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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

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包括一辆车体，车

体后端上方设置有传感器集成箱，车体后端下部

设有双线结构激光信号源，传感器集成箱内固定

有两个镜头朝向地面的线阵CCD摄像机、一个镜

头朝向地面的第一面阵CCD摄像机、一个镜头朝

向地面的第二面阵CCD摄像机、一个镜头朝向地

面的第三面阵CCD摄像机、一个镜头朝向地面的

单线结构激光信号源；前室内固定有控制机柜。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在车辆尾端安装有高速

线扫描相机CCD和结构激光信号源，结构激光信

号源可以向路面发射激光信号，CCD相机可通过

车顶滑轨系统从车尾端伸出向下拍摄，通过同步

触发控制器可实现CCD相机和结构激光信号源的

同步采集，进而测量和计算得到路面表面破损、

路面平整度、路面车辙、路面构造深度等检测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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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包括一辆车体(1)，车体

(1)内分为前室(14)和后室(13)，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1)后端上方设置有传感器集成箱

(7)，车体(1)后端下部设有双线结构激光信号源(8)，所述传感器集成箱(7)内固定有两个

镜头朝向地面的线阵CCD摄像机(7a)、一个镜头朝向地面的第一面阵CCD摄像机(7b)、一个

镜头朝向地面的第二面阵CCD摄像机(7c)、一个镜头朝向地面的第三面阵CCD摄像机(7d)、

一个镜头朝向地面的单线结构激光信号源(7e)；所述前室(14)内固定有与线阵CCD摄像机

(7a)、第一面阵CCD摄像机(7b)、第二面阵CCD摄像机(7c)、第三面阵CCD摄像机(7d)和双线

结构激光信号源(8)连接的控制机柜(11)，用于控制线阵CCD摄像机(7a)完成路面破损图像

的采集、第一面阵CCD摄像机(7b)完成路面车辙数据扫描、第二面阵CCD摄像机(7c)完成路

面平整度数据扫描、第三面阵CCD摄像机(7d)完成拍摄路面影像数据、单线结构激光信号源

(7e)联合第二面阵CCD摄像机(7c)进行路面平整度测量、双线结构激光信号源(8)进行路面

车辙数据的联合测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传感器集成箱(7)通过直线电机模组(5)安装在车体(1)顶部，直线电机模组(5)

的直线电机模组的滑块上固定有伸缩梁(6)，所述传感器集成箱(7)固定在伸缩梁(6)末端，

直线电机模组(5)的伺服电机来与控制机柜(11)连接以控制检测作业时将传感器集成箱

(7)伸出至车体(1)后方一米处，当完成检测作业后将传感器集成箱(7)收缩至车体(1)的正

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两个线阵CCD摄像机(7a)对称布置在传感器集成箱(7)内两端，第三面阵CCD摄像

机(7d)布置两个两个线阵CCD摄像机(7a)之间，第一面阵CCD摄像机(7b)布置在第三面阵

CCD摄像机(7d)和其中一个线阵CCD摄像机(7a)之间，第二面阵CCD摄像机(7c)布置在第三

面阵CCD摄像机(7d)和另一个线阵CCD摄像机(7a)之间，单线结构激光信号源(7e)布置在第

一面阵CCD摄像机(7b)和其中一个线阵CCD摄像机(7a)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控制机柜(11)内安装有用于运行系统软件和检测数据的存贮的工控机(11e)、同

步触发控制器(11f)、车载供电单元(11g)；所述工控机(11e)通过同步触发控制器(11f)与

线阵CCD摄像机(7a)、第一面阵CCD摄像机(7b)、第二面阵CCD摄像机(7c)、第三面阵CCD摄像

机(7d)、双线结构激光信号源(8)和直线电机模组(5)的伺服电机连接以实现对传感器集成

箱(7)和双线结构激光信号源(8)进行同步控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车载供电单元(11g)由12V的锂电池组、12V-220V的标准正弦波逆变器、自动隔离

切换器构成，锂电池组的输出端与12V-220V的标准正弦波逆变器连接，锂电池组由车体(1)

发动机舱内的12V直流发电机进行充电，车体(1)发动机舱内的12V直流发电机与锂电池组

之间连接有自动隔离切换器，自动隔离切换器判断锂电池组内的电能储备情况，根据电量

储备自动转为充电状态，当电池组电量饱和后自动隔离器自动切断发电机。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车体(1)顶部还安装有与工控机(11e)连接的GPS定位装置(3)，用来完成检测轨

迹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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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前室(14)内还设有系统操作台(15)、运行控制操作触控屏(16)，运行控制操作触

控屏(16)固定在系统操作台(15)上，运行控制操作触控屏(16)与工控机(11e)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2或4所述的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机柜(11)内设有配电盘(11b)，所述配电盘(11b)集成功率表(11c)和电

源总开关(11d)。

9.根据权利要求2或4所述的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机柜(11)内装有工作照明灯(11a)。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直线电机模组(5)外设有防雨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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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检测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

态综合检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路面是道路工程的主体构造物，其表面状态对行驶车辆的安全性和公路的服务水

平有着重要影响。路面表面状态包括表观病害状况、平整度、车辙、构造深度等技术参数。因

此，路面表面状态的快速和准确的采集一直是交通管理部门期待解决的问题。

[0003] 目前，已有较多的研究机构开发了相应的路面表面状态检测设备，既有路面单项

单独检测设备，也有路面表面状况的综合检测设备。目前的检测设备中，路面表观病害检测

以激光相机拍照为主，路面平整度、车辙和构造深度检测以在道路横断面上布设多个激光

测距传感器(多为13-17个)，通过测量得到各离散点的数据通过算法来计算路面车辙、平整

度和构造深度等指标。

[0004] 目前，路面表面状况综合检测的方式主要以多激光传感器和激光结构光断面检测

两种方式。多点激光传感器系统由于受到车辆高速行驶过程中振动的干扰，测量精度受到

较大的影响，尤其是路面平整度和构造深度指标。多点激光传感器是安置于横梁上，横梁宽

度不能覆盖整个车道，因此不能做到车道的全覆盖。激光结构光检测是一种比较新的理念，

是以普通光和激光为光源，将一个已知图案经由已知视角角度的方向投射到被测物体上，

由于被测物体表面的高低起伏而发生变形，根据此变形就能够计算被测物体表面的三维变

形状况，但是激光结构光检测同样也面临着受日照光源的影响。

[0005] 路面表观病害检测时，现有多采用线激光扫描相机CCD进行拍照或摄影采集，但是

由于现场采集时的天气状况和车辆行驶路线导致CCD相机经常受到阴影、隧道、强光等因素

的影响，并且在检测过程中时刻变化，现有设备很难进行调整，目前大部分的解决手段都是

配备一定的光源来解决。

[0006] 因此，虽然已经有多种路面综合检测设备已经开发并且应用，但是测量精度不高、

测量稳定性不足、车辆振动干扰、检测过程光强不断变化等问题依然存在。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要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

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以测量路面表面破损、路面平整度、路面车辙、路面构造深

度。

[0008]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按照以下技术方案实施的：

[0009] 一种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包括一辆车体，车体内

分为前室和后室，所述车体后端上方设置有传感器集成箱，车体后端下部设有双线结构激

光信号源，所述传感器集成箱内固定有两个镜头朝向地面的线阵CCD摄像机、一个镜头朝向

地面的第一面阵CCD摄像机、一个镜头朝向地面的第二面阵CCD摄像机、一个镜头朝向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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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面阵CCD摄像机、一个镜头朝向地面的单线结构激光信号源；所述前室内固定有与线

阵CCD摄像机、第一面阵CCD摄像机、第二面阵CCD摄像机、第三面阵CCD摄像机和双线结构激

光信号源连接的控制机柜，用于控制线阵CCD摄像机完成路面破损图像的采集、第一面阵

CCD摄像机完成路面车辙数据扫描、第二面阵CCD摄像机完成路面平整度数据扫描、第三面

阵CCD摄像机完成拍摄路面影像数据、单线结构激光信号源联合第二面阵CCD摄像机进行路

面平整度测量、双线结构激光信号源进行路面车辙数据的联合测量。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传感器集成箱通过直线电机模组安装在车体

顶部，直线电机模组的直线电机模组的滑块上固定有伸缩梁，所述传感器集成箱固定在伸

缩梁末端，直线电机模组的伺服电机来与控制机柜连接以控制检测作业时将传感器集成箱

伸出至车体后方一米处，当完成检测作业后将传感器集成箱收缩至车体的正上方。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两个线阵CCD摄像机对称布置在传感器集成

箱内两端，第三面阵CCD摄像机布置两个两个线阵CCD摄像机之间，第一面阵CCD摄像机布置

在第三面阵CCD摄像机和其中一个线阵CCD摄像机之间，第二面阵CCD摄像机布置在第三面

阵CCD摄像机和另一个线阵CCD摄像机之间，单线结构激光信号源布置在第一面阵CCD摄像

机和其中一个线阵CCD摄像机之间。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控制机柜内安装有用于运行系统软件和检测

数据的存贮的工控机、同步触发控制器、车载供电单元；所述工控机通过同步触发控制器与

线阵CCD摄像机、第一面阵CCD摄像机、第二面阵CCD摄像机、第三面阵CCD摄像机、双线结构

激光信号源和直线电机模组的伺服电机连接以实现对传感器集成箱和双线结构激光信号

源进行同步控制。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车载供电单元由12V的锂电池组、12V-220V的

标准正弦波逆变器、自动隔离切换器构成，锂电池组的输出端与12V-220V的标准正弦波逆

变器连接，锂电池组由车体发动机舱内的12V直流发电机进行充电，车体发动机舱内的12V

直流发电机与锂电池组之间连接有自动隔离切换器，自动隔离切换器判断锂电池组内的电

能储备情况，根据电量储备自动转为充电状态，当电池组电量饱和后自动隔离器自动切断

发电机。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车体顶部还安装有与工控机连接的GPS定位

装置，用来完成检测轨迹定位。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前室内还设有系统操作台、运行控制操作触

控屏，运行控制操作触控屏固定在系统操作台上，运行控制操作触控屏与工控机连接。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控制机柜内设有配电盘，所述配电盘集成功

率表和电源总开关。

[001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控制机柜内装有工作照明灯。

[001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直线电机模组外设有防雨罩。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1、在车辆尾端安装有高速线扫描相机CCD和结构激光信号源，结构激光信号源可

以向路面发射激光信号，CCD相机可通过车顶滑轨系统从车尾端伸出向下拍摄，通过同步触

发控制器可实现CCD相机和结构激光信号源的同步采集，进而测量和计算得到路面表面破

损、路面平整度、路面车辙、路面构造深度等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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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2、本发明通过GPS定位装置，用来完成检测轨迹定位，适用于路面表面状况的快速

检测，检测速度0-80km/h范围内均可准确检测。

[0022] 3、本发明采用高速线扫描相机CCD和结构激光信号源结合的方式，有效的消除了

车辆振动和路面纵断面趋势的影响，测量重复稳定性和精度显著提高。

[0023] 4、本发明实现了路面表面状况综合采集的一体化集成设计，外观简单、安装方便，

现场采集操作方便，数据实时存储，检测精度高。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的车体内部布置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的后视向工作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的传感器集成箱的内部布置图。

[0029] 图6为本发明的设备机柜的内部布置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

行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发明。

[0031] 如图1、图5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

系统，包括一辆车体1，车体1内由隔板12分为前室14和后室13，所述车体1后端上方设置有

传感器集成箱7，车体1后端下部设有双线结构激光信号源8，所述传感器集成箱7内固定有

两个镜头朝向地面的线阵CCD摄像机7a、一个镜头朝向地面的第一面阵CCD摄像机7b、一个

镜头朝向地面的第二面阵CCD摄像机7c、一个镜头朝向地面的第三面阵CCD摄像机7d、一个

镜头朝向地面的单线结构激光信号源7e，参照图5，两个线阵CCD摄像机7a对称布置在传感

器集成箱7内两端，第三面阵CCD摄像机7d布置两个两个线阵CCD摄像机7a之间，第一面阵

CCD摄像机7b布置在第三面阵CCD摄像机7d和其中一个线阵CCD摄像机7a之间，第二面阵CCD

摄像机7c布置在第三面阵CCD摄像机7d和另一个线阵CCD摄像机7a之间，单线结构激光信号

源7e布置在第一面阵CCD摄像机7b和其中一个线阵CCD摄像机7a之间；所述前室14内固定有

与线阵CCD摄像机7a、第一面阵CCD摄像机7b、第二面阵CCD摄像机7c、第三面阵CCD摄像机7d

和双线结构激光信号源8连接的控制机柜11，控制机柜11内安装有用于运行系统软件和检

测数据的存贮的工控机11e、车载供电单元11g、配电盘11b，所述配电盘11b集成功率表11c

和电源总开关11d，该车载供电单元11g由12V的锂电池组、12V-220V的标准正弦波逆变器、

自动隔离切换器构成，锂电池组的输出端与12V-220V的标准正弦波逆变器连接，锂电池组

由车体1发动机舱内的12V直流发电机进行充电，车体1发动机舱内的12V直流发电机与锂电

池组之间连接有自动隔离切换器，自动隔离切换器判断锂电池组内的电能储备情况，根据

电量储备自动转为充电状态，当电池组电量饱和后自动隔离器自动切断发电机；工控机11e

用于控制线阵CCD摄像机7a完成路面破损图像的采集、第一面阵CCD摄像机7b完成路面车辙

数据扫描、第二面阵CCD摄像机7c完成路面平整度数据扫描、第三面阵CCD摄像机7d完成拍

摄路面影像数据、单线结构激光信号源7e联合第二面阵CCD摄像机7c进行路面平整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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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线结构激光信号源8进行路面车辙数据的联合测量。

[0032]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1、图2所示，传感器集成箱7可以通过直线电机模组5安装在车

体1顶部，该直线电机模组5可以直接在市面上购买使用其作用就是能够驱动传感器集成箱

7伸出或收回，直线电机模组5的直线电机模组的滑块上固定有伸缩梁6，所述传感器集成箱

7固定在伸缩梁6末端，直线电机模组5的伺服电机来与控制机柜11连接以控制检测作业时

将传感器集成箱7伸出至车体1后方一米处，当完成检测作业后将传感器集成箱7收缩至车

体1的正上方。为了保护直线电机模组5，在直线电机模组5外设有防雨罩4，直线电机模组5

封闭在防雨罩4内，确保伸缩自如，且能够做到防雨淋。

[0033] 而在安装直线电机模组5后，就需要在控制机柜11内安装同步触发控制器11f，所

述工控机11e通过同步触发控制器11f与线阵CCD摄像机7a、第一面阵CCD摄像机7b、第二面

阵CCD摄像机7c、第三面阵CCD摄像机7d、双线结构激光信号源8和直线电机模组5的伺服电

机连接以实现对传感器集成箱7和双线结构激光信号源8进行同步控制。

[0034]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所述车体1顶部还安装有与工控机11e连接的GPS定位

装置3，用来完成检测轨迹定位。

[0035]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所述前室14内还设有系统操作台15、运行控制操作触

控屏16，运行控制操作触控屏16固定在系统操作台15上，运行控制操作触控屏16与工控机

11e连接。如此，工作人员就可以再前室14内来对整个检测系统进行操作和控制。

[0036] 在实际操作中，如图6所示，为了便于检修或查看控制机柜11内的情况，在控制机

柜11内装有工作照明灯11a。

[0037] 利用上述CCD与激光信号源联合测量的路面状态综合检测系统可以实现路面表面

破损、路面平整度、路面车辙、路面构造深度等检测，具体的测量原理，参见图4，以下进行详

细阐述：

[0038] 1 .路面破损检测：如图4所示，两个线阵CCD摄像机7a共同完成左右3.75米路面宽

度的破损数据扫描，其中每个线阵CCD摄像机7a在接收到同步触发控制器11f的控制信号

时，同时完成各自1.9m范围内的扫描信号，随着车体1的前进过程，将连续扫描的数据压缩

存储成数据文件保存在工控机11e内，这些数据二次提取后经过人工辅助识别出相应的路

面破损分项数据，按照(2019)JTG  5210-2018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计算出路面损坏状况

指数——PCI；需要说明的是该计算过程可以直接采用现有的计算方法，本实施不再赘述。

[0039] 2.路面平整度的测量：如图4所示，单线结构激光器7e发出3米宽度的激光信号源，

聚焦在右侧车轮迹带，第二面阵CCD摄像机7c利用三角测量原理测量出轮迹带内的高程数

据；随着车体1的前进过程，将连续扫描的数据压缩存储成数据文件并保存在工控机11e内；

这些数据二次提取后对其进行高频滤波处理后，得到路面轮迹带内的有效高程数据，采用

世界银行组织颁布的国际平整度(IRI)算法计算国际平整度指数，得到单元内的IRI值，并

且按照(2019)JTG  5210-2018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计算出路面行驶质量指数RQI；需要说

明的是3.构造深度测量：利用平整度测量到的轮迹带内的高程数据，对其进行低频滤波处

理后，得到路面轮迹带内的有效线构造数据，按照(2019)JTG  5210-2018公路技术状况评定

标准计算出路面平均构造深度——MPD；需要说明的是该计算过程可以直接采用现有的计

算方法，本实施不再赘述。

[0040] 4.路面车辙的测量：如图4所示，双线结构激光信号源8发出两条3米宽度的激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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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源8a，聚焦在整个车道内，第一面阵CCD摄像机7b利用三角测量原理，从左到右测量出整

个车道的横断面高程数据；随着车体1的前进过程按照行车方向，以0.5米的固定间隔扫描

车道横断面高程数据，并压缩存储成数据文件保存在工控机11e内；这些数据二次提取后对

其进行高频滤波处理后，得到有效横断面高程数据，按照(2019)JTG  5210-2018公路技术状

况评定标准计算出路面的左右车辙深度，并计算出车辙深度指数——RDI；需要说明的是该

计算过程可以直接采用现有的计算方法，本实施不再赘述。

[0041] 5.路面影像的测量：第三面阵CCD摄像机7d用于拍摄路面影像数据，安装在传感器

集成箱7的中间部位，镜头对准后方整个车道，使图像景深能够达到300米左右；在接收到同

步触发控制器11f的控制信号时，同时完成各自1.9m范围内的扫描信号，随着车体1的前进

过程，对采集的图像数据按照jpg格式进行压缩存储，并保存在工控机11e内，工作人员可以

在前室14内的运行控制操作触控屏16上进行查看。

[0042]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不限于上述具体实施例的限制，凡是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

出的技术变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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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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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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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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