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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研究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在 MDCS 中对于交通标志信息自动识别的应用, 通过多级图像提取和多

种特征识别和匹配算法,提高交通标志识别的准确率,从而大大提高交通标志数据的采集和更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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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不少导航地图供应商和研究机构已开

始着手研究新的移动数据采集系统( mobile data

capturing system, MDCS) , 用于快速、高效、准确

地进行导航电子地图采集。Gil li ron 设计的移

动制图系统( mobile mapping system, MM S)
[ 1]
,

综合应用 GPS、INS 以及激光测距技术对道路中

心线、网络拓扑、道路属性、交通标志等进行采集;

上海畅想电脑有限公司自主开发了用于导航电子

地图成品外业检测的系统;武汉大学、国防科技大

学等也都在研究类似的移动数据采集系统或后处

理系统。本文的研究主要侧重在禁令标志和指示

标志的自动识别方面。

1 交通标志影像特点分析

道路交通标志主要包括警告、禁令、指示、指

路和旅游等标志, 其中禁令标志是道路网络的禁

止交通策略( prohibited maneuvers)数据的直接

依据。通过对禁令标志和限制交通标志的自动提

取,可以自动生成相关的禁止交通策略和限制交

通策略数据,从而可大大地提高交通策略数据的

采集速度和准确性。

通过对禁令标志模板的分析可以发现, 其主

要特性包括: ① 主要由红色、白色和黑色色块构

成,少数标志包含蓝色色块;② 轮廓主要为圆圈,

个别为三角形、八边形, 但都是完全封闭的图形;

③ 禁令轮廓为红色, 解除禁令轮廓为黑色; ④ 部

分标志之间具有左右对称性(如禁止左转弯和禁

止右转弯)。而指示标志模板的主要特点包括:

① 主要由蓝色、白色色块构成, 少数标志包括黑

色、红色色块; ② 轮廓主要为圆圈和矩形; ③ 轮

廓颜色为蓝色;④ 部分标志之间具有左右对称性

(如向左转弯和向右转弯)。

而实际获取的交通标志影像存在如下一些特

点: ① 处于杂乱的背景图像之中, 其中部分背景

可能也具有较规则的特征, 如广告牌等; ② 一幅

图片中可能有多个交通标志同时存在; ③ 存在多

个交通标志的情况下, 有些标志之间距离非常接

近或几乎连在一起; ④ 受光照和污物的影响, 很

多标志存在偏色的现象,几乎都不是模板标志所

具有的纯红色、蓝色、白色或黑色,但基本的色调

还是与模板一致; ⑤ 受拍摄角度和距离的影响,

标志存在几何变形和大小不定的特点; ⑥ 受车速

的影响, 部分影像可能模糊; ⑦ 受树木、建筑物、

车辆、行人等的影响,部分交通标志可能被遮挡。

2 交通标志影像特征提取

由于禁令标志和指示标志都具有非常明显的

颜色特性,因此,颜色提取可以作为交通标志特征

提取的重要手段。

文献[ 2, 3]均提出了颜色 RGB模型的处理方

法,即采用颜色分量差的方法来提取单色(红、蓝、

黄等)。本文实验发现,这些方法对于红色像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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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像素具有较好的识别效果, 但同时对非红色

(红色分量较大的其他颜色)或非蓝色(蓝色分量

较大的其他颜色)也会误认为是红色或蓝色像素。

更为重要的是, 分量差容限的设定对于不同光照

的图片效果差别较大, 尤其是对于白色和黑色的

区分比较困难, 因为在光照较好(顺光)的情况下,

灰色较深的部分实际可能是属于黑色, 而在光照

较差(逆光)的情况下, 灰色又实际可能是白色像

素,如图 1所示。

图 1 相同的分量域值在不同的图像中的处理问题

Fig . 1 Same Co lo r Dispersion Tolerance

in Differ ent Cases

为了提取图 1( a)中红色禁止标志中的黑色

部分(实际拍摄的图像中为深灰色) , 需要设定一

定的分量域值, 但是同样的分量域值在图 1( b)中

则可能将红色圆圈中的灰色部分提取为黑色。

此外,当多个标志存在于一幅图像中且相距

很近的情况下, 拍摄的图片很可能出现相互连接

的情况,上述方法也比较难单独提取出来;而多个

标志存在于一块蓝色板上的情况, 则更难提取出

其中单独的交通标志。

另外,各种相关研究文献中对于交通标志的

颜色特性都进行了分析,但是对于图像的分割和

提取却讨论不多。本文采用扫描连通算法对各独

立区域分别进行了提取,然后再提取位于连通区

域内的图像,从而将各连通区域单独提取为一个

个独立的对象, 同时对各区域进行进一步分析,去

除不可能包含交通标志的区域, 剩下的区域则是

可用于特征匹配的备选区域。

本文通过反复实验, 总结出下列有效提取交

通标志特征的步骤, 并利用 C
#
语言进行了实际

的软件开发。

1) 影像获取。通常通过车载 CCD 进行拍

摄,限于条件,本文通过 DC 在模拟汽车运行的情

况下进行了部分图像的拍摄。为了减少图片空间

和各种分析运算量, 拍摄的图片分辨率为 640像

素 480像素,采用 JPEG 压缩格式进行存储。

2) 图像文件读写操作。C# 语言提供了丰富

的图片操作对象和方法, 可以直接读取 BMP、

JPEG 等常见图像存储格式, 同时可以方便地对

像素进行提取和赋值。

3) 图像颜色归一化, 即将 RGB 真彩色图像

中丰富多彩的颜色统一提取为红色、蓝色、黑色和

白色,归一化后, 图像中只存在单纯的红色、蓝色

和黑色分量,其他颜色和白色均不再写入归一化

图像中。归一化的实现方法是采用基本的 RGB

分量差分方法,但是考虑图像整体亮度因素来动

态设定分量域值,而不是采用固定域值,这种方法

可以有效地避免单一分量域值很难适应各种图像

的问题,对于前面提到的红色、蓝色误提取以及黑

白不分的现象,可以有效消除。

4) 特征提取。前面提到的禁令标志和指示

标志分别包含于连通的红色区域和蓝色区域内

部,为了有效地避免多个禁令标志存于一块蓝色

标志,导致无法区分的情况,程序编制时进行有选

择性的提取, 即单独提取红色特征和蓝色特征。

此外,基于禁令标志和蓝色标志的颜色特征,在对

各特征进行提取时, 可以考虑将图像归一化误差

进行弥补。如前面提到的可能将黑色像素(实际

图片中可能偏蓝)提取为蓝色像素的情况,在提取

红色禁令标志区域时, 可将内部的蓝色全部转换

为黑色,这种方法在实际的应用中具有很好的效

果,惟一的问题是将禁止停车中的蓝色部分也转

换为了黑色。但是该标志的红色特征非常明显,

在匹配时,可以优先根据红色直方图进行识别,因

此效果不会受到影响。

5) 噪声消除。本文利用简单的扫描比较算

法很容易去除特征边界之外的噪声, 而对于特征

之内的噪声,可以采用 8邻域连通性算法来消除

孤立的像素
[ 4-6]
。

6) 粘连特征分割。为了将多个标志连在一

起的情况进行区分, 需对提取后的特征再进行边

缘跟踪,以分割相互连在一起的特征。文献[ 4, 5]

介绍了多种特征分割的方法, 根据对实际相连特

征的分析,本文采用 4 连通边缘跟踪算法进行分

割,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图 2是采用 C
#
语言根据上述算法思想编制

的软件进行特征提取的示例。

3 交通标志影像特征匹配

通过特征提取以后, 接下来就对提取的特征

进行识别,识别的基本方法是模板匹配法。由于

禁令标志和指示标志大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几何特

征,因此,在特征提取比较准确的情况下, 特征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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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准确率非常高。

图 2 交通标志特征提取示例

F ig. 2 T raffic Signs Feature Ext raction

最简单有效的匹配方法是直方图最小二乘匹

配法。需要注意的是, 部分具有相互对称特性的

标志(如禁止左转和禁止右转)具有相同的直方

图,因此, 仅用直方图还不能完全准确地识别出标

志。本文采用分别比较水平直方图和垂直直方图

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识别出具有左右或上下对称

特点的交通标志。其步骤如下:① 分别计算模板

和特征的水平/垂直颜色直方图,对于禁令标志,

主要计算红色、黑色像素的直方图;而对于指示标

志,则只需计算蓝色直方图。② 采用最小二乘匹

配法将计算的特征直方图与标准模板的直方图进

行匹配,并设定一定的中误差容限,匹配中误差最

小且小于给定容限的特征,则是识别出来的交通

标志特征。

图 3所示为模板和待匹配特征的水平蓝色直

方图和垂直直方图。其中,待匹配特征(黑色加粗

实曲线)为图 2( d)中的蓝色标志。从水平直方图

曲线可以初步看出, 其与深灰色虚线/点虚线(对

应向左/向右转变模板)很接近, 但由于模板和待

匹配特征的图像大小不一致, 因此,曲线的位置还

不是很吻合,通过标准化图像大小操作后(黑色

加粗虚线)可以发现, 该曲线与深灰色虚线/点虚

曲线更为接近。图 3( a)中深灰色虚线和点虚线

模板几乎重合,这是由于两者具有几乎相同的水

平直方图分布。从图 3( b)可以明显区分出二者,

因此,基本可以确定待匹配特征与深灰色虚线曲

线吻合,而实际进行最小二乘匹配计算的误差结

果(表 1所示)也表明, 待匹配标志为向右转弯标

志(图 3( a)中深灰色虚线曲线)。

表 1 最小二乘匹配误差数据

T ab. 1 Least-Square Match Err or Values

模板 误差

直行车道. bm p 14. 469

立交直行和左转变行驶. bmp 12. 161

最大限速 50公里. bmp 7. 599

直行和右转弯车道. bmp 12. 775

直行和向左转弯. bmp 10. 375

立交直行和右转弯行驶. bmp 11. 732

分向行驶车道. bmp 15. 973

直行和向右转弯. bmp 9. 488

环岛行驶. bm p 9. 333

干路先行. bm p 17. 564

人行横道. bm p 15. 519

公交专用车道. bmp 14. 035

向左向右单行道. bmp 15. 040

向左和向右转弯. bmp 12. 158

会车先行. bm p 8. 812
直行单行道. bm p 13. 802

步行. bm p 9. 193

向左转弯. bm p 5. 714

靠左侧道路行驶. bmp 7. 503

右转车道. bm p 10. 679

向右转弯. bm p 3. 709

鸣喇叭. bm p 9. 877

用同样的方法对其他标志进行了提取。从实

验的情况来看,采用上述匹配方法效果比较理想。

表 2是两个红色标志提取的误差数据, 从最小误

差可以看出,提取的标志 1是一个禁止机动车行

驶的标志 (图 2 ( d )中的红色特征) , 而标志 2

(图 1( b)较暗特征)则为禁止向右转弯标志。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 模板和待匹配特征大

小的标准化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计算,提高匹

配效率。上述匹配可以完全由软件自动完成,从

而实现交通标志的自动提取和识别。

图 3 交通标志特征匹配示例

F ig . 3 Sign Match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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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个禁令标志匹配误差

T ab. 2 T wo Prohibited Signs Match Er ro r Values

模板名称 标志 1误差 标志 2误差

禁止通行. bm p 6. 028 4. 833

禁止向左转弯. bmp 4. 056 2. 509

禁止超车. bm p 5. 045 4. 355

限制轴重. bm p 4. 648 4. 241

禁止后三轮摩托车通行. bmp 3. 602 4. 499

禁止手扶拖拉机通行. bmp 3. 538 4. 104

禁止拖拉机通行. bmp 3. 217 4. 066

禁止掉头. bm p 4. 130 3. 889

最高限速. bm p 4. 755 3. 858

禁止某两种车通行. bmp 3. 670 4. 189

禁止摩托车通行. bmp 3. 298 4. 185

禁止鸣喇叭. bm p 3. 353 4. 303

限制高度. bm p 5. 532 4. 457

限制宽度. bm p 5. 569 4. 362

禁止停车. bm p 3. 411 3. 463

禁止载货汽车通行. bmp 3. 066 4. 311

禁止大客车通行. bmp 4. 019 4. 113
限制质量. bm p 4. 880 3. 685

会车让行. bm p 5. 260 4. 694

禁止机动车通行. bmp 2. 685 3. 722

禁止汽车拖挂车通行. bmp 3. 713 4. 469

停车让行. bm p 9. 878 10. 442

禁止驶入. bm p 12. 453 13. 370

禁止向右转弯. bmp 3. 861 2. 981

4 结 语

交通标志的识别关键在于标志特征的自动提

取,特征的提取主要基于交通标志特定的颜色进

行。而现实情况中获取的图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

问题,需要通过实验和分析采取有效的提取方法。

本文结合 RGB颜色差量和各色块最高值、最低值

来进行动态分量域值的设定, 有效地解决了提取

方法受影像色度等方面的影响, 在实际的系统应

用中具有良好的效果。

在 MDCS 系统中,交通标志的识别还必须与

GPS轨迹和时间结合,以准确定位当前标志所在

的道路,从而为道路网络交通策略数据的自动生

成提供依据。

双目视觉(立体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研究也

在进行中,利用该技术可以自动地计算建筑物的

高度,从而解决大量的建筑物高度数据采集难的

问题,为将来的三维导航提供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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