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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多车道线检测方法，首先获

取连续帧的彩色图像，对当前帧图像进行灰度化

处理，并根据相机参数及设定的栅格地图大小，

将灰度图做逆透视变换获得道路部分的栅格地

图；然后根据控制点先验信息，使用泰森多边形

对栅格地图进行区域划分，并对划分区域进行图

像二值化处理；再根据车道线先验信息对区域分

组，并且分别记录非零像素值的像素点坐标。接

着使用改进的RANSAC算法对分组点集做曲线拟

合获得车道线方程，最后结合车道线方程和粒子

滤波算法对当前图像控制点的预测，计算出最终

的车道线方程并对车道线方程做透视变换，获得

原始图像中的车道线方程。本发明提出的方法对

车道线检测精度高、鲁棒性好，可同时完成多车

道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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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车道线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初始化控制点先验信息和车道线先验信息；

步骤2、获取连续帧的彩色图像，对当前帧图像进行灰度化处理；

步骤3、设定栅格地图的大小，结合相机内参数及相机架设的高度求取当前帧灰度图中

感兴趣区域的逆透视图像，此逆透视图像即为当前帧的栅格地图；

步骤4、根据控制点先验信息，在栅格地图上应用德洛内三角剖分算法和泰森多边形，

获得对栅格地图的区域划分，划分好的区域互不重叠；

步骤5、对划分好的区域分别使用Sobel算子对当前帧车道线进行边缘检测，再使用自

适应阈值化操作获得二值图，使用腐蚀操作消除部分噪声点，获得最终的二值图；

步骤6、根据车道线先验信息，对划分好区域分组，将包含上一帧同一条车道线的区域

归为同一组，并记录当前帧在每一组中所包含非零像素值所在位置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步骤7、使用改进的RANSAC算法对每一组非零像素点做曲线拟合获得车道线方程；

步骤8、采用粒子滤波算法结合控制点先验信息预测当前帧的控制点坐标，结合步骤7

拟合的车道线方程，求得最终的车道线方程；

步骤9、对栅格地图中求得的最终车道线方程做透视变换，求得当前帧在原图上的车道

线方程，即得检测的车道线；若存在未处理的图像帧，则将步骤8得到的最终车道线方程作

为下一帧的车道线先验信息，并根据最终车道线方程确定下一帧图像的控制点先验信息，

并跳转步骤2处理下一帧；

所述步骤8确定最终车道线方程的具体方法为：

步骤8-1、采用粒子滤波算法预测当前帧控制点坐标；

步骤8-2、在栅格地图中从上到下每隔一段距离划一条横线，选择步骤7拟合的车道线

方程与横线的交点作为当前帧的控制点；

步骤8-3、将步骤8-2和8-1得到的横坐标做差值，若差值大于设定的阈值，则将步骤8-1

预测的控制点的坐标作为粒子滤波算法的预测值，将步骤8-2计算出的控制点的坐标作为

粒子滤波算法的测量值，然后分别计算预测值的横坐标与测量值的横坐标的距离，并做归

一化，将归一化后的值作为预测的控制点的坐标的概率，如果差值小于设定的阈值，则不更

新粒子滤波算法的粒子概率；最后选取最大概率所对应的粒子作为新的控制点；

步骤8-4、根据步骤8-3，获得新的控制点后，对每一组新的控制点采用最小二乘拟合，

求得最终的车道线方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车道线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只提取彩图

像中的红色通道进行灰度化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车道线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获取栅格地

图的具体方法为：

步骤3-1、设定当前车辆的前方感知范围和左右感知范围，以及栅格地图的分辨率，即

栅格地图中一个像素对应物理世界中一块区域的大小；

步骤3-2、接着计算栅格地图的大小；

步骤3-3、结合相机参数和栅格地图的尺寸计算灰度图像的逆透视图，即最终的栅格地

图。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车道线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边缘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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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方法为：使用水平方向2阶导数、垂直方向0阶导数、核的大小为5×5的Sobel算子检测

车道线边缘；自适应阈值化操作的具体方法为：分别求取每一个区域的最大像素值，如果区

域中像素的值大于最大值的95％，则被重新赋值为255，小于最大值的95％的像素，其像素

值被赋值为0；腐蚀操作采用使用3×3大小的核。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车道线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对每一组非

零像素点做曲线拟合的具体方法为：

步骤7-1、从上到下分别在每一个区域中随机产生一个点，如果该区域中没有点，则直

接跳过；

步骤7-2、选择产生的随机点做曲线拟合；

步骤7-3、统计其余点到该曲线的距离，对距离大于阈值的非零值像素计数；

步骤7-4、重复步骤7-1到7-3直到最大迭代次数，选择计数最多的曲线即为最终所拟合

出的车道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车道线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9确定下一帧

图像控制点先验信息的具体方法为：在栅格地图中从上到下每隔一段距离划一条横线，选

择横线与步骤8求得的最终车道线方程的交点作为当前帧的控制点，即下一帧图像控制点

先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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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车道线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计算机视觉与自动驾驶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多车道线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自动驾驶领域，车道线的检测是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当前自动驾驶领域研究的

热点问题。然而，目前大部分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车道线检测方法都不能鲁棒的对车道线进

行检测，主要原因如下：道路上的光照、阴影，道路上的其它障碍物(车辆，行人等)，道路上

的其它交通标线等信息，对检测道路上的车道线产生干扰。

[0003] 目前，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多车道线检测算法有很多。国内外很多和自动驾驶相关

的期刊、会议都将车道线检测算法列为重点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大量

的有益成果，近年来论文中的方法主要有：

[0004] M .Aly在2008年将图像转换为逆透视图像，然后基于RANSAC算法和Bezier 

Splines曲线对车道线拟合，可同时检测多车道线；M.Nieto等人在2008年将待处理的道路

区域转换到逆透视空间中，然后使用具有层次化结构图对道路建模来检测车道线；M.Nieto

等人在2011年对待处理的感兴趣区域做逆透视变换，然后使用递归贝叶斯模型对逆透视变

换图像做逐像素分类，最后使用圆弧对道路建模检测车道线；L.Xin等人在2011年使用直线

和抛物线直接在透视图像上对道路建模，实现远距离多车道线检测；F.M.Sebdani等人在

2011年使用固定的交通摄像头采集图像，然后直接对原图实施基本图像处理，最后使用

Hough变换对车道线检测；Z.Xu等人在2012年使用改进的Canny算子对道路边缘检测，然后

使用概率Hough变换对车道线检测；X.Liu等人在2012年将相机采集的彩色图像转换到HSV

空间，接着做基本图像处理，然后使用Canny算子检测道路边缘，最后使用概率Hough变换对

车道线检测；J.Y.Deng等人在2013年将图像的感兴趣区域做逆透视变换，接着做基本的图

像处理，最后使用优化的RANSAC算法结合B-Spline对车道线检测；D.Seo等人在2014年将图

像的感兴趣区域做逆透视变换，接着使用颜色特征对车道线分割，最后使用RANSAC算法结

合Hough变换对车道线检测。

[0005] 专利方面，公开号为CN102722705A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通过基于RANSAC算法对多

车道线检测；公开号为CN103617412A的中国发明专利结合消失点确定感兴趣区域，然后检

测当前两车道的车道线；公开号为CN103632140A的中国发明专利利用对图像区域划分对车

道线检测；公开号为CN103940434A的中国发明专利基于单目视觉和惯性导航单元对车道线

实时检测；公开号为CN103971081A的中国发明专利基于双边约束方法对多车道线检测；公

开号为CN104751151A的中国发明专利基于车道线左右两侧颜色明暗变化检测车道线；公开

号为CN104951790A的中国发明专利基于多源逆透视图像无缝拼接对车道线检测；公开号为

CN105160309A的中国发明专利基于图像形态学分割及区域生长方法对三车道的车道线检

测；公开号为CN105354553A的中国发明专利利用结构张量及向量场散度区分边缘、边角等

边缘特征，从而实现对车道线检测；公开号为CN105426864A的中国发明专利基于等距边缘

点匹配方法对多车道线检测；公开号为CN105678285A的中国发明专利利用自适应的道路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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瞰图变换方法对车道线检测。

[0006] 然而，上述所述的文献都不能鲁棒的对多车道线检测，主要问题如下：第一，在图

像预处理阶段对整张图像做统一处理，使得光照、阴影等干扰信息影响极大；第二，若是采

用RANSAC算法直接对点集做车道线方程拟合，则不能充分利用车道线检测任务中车道线所

具有的条状特征，使得RANSAC算法在有限的计算下不能获得更好的结果。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多车道线检测方法，能同时执行多车道线检测，并且在

光照、阴影等条件下具有高鲁棒性。

[0008]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解决方案为：一种多车道线检测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步骤1、初始化控制点先验信息和车道线先验信息；

[0010] 步骤2、获取连续帧的彩色图像，对当前帧图像进行灰度化处理，具体为：使用安装

在自主车上的相机，实时的采集RGB三通道彩色图像，然后只提取彩图图像中的R通道图像，

作为待处理的灰度图像。

[0011] 步骤3、设定栅格地图的大小，结合相机内参数及相机架设的高度求取当前帧灰度

图中感兴趣区域的逆透视图像，此逆透视图像即为当前帧的栅格地图，具体为：根据实际需

求，首先设定当前车辆的前方感知范围和左右感知范围，接着设置栅格地图的分辨率，即栅

格地图中一个像素对应物理世界中一块区域的大小；然后计算栅格地图的大小；最后结合

相机参数和栅格地图的尺寸计算灰度图像的逆透视图，即最终的栅格地图。具体计算步骤

为：先计算世界坐标系到栅格地图的映射关系，接着计算世界坐标系到相机坐标系的映射

关系，然后计算相机坐标系到图像坐标系的映射关系，最后根据计算出的映射关系，直接从

原始灰度图中获得对应位置的像素值填放到栅格地图中，此过程参看图1、图2。

[0012] 步骤4、根据控制点先验信息，在栅格地图上应用德洛内三角剖分算法和泰森多边

形，获得对栅格地图的区域划分，划分好的区域互不重叠；

[0013] 步骤5、对划分好的区域分别使用Sobel算子对车道线边缘检测，再使用自适应阈

值化操作获得二值图，使用腐蚀操作消除部分噪声点，获得最终的二值图；边缘检测的具体

方法为：使用水平方向2阶导数、垂直方向0阶导数、核的大小为5×5的Sobel算子检测车道

线边缘；自适应阈值化操作的具体方法为：分别求取每一个区域的最大像素值，如果区域中

像素的值大于最大值的95％，则被重新赋值为255，小于最大值的95％的像素，其像素值被

赋值为0；腐蚀操作采用3×3大小的核。结合步骤4，最终输出的可视化结果可参看图3。

[0014] 步骤6、根据车道线先验信息，对划分好区域分组，将包含上一帧同一条车道线的

区域归为同一组，并记录当前帧在每一组中所包含非零像素值所在位置的横坐标和纵坐

标；

[0015] 步骤7、使用改进的RANSAC算法对每一组非零像素点做曲线拟合获得车道线方程，

具体为：首先从上到下分别在每一个区域中随机选择一个点，如果该区域中没有点，则直接

跳过；然后对随机点做曲线拟合；接着统计其余点到该曲线的距离，对距离大于阈值的非零

值像素计数；重复上述步骤直到最大迭代次数，最后选择计数最多的曲线即为最终所拟合

出的车道线。

[0016] 步骤8、采用粒子滤波算法结合控制点先验信息预测当前帧的控制点坐标，结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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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步骤7拟合的车道线方程，求得最终的车道线方程；具体为：采用粒子滤波算法预测当前

帧控制点坐标；接着在栅格地图中从上到下每隔一段距离划一条横线，选择步骤步骤7拟合

的车道线方程与横线的交点作为当前帧的控制点；然后将计算和预测的横坐标做差值，若

差值大于设定的阈值，则将预测的控制点的坐标作为粒子滤波算法的预测值，将计算出的

控制点的坐标作为粒子滤波算法的测量值，分别计算预测值的横坐标与测量值的横坐标的

距离，并做归一化，将归一化后的值作为预测的控制点的坐标的概率；若差值小于设定的阈

值，则不更新粒子滤波算法的粒子概率；最后选取最大概率所对应的粒子作为新的控制点，

获得新的控制点后，对每一组新的控制点采用最小二乘拟合，求得最终的车道线方程。

[0017] 步骤9、对栅格地图中求得的最终车道线方程做透视变换，求得当前帧在原图上的

车道线方程，即得检测的车道线；若存在未处理的图像帧，则将步骤步骤8得到的最终车道

线方程作为下一帧的车道线先验信息，并根据最终车道线方程确定下一帧图像的控制点先

验信息，并跳转步骤步骤2处理下一帧；确定下一帧图像控制点先验信息的具体方法为：在

栅格地图中从上到下每隔一段距离划一条横线，选择横线与步骤步骤7求得的最终车道线

方程的交点作为当前帧的控制点，即下一帧图像控制点先验信息。

[0018] 与现有发明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1)本发明使用泰森多边形对区域划分，并

且分别对每一个区域做基本的图像处理，使得算法具有抗光照、遮挡、阴影等效果，鲁棒性

高。2)本发明使用改进的RANSAC算法对车道线拟合，在固定的迭代次数下，比普通的RANSAC

算法更节约时间，并且更容易找到最合适的曲线方程。3)本发明在道路上有其它标志或者

车辆时，对道路上多车道线检测效果也很好，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原始图像到逆透视图像坐标系转换图，其中，(a)为世界坐标系；(b)为世界

坐标系到栅格地图的转换；(c)为相机坐标系；(d)为图像坐标系；

[0020] 图2为原始图像转换到栅格地图；

[0021] 图3为基本图像处理结果和泰森多边形区域划分；

[0022] 图4为本发明方法的车道线检测效果图，其中，图(a)为道路上只有车道线信息的

检测结果；图(b)是在道路上有黑色车辆的情况下车道线检测效果，其中白色框框住的是黑

色车辆；图(c)是在道路上有其它交通标线的情况下的检测效果，如道路上横向的交通标

线；图(d)是在道路上分别有白色车辆和有其它交通标线的情况下的检测效果；

[0023] 图5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对本发明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以下具体的实施有助于开发

人员对本发明的理解，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是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0025] 本实施实例提供一种多车道线检测方法，首先，本文分离出相机采集的彩色图像

的红色通道作为待处理的灰度图像，接着，根据相机在自主车上的安装位置、相机内参数、

设定的栅格地图大小，将原始图像做逆透视变换，获得栅格地图。其次，根据上一帧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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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点信息，本文使用德洛内三角剖分算法和泰森多边形对栅格地图进行区域划分，并且

对划分区域进行基本图像处理获得二值图。接下来，根据上一帧检测到的车道线对区域分

组，并且分别记录非零像素点坐标，并且使用改进RANSAC算法和车道线模型对上述记录的

非零像素点坐标做匹配，获得车道线方程。最终，结合当前车道线方程和粒子滤波算法对当

前帧图像控制点的预测，计算出最终的车道线方程和新的控制点，方便下一帧图像使用，同

时，对最终计算出的车道线方程做透视变换，获得原始图像上的车道线方程。

[0026] 在计算灰度图像时，本文只采用红色通道的图像作为灰度图，这样可以节约计算

灰度图的时间，而且不影响最终效果。相机的参数分别如下：相机架设高度为1.8米，俯仰

角-0.034幅度，偏航角0.021幅度。待处理的物理世界尺寸为左右5米，前方7～87米。栅格地

图中每个像素对应的物理尺寸为：一个像素的宽度对应的物理尺寸为0.05米/像素，一个像

素的高度对应的物理尺寸为0.2米/像素。然后本文根据上述参数对灰度图做逆透视变换，

获得栅格地图，其大小为：宽度200像素，高度400像素。

[0027] 在计算控制点时，具体操作如下：在栅格地图中每隔20个像素划一条横线，选择该

条横线与检测到的车道线的交点，作为控制点。如下图3所示，在每一条车道线上，共有19个

控制点。

[0028] 根据控制点，本文先使用德洛内三角剖分算法对栅格地图区域划分，接着直接求

取泰森多边形获得最终的区域划分，并且划分好的区域互不重叠，每一个区域中都有一个

控制点。

[0029] 在对每一个划分好的区域进行基本图像处理时，本文首先使用水平方向具有2阶

导数、垂直方向具有0阶导数、5×5大小的Sobel算子对车道线边缘检测，然后，分别求取每

一个区域的最大值vk，其中，k表示第几个区域，接着，对每一个区域做二值化，具体如下式：

[0030]

[0031] 其中，pkij表示第k个区中第(i,j)位置像素的值，最后，使用3×3大小的核对图像

做腐蚀操作。

[0032] 根据上一帧检测到的车道线对区域分组，然后，本文记录每一组中非零像素的像

素坐标。例如，对于第一条车道线，假设从上到下的区域分别为Gg ,g＝1,2,…,19，其中g表

示一组中从上到下第g个区域，那么每一个区域中对应非零像素坐标构成的集合为Sg ,g＝

1,2,…,19。

[0033] 在使用改进的RANSAC算法对车道线拟合时，本文设置如下：最大迭代次数为200，

阈值t＝3，线型为直线。

[0034] 具体算法如下：

[0035] 步骤1：在每一个集合Sg,g＝1,2,…,19中随机选择一个像素坐标，此处，没有非零

像素坐标的集合直接跳过。最后，由选出的像素坐标确定一条直线l；

[0036] 步骤2：根据阈值t，确定与直线l的几何距离小于t的像素坐标点集合S(l) ,并称它

为直线l的一致集；

[0037] 步骤3：重复200次的随机选择，得到直线li,i＝1,2,…,200和相应的一致集S(l1) ,

S(l2) ,…,S(l200)；

[0038] 步骤4：将最大一致集所对应的直线，作为数据点的最佳匹配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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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上述步骤的最佳匹配直线，即为检测到的第一条车道线方程，对于其它分组中对

车道线的检测过程和上述一样。

[0040] 根据检测到的车道线，本文再次计算控制点坐标，然后根据上一帧图像控制点的

位置信息，分别使用粒子滤波算法对当前图像上控制点位置做预测。如果预测出控制点的

横坐标与计算出控制点的横坐标的差值的绝对值大于10，那么，本文对当前图像上的控制

点做更新，在对所有的控制点更新完成后，求取最终的车道线方程，并且计算新的控制点方

便下一帧图像使用。同时，本文将计算好的车道线方程做透视变换获得原始图像中的车道

线方程。

[0041] 图4为本发明方法的车道线检测效果图，这四张图中，道路上都有部分阴影，通过

检测效果可以看出本发明方法在只有车道线信息、有黑色车辆、白色车辆、或者其他交通线

的情况下均有很好的检测效果。

[0042]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实例进行了详细描述。需要指出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

于上述特定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形或修改，

这并不影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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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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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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