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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实现实时车辙测量及绘制足够密集的路面剖面线，分别设定全局和局部阈值，利用局部梯度极大

值及邻域灰度进行激光线判断和提取；提出了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标定点网格建立及测量点的物方坐标

反算方法。实验路段的检测结果表明，车辙检测仪的检测结果与人工检测结果符合得较好，可以作为路面车

辙测量的可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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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辙是一种常见的道路破损，当其超过一定

的深度时，需要对公路进行检修。比较常见的车

辙检测系统所使用的传感器多为超声波传感器［１］

和激光传感器［２，３］。通常使用在一根横梁上布置

的若干个传感器对道路
"

断面进行采样，从而进

行车辙的分析。但是无论采样点如何选取，总是

无法保证正确找到路面的最低和最高点［１，４，５］。

近年来，交通的智能化成为一个集成多个学

科的研究内容［６］，随着ＣＣＤ技术的发展，激光三

角法开始被用于路面测量［７，８］。本文介绍了激光

三角法车辙检测系统中的快速车辙检测与计算方

法，该方法使用纵向最大梯度检测激光线的位置，

使用Ｄｅｎａｕｌａｙ三角法进行激光点的标定与位置

解算。实验表明，该算法可以实现车辙实时测量，

并达到国家对于车载车辙检测仪的检定要求，现

已转化为产品，并在国内得到广泛使用。

１　车辙检测装置及其原理

１．１　激光三角法原理

用激光三角法测量位移时，激光器与ＣＣＤ光

轴成一定角度放置。通常有两种布置情况，一种

是激光器与被测物表面垂直，另一种是ＣＣＤ光轴

与被测物表面垂直。在本文的测量系统中，激光

器与ＣＣＤ均与被测物表面呈一定角度，其原理如

图１所示。由图中的几何关系可知，地面高程变

化狓可由式（１）求出：

狓＝
犪狓′ｓｉｎα

犫ｓｉｎθ－狓′ｃｏｓθ
（１）

１．２　车辙测量装置组成

车辙测量系统的示意图如图２所示，左右车

辙分别由一个激光器与一个ＣＣＤ组成的三角测

量系统来进行测量，两套测量装置分别安装在检

测车尾部左右两侧。在每一套三角测量系统中，

由激光器发出的激光被棱镜扩散，投射到路面上

形成一条亮线，当地面高程发生变化时，亮线的位

置和形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而由车顶部面阵

ＣＣＤ获取的亮点，在图像中的位置也就发生变

化。由图像中每一个亮点移动的距离，经标定后

即可计算出对应物方点的高程变化。根据所得到

的物方点的物方坐标，可以绘制道路的剖面曲线，

并计算出车辙。

１．３　车辙测量标定方案

在物方位置较大时，使用公式计算得到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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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结果误差较大。因此，在车辙测量中，采用插值

法来进行激光点物方坐标的解算，同时也不用考

虑相机的畸变，而标定则由如图２所示装置进行。

将检测车置于离地一定距离的平台上，平台下两

侧布置两个竖向带有刻度的标尺，上有支撑架可

以在标尺上上下移动，用来放置标定杆。标定杆

由两根长杆和４１个小杆组成，小杆之间间距为

１００ｍｍ，标定杆总长度为４ｍ，即保证标定范围

大于车道宽度。标定过程中，使激光线投射到标

定杆上的小杆上，形成亮点，用ＣＣＤ获取亮点位

置并保存。将标定杆沿标尺向上或向下移动，每

次间隔２０ｍｍ，直至覆盖整个测量范围，获取所

有亮点，形成一个标定点阵。将标定点阵的亮点

在物方和像方的坐标分别保存，测量时，根据亮点

的像方位置在标定点表中进行查询，找出最近的

像方点，并进行插值以获得其物方坐标。

图１　激光三角法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ａｓｅｒ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２　车辙仪标定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Ｒｕｔ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２　激光线检测

为了保证测量时检测车的速度不低于８０

ｋｍ／ｈ，系统需要ＣＣＤ在一定时间内所获取的图

像帧数尽量大。系统采用的相机拍摄频率为８０

帧／ｓ，即检测车硬件需要在每秒内处理左右车辙

共１６０帧图像的数据，每帧图像的处理时间及每

次车辙计算要在６．５ｍｓ内完成。这就要求激光

线提取算法、激光线物方坐标插值算法与车辙计

算过程要采用快速的算法来完成。

２．１　激光线位置检测

在环境光线不强时，激光线可以清楚地在图

像中显现，只需对激光线采用全局的域值分割，并

用灰度重心法进行细化即可提取出其中心。然

而，通常在测量中，会出现阳光很强烈的情况，此

时激光线与前景的灰度差会大为减弱；随机出现

的树木等物的阴影会使得背景灰度并不均匀；而

且在道路中经常会出现某些颗粒对于阳光的反射

非常强烈，从而在图像中形成亮点；同时，在道路

中有路面标线或其他改变路面局部对光线的反射

特性的情况时，也会引起激光线与背景灰度不均

匀。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激光线的提取困难。

图像大小与采用的相机分辨率有关，但是通

过标定可以知道，有效激光线在图像中可能出现

的位置在一段固定的区域内，这段区域由标定点

阵的４个边界决定，则图像的兴趣区域可以被限

定在一个长而窄的区域内，以减少不必要的计算。

首先需要确定激光线的全局域值τ，则在每

段测量时，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域值进行局部调整。

由于处理时间的限制，通常所用的ｏｓｔｕ等分割方

法在此不能使用，转而要寻求更快速高效的方法。

令狆为图像中的一点，犐狆为其灰度值，则阈值τ采

用式（２）进行计算：

τ＝
∑
狆∈犇

犐狆

犖
×４＋

犐ｍａｘ
４

（２）

式中，犇为兴趣区域；犐ｍａｘ为兴趣区域内的最大灰

度值；犖 为兴趣区域内的像素数量。

在检测过程中，不同的路段可能会有不同的

颜色，其对激光和环境光的反射可能会发生变化，

此时要根据τ来对相机的光圈进行调整。令当前

光圈为μ，每次调整幅度为δμ，调整后光圈为μ′，

则调整按式（３）来进行：

μ′＝
μ＋δμ，τ＜３７

μ－δμ，τ≥２３０或狀２５５ ≥
｛ ６００

（３）

式中，狀２５５为兴趣区域内灰度为２５５的像素数目。

全局域值的检测和光圈的调整，每一秒进行

一次，以减轻ＣＰＵ负担。

以τ为域值对兴趣区域中第一列进行搜索，

标记灰度值超过τ的像素，此时直接以这些像素

的均值作为这列的局部域值ρ１。对于大于ρ１ 的

值，令犐（犻，犼）表示其灰度，求取其纵向梯度：

犐狔［犻，犼］＝犐（犻，犼＋１）－犐（犻，犼） （４）

则对每一段连续的较亮像素，均可找到犐ｕｐ、犐ｄｏｗｎ、

犐ｍａｘ３个值，分别表示其最大正梯度、最大负梯度

和最大灰度值。

在这一列内，狀个连续较亮像素中，满足以

下两个条件的判断为激光线上的点，否则认为无

激光线存在：①２≤狀≤１０；②｜犐ｕｐ｜＋｜犐ｄｏｗｎ｜＋

｜犐ｍａｘ｜为本列中最大。

在本列中确定出激光线上点后，按式（５）求其

纵向灰度质心作为激光线中心上点：

犡犮 ＝

∑

犻
０＋犖

犻＝犻０

犻犐（犻）

∑

犻
０＋犖

犻＝犻０

犐（犻）

（５）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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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犖 为激光线的像素宽度；犐（犻０）为窗口内狔

坐标最小的像素的灰度值。

当搜索到激光线上的最左点后，在下一列中，

以狔坐标不变，狓坐标加１为中心，在狔方向上开

２０×１的动态窗口进行激光线的检测。如果检测

不到激光线，再从兴趣区域顶部开始检测该列，直

至所有列都被检测完，这样可以进一步减少计

算量。

２．２　激光线连接及错误点剔除

在检测中，有时会存在微小颗粒对于环境光

线反射强烈，使得其被作为激光线误检，会对车辙

检测带来巨大影响，此时必须对激光线进行错误

点剔除；而有时会存在某些微小颗粒对于激光线

吸收较多，会被漏检，此时又需要对激光线进行连

接。对于相邻的两段激光线中心段，如果两相邻

端点之间距离小于５，则将其连接，连接后剔除含

有少于４个点的激光线段。最后对直线进行中值

滤波，去掉突刺和噪声。

图３　车辙采集图像及激光线检测

Ｆｉｇ．３　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Ｉｍａｇｅｓ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ｂｙＲｕｔ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ｓｅｒＬｉｎｅｓ

图３（ａ）为有较大块的光线强反射的路面，并

含有白色标志线；图３（ｂ）为有比较多的强反射颗

粒的路面，也含有白色标志线。在较强的环境光

线干扰下，激光线一些部分与背景的灰度差并不

明显，某些局部还含有亮度大于激光线的亮斑。

图３（ｃ）和图３（ｄ）分别为图３（ａ）和图３（ｂ）标定范

围内的激光线图像。图３（ｅ）和图３（ｆ）分别为对

图３（ａ）和图３（ｂ）进行第一步激光线检测的结果，

因为没有进行激光线的连接和错误剔除，检测到

的激光线还含有较多的噪声点。图３（ｇ）和图

３（ｈ）分别为图３（ａ）和图３（ｂ）的激光线检测结果，

经过噪声去除后，可以得到比较能反映道路剖面

曲线的激光线。

３　激光线的标定与车辙解算

３．１　标定表的建立

在测量过程中可以得到激光线中心在图像中

的坐标，通过已建立好的标定表，可以在其中进行

插值反算出其物方坐标。标定表里存放的实际上

是一个点集从像方坐标到物方坐标的映射。通过

前述的标定装置，在标定杆不同高度时采集激光

线图像。图４（ａ）所示为标定杆在最低点时的激

光线图像，激光线因投射到小杆上而在视场中形

成若干个光斑。因为标定杆上每一个小杆在世界

坐标系中的犣坐标和犢 坐标都是已知的，所以只

要能解算出相应点在图像中的狓、狔坐标，就能建

立起像方坐标与物方坐标的映射。图４（ｂ）为获

取的所有标定点。

图４　标定点图像

Ｆｉｇ．４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对于图像中的亮斑，在每一个亮斑周围开一

个１５×１５的窗口犇，在该窗口内求取其质心坐标

作为该光斑的坐标，令图像中任一点为狆（犻，犼），

其灰度为犐（犻，犼），则质心坐标按式（６）求取：

狓＝
∑

狆（犻，犼）∈犇

犻犐（犻，犼）

∑
狆（犻，犼）∈犇

犐（犻，犼）
，狔＝

∑
狆（犻，犼）∈犇

犼犐（犻，犼）

∑
狆（犻，犼）∈犇

犐（犻，犼）
（６）

３．２　基于犇犲犾犪狌狀犪狔三角网
［９，１０］的物方坐标反算

从激光光斑的像方坐标来看，其排列并不规

则，为了便于对标定范围中任意一点进行插值，需

要构造一个标定点网，因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具有

唯一性，且在其中定位一点速度很快，本算法将标

定点用特征约束细分嵌入的方法构成了一个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１１］（见图５）。

由于三角网在每次标定后就已建好保存，在

检测过程中不再需要建网，而只需由激光线上的

点在网中查寻，找到包围它的三角形，由此三角形

的顶点坐标即可反算出该点的物方坐标。令激光

线上像方点为狆（狓，狔），则其物方点为犘（犢，犣），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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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建立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其查寻得到的三角形的３个顶点分别为狆１（狓１，

狔１）、狆２（狓２，狔２）、狆３（狓３，狔３），而３顶点对应的物

方坐标为别为犘１（犢１，犣１）、犘２（犢２，犣２）、犘３（犢３，

犣３）。物方坐标犢 和犣即为待求值。

为了找到待求点与３个顶点的关系，可以假

设有３个参数犪、犫、犮，使得方程组（７）成立：

犪狓１＋犫狓２＋犮狓３ ＝狓

犪狔１＋犫狔２＋犮狔３ ＝狔

犪＋犫＋犮＝

烅

烄

烆 １

（７）

根据方程组解出犪、犫、犮，代入式（８），则可得到待

求物方坐标：

犢 ＝犪犢１＋犫犢２＋犮犢３

犣＝犪犣１＋犫犣２＋犮犣
｛

３

（８）

３．３　车辙解算

解算出图像中每一点的物方坐标后，就可以

进行道路剖面的绘制了。在计算车辙时，如果要

模拟人工测量的过程，应该在剖面上方找到一条

与剖面切于两点的直线，然后计算剖面上离这条

直线距离最大的点，并以此距离作为车辙。但是

如果逐点求逼近直线的话，会带来很大的计算量。

因此本算法中进行采样，每２０个点确定为一个关

键点，将关键点两两相连。对于每一条线段，如果

上侧有其他关键点分布，则舍去。直到找到一条

线段，使得其他所有关键点均在其下方，则将此两

关键点所在直线作为路面剖线的逼近直线。再由

激光线第一点开始，计算每一点离此直线的距离，

取其最大距离作为车辙。

图６所示为车辙测量结果，图像上方为当前

检测到的道路剖面，中部两侧分别为在一段时间

内检测到的车辙变化示意图，图像下方两侧为相

机拍摄的激光线图像。

４　实验与分析

本车辙测量仪在武大卓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的道路检测车中进行了实验。按照国标《公路路

图６　车辙测量结果显示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ｕｔ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１２］和《车载式路面激光车

辙仪》［１３］进行了静态测量测试及重复性测试。

４．１　静态垂直测距示值检测

将车固定在平台上，平台下方放置一水平尺，

使激光线投射到水平尺上，以此时测得的水平尺

高度为零基准点。沿激光线方向为横坐标，在标

定范围内以激光线一端为横坐标零点，沿激光线

方向每隔２０ｃｍ依次放置标准值为５、２０、４０、８０

ｍｍ４种规格的标准量块，用车辙仪检测其高度

值，检测结果如表１。

表１　静态垂直测距检测值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ｃ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ＧａｕｇｅＢｌｏｃｋ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量块横坐

标／ｃｍ

量块测量值／ｍｍ

５ｍｍ量块 ２０ｍｍ量块 ４０ｍｍ量块 ８０ｍｍ量块

０ ５．３ １９．５ ４０．４ ８０．５

２０ ４．７ １９．７ ４０．４ ７９．６

４０ ５．５ ２０．４ ４０．３ ７９．６

６０ ４．６ １９．６ ４０．１ ７９．８

８０ ５．１ ２０．３ ３９．６ ８０．３

１００ ５．０ ２０．０ ３９．７ ８０．２

１２０ ４．９ １９．９ ４０．１ ８０．１

１４０ ５．０ １９．９ ４０．０ ８０．０

１６０ ５．１ ２０．０ ４０．０ ８０．２

１８０ ４．８ ２０．１ ３９．９ ８０．０

２００ ４．９ ２０．２ ４０．１ ８０．１

２２０ ５．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７９．９

２４０ ５．２ １９．９ ３９．９ ７９．９

２６０ ４．８ ２０．３ ３９．８ ８０．０

２８０ ４．６ ２０．２ ４０．２ ７９．８

３００ ４．７ ２０．４ ４０．２ ７９．７

３２０ ５．４ １９．６ ３９．７ ８０．３

３４０ ５．５ １９．５ ４０．３ ７９．８

３６０ ５．４ １９．７ ４０．３ ８０．４

珚狓 ５．０３ １９．９６ ４０．０５ ８０．０１

犛 ０．２９ ０．３０ ０．２４ ０．２６

　　在激光投射到不同的物体表面时，甚至是同

一物体表面的不同位置时，由于物体的微表面对

于激光的散射特性不同，会在亮度、亮度均匀度和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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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上产生细微的差别，这些微小的差别会造成

在影像上提取出的激光线中心产生小的偏移，从

而造成反算出的激光线空间位置产生误差。

由表１中可以看出，量块沿激光线移动时，量

块检测值与标准值的误差均在０．５ｍｍ之内，标

准差犛均在０．３ｍｍ之内。当量块高度由５ｍｍ

增加到８０ｍｍ时，量块的高度对于检测误差无明

显影响，则可断定在测量范围内，测量误差均小于

１ｍｍ，满足《车载式路面激光车辙仪》中对误差小

于１ｍｍ的要求。

４．２　车辙检测重复性实验

选择一条长为１０００ｍ的道路，将其中前３００

ｍ作为启动及加速段，余下７００ｍ 作为测量路

段，设置桩号为１００～７００ｍ。将道路检测车从起

点开始加速，使其以速度犛通过整个测量路段，

对道路进行测量。为了考察检测车运行速度对于

测量的影响，分别以犛＝５０ｋｍ／ｈ和犛＝８０ｋｍ／ｈ

对测量路段进行了测量。在每种速度下，均对该

路段进行了１０次测量，每隔２０ｍ采得的车辙数

据与人工检测的结果见表２。其中，变异系数犇

是反映检测速度对检测误差影响程度的量，由式

（９）计算得到：

犇＝
犚犝５０－犚犝８０
犚犝８０

×１００％ （９）

式中，犚犝５０为犛＝５０ｋｍ／ｈ时的车辙测值；犚犝８０为

犛＝８０ｋｍ／ｈ时的车辙测值。表２中，第５段测量

处出现了较大的变异系数值，是由于以车速８０

ｋｍ／ｈ通过此路段时，因路段较差引起严重颠簸。

在其余路段，均保持了较小的变异系数值。

表２中，平均值狓是指在两种不同速度下分

别测量１０次、测得车辙结果的均值。从标准差中

可以看出，仅在第５段产生严重颠簸时其值较大，

其余路段均小于０．４。

车辙测量系统的测值与手工车辙测值的相关

系数犚由式（１０）进行计算：

犚＝ ∑［（狓犻－珚狓）（狔犻－珔狔）］

∑［（狓犻－珚狓）
２（狔犻－珔狔）

２

槡 ］
（１０）

式中，狓犻 为激光车辙仪对第犻个路段的犚犝测 测试

结果；珚狓为狀个路段犚犝测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狔犻为第犻个路段的标准犚犝标 值；珔狔 为狀 个路段

犚犝标值的算术平均值。

相关性分析结果如图７所示，横坐标为由本

文算法检测得到的测量值均值，纵坐标为由人工

测量得到的值，计算得到相关系数犚为０．９９０７，

达到了相关规范的０．９５的要求。

表２　激光车辙测量系统与手工测量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ｅｈｉｃ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Ｍａｎｕ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测试序号
测量路段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平均值狓／ｍｍ ３０．６ ２７．６ ２４．６ １７．５ １３．５ １１．８ ３．６

标准差δ／ｍｍ ０．２９７０．１６４０．２４５０．３９６０．７８９０．１２２０．１１４

变异系数犇／％ ０．９７ ０．５９ １．００ ２．２６ ５．８３ １．０４ ３．２０

手工测值狔／ｍｍ３１．２ ２５．４ ２２．６ １７．７ １４．１ １１．９ ６．２

图７　激光车辙测量系统测值与手工车辙测值

相关性分析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ｎｕ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５　结　语

本文利用激光三角法进行车辙测量，针对测

量的实时要求采用了快速的激光线提取方法，并

采用全局和局部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激光线的检测

与细化，能在强烈环境光线及阴影的干扰下正确

地检测出投射到各种道路表面的激光线。本文还

提出了使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来进行标定点建网

与激光线物方坐标解算的方法。实验证明，本检

测装置能高效地进行道路车辙的实时检测，并绘

制密集的道路剖面线，为公路管理ＧＩＳ系统所需

的道路三维建模提供良好的数据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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