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634515.X

(22)申请日 2019.07.15

(71)申请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地址 100191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

(72)发明人 杨波　张于可心　

(51)Int.Cl.

G08G 1/01(2006.01)

G08G 1/065(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的车流量

检测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车流量检测系统，基于高

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模块对实际道路单车道车

辆信息进行采集后统计车流量。高精度红外阵列

传感器模块部署于道路一侧，采集车辆红外辐射

信息通过串口模块发送至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

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对原始数据进行数据转换、

插值、滤波，采用背景移除、二值化、形态学方法

从背景中提取车辆目标信息，设置矩形检测窗口

并利用多中间状态机算法对车辆实现计数。本发

明解决了磁阻传感器与传统红外传感器在交通

拥堵时不能进行车辆目标检测的问题，也克服了

不良天气情况下视频检测特有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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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的车流量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由检测车流量的

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模块、串口模块和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三个部分构成；

其中所述高精度红外阵列(Thermal  Pile  Array,TPA)传感器模块的特征在于，能够检

测出车辆经过所述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模块时产生的红外辐射变化；所述串口模块的特

征在于，能够将传感器模块测量得到的红外辐射温度数据以十六进制补码的形式通过串口

模块传输给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所述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的特征在于，能够处理传感器

模块通过串口模块传输的车辆红外辐射温度数据实现车流量的统计。

2.根据权利要求1的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模块，包括：

所述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模块采集车辆红外辐射温度数据；

所述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模块的部署方案；

其中所述部署方案的特征在于，传感器模块垂直于地面、平行于车道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的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包括：

所述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的检测模式，包括在线检测和离线检测；

所述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的车流量检测算法；

所述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的软件平台设计；

其中所述在线检测的特征在于实时统计车流量并具备保存检测数据的功能；所述离线

检测的特征在于处理事先保存的采集数据。

4.根据权利要求3的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其中所述车流量检测算法包括：

温度数据矩阵预处理算法、车辆目标提取算法、车流量统计算法。

5.根据权利要求4的车流量检测算法，其中所述红外辐射温度数据矩阵预处理包括：

数据转换、插值、滤波；

其中所述数据转换的特征在于，将传感器传输的十六进制红外辐射温度数据转换为十

进制红外辐射温度矩阵；所述插值的特征在于，提高传感器输出显示的分辨率；所述滤波的

特征在于，去除红外辐射温度波动产生的噪声干扰。

6.根据权利要求4的车流量检测算法，其中所述车辆目标提取算法包括：

背景移除、二值化、形态学处理；

其中所述背景移除的特征在于，提取车辆的红外特征信息，将其与背景分离；所述二值

化的特征在于，将所述背景移除提取的车辆红外特征像素置1，背景像素置0，简化下一步处

理的计算量；所述形态学处理的特征在于，去除图像内的细小噪声便于车流量统计。

7.根据权利要求4的车流量检测算法，其中所述车流量统计算法包括：

检测窗口设置、多中间状态机判定状态；

其中所述检测窗口设置的特征在于，在二值数据矩阵内靠近边界处设置虚拟的矩形检

测窗口，计算矩形检测窗口内的像素均值，得到0、1变化的序列；所述多中间状态机判定状

态的特征在于，输入所述的0、1变化序列判断车辆进出检测区域的状态，决定是否增加车辆

计数，防止车辆误检。

8.根据权利要求7的车流量统计算法，其中所述多中间状态机判定状态的方式为：车辆

不在矩形检测窗口时，由于矩形检测窗口均值为0，状态机判定车辆一直处于无车状态

(nocar)；当车辆开始进入矩形检测窗口之后，矩形检测窗口的均值发生变化，将均值四舍

五入至整数位，若均值变为1，则状态机状态改变为车辆进入计时状态(S1)，计数器cou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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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递增；若连续M帧矩形检测窗口的均值都为1，则状态机改变为有车状态(car)，否则计

数器count1置0，返回到无车状态；在有车状态下，若矩形检测窗口的均值一直为1，则状态

不变；当车辆逐渐驶离矩形检测窗口时，矩形检测窗口的均值变为0，状态机状态改变为车

辆离开计时状态(S0)，计数器count0开始递增；若连续N帧矩形检测窗口的均值都为0，这状

态机改变为无车状态(nocar)，此时车辆的数量加1，达到车辆计数的目的，否则计数器

count0置0，返回到有车状态。

9.根据权利要求3的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其中所述的软件平台设计的特征在于，根据

权利要求1所述车流量检测系统和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检测模式的需要，实现车流量的在线

检测与离线检测，观察检测结果，存储和读取xml格式的数据文件，显示车辆计数，实现数据

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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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的车流量检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车流量检测系统，具体而言是一种基于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的

车流量检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机动车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其数量的激增也带来了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就成了

当务之急。智能交通系统集信息、传感、通信与控制于一体，在完备的交通基础设施之上，利

用先进的电子传感器、数据通信技术、计算机处理技术、电子控制技术，对交通系统进行实

时、准确和高效地管理。

[0003] 智能交通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交通信息的采集。交通信息包括车流量、车速、车

型等，这些信息需要通过传感器进行采集，因此传感器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是发展智能交通

系统的重要关键点之一。

[0004] 目前，由于MEMS传感器具有体积小、成本低、安装和维护方便等突出优点，且可以

与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相结合，逐渐成为车辆检测领域的新方向。其中比较成熟的MEMS传

感器有磁阻传感器，它具有低成本、低功耗和精度高等优点，并且受天气、道路环境因素影

响小，符合车辆检测中对稳定性和准确性的要求，是现有行驶车辆检测系统中较为优秀的

一种。但在道路拥堵情况下，由于车辆首位相接，车速低，对地磁场的扰动小，磁阻传感器很

难准确检测出低速行进车辆。而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的新进上市，恰好弥补了磁阻传感

器的不足。

[0005] 由多个热电堆元件集成的高精度红外阵列(Thermal  Pile  Array,TPA)传感器，不

仅能测量移动的红外物体，还能测量静止的红外物体，这种特性将有助于提升车辆严重拥

堵时，车速接近静止、车辆首尾相接时的车辆检测精度。此外，TPA传感器具有MEMS传感器的

所有优点。

[0006] 本发明将结合交通流量统计需求，合理部署TPA传感器位置，采集实际道路车辆相

关信息，实现TPA传感器在车流量检测中的应用，为智能交通系统中车辆信息的检测提供一

种新的、灵活的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出利用TPA传感器模块对实际道路单车道车辆信息进行采集，并对采集

信号进行分析处理，实现车流量检测。

[0008] TPA传感器模块是进行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的基础，TPA传感器模块将采集到的信

息通过串口模块传递到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通过进一步信息处理实现现场车辆目标的检

测。

[0009] 进一步地，车流量检测系统包括TPA传感器模块、串口模块和上位机信息处理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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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TPA传感器模块用于车辆目标信息的采集，车辆目标进入传感器模块视

场后，由于车辆温度高于环境温度带来的影响，传感器模块视场的红外辐射温度发生变化；

串口模块将温度信息传输给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以满足现场实时检测或数据离线采集的

需要；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与TPA传感器模块通过串口模块进行连接，用于对TPA传感器模

块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0011] 进一步地，在实际道路环境中，TPA传感器模块的部署方案可以根据实际环境确

定。传感器模块的部署角度和传感器距离地面的距离以其视场能够采集到的红外信息完整

并且受到的干扰较小为准。根据测量效果和测量的连续性完整性实验结果，最终选择传感

器模块平行于车道部署。为保证得到的车辆数据较为完整，将传感器模块放置在距离车道

中心约2米、距离地面高度0.5米处。

[0012] 进一步地，将车流量检测分为在线检测和离线检测两种模式。在线检测可以实现

实时的车流量统计，同时也可以保存传感器模块采集的数据；离线检测可以处理事先保存

的采集数据，实现对历史数据的回放。

[0013] 进一步地，车流量检测的具体步骤如下：

[0014] (1)通过算法将传感器模块发送给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的包含帧头、帧尾信息的

十六进制温度数据转换成十进制温度矩阵，对转换后的数据进行插值、滤波处理，提高传感

器输出显示的分辨率，去除温度波动产生的噪声干扰；

[0015] (2)采用背景移除方法对背景数据进行移除，将车辆目标从背景中提取出来，将车

辆红外特征像素置1，背景像素置0，得到二值数据矩阵，再对二值数据矩阵进行形态学开运

算和闭运算，去除背景区域内的细小噪声物体和物体区域内的噪声孔；

[0016] (3)在二值数据矩阵内设置矩形检测窗口，该检测窗口是虚拟的，固定在靠近传感

器视场其中一侧边界的地方，无车辆经过时，矩形检测窗口内的像素均值为0；有车辆经过

时，检测窗口内的像素点均值为1，将检测窗口的像素均值输入多中间状态机，对车辆是否

驶入或驶出检测区域进行判定，对车辆进行计数的同时消除温度波动带来的误检问题。

[0017] 进一步地，根据车流量检测系统的需要，完成车流量检测的软件平台设计与开发。

[0018] 本发明解决了磁阻传感器与传统红外传感器在道路交通拥堵时不能准确进行车

辆检测的问题，也克服了不良天气情况下视频检测特有的缺点；利用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

器模块可以有效提取车辆红外特征，实现车流量检测。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车流量检测系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车流量检测系统的传感器模块部署方案与传感器模块视场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原始数据与数据处理后的效果对比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车辆计数原理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车辆计数的多中间状态机状态转换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车流量检测软件平台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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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参照图1，本发明车流量检测系统的整体结构包含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模块与

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二者通过串口模块进行信息传输。

[0027] 参照图2，本发明车流量检测系统的部署方案是将传感器模块垂直于地面、平行于

车道放置。图中21是传感器模块视场的侧视图，22是传感器模块视场的俯视图，211和221表

示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模块。图中d1表示传感器模块距离车辆中轴线(车道中心)的距

离。21中α表示传感器模块铅垂方向的视角，d2表示传感器模块距离地面的铅垂高度，h1表示

传感器模块铅垂方向的有效测量高度，其大小为 s1表示传感器模块水平方

向的检测盲区长度，其大小为 当d1-s1大于车辆宽度的一半时，可以检测到完

整的车身下部；h2表示传感器模块铅垂方向的最小测量高度，其大小为h2＝2d2。22中β表示

传感器模块水平方向的视角，s2表示传感器模块水平方向的有效测量长度。标准车道宽度

在3米左右，将传感器模块放置于车道旁0.5米处，则d1≈0.5m+1.5m＝2m。将传感器模块距

离地面0.5米放置，即d2＝0.5m。以垂直视角α＝75°，水平视角β＝110°的传感器模块为例，

传感器模块铅垂方向的有效测量高度h1＝2m×tan(55°÷2)+0.5m≈2.03m，传感器模块铅

垂方向的最小测量高度为h2＝2×0.5m＝1m，传感器模块水平方向的检测盲区长度为s1＝

0.5m×cot(55°÷2)≈0.65m，所以d1-s1＝1 .35m。根据国家规定，车辆的宽度不超过2.5米，

即车宽一半的最大值为1.25米，小于d1-s1，所以传感器模块能够检测到完整的车身下部。由

于车辆的发热部位包含发动机和轮胎部位，只要能够测量到车辆的这两部分就能提取车辆

的红外特征。由于所有车型车辆发动机的高度不会超过2米，这个高度在传感器模块铅垂方

向的有效测量高度内。在传感器模块铅垂方向的最小测量高度范围内，车辆的轮胎红外特

征也能被提取。

[0028] 参照图3，传感器模块采集的数据通过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进行温度数据矩阵预

处理和车辆目标提取。其中，31表示原始数据转化为十进制温度矩阵后的颜色图，32表示插

值、滤波后的温度颜色图，33表示车辆目标提取后的二值图像。首先原始数据是以十六进制

补码形式通过串口模块传输给上位机信息处理模块，通过算法进行数据解析得到十进制温

度矩阵，如31所示。将温度矩阵进行插值、滤波，提高数据的分辨率并滤除掉环境中的高频

温度噪声，如32所示。利用算法将背景移除，将前景像素置1，背景像素置0，得到的车辆红外

特征二值矩阵，再通过形态学处理进行二次滤波，以达到提取车辆目标的目的，如33所示。

[0029] 参照图4，传感器车流量统计的原理是在背景移除后的二值数据矩阵中设定虚拟

的矩形检测窗口，将其固定在靠近传感器视场其中一侧的边界处，并计算每一帧检测窗口

中所有像素的均值。在没有车辆通过检测窗口时，均值应为0，如41所示。当有车辆经过时，

均值不为0，将检测窗口的均值四舍五入，得到的均值为1，如42所示。车辆离开时，检测窗口

内的像素均值重新变为0，如43所示。这样每一帧的检测窗口均值组成一串0、1序列，将该序

列输入多中间状态机。

[0030] 参照图5，本发明为避免车辆误检而采用多中间状态机算法。车辆存在4种状态：无

车状态、车辆开始进入矩形检测窗口、有车状态、车辆逐渐离开矩形检测窗口。这4个状态在

图中分别以nocar、S1、car、S0表示，其中中间状态为S1和S0。count1和count0表示中间状态

的计数器，二者的阈值大小分别为M，N。状态机的输入为矩形检测窗口的像素均值mean，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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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为车辆总数car_amount。车辆不在矩形检测窗口时，由于矩形检测窗口均值为0，状态机

一直处于无车状态(nocar)；当车辆开始进入矩形检测窗口之后，矩形检测窗口的均值发生

变化，将均值四舍五入至整数位，若均值为1，则状态机的状态改变为车辆进入计时状态

(S1)，计数器count1开始递增；若连续M帧矩形检测窗口的均值都为1，则状态机改变为有车

状态(car)，否则计数器count1置0，回到无车状态；在有车状态下，若矩形检测窗口的均值

一直为1，则状态不变；当车辆逐渐驶离矩形检测窗口时，矩形检测窗口的均值变为0，状态

机的状态改变为车辆离开计时状态(S0)，计数器count0开始递增；若连续N帧矩形检测窗口

的均值都为0，这状态机改变为无车状态，此时车辆的数量加1，达到车辆计数的目的，否则

计数器count0置0，回到有车状态。通过该状态机可以有效地避免环境温度波动、车辆热量

分布不均匀等问题带来的检测干扰。

[0031] 下面给出了车辆信息检测的具体步骤。

[0032] 步骤1：根据高精度红外阵列传感器模块的十六进制补码输出，通过算法转化成十

进制温度矩阵，将温度矩阵插值、滤波得到温度数据预处理后的数据矩阵；

[0033] 步骤2：将温度数据预处理后的数据矩阵进行背景移除，再将前景像素置1，背景像

素置0，通过形态学处理，最终提取得到车辆目标的二值矩阵；

[0034] 步骤3：当车辆目标进入检测区域时，计算事先设置好的矩形检测窗口像素均值，

将矩形检测窗口的像素均值作为状态机的输入，防止因数据波动等情况产生的车辆误检，

实现车流量统计功能。

[0035] 参照图6，本发明根据车流量检测的需要设计并实现软件平台。软件平台上可以选

择包括在线检测与离线检测在内的两种模式。在线检测可以实时统计车流量，同时也可以

将检测到的数据加以保存；离线检测可以处理已经采集好的数据，实现对历史数据的回顾。

软件平台数据的读取和存储都是统一采用xml文件格式存储，方便在该软件平台上进行数

据的处理。主界面上还包含有数据的回放、车辆计数显示等功能。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一种适用场景的说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此，任何本

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做出的简单变化和等效替代也均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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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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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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