移不变特征，在此基础上，确定古陶瓷边缘
轮廓曲率，获取古陶瓷器型结构细节特征；为反映
古陶瓷丰富釉色特征，在 HSI(Hue，Saturation，
Intensity)空间下提取古陶瓷釉色多通道颜色直方图
特征；同时，基于 LBP(Local Binary Patterns)所具有
的旋转不变性和灰度不变特性，提取反映古陶瓷纹
理多样性的 LBP 纹饰特征。基于上述古陶瓷器型结
构边缘轮廓曲率、釉色和图案纹饰 LBP 特征，采用
广义回归神经网络模型 [16] 实现古陶瓷的无损鉴定
分类与识别。通过与同类方法的客观定量对比，结
果表明所提方法有效、可行。

1 古陶瓷视觉特征提取
1.1

古陶瓷器型结构特征提取
古陶瓷器型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同人为因素和客
观环境影响，主要包括：制作原料、烧制方法和技
术、工匠工艺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审美需求等，
表明其轮廓特征，包括口径、通高、底径等，可作
为鉴定古陶瓷真伪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古陶瓷
器型种类繁多、变化多样，因此，仅利用口径、通
高等器型结构特征，难以有效描述和表征古陶瓷外
形结构，尤其是外形复杂多样的古陶瓷器型。
为有效描述和表征古陶瓷外形结构，提出了一
种基于差分链码确定古陶瓷器型外观曲率方法。通
过遍历古陶瓷图像边缘，获取古陶瓷二值边缘信息；
采用差分链码获取古陶瓷旋转、平移不变特征，在
此基础上，基于差分链码确定古陶瓷边缘轮廓曲率，
获取古陶瓷器型结构细节特征，如图 1 所示为古陶
瓷边缘提取及其链码编码示意图。
基于所获取的古陶瓷图像(如图 1a)，提取其边
缘轮廓(如图 1b~1c)，采用链码[15]对获取的二值边缘
图像特征(如图 1c)进行基于 8 方向(如图 1d)的链码
编码，其编码方式如图 1e 所示，基于古陶器边界某
像素点，以 8 邻域方式移动，按顺时针方向依次寻
找未被编码的边界点，并对其进行编码，直到所有
边界像素被编码。其中，基于 8 方向链码的原因在
于：编码线段边缘所蕴含的方向信息，不因检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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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位移而发生改变。
虽然基于 8 方向链码可保证古陶瓷边缘方向信
息，但当古陶瓷器型结构发生旋转时，所获取的码
字将发生相应变化，如 1e 所示。其中，古陶器分别
顺时针旋转 0°，45°，90°，以及 180°时，其对应的
链码均随着旋转角度的不同而发生了相应变化。
为有效获取古陶瓷器型结构旋转不变的链码特
征，提出了如下基于差分链码获取古陶瓷器型结构

(a) Original image

(d) 8 direction chain code

Fig. 1

· 1835 ·

旋转、平移不变特征方法。基于上述所获取的 8 方
向链码，将相邻两位循环相减，从而确定其差分链
码。在相邻位循环相减时，若后一位码字较前一位
码字小，则将出现负差分码，从而超出码表(0~7)的
表示范围。为克服上述不足，在编码时，对负差分
码加 8，从而转化为正数并继续编码。经过上述编
码策略，无论古陶瓷器型结构如何旋转，其差分链
码均保持鲁棒不变性(如表 1 所示)。

(b) Edge extraction

(c) Binary edge

(e) Edge encoding at different rotation angles

图 1 古陶瓷视觉结构特征提取示意图
Method for extracting visual structure features of ancient ceramics

表 1 器型旋转差分链码不变性
Table 1 Invariance of difference chain codes when rotation
Rotation angle

Chain codes

Difference chain codes

0°

6 766 543 321 200

6 170 777 077 160

45°

5 655 432 210 177

6 1707 77 077 160

90°

4 544 321 107 066

6 170 777 077 160

180°

2 322 107 765 644

6 170 777 077 160

采用上述差分链码方法，虽可获取古陶瓷器型
结构旋转不变的差分链码特征，但链码特征维数往
往过高，如图 1 中的古陶瓷器型，虽外形结构较简
单，但其对应的差分链码特征维数达 13 维。由于古
陶瓷器型品种繁多，而所收集/收藏的陶瓷珍品/样品
微乎其微，因此，若采用上述高维差分链码特征进
行古陶瓷分类与识别，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维数灾
难”问题。

为克服上述“维数灾难”问题，采用如下方法对
所获取的差分链码特征进行降维。由于差分链码特
征表征着古陶瓷边缘的形状和方向，即间接表征着
古陶瓷边缘位置信息和角度变化信息，而曲率变化
不仅反映古陶瓷边缘结构边缘曲线/曲面的弯曲程
度，且相关研究表明：同类、不同时期古陶瓷结构
虽相似，但其边缘曲率因其制作工艺、审美观念不
同而存在明显差异[10]。因此，为满足既能有效表征
古陶瓷结构特征细节，又能有效降低差分链码特征
维数，基于上述差分链码，采用下式计算古陶瓷器
型结构曲率：

e

N

 i

N

(1)

i 1

式中：N 表示边缘点数量。

i  c(8,i  k /8)  c(8,i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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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 为原差分链码值；k 为在计算边缘点倾角时
的步长变化。
k 值越大，对古陶瓷边缘点的平滑作用越强。
若 k 值过大，边缘曲率变化将不足以反映古陶瓷器
型结构局部细节变化，从而影响对古陶瓷的分类识
别结果(k 最优取值于后续实验讨论)。
1.2 古陶瓷器型釉色特征提取
在对古陶瓷无损鉴定过程中，其釉色特征也十
分关键，因不同时期、不同窑口古陶瓷往往具有鲜
明的釉色特征[17]。鲜艳的釉色特征中不仅蕴藏着中
国古代工匠们的智慧，且蕴藏着古老而又深邃的中
国文化。同时，有效提取古陶瓷釉色特征则可避免
仅利用边缘结构特征鉴定因结构信息一致而釉色并
非一致所引发的错误，从而提升古陶瓷分类识别精
确度。HSI 颜色空间相比 RGB(Red, Green, Blue)颜
色空间，更加全面地考虑古陶瓷图像的亮度、颜色
等信息。其中：H 代表色调，即人对不同颜色的感
受；S 代表饱和度，即颜色的纯度；I 代表亮度，即
颜色的明亮程度。可见 HSI 颜色空间以色调、饱和
度和亮度 3 种基本特征量来感知颜色，反映了人的

视觉系统感知彩色的方式[18]。鉴于此，提出了一种
基于古陶瓷釉色 HSI 颜色空间直方图特征提取方
法。图 2 为古陶瓷釉色特征提取流程框图。
首先对原古陶瓷图像进行分割，并将分割后的
图像由 RGB 空间转化为 HSI 空间；为减小计算量，
将 HSI 色彩空间中的 H 分量分成 8 份，S 和 I 两个
分量各均分成 3 份，从而将得到的非均匀量化颜色
统计直方图，作为反映古陶瓷釉色的特征向量，共
计 8  3  3 维。
根据古陶瓷釉色 RGB 值，由式(3)~(5)变换到
HSI 空间：



( R  G )  ( R  B)
H  cos 1 
(3)

 2 ( R  G )2  ( R  B)(G  B) 
其中： R  G 或 R  B ；若 B  G ，则 H  2  H 。
R、G、B 分别为原古陶瓷釉色中 RGB 颜色空间的
三通道颜色值。
(4)
S  max( R , G , B )  min( R , G , B )
1
(5)
I  (R  B  G)
3
对 HSI 颜色空间三分量进行如下非均匀量化：

 0, h  [316, 20]
 1, h  [21, 40]

 2, h  [41,75]
 0, s  [0,0.2]
 0, i  [0,0.2]

 3, h  [76,155]


H 
S  1, s  [0.2, 0.7] I  1, i  [0.2, 0.7]
 4, h  [159,190]
 2, s  [0.7,01]
 2, i  [0.7,01]


 5, h  [191, 270]

 6, h  [271, 295]
7, h  [296,315]


Fig.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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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图 2 古陶瓷釉色直方图特征提取流程框图
Ancient ceramic glaze color histogram feature extraction flow chart

古陶瓷器型纹饰特征提取
古陶瓷纹饰构图优美、内涵丰富，不同的纹饰
图案特征往往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习俗和风土人情，
蕴含着丰富信息[19]。如何提取有效的古陶瓷纹饰图
案信息，在古陶瓷分类识别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LBP 作为一种纹理描述算子，已被广泛用于纹
理分类、人脸识别及图像检索等领域[20]，它具有良
好的旋转不变性和灰度不变性，因此，基于 LBP 能
提取代表古陶瓷纹饰图像的本质特征。其中，提取古
陶瓷纹饰 LBP 特征如下：遍历古陶瓷纹饰图像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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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像素 3×3 邻域，将该邻域周围的 8 个像素点灰度
值与该邻域中心像素点灰度值做比较，
大于或等于中
心灰度值的点用 1 表示，反之用 0，以此类推，沿顺

Fig. 3

· 1837 ·

时针方向得到的 8 个二进制值作为该邻域中心的特
征值，并以直方图形式统计整个区域每个特征值数
量，
作为古陶器纹饰的图案特征描述子(如图 3 所示)。

图 3 古陶瓷纹饰图案 LBP 特征提取
Feature extraction of ancient ceramic texture based on LBP

图 4 为来自古陶瓷纹饰数据库中 2 个不同作者
所绘制的鸳鸯纹饰局部图及其与之对应的 LBP 特
征图。由图 4 可以看出：不同作者绘制水彩鸳鸯图
案 LBP 特征图具有较明显差异。

2 结果与讨论

(a) Local drawing of author 1

2.1

实验数据
实验数据包括古陶瓷器型和水彩鸳鸯图案 2 部
分。基于本工作所述方法，对如下古陶瓷器型结构
和水彩鸳鸯图案分别所对应的年代和所绘制的作者
进行分类识别，其中，古陶瓷器型数据选自中国故
宫博物馆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资料[21–22]，包含新
石器、唐、宋、元、明 5 个年代陶瓷器型，每一年
代各选取 10 幅陶瓷器型图像，共计 50 幅。部分陶
瓷器型样本如图 5 所示，从至右依次为新石器、唐、
宋、元、明 5 个年代罐类器型：

Fig. 5

(b) Local drawing of author 2

图4

不同作者绘制的水彩鸳鸯纹饰局部图及其与之对应的
LBP 特征图
Fig. 4 Local drawings of watercolor mandarin duck drawn by
different author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LBP feature
maps

图 5 不同时期罐类陶瓷器型示例
Example of tank type ceram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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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数据取自 5 位不同作者所作水彩鸳鸯图
案。其中，每人分别作大、中、小 3 种不同规格尺

Fig. 6

2017 年

寸水彩鸳鸯图案各 5 幅，共计 75 幅水彩鸳鸯图案。
图 6 所示为 5 位不同作者所作部分水彩鸳鸯图案。

图 6 水彩鸳鸯图案部分示例
Example of watercolor mandarin duck drawings

由图 6 可见：水彩鸳鸯图案均由简笔勾勒，颜
色信息较少且图案纹饰高度相似，尤其是基于仅有
75 幅水彩鸳鸯图案小样本集，区分不同绘制作者，
将十分具有挑战性。
2.2 参数讨论
在实际古陶瓷真伪鉴别的过程
2.2.1 曲率步长
中，由于量化和噪声以及其它因素干扰，不同曲率
步长的选取，将对古陶瓷器型分类识别结果造成不
同程度影响。
由式(2)知，曲率步长(k/8)越大，对古陶瓷边界
点的平滑作用越强，抗噪性能越强；但当曲率步长
过大时，将不足以有效反映古陶瓷器型结构边缘局
部细节变化。为选取最佳 k 值，实验采用枚举法得
到最优步长，部分实验结果如图 7 所示。由图 7 可
见，当 k 为 16 时，古陶瓷器型结构分类识别性能最
优。因此，在后续与同类方法的客观定量对比实验
中，该参数保持不变。

图 7 古陶瓷器型结构分类识别性能与曲率步长关系曲线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and curvature step length

2.2.2
LBP 分块数
通过对古陶瓷纹饰灰度级
的 LBP 纹理描述，采用直方图作为特征向量表征
不同纹饰特征，即对每一灰度级上出现的像素个数
进行计数，从而得到对纹饰特征的灰度统计信息。
对于 LBP 特征，首先需将纹饰图案分割成不同小

块的图像区域，在每个小区域中统计直方图信息，
将所有块的直方图向量链接，形成用于描述纹饰图
案的特征向量。因此，若 LBP 分块数过少，则易
导致空间结构信息丢失，且纹理特征欠描述；反之，
若 LBP 分块数过多，将导致特征向量维数迅速增
长，虽有助于纹理特征表征，但易导致“维数灾难”
问题。
图 8 为不同 LBP 分块数与水彩鸳鸯图案纹饰分
类识别性能关系曲线。由图 8 可知，当 LBP 分块数
较小时，随着 LBP 分块数的增加，基于水彩鸳鸯图
案纹饰的分类识别性能不断提高，当 LBP 分块数为
9 时，分类识别性能最优，之后分类性能随着 LBP
分块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因此，在后续与同类方
法的客观定量对比实验中，取 LBP 分块数为 9 并保
持不变。

图 8 水彩鸳鸯图案纹饰分类性能与 LBP 分块数关系曲线
Fig. 8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color mandarin duck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and LBP blocks number

2.3

鲁棒性讨论
鲁棒性(robustness)是指在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
中，方法应对不可避免的环境变化或参数扰动的能
力。从古陶瓷鉴定识别的实际情况出发，模拟了不
同情形下古陶瓷鉴定识别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并以此反映本工作所述方法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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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古陶瓷器型结构缺损的识别
在实际古陶
瓷器型结构的真伪鉴定分类识别中，不可避免地遇
到古陶瓷器型结构部分损坏，导致部分结构缺失。
为验证本工作所述方法在该情形下的鲁棒性，实验
模拟古陶瓷器型结构随机出现不同缺损，其中，将
古陶瓷器型结构缺失边缘信息占古陶瓷总体边缘信
息比例设定古陶瓷器型结构的缺损程度，分别统计
上述来自 5 个不同年代陶瓷器型结构随机出现不同
缺损的分类性能。
为计算古陶瓷器型结构差分链码及其曲率变
化，当古陶瓷器型结构出现部分结构缺失时，将古
陶瓷器型结构缺损端点以线段相连作为古陶瓷边缘
信息的补全(见图 9a)。其中，古陶瓷器型结构不同
缺损程度的分类识别性能结果，如图 9b 所示。
由图 9 可知，基于古陶瓷器型结构的分类识别
性能受古陶瓷结构不同缺损程度的影响较明显；当
其 器 型 结 构 缺 损 低 于 5% 时 ， 分 类 识 别 率 可 达
93.67%以上；随着器型结构缺损程度的不断增加，
分类识别性能下降明显，当器型结构缺损程度达
20%时，分类识别率为 63.82%。究其原因在于：部
分器型结构缺损部分位于其边缘曲率变化剧烈处，
从而造成了相应的局部细节信息缺失严重，导致分
类识别性能下降明显。
2.3.2 水彩鸳鸯图案纹饰污染的识别
实验中，
通过人为加入不同程度的椒盐噪声模拟古陶瓷纹饰
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情形。部分水彩鸳鸯图案受椒盐
噪声污染如图 10 所示，自左至右依次为水彩鸳鸯图

(a) Origin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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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原图，5%和 15%椒盐噪声污染后图像。其中，水
彩鸳鸯图案受 5%椒盐噪声污染，是指一副水彩鸳
鸯图案图像中 5%的像素丢失了原有信息，而被椒
盐噪声随机替代。

(a) Structural defect completion

(b) Evaluation of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defects

图 9 古陶瓷器型结构不同缺损程度情形下的分类识别
Fig. 9 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defects

(b) 5% noise pollution

(c) 15% noise pollution

图 10 水彩鸳鸯图案受不同程度椒盐噪声污染图
Fig. 10 Drawings of watercolor mandarin duck polluted by different degrees of salt and pepper noise

基于受不同程度椒盐噪声污染的水彩鸳鸯图案
进行分类识别，结果如图 11 所示。
由图 11 实验结果可知，分类识别性能受不同程
度椒盐噪声污染的影响较明显；当椒盐噪声污染低
于 5%时，分类识别率可达 89.66%以上；随着椒盐

噪声污染程度的不断增加，分类识别性能下降明显，
当椒盐噪声污染达 15%时，分类识别率为 30.21%。
究其原因，是由于随着椒盐噪声污染程度的不断加
剧，水彩鸳鸯图案中的原有信息被椒盐噪声替代随
之加剧，相应地造成水彩鸳鸯图案不断失真，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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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分类识别性能不断下降。

2.3.3

水彩鸳鸯图案部分内容缺损的识别

如上

述古陶瓷器型结构缺损类似，在实际基于古陶瓷器
型纹饰进行真伪的鉴定分类识别中，也可能遇到纹
饰部分内容缺损情形。为验证本工作所述方法的鲁
棒性，分别进行如下 3 种不同类型的图案内容缺损
模拟实验，即分别在水彩鸳鸯图案水平 x 方向和垂
直 y 方向以及随机部位缺损 3 种情形下的分类识别
实验，如图 12 所示。
基于本工作所提上述方法，统计水彩鸳鸯图案
在上述 3 种不同类型内容缺损情形下的分类识别性
能，实验结果如图 13 所示。

(a) x direction defect

Fig. 12

Fig. 13

图 11

水彩鸳鸯图案受不同程度椒盐噪声污染情形下的分
类识别
Fig. 11 Evaluation of watercolor mandarin duck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pollution

(b) y direction defect

(c) Random defect

图 12 水彩鸳鸯图案内容缺损示例
Example of watercolor mandarin ducks defects

图 13 水彩鸳鸯图案不同类型部分内容缺损情形下的分类识别
Identification of watercolor mandarin duck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defects

由图 13 可知，水彩鸳鸯图案分类识别性能也受
其内容缺损影响，但明显较受上述不同程度椒盐噪
声污染影响低。当部分图案内容缺损低于 5%时，
分类识别率可达 89.66%以上，当部分内容缺损程度

达 20%时，其分类识别性能可达 60.12%以上。究其
原因是由于部分图案纹饰内容虽缺损，但其余部分
依旧保持着完整的纹理信息，有助于表征水彩鸳鸯
图案纹饰的本征特征，从而可获取较高的分类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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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2.2 客观定量评价与对比
为评价本工作所述方法是否有效，对基于上
述 5 个年代古陶瓷数据和 5 位不同作者所作水彩
鸳鸯图案进行了实验验证。其中，在进行 5 个年
代的古陶瓷器型结构及釉色的分类识别实验中，

随机从每个年代的图像样本中选取 8 幅进行训练，
剩余 2 幅则为测试集；在基于鸳鸯图案区分对应
作者的分类识别实验中，随机选取 65 幅进行训练，
剩余 10 幅则为测试集。分别统计各自分类识别性
能，并采用混淆矩阵形式直观显示实验结果，如
图 14 所示。

(a)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ancient ceramic structure

(b)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ancient ceramic glaze color

(c)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ancient ceramic structure and glaze color

(d)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ancient ceramic texture

Fig. 14

图 14 基于古陶瓷结构釉色以及水彩鸳鸯图案的分类识别结果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ancient ceramic glaze color, structure and watercolor mandarin duck texture

由图 14 可知：采用本工作所述方法，分别对 5
个年代古陶瓷器型结构、釉色以及两者特征融合进
行断代和 5 位不同作者所作水彩鸳鸯图案进行区分
的平均分类识别率为 92.00%、94.20%、95.70%和

96.36%。可以看出，基于结构与釉色融合特征相比
单一特征具有更好的分类效果。
为进一步评价本工作所述方法是否有效，基于
上述 5 个不同年代古陶瓷器型结构进行断代实验，
将结构和釉色的融合特征方法分别与同类方法[9–11]
进行客观定量对比，对比实验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对比实验结果，不难发现采用本工作所
述方法进行古陶瓷器型结构的断代分类识别时，其
分类识别性能最优。

表 2 基于五个不同年代古陶瓷器型结构断代实验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ancient ceramic 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in five periods
Method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9]

LUO et al.

[10]

WU et al.

85.61
90.37

XIONG et al.[11]

87.66

Proposed

95.70

4 结论
1) 提出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古陶瓷无损分类
方法，利用古陶瓷轮廓曲率和 HSI 颜色空间直方图
分别表征古陶瓷结构和釉色特征，利用 LBP 算子提
取其纹饰特征，从而实现古陶瓷的无损分类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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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以 16 为曲率步长，9 为 LBP 算子分块数
时分别提取古陶瓷结构、纹饰特征，可以有较好的
识别精度，其中，基于结构与釉色融合特征相比单
一特征具有更好的识别效果。
3) 当古陶瓷发生结构或纹饰上的小部分缺损
时，方法可以保持一定的鲁棒性，当信息丢失或缺
损为 5%时，平均识别率依旧可达 85%以上。在大
数据下的古陶瓷科技鉴定和数字博物馆建设中有一
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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