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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手机拍照的道路裂

纹尺寸估计方法，用于解决现有道路裂纹尺寸估

计方法实用性差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是首先利

用智能手机对道路裂纹进行拍照，采集裂纹照片

及拍照时的手机传感器数据。对采集到的裂纹照

片进行包括中值滤波平滑、sobel算子锐化和灰

度处理，然后使用OTSU算法进行图像分割，从路

面背景中分割出裂纹，计算裂纹在照片中的面

积，确定手机摄像头到裂纹的距离，计算出裂纹

的实际物理尺寸。本发明不需要专用的裂纹检测

车对裂纹进行拍照，仅利用手机摄像头的凸透镜

成像原理计算裂纹的实际物理尺寸，实用性好。

且计算裂纹宽度的时候，均方根误差是5.2cm，计

算裂纹长度的时候，均方根误差是17.1cm。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06706647 B

2019.05.07

CN
 1
06
70
66
47
 B



1.一种基于手机拍照的道路裂纹尺寸估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利用智能手机对道路裂纹进行拍照，采集裂纹照片及拍照时的手机传感器数

据；手机气压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和磁力传感器作为计算手机摄像头离裂纹距离的数据

依据；将所有手机传感器数据整理成三元组<裂纹照片，传感器名称，传感器数值>；其中加

速度传感器、磁力传感器的传感器数值格式是一个三维向量<x，y，z>，气压传感器是手机所

在位置的气压值<baro>；

步骤二、对步骤一中采集到的裂纹照片进行包括中值滤波平滑、sobel算子锐化和灰度

处理，然后使用OTSU算法进行图像分割，从路面背景中分割出裂纹；处理后的二值化矩阵记

为G；

步骤三、对二值化矩阵G进行数学形态学先闭后开处理，处理后的矩阵记为M，然后对矩

阵M进行膨胀腐蚀和细化操作，提取裂纹骨架，处理后的矩阵记为N；

步骤四、对于网状裂纹，扫描步骤三得到的矩阵M的每一行，找到裂纹的最大纵坐标点y1

和最小纵坐标点y2；扫描矩阵M的每一列，找到裂纹的最大横坐标点x1和最小横坐标点x2；使

用公式(1)计算网状裂纹在照片中的面积s：

s＝(y1-y2)*(x1-x2)                (1)

对于竖裂，扫描矩阵M的每一行，计算每一行的裂纹像素点个数，乘以每一个像素的长

度，即为该行的裂纹宽度；然后对求得的每一行裂纹的宽度求平均得到竖裂的平均宽度；求

竖裂的长度时，扫描步骤三得到的矩阵N，计算裂纹骨架的像素点个数，乘以每一个像素的

长度，即为竖裂的长度；同理，扫描矩阵M的每一列，得到该列的裂纹宽度，求平均得到横裂

的平均宽度；扫描矩阵N得到横裂的长度；

步骤五、计算摄像头到裂纹的距离的三个参数，手机到地面的垂直距离h、手机的前后

倾斜角α、手机的左右旋转角β；通过公式(2)计算摄像头到裂纹的距离od：

od＝h/(cos|α|cos|β|)             (2)

手机到地面的垂直距离h通过公式(3)计算，pm是手机所在位置的气压值，通过手机的气

压传感器得到，pg是地面的气压值：

手机的前后倾斜角α、左右旋转角β通过加速度传感器和磁力传感器计算，通过android

开发API获取；

步骤六、根据步骤四得到裂纹在照片中的尺寸大小，步骤五得到摄像头到裂纹的距离

以及手机的焦距，通过凸透镜成像公式(4)(5)，推导出公式(6)计算裂纹实际物理尺寸，d是

物距，i是像距，f是焦距，imagesize是像的大小，physicalsize是裂纹的实际物理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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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手机拍照的道路裂纹尺寸估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道路裂纹尺寸估计方法，特别涉及一种基于手机拍照的道路裂纹

尺寸估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智能手机的发展为传统的市政服务提供了新的手段。在传统的城市道路

裂纹检测方法中，需要专业的人员使用专业的设备进行检查，这样浪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普通市民可以使用手机对裂纹进行拍照，但是由于用手机拍照的时

候，拍照的方向和拍照的距离都是任意的，本发明中我们使用拍照时手机的传感器信息，如

加速度计、磁力计、气压计等，和照片本身的信息，对道路裂纹的尺寸进行估计。

[0003] 文献“基于图像处理的路面裂纹检测技术研究.武汉理工大学,2013”公开了一种

路面裂纹尺寸的估计方法。此方法首先对裂缝进行细化，得到裂缝的骨架，对裂纹的骨架作

像素标记，再通过扫描计数的方式便可得到裂缝的长度和宽度。但是由于此方法使用专用

的裂纹检测车对裂纹进行拍照的，摄像头到裂纹的距离和角度是确定的，所以裂纹的实际

物理尺寸和裂纹在照片中的像的尺寸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确定的。

[0004] 综上所述，使用手机拍照判断裂纹尺寸的时候，由于摄像头离裂纹的角度和距离

是不确定的，通过照片仅仅可以获取裂纹像的大小。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道路裂纹尺寸估计方法实用性差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手机

拍照的道路裂纹尺寸估计方法。该方法首先利用智能手机对道路裂纹进行拍照，采集裂纹

照片及拍照时的手机传感器数据。对采集到的裂纹照片进行包括中值滤波平滑、sobel算子

锐化和灰度处理，然后使用OTSU算法进行图像分割，从路面背景中分割出裂纹，计算裂纹在

照片中的面积，确定手机摄像头到裂纹的距离，计算出裂纹的实际物理尺寸。本发明不需要

专用的裂纹检测车对裂纹进行拍照，仅利用手机摄像头的凸透镜成像原理计算裂纹的实际

物理尺寸，实用性好。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一种基于手机拍照的道路裂纹尺寸估

计方法，其特点是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一、利用智能手机对道路裂纹进行拍照，采集裂纹照片及拍照时的手机传感

器数据。手机气压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和磁力传感器作为计算手机摄像头离裂纹距离的

数据依据。将所有手机传感器数据整理成三元组<裂纹照片，传感器名称，传感器数值>。其

中加速度传感器、磁力传感器的传感器数值格式是一个三维向量<x，y，z>，气压传感器是手

机所在位置的气压值<baro>。

[0008] 步骤二、对步骤一中采集到的裂纹照片进行包括中值滤波平滑、sobel算子锐化和

灰度处理，然后使用OTSU算法进行图像分割，从路面背景中分割出裂纹。处理后的二值化矩

阵记为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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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三、对二值化矩阵G进行数学形态学先闭后开处理，处理后的矩阵记为M，然后

对矩阵M进行膨胀腐蚀和细化操作，提取裂纹骨架，处理后的矩阵记为N。

[0010] 步骤四、对于网状裂纹，扫描步骤三得到的矩阵M的每一行，找到裂纹的最大纵坐

标点y1和最小纵坐标点y2。扫描矩阵M的每一列，找到裂纹的最大横坐标点x1和最小横坐标

点x2。使用公式(1)计算网状裂纹在照片中的面积s：

[0011] s＝(y1-y2)*(x1-x2)   (1)

[0012] 对于竖裂，扫描矩阵M的每一行，计算每一行的裂纹像素点个数，乘以每一个像素

的长度，即为该行的裂纹宽度。然后对求得的每一行裂纹的宽度求平均得到竖裂的平均宽

度。求竖裂的长度时，扫描步骤三得到的矩阵N，计算裂纹骨架的像素点个数，乘以每一个像

素的长度，即为竖裂的长度。扫描矩阵M的每一列，得到该列的裂纹宽度，求平均得到横裂的

平均宽度。扫描矩阵N得到横裂的长度。

[0013] 步骤五、计算摄像头到裂纹的距离的三个参数，手机到地面的垂直距离h、手机的

前后倾斜角α、手机的左右旋转角β。通过公式(2)计算摄像头到裂纹的距离od：

[0014] od＝h/(cos|α|cos|β|)   (2)

[0015] 手机到地面的垂直距离h通过公式(3)计算，pm是手机所在位置的气压值，通过手

机的气压传感器得到，pg是地面的气压值：

[0016]

[0017] 手机的前后倾斜角α、左右旋转角β通过加速度传感器和磁力传感器计算，通过

android开发API获取。

[0018] 步骤六、根据步骤四得到裂纹在照片中的尺寸大小，步骤五得到摄像头到裂纹的

距离以及手机的焦距，通过凸透镜成像公式(4)(5)，推导出公式(6)计算裂纹实际物理尺

寸，d是物距，i是像距，f是焦距，imagesize是像的大小，physicalsize是裂纹的实际物理尺

寸。

[0019]

[0020]

[0021]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方法首先利用智能手机对道路裂纹进行拍照，采集裂纹

照片及拍照时的手机传感器数据。对采集到的裂纹照片进行包括中值滤波平滑、sobel算子

锐化和灰度处理，然后使用OTSU算法进行图像分割，从路面背景中分割出裂纹，计算裂纹在

照片中的面积，确定手机摄像头到裂纹的距离，计算出裂纹的实际物理尺寸。本发明不需要

专用的裂纹检测车对裂纹进行拍照，仅利用手机摄像头的凸透镜成像原理计算裂纹的实际

物理尺寸，实用性好。且计算裂纹宽度的时候，均方根误差是5.2cm，计算裂纹长度的时候，

均方根误差是17.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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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基于手机拍照的道路裂纹尺寸估计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参照图1。本发明基于手机拍照的道路裂纹尺寸估计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26] 步骤一、利用智能手机对道路裂纹进行拍照，采集裂纹照片及拍照时候的手机传

感器数据。气压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和磁力传感器作为计算手机摄像头离裂纹距离的数

据依据。并进一步将所有数据整理成三元组<裂纹照片，传感器名称，传感器数值>。其中加

速度传感器、磁力传感器的传感器数值格式是一个三维向量<x，y，z>，气压传感器是手机所

在位置的气压值<baro>。

[0027] 步骤二、对步骤一中采集到的裂纹照片进行图像处理。首先对照片进行图像预处

理，包括中值滤波平滑、sobel算子锐化、灰度处理，然后使用OTSU算法进行图像分割，从路

面背景中分割出裂纹。处理后的二值化矩阵记为G。

[0028] 步骤三、为了精确地计算照片中裂纹的尺寸，对矩阵G进行数学形态学先闭后开处

理，处理后的矩阵记为M，然后对矩阵M进行膨胀腐蚀和细化操作，提取裂纹骨架，处理后的

矩阵记为N。

[0029] 步骤四、计算裂纹在照片中的尺寸大小。对于网状裂纹，扫描步骤三得到的矩阵M

的每一行，找到裂纹的最大纵坐标点y1和最小纵坐标点y2。扫描M的每一列，找到裂纹的最大

横坐标点x1和最小横坐标点x2。使用公式(1)计算网状裂纹在照片中的面积s：

[0030] s＝(y1-y2)*(x1-x2)   (1)

[0031] 对于竖裂，扫描矩阵M的每一行，计算每一行的裂纹像素点个数，乘以每一个像素

的长度，即为该行的裂纹宽度。然后对求得的每一行裂纹的宽度求平均得到竖裂的平均宽

度。求竖裂的长度时，扫描步骤三得到的矩阵N，计算裂纹骨架的像素点个数，乘以每一个像

素的长度，即为竖裂的长度。同理，扫描矩阵M的每一列，得到该列的裂纹宽度，求平均得到

横裂的平均宽度。扫描矩阵N得到横裂的长度。

[0032] 步骤五、手机摄像头到裂纹距离的确定。计算摄像头到裂纹的距离需要三个参数，

手机到地面的垂直距离h、手机的前后倾斜角α、手机的左右旋转角β。通过公式(2)计算摄像

头到裂纹的距离od：

[0033] od＝h/(cos|α|cos|β|)   (2)

[0034] 手机到地面的垂直距离h通过公式(3)计算，pm是手机所在位置的气压值，通过手

机的气压传感器可以得到、pg是地面的气压值：

[0035]

[0036] 手机的前后倾斜角α、左右旋转角β通过加速度传感器和磁力传感器计算，通过

android开发API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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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步骤六、裂纹实际物理尺寸的计算。手机摄像头的拍照原理是凸透镜成像原理，步

骤四得到了裂纹在照片中的尺寸大小，也就是像的大小，步骤五得到了摄像头到裂纹的距

离，即物距，手机的焦距是已知的，通过凸透镜成像公式(4)(5)，推导出公式(6)计算裂纹实

际物理尺寸，d是物距，i是像距，f是焦距，imagesize是像的大小，physicalsize是裂纹的实

际物理尺寸。

[0038]

[0039]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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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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