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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金字塔结构的海量路面影像破损统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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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金字塔结构的用于快速路面影像破损统计的模型，通过对经分割处理后的影像进行金字

塔加权破损统计以筛选出破损路面影像，最终达到提高检测效率的目的。利用该模型对具有不同路面纹理结

构的路段进行多次实验表明，该模型能高效准确地从海量影像中筛选出破损路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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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采集自动化带来路面影像数据量异常庞

大，传统的针对所有路面影像采用同一算法在同

一尺度下进行检测的流程效率低下，而当前该领

域的研究者着重于针对单张影像的路面裂缝检测

算法设计［１９］。金字塔结构由于其多尺度特性而

广泛地应用于数据压缩［１０］、海量数据检索以及电

子地图导航［１１］等各个领域。本文提出了基于金

字塔结构的路面影像破损统计模型用于从海量路

面影像中快速筛选出破损影像，进而只需要针对

破损影像进行高精度裂缝检测，而不再需要对非

破损影像进行处理，在满足破损检测精度的同时

提高海量路面影像数据处理的效率。

１　路面影像分割

路面裂缝在路面影像和地理空间上，具有影

像裂缝灰度值低于环境灰度值、裂缝像素在空间

上具有连续性和线性等特征。邻域差分直方图方

法由于其对于局部邻域目标变化的高敏感性而使

得其可以很好地用于从路面背景中分割出裂缝区

域。该方法主要是基于目标像素与其邻域像素之

间的差分统计值来反映该像素的状态，如果目标

像素值低于邻域像素值，则该差分累计值为正，且

绝对值较大，说明目标像素很有可能为裂缝像素。

通过累积影像中各个灰度级的差分统计值，最大

累计值所对应的灰度级即可作为分割路面裂缝与

环境的影像阈值，其数学表述如下：

犇犺犵 ＝ ∑
犻＝狀－１

犻＝１
∑
犼＝犿－１

犼＝１

１

８∑
犺＝１

犺＝－１
∑
犽＝１

犽＝－１

（Ｇｒａｙ（（犻＋犺）犿＋（犼＋犽））－犵），犵∈ ［０，２５５］ （１）

式中，犇犺犵 为某一灰度级在影像中与其八邻域像

素变化量的统计值。对于裂缝域灰度级，由于周

边灰度值大于裂缝灰度值，最大累计值所对应的

灰度级即可作为分割路面裂缝与环境的阈值：

犜犇犺 ＝犵（Ｍａｘ犵
＝２５５
犵＝０ （犇犺犵）），犵∈ ［０，２５５］（２）

式中，犜犇犺为影像分割的阈值，最后利用其进行影

像分割：

犌犮（犻，犼）＝
２５５，Ｇｒａｙ（犻，犼）≤犜犇犺，犼∈ ［０，狀－１］

０，Ｇｒａｙ犻，犼＞犜犇犺，犼∈ ［０，犿－１
｛ ］

（３）

式中，犿、狀分别为块影像横向、纵向的像素数。

２　破损统计模型

２．１　尺度变换

金字塔结构降尺度数学模型为：

犌狋＋１（犻，犼）＝犌

狋，犻，犼（狓，狔）犺（狓，狔） （４）

式中，犌狋＋１（犻，犼）为第狋＋１层、第犻行、犼列的灰度

值；犌
狋，犻，犼（狓，狔）为第狋层（犻，犼）块的灰度区域取值，

犺（狓，狔）为变尺度卷积核。通过将高尺度层的区



　第３３卷第４期 刘向龙等：基于金字塔结构的海量路面影像破损统计模型

域块与核函数进行卷积，得到下一尺度层各像素

灰度值。由于金字塔结构的尺度以级数方式进行

变化，从而某一尺度下的单个像素对下一级统计

的贡献权重也以级数的方式递减，权重的递减速

度取决于卷积核的大小。为了避免权重递减太

快，本文后续所有的实验采用２×２的卷积核进行

运算，其核函数为：

犺（狓，狔）＝
１

４

１ １［ ］
１ １

（５）

　　利用该卷积核对分割后的二值影像按照式

（４）进行尺度变换，如图１所示。对于左下角孤立

的随机噪声，在经过３次尺度变换后已经基本消

除，而密度较大且具有一定尺度的区域得到了保

存，并且密度越大，保留的权重越大，图１中像素

灰度级反应了该区域的破损密度。通过多次实验

发现，３次尺度变换能消除绝大多数纹理结构噪

声，所以文中影像尺度变换都采用该尺度。

图１　金字塔尺度变换

Ｆｉｇ．１　Ｓｃａ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ｙｒａｍｉ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２　破损统计

二值影像经过尺度变换后成为灰度影像，不同

密度的区域其最终尺度所对应的影像区域灰度级

别也不一致，灰度级如果用１代表黑，用０代表白，

则破损密度越高的区域最终尺度所对应的影像灰

度级更接近于１，反之，越接近于零。由于分割后

的二值影像中带有尺度较小的结构噪声，在经过尺

度变换后，噪声所在区域影像灰度接近于０，但是

并不为零，所以在破损统计的过程中需要设置阈值

犜用于消除结构噪声。破损统计离散形式如下：

犉犮（犐）＝ ∑
犻＝狀－１

犻＝０
∑
犼＝犿－１

犼＝０

犵狋（犻，犼）犺
狋狏狋

犌狋＜犜，犵狋＝ （１－犌狋／２５５）

犌狋＞犜，犵狋＝
｛ ｝０

（６）

式中，犐为影像；犉犮（犐）为该影像的破损统计量；狀、

犿分别为第狋层尺度影像的行数和列数，犵狋（犻，犼）

为第狋层影像的第犻行和第犼列所在像素的破损

加权因子；犺、狏分别代表横纵向的尺度变换因子，

取决于核函数的大小。利用该式对经过尺度变换

后的影像进行统计，从而得到该影像的破损程度，

通过对具有同一纹理结构的路段影像进行统计处

理，再根据破损程度进行排序，最后半自动地设置

破损阈值完成影像的筛选，从而大大减小后续处

理的工作量，提高路面影像处理的效率。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本文从同一路段上

所拍摄的影像中随机选取了１０００幅影像进行了

实验，图像大小为５１２×５１２。限于篇幅要求，本

文从该影像序列中抽取出有代表性的６幅路面影

像进行了有效性说明，同时还与传统的处理流

程［１］在相同的计算环境下进行了耗时性实验比

较。图２（ａ）是结构噪声较大且分布不均匀的已

有一定使用年龄的路段得到的原始路面影像序

列，经分割后得到图２（ｂ）。由于使用年限较长，

油斑噪声相对较多，对图２（ｂ）应用金字塔变换后

得到图２（ｃ），再通过式（６）的统计模型对图２（ｃ）

进行阈值分割后，只统计阈值水平以下的区域

图２（ｄ）。破损量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序号１影

像包含破损严重的龟裂，所以破损统计量最大；序

号３、６影像包含破损较严重的块状裂缝，破损统

图２　破损统计过程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ｏｆ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１３４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４月

计量也较大；序号２、４分别包含横裂和纵裂，破损

量相对较小；序号５影像没有明显裂缝，其中很小

的破损量为油斑噪声所致。

表１　路面影像序列二破损统计量

Ｔａｂ．１　Ｃｒａｃｋ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ｅｒｉａｌ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ｓ

影像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类　型 龟裂 纵裂 块裂 横裂 无 块裂

破损面积／ｍｍ２５６２８１ ９２６２ ２３２５９１４６０５ １５４１ ３５３５２

　　 通过上面的实验分析得知，本文模型能准确

地计算出用于表征路面影像破损程度的破损量，

从而可以从海量的路面影像数据中快速筛选出存

在破损的路面影像，最后只需要对所筛选出的破

损影像进行精确破损检测，进而达到提高处理效

率的目的。

为了验证模型效率，本文将１０００幅影像按

照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５００幅以随机取样方式分成

５份，分别对５份数据用传统的数据处理流程和

本文的数据处理流程进行了处理。传统的数据处

理流程是采用同一种算法在同一尺度下对所有的

路面影像进行裂缝检测，而本文的数据处理流程

是先通过本文模型对影像进行筛选，然后用传统

流程所采用的算法对筛选出来的破损影像进行裂

缝检测，两种流程处理所花时间对比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两种处理流程耗时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由图３可以看出：① 随着待处理影像数目的

增加，两种处理流程所用的时间都呈线性递增；②

经典处理流程时间递增明显快于本文处理流程时

间递增；③ 处理同样数量的影像，本文流程所花

时间不到经典流程处理时耗的１／３。

实验结果及其分析表明，本文所提出的基于

金字塔结构的破损统计模型能快速准确地计算出

用于反映路面影像破损程度的破损量，利用该破

损量进而能准确地从海量路面影像中筛选出存在

破损的路面影像，最终只需要对破损的路面影像

进行精确检测，从而达到提高检测效率的目的。

同时实验表明，该模型适用于不同纹理结构的路

面，但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并没有将其他纹理结构

路面影像的实验结果展现出来。利用该模型快速

地统计出某一路段中所有影像的破损量后，需要

为破损量设定一个阈值以将破损和非破损影像区

分开来。如何从所有的破损量中自动确定该阈

值，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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