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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带障碍识别系统的铁路

配碴车及其障碍识别方法；所述配碴车主要由车

体、行走装置、侧犁及其驱动装置、行车控制装置

和侧犁操作装置系统组成；车体由车头和驾驶室

组成一体式结构安装在行走装置上方，行走装置

运行在铁路钢轨上；车头位于驾驶室的前方，侧

犁及其驱动装置安装在车头中间部位的两侧；配

碴车配置障碍识别系统；障碍识别系统主要由主

机、两台摄影机、辅助光源组成；所述障碍识别方

法的步骤：获取帧图像、帧图像完整否、轨道识

别、障碍识别、有障碍物否、三维重建、报警和人

工解除报警；当有障碍物存在时，报警装置工作，

或自动停车。本发明智能识别精度高，能够有效

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作业的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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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障碍识别系统的铁路配碴车，所述配碴车包括车体、行走装置、侧犁及其驱动

装置、行车控制装置和侧犁操作装置系统；所述车体由车头和驾驶室组成一体式结构安装

在行走装置上方，行走装置运行在铁路钢轨上；所述车头位于驾驶室的前方，侧犁及其驱动

装置安装在车体中间部位的两侧；

所述配碴车配置障碍识别系统；所述障碍识别系统包括主机、摄影机、辅助光源；

所述主机安装在驾驶室内，包括机箱、操作面板、主电路板、显示器、报警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摄影机为两部，摄影机面向驾驶室的前方等高安装在车头的正前方距离轨面的高

度不大于250厘米，两部摄影机对称布置在车头上，两者水平间距不大于50厘米；所述摄影

机为广角镜头，分辨率不小于500万像素，每秒不少于80帧；

所述辅助光源装在摄影机的附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配碴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电路板上以CPU及存储单元为核

心，配置双通道的视频帧获取模块、帧识别模块、报警模块、显示模块和控制模块；所述视频

帧获取模块连接摄影机；所述报警模块连接报警装置；所述显示模块连接显示器；所述控制

模块连接操作面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配碴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影机配置滤光片。

4.一种带障碍识别系统的铁路配碴车的障碍识别方法，所述障碍识别方法包括获取视

频并读取帧图像和进行障碍识别；其特征在于：

采用权利要求1-3任选一所述的配碴车，其障碍识别方法的步骤如下：

识别范围设置：根据当次侧犁作业范围设置需要识别是否有障碍物的尺度范围；

获取帧图像：读取同一时刻的两部摄影机获取的帧图像；

帧图像完整否：判断语句一，如果两部摄影机在t时刻的帧图像均完整，判断结果为

“是”，否则判断结果为“否”；当判断结果为“否”时，程序回到上一步骤获取t=t+1时刻的帧

的帧图像，直到判断结果为“是”为止；当判断结果为“是”时，程序进入下一步骤；

轨道识别：以车头上的两个摄像机的镜头中心线的连线为Y轴，以铁路钢轨纵向中心线

为X轴，以铁路钢轨垂直中心线为z轴，根据帧图像中钢轨的灰度值，通过钢轨灰度值识别图

像中钢轨上的点和图像边缘的交点获得四个点，这四个点得到两条钢轨的直线方程来计算

出帧图像中连续钢轨的具体坐标位置及其尺寸大小；

障碍物识别：通过得到精确的匹配结果，结合相机标定的内外参数恢复三维场景信息；

本方法采用的是欧式空间场景下三维点计算方法，该方法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重

建：1）障碍物中坐标点重建；

障碍物表面是由三维的构成的，当获得指定数量的三维点时，障碍物的位置也就唯一

确定；2）障碍物中距离信息的获取；

障碍物点的信息，得到物体的最大距离信息，也就获得障碍物的高度、宽度信息，比较

由图像分析疑是障碍物的物体实际尺度与道碴的尺度，判断是否是障碍物，实现检测；

有障碍物否：判断语句二，当判断结构为“是”时，程序进入下一步骤，否则，回到步骤

“获取帧图像”，获取t=t+1时刻的帧的帧图像继续前面的程序；

三维重建：通过得到精确的匹配结果，结合相机标定的内外参数恢复三维场景信息；本

方法采用的是欧式空间场景下三维点计算方法，该方法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重建：1）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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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物中坐标点重建；

障碍物表面是由三维的构成的，当获得指定数量的三维点时，障碍物的位置也就唯一

确定；2）障碍物中距离信息的获取；

障碍物点的信息，得到物体的最大距离信息，也就获得障碍物的高度、宽度信息，实现

检测；

报警：在障碍物距离14-15米时，报警装置报警；当障碍物距离12米内，报警装置进一步

发出停车警告；

人工解除报警：等人工解除报警后，从解除时的t时刻为基准，回到步骤“获取帧图像”

再进行后面的处理。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障碍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报警”的报警装置报警

同时，主机控制配碴车自动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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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障碍识别系统的铁路配碴车及其障碍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带障碍识别系统的铁路配碴车及其障碍识别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铁路系统长期的保养维护是高速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定期进行道床维护是

高速铁路维护保养的重要环节之一，清筛后的配碴工作是最后一个关键步骤。而在配碴过

程中，识别道碴与周围障碍物，以及对周围障碍物的避让都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铁路配碴车

在侧犁作业时的速度不超过每小时3公里，未使用侧犁时的速度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在

距离接触网电杆或其他障碍物5米时的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公里，且距离障碍物2米前必

须停车并收回侧犁，收回后的侧犁最外边缘与接触网电杆、信号机、信号盒、应答器、水泥

台、标桩、各种探头等障碍物的最小间距不小于0.2米，以不高于每小时1公里的速度通过障

碍物0.5米后，侧犁才重新开始正常的工作。其不足之处：目前的障碍识别主要靠人工完成，

或者依靠工人事先拆除可知的障碍物，工人劳动强度大，作业效率低，安全作业难以保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能够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工

作效率，提高作业安全性的带障碍识别系统的铁路配碴车及其障碍识别方法。

[0004]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5] 带障碍识别系统的铁路配碴车：

[0006] 所述配碴车主要由车体，行走装置、侧犁及其驱动装置、行车控制装置和侧犁操作

装置系统组成；所述车体由车头和驾驶室组成一体式结构安装在行走装置上方，行走装置

运行在铁路钢轨上；所述车头位于驾驶室的前方，侧犁及其驱动装置安装在车头中间部位

的两侧；

[0007] 所述配碴车配置障碍识别系统；所述障碍识别系统主要由主机，两部摄影机和辅

助光源组成；

[0008] 所述主机安装在驾驶室内，主要由机箱、操作面板、主电路板、显示器、报警装置组

成；

[0009] 所述两部摄影机面向驾驶室的前方等高安装在车头的正前方距离轨面的高度不

大于200厘米，两部摄影机对称布置在车头上，两者水平间距不大于50厘米；所述摄影机为

广角镜头，分辨率不小于500万像素，每秒不少于80帧；

[0010] 所述辅助光源装在摄影机的附近。

[0011] 所述主电路板上以CPU及存储单元为核心，配置双通道的视频帧获取模块、帧识别

模块、报警模块、显示模块和控制模块；所述视频帧获取模块连接摄影机；所述报警模块连

接报警装置；所述显示模块连接显示器；所述控制模块连接操作面板。

[0012] 所述摄影机配置滤光片。

[0013] 带障碍识别系统的铁路配碴车的障碍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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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障碍识别方法包括获取视频并读取帧图像和进行障碍识别；采用所述的配碴

车，其障碍识别方法的步骤如下：

[0015] 识别范围设置：根据当次侧犁作业范围设置需要识别是否有障碍物的尺度范围；

[0016] 获取帧图像：读取同一时刻的两部摄影机获取的帧图像；

[0017] 帧图像完整否：判断语句一，如果两部摄影机在t时刻的帧图像均完整，判断结果

为“是”，否则判断结果为“否”；当判断结果为“否”时，程序回到上一步骤获取t=t+1时刻的

帧的帧图像，直到判断结果为“是”为止；当判断结果为“是”时，程序进入下一步骤；

[0018] 轨道识别：以车头上的两个摄像机的镜头中心线的连线为X轴，以铁路钢轨纵向中

心线为Y轴，以铁路钢轨垂直中心线为z轴，根据帧图像中钢轨的灰度值，通过钢轨灰度值识

别图像中钢轨上的点和图像边缘的交点获得四个点，这四个点得到两条钢轨的直线方程来

计算出帧图像中连续钢轨的具体坐标位置及其尺寸大小；

[0019] 障碍物识别：通过得到精确的匹配结果，结合相机标定的内外参数，就可以恢复三

维场景信息。本系统采用的是欧式空间场景下三位点与计算方法，该方法分为以下几个步

骤进行重建：1）障碍物中坐标点重建。障碍物表面是由三维的构成的，若能获得足够多的三

维点，障碍物的位置也就唯一确定；2）障碍物中距离信息的获取。障碍物点的信息，得到物

体的最大距离信息，也就获得障碍物的高度、宽度信息，比较由图像分析疑是障碍物的物体

实际尺度与道碴的尺度，判断是否是障碍物，实现检测；

[0020] 有障碍物否：判断语句二，当判断结构为“是”时，程序进入下一步骤，否则，回到步

骤“获取帧图像”，获取t=t+1时刻的帧的帧图像继续前面的程序；

[0021] 三维重建：通过得到精确的匹配结果，结合相机标定的内外参数，就可以恢复三维

场景信息；本系统采用的是欧式空间场景下三位点与计算方法，该方法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进行重建：1）障碍物中坐标点重建。障碍物表面是由三维的构成的，若能获得足够多的三维

点，障碍物的位置也就唯一确定；2）障碍物中距离信息的获取。障碍物点的信息，得到物体

的最大距离信息，也就获得障碍物的高度、宽度信息，实现检测；

[0022] 报警：在障碍物距离14-15米时，报警装置报警；当障碍物距离12米内，报警装置进

一步发出停车警告；

[0023] 人工解除报警：等人工解除报警后，从解除时的t时刻为基准，回到步骤“获取帧图

像”再进行后面的处理。

[0024] 所述步骤“报警”的报警装置报警同时，主机控制配碴车自动停车。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6] 1）国内首个使用双目视觉技术实现配碴车障碍物识别；

[0027] 2）替代了人力识别障碍物，减少了人力识别障碍物的时间成本，提高了配碴车作

业的效率；

[0028] 3）减少了人因疲劳等因素造成的识别错误的概率，通过双目视觉识别具有持久的

准确性；

[0029] 4）在夜间周围环境不好，人眼可见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更准确的识别障碍物，减

少了误判的可能性，提高了配碴车作业的效率；

[0030] 5）能够准确地识别出活动于配碴车作业范围内的人员，及时报警，保证作业人员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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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配碴车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为图1中障碍识别系统的主机配置框图。

[0033] 图3为本发明的铁路配碴车的障碍识别方法的流程框图。

[0034] 图中：1-铁路钢轨，2-行走装置，3-侧犁及其驱动装置，4-车头，5-摄影机，6-辅助

光源，7-滤光片，8-驾驶室，9-主机，10-主电路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6] 带障碍识别系统的铁路配碴车：

[0037] 所述配碴车主要由车体，行走装置2、侧犁及其驱动装置3、行车控制装置和侧犁操

作装置系统组成；所述车体由车头4和驾驶室8组成一体式结构安装在行走装置2上方，行走

装置2运行在铁路钢轨1上；所述车头4位于驾驶室8的前方，侧犁及其驱动装置3安装在车头

4中间部位的两侧；

[0038] 所述配碴车配置障碍识别系统；所述障碍识别系统主要由主机9，两部摄影机5和

辅助光源6组成；

[0039] 所述主机9安装在驾驶室8内，主要由机箱、操作面板、主电路板10、显示器、报警装

置组成；

[0040] 所述两部摄影机5面向驾驶室的前方等高安装在车头4的正前方距离轨面的高度

不大于200厘米，两部摄影机5对称布置在车头4上，两者水平间距不大于50厘米；所述摄影

机5为广角镜头，分辨率不小于500万像素，每秒不少于80帧；

[0041] 所述辅助光源6装在摄影机5的附近。

[0042] 所述主电路板上以CPU及存储单元为核心，配置双通道的视频帧获取模块、帧识别

模块、报警模块、显示模块和控制模块；所述视频帧获取模块连接摄影机；所述报警模块连

接报警装置；所述显示模块连接显示器；所述控制模块连接操作面板。

[0043] 所述摄影机配置滤光片7。

[0044] 带障碍识别系统的铁路配碴车的障碍识别方法：

[0045] 所述障碍识别方法包括获取视频并读取帧图像和进行障碍识别；采用所述的配碴

车，其障碍识别方法的步骤如下：

[0046] 识别范围设置：根据当次侧犁作业范围设置需要识别是否有障碍物的尺度范围

（距离轨面和轨道中心线多大的距离以内）；

[0047] 获取帧图像：读取同一时刻的两部摄影机5获取的帧图像；

[0048] 帧图像完整否：判断语句一，如果两部摄影机5在t时刻的帧图像均完整，判断结果

为“是”，否则判断结果为“否”；当判断结果为“否”时，程序回到上一步骤获取t=t+1时刻的

帧的帧图像，直到判断结果为“是”为止；当判断结果为“是”时，程序进入下一步骤；

[0049] 轨道识别：以车头上的两个摄像机5的镜头中心线的连线为X轴，以铁路钢轨1纵向

中心线为Y轴，以铁路钢轨1垂直中心线为z轴，根据帧图像中钢轨的灰度值，通过钢轨灰度

值识别图像中钢轨上的点和图像边缘的交点获得四个点，这四个点得到两条钢轨的直线方

程来计算出帧图像中连续钢轨的具体坐标位置及其尺寸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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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障碍物识别：通过得到精确的匹配结果，结合相机标定的内外参数，就可以恢复三

维场景信息。本系统采用的是欧式空间场景下三位点与计算方法，该方法分为以下几个步

骤进行重建：1）障碍物中坐标点重建。障碍物表面是由三维的构成的，若能获得足够多的三

维点，障碍物的位置也就唯一确定；2）障碍物中距离信息的获取。障碍物点的信息，得到物

体的最大距离信息，也就获得障碍物的高度、宽度信息，比较由图像分析疑是障碍物的物体

实际尺度与道碴的尺度，判断是否是障碍物，实现检测；

[0051] 有障碍物否：判断语句二，当判断结构为“是”时，程序进入下一步骤，否则，回到步

骤“获取帧图像”，获取t=t+1时刻的帧的帧图像继续前面的程序；

[0052] 三维重建：通过得到精确的匹配结果，结合相机标定的内外参数，就可以恢复三维

场景信息；本系统采用的是欧式空间场景下三位点与计算方法，该方法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进行重建：1）障碍物中坐标点重建。障碍物表面是由三维的构成的，若能获得足够多的三维

点，障碍物的位置也就唯一确定；2）障碍物中距离信息的获取。障碍物点的信息，得到物体

的最大距离信息，也就获得障碍物的高度、宽度信息，实现检测；

[0053] 报警：在障碍物距离14-15米时，报警装置报警；当障碍物距离12米内，报警装置进

一步发出停车警告；

[0054] 人工解除报警：等人工解除报警后，从解除时的t时刻为基准，回到步骤“获取帧图

像”再进行后面的处理。

[0055] 所述步骤“报警”的报警装置报警同时，主机控制配碴车自动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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