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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路面裂缝的成像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目标点最小生成树的路面裂缝检测方法。最小生成树具

有描述空间线性聚集特征的优点，有利于实现对裂缝的全局分析和提取。实验结果表明，对不连续裂缝的处

理，本文方法优于传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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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Ｓ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公路交通的智能化进

程［１］，公路路面损坏检测技术正经历从人工检测

向自动化检测的转变。路面裂缝检测已发展为基

于图像的检测技术，但目前的商业化系统仍需人

工交互来实现从图像中提取路面裂缝，其工作内

容枯燥，工作量巨大，因此，研发全自动的路面裂

缝检测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图像的路面裂缝自动检测，其研究始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进入２１世纪后受到广泛关

注，多种裂缝检测算法相继被提出，其中具代表性

的是，Ｚｈｏｕ等
［２］和Ｓｕｂｉｒａｔｓ等

［３］提出基于小波变

换的裂缝检测方法，将图像变换到不同方向的子

带进行裂缝提取。Ｙａｎ等
［４］将形态学方法用于裂

缝检测，先构造特定的中值滤波器对图像进行增

强，然后用基于灰度形态算子的边缘检测算法检

测裂缝，算法要求裂缝具有较高的对比度。Ｘｕ

等［５］提出了基于ＢＰ神经网络的裂缝检测方法。

首先对图像进行方格采样，每个方格影像进行直

方图均衡和二值化，然后提取特征，构成特征向量

用于训练和分类。Ｌｉｕ等
［６］提出了一种分割后处

理的方法，先分割得到裂缝碎片，再按一定的规

则，如设定碎片大小、线性度、合并的距离阈值等，

对碎片进行过滤、合并等操作实现对裂缝的提取。

由于路面影像斑点噪声强、裂缝壁脱落、积

灰、裂缝不连续等影响，基于局部检测的裂缝自动

检测具有局限性。针对裂缝的全局性特征，本文

研究对其描述的全局方法。图论提供了对事物及

其之间关系进行描述、分析和处理的完整理论和

方法。用图来描述裂缝目标像素的空间分布，将

方便对裂缝进行全局分析和操作。本文通过分析

裂缝的成像特点，运用图论最小生成树来表达裂

缝目标点的空间线性聚集特征，并提出了基于目

标点最小生成树的路面裂缝检测算法。

１　路面裂缝的成像特点

为了说明路面裂缝的成像特点，设计了裂缝

成像模型，如图１所示，其中相机在裂缝的正上方

垂直拍摄，与工程实践中相机的工作情况一致。

图２表达了４种典型情况下的裂缝成像结果。其

中，图２（ａ）为光线以一定角度照射，裂缝形成完

整的阴影，裂缝在影像中的亮度非常弱（黑色）；

图２（ｂ）显示了当光线垂直照射时的情况，裂缝没

有形成阴影，因此裂缝与背景亮度相同；当裂缝中

含有小裂隙时，会造成裂缝深度与宽度的比值较

大，如图２（ｃ），裂隙中部分反射光线被缝壁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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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减弱，裂缝成像表现为亮度较背景暗（接近黑

色）；图２（ｄ）显示了当裂缝壁脱落、裂缝积灰时裂

缝的成像情况，裂缝呈弧形凹槽状，由于凹面反射

效应，裂缝成像表现为中间亮边缘暗。

裂缝是不规则的线目标，由较短的裂缝段组

成，图３（ａ）为其示意图。对于具有一定深度的裂

缝段，从某些方向拍摄时会形成阴影，表现为目标

较背景暗，称为显缝段；从另一些方向拍摄时不能

形成阴影，表现为目标与背景之间对比度低，称为

隐缝段。一条路面裂缝通常包括图２中（ｂ）～２（ｄ）

３种类型的裂缝段。由于裂缝段分布的不规则性

（裂缝通常是曲折的），从单一角度进行拍摄时，所

得显缝段和隐缝段通常是交替的，如图３（ｂ）所

示，显缝段在整体上构成较背景暗的线性目标。

图１　裂缝成像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ｒａｃｋ

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图２　不同情况下的裂缝成像结果

Ｆｉｇ．２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Ｃｒａｃｋ

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Ｖａｒｉｅ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图３　裂缝成像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ｒ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Ｃｒａｃｋ

２　基于目标点最小生成树的裂缝检测

　　由于路面材料的颗粒特性，路面影像还具有

颗粒纹理背景，在目标识别时表现为斑点噪声。

路面裂缝作为一种线性目标，在路面图像中表现

为：① 斑点噪声强，裂缝目标信噪比低；② 裂缝

与背景之间亮度对比度低；③ 裂缝目标像素的空

间连续性差。当裂缝不连续、缝壁脱落积灰或拍

摄时光线强度和方向不能使裂缝形成阴影时，裂

缝只在宏观上呈现为线目标，此时，线特征检测的

局部方法只能得到裂缝分割的零碎片段，难以获

得期望的结果。根据分析裂缝的成像特点及其在

路面影像中的特征，本文设计了基于目标点最小

生成树的裂缝检测方法。首先用扫描法提取裂缝

目标点，然后用图来表达目标点的空间关系，通过

对图的分析和操作，在全局上实现对裂缝的提取，

其流程如图４。

图４　路面裂缝检测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ｆｏｒ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Ｃｒａｃｋ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１　扫描法提取裂缝目标点

裂缝在成像时表现为显缝段和隐缝段交替排

列，显缝段在整体上构成较背景暗的线性目标。

考虑到显缝段是由较背景暗的目标像素组成，本

文设计了裂缝目标点提取的扫描法：

犘犻，犼 ＝

１，ｉｆ（犻）＝ａｒｇｍｉｎ
狓

｛犐狓，犼狘犼－犔＜狓＜犼＋犔｝

　ｏｒ（犼）＝ａｒｇｍｉｎ
狔

｛犐犻，狔狘犻－犔＜狔＜犻＋犔｝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１）

　　对图像进行行扫描和列扫描，对每一像素（犻，

犼），在扫描方向上对其亮度值与邻域像素进行比

较，用式（１）判断当前像素是否为裂缝目标点。其

中犐犻犼为像素（犻，犼）的亮度值，犔控制邻域的大小。

对于分辨率一定的路面影像，犔取经验值。通过式

（１）的扫描，在整体上可以得到较离散的潜在裂缝目

标点，并且在裂缝处的目标点呈现线性聚集特征。

２．２　目标点最小生成树

１）裂缝目标点的图表达

运用扫描法得到潜在的裂缝目标点后，对所

有目标点进行编号，构成顶点集合犞；边的集合犈

由式（３）定义，构成图犌：

犌＝ （犞，犈） （２）

犈＝ ｛＜狏犻，狏犼＞狘狏犻，狏犼∈犞，ａｎｄ狑犻犼＜犜｝

（３）

狑犻犼 ＝Ｄｉｓｅｕｃｌｉｄ（狏犻，狏犼） （４）

式（３）中，犠犻犼是边犲犻犼的权值，为顶点犻和犼之间的

欧氏距离，即式（４）；犜 为边长阈值，通常取犜＝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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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５。由于边长阈值的作用，目标点可能形成多

个连通图犌１，犌２，…，且每个图相对独立。

２）最小生成树

裂缝目标点的图表达方便了对其进行空间分

析。生成树具有描述线状特征、分支等的优点；最

小生成树是生成树中权值总和最小的一棵，因此，

它不仅能描述线状特征，还能描述聚集特征。由于

裂缝像素分布的线性聚集特性，用最小生成树来描

述是合理的。图５给出了最小生成树的示例。

图５（ａ）、～５（ｃ）分别显示了从目标点集到图，再到

最小生成树的结果。构造最小生成树的典型方法

有两种，Ｐｒｉｍ算法和Ｋｒｕｓｋａｌ算法
［７］。

图５　目标点集构图及其最小生成树示例

Ｆｉｇ．５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ＰｏｉｎｔｓＧｒａｐｈａｎｄＭＳＴ

２．３　裂缝提取

由目标点图得到最小生成树的集合后，通过

修剪和连接两个操作来实现对裂缝的提取。

１）修剪

为了说明修剪的原理，首先定义单树和最大

生成单树。

定义１　设树犜＝（犞，犈），对任意顶点狏犻，若

ｄｅｇｒｅｅ（狏犻）＜３，则称犜为单树。

定义２　设树犜＝（犞，犈），其生成单树中，权

值总和最大的一棵单树称为最大生成单树。

本文对最小生成树的修剪是通过求最大生成

单树来实现的。其算法流程如下。图５中最小生

成树图５（ｃ）运用 ＭＳＳＴ算法修剪后的结果为图

５（ｄ）。

１：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ＭＳＳＴ

２：　ｉｎｐｕｔ：犜：树

３：　ｏｕｔｐｕｔ：犜′：犜的最大生成单树

４：　　ｆｏｒ犻←０，狀　ｄｏ

５：　　　ｉｆ　ｄｅｇｒｅｅ（狏犻）＝１　ｔｈｅｎ

６：　　　　犆犻← 以狏犻为根结点，计算

７：　　　　　 　狏犻到各叶结点的路径

８：　　　　　　代价，取最大值

７：　　　　Ｐａｔｈ犻← 记录犆犻对应的路径

８：　　　ｅｎｄｉｆ

９：　　　ｅｎｄｆｏｒ

１０：　　Ｐａｔｈ← 查找最大犆犻对应的Ｐａｔｈ犻

１１：　　犜′← 跟踪Ｐａｔｈ得到最大生成单树

１２：　　ＭＳＳＴ（犜－犜′）← 处理剪去的部分

１３：ｅ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２）连接

修剪后得到狀棵最大生成单树，将一些离散

点去掉，然后进行连接操作，它由内连接和外连接

两个步骤组成。内连接是树内结点与结点之间的

连接，外连接是树与树之间的连接。它们的连接

规则分别由式（５）和式（６）定义：

Ｌｉｎｋ（狏犻，狏犼）＝
１，犲犻犼∈犈犜

０，｛ 其他
（５）

Ｌｉｎｋ（犜犪，犜犫）＝
１，Ｄｉｓ（犜犪，犜犫）＜犇ｔｏｌ

０，｛ 其他
（６）

Ｄｉｓ（犜犪，犜犫）＝ｍｉｎ｛Ｄｉｓ（狏犻，狏犼）狘狏犻∈

　　犞犜犪，狏犼∈犞犜犫｝ （７）

式中，Ｄｉｓ（犜犪，犜犫）为树犜犪和犜犫之间的距离，它由

式（７）定义；犇ｔｏｌ为外连接的距离阈值，可根据

式（１）中犔值进行微调。图６（ａ）中显示了两棵

树，经过内连接操作的结果为图６（ｂ），然后进行

外连接得到结果图６（ｃ）。

图６　连接操作

Ｆｉｇ．６　Ｌｉｎｋ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３　实验与分析

本文实验数据由车载线扫描相机采集，地面

采样距离ＧＳＤ＝１ｍｍ。实验影像均从原始影像

上剪裁得到，尺寸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且都经过

了预处理，如几何校正、匀光、直方图均衡等。本

文算法程序基于 ＶＣ＋＋ ６．０开发，运行环境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ＣＰＵＩｎｔｅｒＰｅｎｔｉｕｍ（Ｒ）２．５ＧＨｚ，

ＲＡＭ１Ｇ。

实验目的是测试本文方法在检测不连续裂缝

时的性能，并和传统方法（基于边缘检测的方法和

基于分割后处理的方法）进行比较。

图７（ａ）显示了一幅典型的路面影像，斑点噪

声强，裂缝不连续，且裂缝壁脱落、积灰。此时，用

边缘检测的算法对裂缝进行检测不具备可行性。

图７（ｂ）为Ｃａｎｎｙ算法检测的结果，由于边缘检测

通常基于梯度信息，裂缝壁脱落、积灰处的梯度值

通常低于边缘阈值。另外，由于斑点噪声的影响，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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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边缘信息被湮没。因此，直接运用边缘检测

结果无法有效提取裂缝。图７（ｃ）是扫描算法提

取的裂缝目标点，同时包含一些非目标点；对目标

点最小生成树进行修剪，其结果见图７（ｄ）；图７

（ｅ）和图７（ｆ）分别为内连接和外连接的结果；图７

（ｇ）为采用ＮＤＨＭ
［８，９］分割的结果，图７（ｈ）是对

图７（ｇ）进行后处理的结果，图７（ｉ）为真实裂缝，

通过实地测量和人工编辑得到。通过对比可发

现，本文方法结果图７（ｆ）与真实裂缝图７（ｉ）基本

一致，而分割后处理结果图７（ｈ）由于是对裂缝碎

片的过滤与合并，难以有效剔除噪声面元，且只能

得到裂缝碎片，不连续。

为了对裂缝提取效果进行量化分析和评价，

本文引入完成度指数Ｉｎｄｅｘｃｐｔ和正确度指数Ｉｎ

ｄｅｘｃｒｔ
［１０］。完成度指数用于描述完成裂缝提取这

一任务的完成程度，正确度指数则描述完成任务

的质量水平，其定义见式（８）和式（９）。另外，为了

对算法的时间效率进行分析，实验记录了算法的

运行时间。

Ｉｎｄｅｘｃｐｔ＝
犔狉
犔犵狋

（８）

Ｉｎｄｅｘｃｒｔ＝
犔狉
犔犖

（９）

式中，犔狉代表提取结果是真实裂缝的长度；犔犵狋代

表裂缝的实际长度，通过实地测量和手工编辑得

到；犔犖 代表提取结果的总长度。

对５幅典型路面影像进行裂缝提取，如图８，

其统计结果见表１。在算法的可靠性上，由表１

可知，对５幅影像进行裂缝提取都有Ｉｎｄｅｘｃｐｔ＞

０．７，Ｉｎｄｅｘｃｒｔ＞０．６，说明本文算法具有较强的抗

斑点噪声能力，提取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而

分割后处理方法的平均完成度和正确度约为０．５

和０．４，效果较差。在算法的效率上，从表２可知

本文算法运行时间在０．３ｓ以内，算法具有较高

的效率。

实验结果及对比表明，对不连续、缝壁脱落、

积灰的裂缝的处理，传统方法存在很大局限性，而

本文方法具有较强的抗斑点噪声能力，对提取裂

缝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可靠性。本算法主要针对对

简单裂缝（横裂、纵裂和块裂）的处理，它在提取相

互邻近、交叉的复杂裂缝（如龟裂）时存在不足，这

将在下一步研究中进行改进。

图７　裂缝提取实验

Ｆｉｇ．７　Ｃｒａｃｋ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图８　更多实验及结果

Ｆｉｇ．８　Ｍｏｒ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表１　裂缝提取结果评价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ａｃｋ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影像编号
基于分割后处理方法 本文方法

完成度 正确度 完成度 正确度

１ ０．５７６ ０．３０５ ０．７０４ ０．６４９

２ ０．４４５ ０．４９９ ０．７５４ ０．７３２

３ ０．４７９ ０．６２８ ０．９３６ ０．８９１

４ ０．７４７ ０．４０３ ０．８３１ ０．８２５

５ ０．４８３ ０．５１３ ０．７５３ ０．７７２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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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本文算法效率评价

Ｔａｂ．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影像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运行时间／ｓ ０．２３８ ０．２２６ ０．２６６ ０．２３２ ０．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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