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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车载移动测量系统的交通标志自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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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自然场景图像中交通标志的自动检测问题，提出了一种交通标志快速自动检测算法。该算法综

合运用了自适应图像分割、灰度投影、形状分析和立体影像匹配等技术，实现了车载立体影像中道路交通标志

的快速自动检测及其空间位置、尺寸等几何信息的计算。利用该算法对车载移动测量系统所拍摄的实际影像

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鲁棒性强、检测速度快和检测准确率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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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标志信息采集是难度较大的实景图形识

别问题之一，自然场景中的交通标志检测更是存

在诸多难点［１，２］。对图像进行边缘检测并通过对

交通标志几何形状的分析来检测标志是交通标志

检测的一种常用方法［３，４］；基于颜色的图像分割

则是交通标志检测的另外一种常用的方法［５１０］。

在现有的各种交通标志检测方法中，基于边缘

检测的方法大多涉及到复杂的图像运算，方法的实

时性不好；基于ＨＳＶ或其他颜色空间的颜色分割方

法实时性不强，基于ＲＧＢ颜色空间的颜色分割方法

的实时性较好，但易受到光照条件的影响。另外，大

多数基于颜色的分割方法采用的是固定阈值法，导

致了这些方法不能很好地适应于具有复杂背景的实

景图像中的交通标志检测。再者，当前的研究主要

使用的是单眼视觉，只能获得交通标志的属性信息，

而很难获取标志的几何信息，如空间坐标、尺寸等。

因此，针对移动状态下拍摄的实景图像，本文提出了

一种交通标志快速自动检测算法，该方法实现了黄

色警告、红色禁令和蓝色指示这３类交通标志的快

速自动检测及其空间位置、尺寸等几何信息的计算。

１　算法原理

１．１　图像全局颜色特征的定量提取

本文采用ＲＧＢ颜色空间进行彩色图像的颜

色分割。首先利用统计理论计算立体像对中左图

像犚、犌、犅３个分量图像的灰度平均值犚犪、犌犪、

犅犪，３个归一化的灰度平均值犚狉、犌狉、犅狉，以及归

一化灰度值之间的差值Δ犚犅、Δ犚犌、Δ犌犅，并以此作

为图像的全局颜色特征，即刻画图像整体颜色特

性的数值。

犚犪 ＝∑
２５５

犻＝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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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犅犻 为犚、犌、犅３个分量图像中的各灰度级的像素

数目；犖 为图像中像素的总数。

１．２　利用全局颜色特征进行自适应图像分割

针对黄色警告、红色禁令和蓝色指示这３类

交通标志的自动检测问题，利用自适应图像分割

算法将彩色图像分割为３幅二进制图像Ｂｉｎａｒｙ

犢、Ｂｉｎａｒｙ犚、Ｂｉｎａｒｙ犅，从而滤除图像中大量的非

交通标志背景地物。下文以针对黄颜色的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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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割为例，给出具体算法。

因为黄色是由红色和绿色组合而成，所以在

判断图像中某个像素是否为黄颜色时，主要考虑

像素的红色分量与蓝色分量的归一化值之间的差

值Δ狉犫、及绿色分量与蓝色分量的归一化值之间

的差值Δ犵犫是否满足一定的阈值要求；再考虑到

如果像素的绿色分量值过大，则像素的整体颜色

会趋于绿色，所以，像素的红色分量与绿色分量之

间的差值犚＿犌和Δ狉犵也应满足一定的阈值。黄

颜色的像素在分割后的二值图像上的对应像素值

为１，而其他颜色的对应像素值为０。

Ｂｉｎａｒｙ＿犢［犻］＝

１，Δ狉犫＞ｔｒｊｂｙｚ牔 Δ犵犫＞

　ｔｇｊｂｙｚ牔犚＿犌≥ｒｊｇｙｚ牔

　Δ狉犵＞ｒｊｇｂｌｙｚ牔狉犻＞ｍｉｎ（犚狉，

　犌狉）牔犵犻＞ｍｉｎ（犚狉，犌狉）

０，

烅

烄

烆 其他情况

式中，狉犻＝犚犻／（犚犻＋犌犻＋犅犻），犵犻＝犌犻／（犚犻＋犌犻＋

犅犻），犫犻＝犅犻／（犚犻＋犌犻＋犅犻），为像素颜色分量的

归一化值；Δ狉犵＝狉犻－犵犻，Δ狉犫＝狉犻－犫犻，Δ犵犫＝犵犻－

犫犻，为像素颜色分量的归一化值之间的差值；犚－

犌＝犚犻－犌犻为像素的红色颜色分量和绿色颜色分

量之间的差值；Δ狉犫的阈值ｔｒｊｂｙｚ和Δ犵犫的阈值

ｔｇｊｂｙｚ按如下的规则动态确定：

ｔｒｊｂｙｚ＝

ｒｊｂｙｚ＋犮×（狉犻－ｍａｘ（犚狉，犌狉）），

　狉犻＞ｍａｘ（犚狉，犌狉）

ｒｊｂｙｚ＋狉犻－犅狉，

烅

烄

烆 其他情况

ｔｇｊｂｙｚ＝

ｇｊｂｙｚ＋犮×（犵犻－ｍａｘ（犚狉，犌狉）），

　犵犻＞ｍａｘ（犚狉，犌狉）

ｇｊｂｙｚ＋犵犻－犅狉，

烅

烄

烆 其他情况

式中的变量犮、ｒｊｇｙｚ、ｒｊｇｂｌｙｚ、ｒｊｂｙｚ、ｇｊｂｙｚ按如下

的方法自适应确定：

犮＝

０，ｍａｘ（犚犪，犌犪）＜１６８牔犚狉＜０．３３７牔 （（Δ犚犅 －Δ犌犅）＜０．０１１狘狘（Δ犚犅 －Δ犌犅）＞０．０５）

０，１６０＜ｍａｘ（犚犪，犌犪）＜１６８牔犚狉＜０．３３１牔（Δ犚犅 －Δ犌犅）＜０．０２１

１，

烅

烄

烆 其他情况

ｒｊｇｙｚ＝

５，狘犚犪－犌犪狘＞５牔Δ犚犌 ＞０．００５

４，狘犚犪－犌犪狘≤５牔Δ犚犌 ＞０．００５

－３，ｍｉｎ（犚犪，犌犪）＞１８０

狘犚犪－犌犪狘，

烅

烄

烆 其他情况

，ｒｊｇｂｌｙｚ＝

０，狘犚犪－犌犪狘＞５牔Δ犚犌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ｍｉｎ（犚犪，犌犪）＞１８０

狘犚犪－犌犪狘×Δ犚犌，Δ犚犌 ≤０．００５

Δ犚犌，

烅

烄

烆 其他情况

　　为了确定变量ｒｊｂｙｚ的值，定义如下的条件：条

件１为ｍｉｎ（（犚犪，犅犪）＞１８０；条件２为（Δ犚犅＋Δ犌犅）

＜０．０２３；条件３为 ｍｉｎ（Δ犚犅，Δ犌犅）＞０．０２牔ａｂｓ

（Δ犚犅－Δ犌犅）＜０．００９；条件４为（Δ犚犅＋Δ犌犅）＜０．１；

条件５为ｍｉｎ（Δ犚犅，Δ犌犅）＞０．０３牔ａｂｓ（Δ犚犅－Δ犌犅）

＞０．０１３牔犚犪＞１６０。则ｒｊｂｙｚ的值按下式确定：

ｒｊｂｙｚ＝

３×ｍｉｎ（Δ犚犅，Δ犌犅），条件１

３×（Δ犚犅 ＋Δ犌犅），条件１取反牔 条件２

２×ｍｉｎ（Δ犚犅，Δ犌犅），条件１取反牔 条件２取反牔 条件３

１．４×ｍａｘ（Δ犚犅，Δ犌犅），条件１取反牔 条件２取反牔 条件３取反牔 条件４牔 条件５

３×ｍａｘ（Δ犚犅，Δ犌犅），条件１取反牔 条件２取反牔 条件３取反牔 条件４牔 条件５取反

Δ犚犅，条件１取反牔 条件２取反牔 条件３取反牔 条件４

烅

烄

烆 取反

　　变量ｇｊｂｙｚ的初始值取３×ｍｉｎ（Δ犚犅，Δ犌犅），

并再定义如下的一些条件：条件１为 ｍｉｎ（Δ犚犅，

Δ犌犅）＜０．０００３；条件２为ｍｉｎ（Δ犚犅，Δ犌犅）＜０．０１；

条件３为ｍａｘ（Δ犚犅，Δ犌犅）＜０．０２６；条件４为ａｂｓ

（Δ犚犅－Δ犌犅）＜０．００６；条件５为０．０２＜ｍｉｎ（Δ犚犅，

Δ犌犅）＜０．０３；条件６为０．０３＜ｍｉｎ（Δ犚犅，Δ犌犅）＜

０．０４；条件７为 ｍｉｎ（Δ犚犅，Δ犌犅）＞０．０４。则ｇｊｂｙｚ

的值按下式确定：

ｇｊｂｙｚ＝

ｒｊｂｙｚ，条件１

３×ｍａｘ（Δ犚犅，Δ犌犅）＋Δ犚犅，条件１取反牔 条件２牔 条件３

３×ｍａｘ（Δ犚犅，Δ犌犅）－Δ犚犅，条件１取反牔 条件２牔 条件３取反

６×ｍａｘ（Δ犚犅，Δ犌犅），条件１取反牔 条件２牔 条件４

０．０５，条件１取反牔 条件２取反牔 条件５

１．８５×ｍｉｎ（Δ犚犅，Δ犌犅），条件１取反牔 条件２取反牔 条件５取反牔 条件６

Δ犌犅／１．３５，条件１取反牔 条件２取反牔 条件５取反牔 条件６取反牔 条件

烅

烄

烆 ７

　　另外，还有３种特殊情况下的相关变量确定方

法：① 当１６０＜ｍｉｎ（（犚犪，犌犪，犅犪））＜１６５牔 Δ犚犅＜

０．００４时，ｒｊｂｙｚ＝３×Δ犚犅；ｇｊｂｙｚ＝１．５×ａｂｓ（犌狉－

犅狉）；ｒｊｇｙｚ＝犚犪－犌犪；ｒｊｇｂｌｙｚ＝犚狉－犌狉－０．０１；② 当

９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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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狉＜ 犅狉 牔 Δ犚犅 ＞０．０５时，ｒｊｂｙｚ＝ Δ犚犅；ｇｊｂｙｚ＝

ｒｊｂｙｚ；ｒｊｇｙｚ＝ －３；ｒｊｇｂｌｙｚ＝犚狉－犌狉－０．０１；③ 当

ｍａｘ（（Δ犚犅，Δ犌犅））＜０．０１时，ｒｊｂｙｚ＝２４×ｍａｘ（Δ犚犅，

Δ犌犅）；ｇｊｂｙｚ＝１８×ｍａｘ（Δ犚犅，Δ犌犅）。

以上针对黄色警告标志的自适应图像分割算法

中的相关数值，是根据对不同光照条件下的１００多

幅实景图像进行颜色分割实验所确定出的统计数

据。而对于针对红色禁令标志和蓝色指示标志的自

适应图像分割算法，可在上面黄色分割算法的基础

上，进行简单的修改即可实现。限于篇幅，在此不进

行详述，只给出判断像素犻是否为红颜色或蓝颜色

的图像分割规则：

Ｂｉｎａｒｙ＿犚［犻］＝

１，Δ狉犫＞ｔｒｊｂｙｚ＆Δ狉犵＞ｔｒｊｇｙｚ

　牔Δ２犌犚犅＜ｔｈｒ３牔犫犻＞

　ｂｂｌｙｚ牔Δ犵犫＜０．０５

０，

烅

烄

烆 其他情况

Ｂｉｎａｒｙ＿犅［犻］＝

１，Δｂｒ＞ｂｊｒｙｚ＆Δ犫犵＞ｂｊｇｙｚ

　牔犅犻＜ｂｙｚ

０，

烅

烄

烆 其他情况

其中，Δ２犌犚犅＝２犌犻－犚犻－犅犻 为绿色分量值的两

倍与红色分量值和蓝色分量值之间的差值。

为了验证本文的自适应图像分割算法的有效

性，选取了正常光照条件、较强光照条件和较暗光

照条件３类光照条件下的自然场景图像进行颜色

分割实验（见图１），并将本文的自适应颜色分割

图１　不同光照条件下的自适应图像分割和固定阈值图像分割的对比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ａｎｄ

Ｆｉｘｅ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和文献［６］的固定阈值颜色分割进行对比。

１．３　利用灰度投影确定标志候选区域

在处理后的二值图像上，依据灰度投影理

论［１１］，按如下的方法确定标志候选区域。

１）将二值图像往行方向上进行投影，得到一

维行投影向量犎，并将犎中的值大于０的区域称

为白色区域；选取犎中宽度大于犱１ 但小于犱２ 的

白色区域的边界（本文犱１ 取２０，犱２ 取６００），作为

标志所在行候选区域 Ｈｈｘｑｙ的上、下边界ｓｂｊ、

ｘｂｊ。

２）在每个行候选区域内，对区域内的图像进

行列投影，得到一维列投影向量犔；运用确定行候

选区域边界的方法，在列投影向量中选择宽度大

于犱３ 但小于犱４ 的白色区域的边界（在检测警告

标志、禁令标志和指示标志时，犱３ 分别取２０、７和

６，犱４ 都取４００），作为标志所在候选区域的左、右

边界ｚｂｊ、ｙｂｊ。

３）当所有的行候选区域都按步骤２）的方法

处理完毕，就得到了包含所有交通标志的候选区

域ｂｚｈｘｑｙ。

１．４　利用形状特征进行交通标志提取

由于交通标志都具有固定的形状和尺寸，所

以可利用形状分析的方法，在确定的标志候选区

域中检测出实际的标志区域。对于三角形标志、

圆形标志和矩形标志，分别进行判断。其中，

Ｔｏｐ－犺、Ｂｏｔｔｏｍ－犺、Ｌｅｆｔ－犾、Ｒｉｇｈｔ－犾分别表示标

志候选区域的上、下、左、右边界；Ｌｅｆｔ－狊、Ｒｉｇｈｔ－狊

分别表示候选区域左、右边界上从上往下的第一

０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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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白色像素的行号；Ｌｅｆｔ＿狓、Ｒｉｇｈｔ＿狓分别表示候

选区域左、右边界上从下往上的第一个白色像素

的行号；ｚｘｌｈ＝（Ｌｅｆｔ－ｌ＋Ｒｉｇｈｔ－ｌ）／２表示区域的

中心的列号；ｚｘｈｈ＝（Ｔｏｐ－犺＋Ｂｏｔｔｏｍ－犺）／２表

示区域的中心的行号；Ｔｏｐ－狕、Ｔｏｐ－狔分别表示

候选区域上边界上从左往右、从右往左的第一个

白色像素的列号；Ｂｏｔｔｏｍ－狕、Ｂｏｔｔｏｍ－狔分别表示

候选区域下边界上从左往右、从右往左的第一个

白色像素的列号。

１）三角形交通标志的形状特征判断的条件

为：① 区域的尺寸比例特征０．７＜（Ｂｏｔｔｏｍ－犺－

Ｔｏｐ－犺）／（Ｒｉｇｈｔ－犾－Ｌｅｆｔ－犾）＜１．４；② 区域的边

界特征（Ｌｅｆｔ＿狊－Ｔｏｐ＿犺）＞Δ，且（Ｒｉｇｈｔ＿狊－Ｔｏｐ

＿犺）＞Δ，且（Ｂｏｔｔｏｍ＿犺 －Ｌｅｆｔ＿狓）＜Δ２，且Ｂｏｔ

ｔｏｍ＿犺 －Ｒｉｇｈｔ＿狓）＜Δ２。本文Δ取（Ｂｏｔｔｏｍ＿犺

－Ｔｏｐ＿犺）／６，Δ２取（Ｂｏｔｔｏｍ＿犺－Ｔｏｐ＿犺）／２。

２）圆形交通标志的形状特征判断的条件为：

① 区域的尺寸比例特征０．８＜（Ｂｏｔｔｏｍ－犺－

Ｔｏｐ－犺）／（Ｒｉｇｈｔ－犾－Ｌｅｆｔ－犾）＜１．６；② 区域的边

界特征（Ｌｅｆｔ－狊－Ｔｏｐ－犺）＞Δ，且（Ｒｉｇｈ－狊 －

Ｔｏｐ－犺）＞Δ，且（Ｂｏｔｔｏｍ－犺 －Ｌｅｆｔ－狓）＞Δ，且

（Ｂｏｔｔｏｍ－犺－Ｒｉｇｈｔ－狓）＞Δ，且（Ｔｏｐ－狕＋Ｔｏｐ－

狔）／２－ｚｘｌｈ＜Δ２，且（Ｂｏｔｔｏｍ－狕＋Ｂｏｔｔｏｍ－狔）／２

－ｚｘｌｈ＜Δ２，且（Ｌｅｆｔ－狊＋Ｌｅｆｔ－狓）／２－ｚｘｈｈ＜

Δ３，且（Ｒｉｇｈｔ－狊＋Ｒｉｇｈｔ－狓）／２－ｚｘｈｈ＜Δ３。本

文Δ 取６，Δ２取（Ｒｉｇｈｔ－犾－ Ｌｅｆｔ－犾）／６，Δ３取

（Ｂｏｔｔｏｍ－犺－ Ｔｏｐ－犺）／６。③ 区域内白色像素

占区域面积的比例，应大于０．１且小于０．５。

④ 区域的圆形度ｙｘｄ＝４π×区域面积／（区域周

长）２，圆形度应大于０．７５６。

３）矩形交通标志的形状特征判断的条件为：

① 区域的尺寸比例特征０．６＜（Ｂｏｔｔｏｍ－犺－

Ｔｏｐ－犺）／（Ｒｉｇｈｔ－犾－Ｌｅｆｔ－犾）＜３．２；② 区域的边

界特征（Ｌｅｆｔ＿狊－Ｔｏｐ＿犺）＜Δ，且（Ｒｉｇｈｔ＿狊－Ｔｏｐ

＿犺）＜Δ，且（Ｂｏｔｔｏｍ＿犺－Ｌｅｆｔ＿狓）＜Δ，且（Ｂｏｔｔｏｍ

＿犺－Ｒｉｇｈｔ＿狓）＜Δ。本文Δ取１２。

另外，由于红色禁令标志经常多个连排放在

一起，所以对于那些高与宽的比例小于０．８或大

于１．８，且边界条件符合圆形特征的候选区域，需

要按比例将区域进行平均分割，并再重新按圆形

区域的形状特征分析法判断一次边界条件，以判

断其是否为圆形的禁令标志。又由于某些指示标

志的特殊性，在图像的颜色分割时会将其一分为

二，所以需要将同一行候选区域内、高度相似、且

间距小于１５个像素的两个候选区域合并成一个

区域。

１．５　利用立体影像匹配确定右图像上的同名标

志区域

经过以上的步骤可在立体像对中的左影像上

快速检测出交通标志所在的区域，利用立体影像

匹配技术可在右影像上检测出左影像上标志对应

的同名标志区域，过程为：① 根据基于核线约束

的立体图像匹配方法，在右图像上确定出同名标

志区域的中心犗′、区域上边界的中点 犕′１和区域

下边界的中点 犕′２，从而确定了同名标志区域的

上、下边界犚＿ｓｂｊ，犚＿ｘｂｊ；②依据标志区域的比例

关系，右图像上同名标志区域的左、右边界按如下

方法求取：

犚－ｚｂｊ＝犚－ｚｘｌｈ－（犔－ｚｘｌｈ－犔－ｚｂ犼）×

（犚－ｘｂｊ－犚－ｓｂｊ／犔－ｘｂｊ－犔－ｓｂｊ）

犚－ｙｂｊ＝犚－ｚｘｌｈ＋（犔－ｙｂｊ－犔－ｚｘｌｈ）×

（犚－ｘｂｊ－犚－ｓｂｊ／犔－ｘｂｊ－犔－ｓｂｊ）

　　确定右图像中同名标志区域的具体影像匹配

方法可参看文献［１１］，在利用立体影像匹配求取

右图像上的同名交通标志区域后，再利用立体摄

影测量原理和车载移动测量系统的三维坐标解析

模型［１２］，即可根据影像匹配的结果计算标志中

心的空间坐标、标志的尺寸等几何信息。

２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实际效果，编程实现了

算法，并以车载移动测量系统在南京市及其周边

地区采集的自然场景道路图像进行实验，影像的

大小均为１３９２像素×１０４０像素。车载数据采

集系统的外观和其拍摄的一对立体影像见图２。

用本文的自适应图像分割算法，对图２（ｂ）进

行图像分割并滤波后的３幅二值图像Ｂｉｎａｒｙ犢、

Ｂｉｎａｒｙ犚、Ｂｉｎａｒｙ犅分别见图３（ａ）～３（ｃ）所示；利

用灰度投影和形状特征在值图像上确定的标志区

域在图３（ｄ）～３（ｆ）中用矩形框表示；图３（ｇ）是在

立体影像上检测出的交通标志区域及利用车载系

统的三维坐标解析模型解算出的标志的几何信

息。

除了以上所列出的实验结果外，本文共选择

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２２１幅实景立体影像进

行道路交通标志的检测实验，在这些影像中共有

５００个各类交通标志，而且还将本文的方法与基

于固定阈值图像分割的检测算法进行了对比，统

计数据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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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车载移动测量系统的外观及其拍摄的立体影像

Ｆｉｇ．２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ＢｏｒｎｅＭｏｂｉｌ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ＳｔｅｒｅｏＩｍａｇｅｓＴａｋｅｎｂｙＩｔｓＣＣＤＣａｍｅｒａｓ

图３　交通标志检测的实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ｉｇ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表１　实景立体影像中道路交通标志自动检测的对比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ｉｇ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ａｌＳｔｅｒｅｏＩｍａｇｅｓ

道路交通标志 个数

自适应图像分割算法的交通

标志检测结果

固定阈值图像分割算法的

交通标志检测结果

检测个数 检测率／％ 检测个数 检测率／％

黄色三角形警告标志

红色圆形禁令标志

蓝色圆形／矩形指示标志

以上三类标志的总和

１０７

２３７

１５６

５００

１０５

２２１

１５４

４８０

９８．１

９３．２

９８．７

９６

８４

５６

１４２

２８２

７８．５

２３．６

９１

５６．４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不同光照条件、不

同地点与不同时间获取的自然场景图像，本文方

法都能很好地从其中检测出道路交通标志，正确

检测率超过了９５％，这说明本文算法具有很好的

适应性与稳定性。对于一对实景立体影像中的每

类交通标志的检测与信息提取，本文方法在程序

串行编译情况下的运行时间为０．４ｓ左右。如果

利用专门的处理器和并行编译技术，则检测的速

度将更快。

本文方法的特点为：不需要对图像进行增强

处理，简化了图像的处理过程；直接在 ＲＧＢ颜

色空间中进行自适应阈值图像分割，避免了ＲＧＢ

颜色空间向其他颜色空间转换时的复杂运算过

程，增强了算法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利用立体影

像进行交通标志检测，能在识别标志类型的同时，

得到标志的空间坐标、尺寸等几何信息；此方法在

本质上是并行的，易于硬件实现。因此，本文的方

法具有运算简单、鲁棒性强、实时性好等优点。但

是，在实验过程中，也发现由于自然场景图像中的

光照条件存在着太多的变化，本文的道路交通标

志检测方法仍存在着对各种光照条件不能完全适

应、以至于出现漏检测或误检测的问题。因此，如

何进一步提高本文方法的适应性与稳定性仍需要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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