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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设备

及检测方法涉及基于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

测系统和货车故障检测方法，目的是为了克服仅

采用高速工业线阵相机采集图像检测结果有误

差的问题，所述设备包括计算机、车轮传感器、自

动识别服务器及3D图像采集模块；利用所述设备

的检测方法步骤如下：步骤一、车辆信息采集；步

骤二、图像信息采集；步骤三、故障识别；步骤四、

故障处理。本发明在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

系统检车作业流程的基础上，增加3D图像进行图

像识别，可以不受车体表面水渍、污渍，昼夜间光

照不同，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可以有效提高检

测稳定性和准确率达到近99％；且增加了故障自

动识别，工作人员人眼的疲惫程度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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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包括计算机、车轮传感器、

自动识别服务器及3D图像采集模块；

利用所述设备的检测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一、车辆信息采集：所述车轮传感器感应经过所述设备的列车、利用所述计算机采

集所述列车的信息，所述列车的信息包括列车轴距和车速；

步骤二、图像信息采集：启动所述3D图像采集模块，采集所述列车的灰度图像、3D图像

或二者的结合，处理后传输至所述自动识别服务器存储；所述3D图像包括高度图像和强度

图像，且所述高度图像和所述强度图像之间为完全映射；

步骤三、故障识别：利用所述灰度图像、3D图像或二者的结合进行所述列车的故障识

别；

步骤三一、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处理所述灰度图像、或所述3D图像、或所述灰度图像与所

述3D图像的结合，识别出列车的类型；

通过预先建立的基准数据库存储不同类型的列车的基准灰度图像、基准3D图像、列车

各部件在所述基准灰度图像中和在所述基准3D图像中的位置标记；并根据所述基准灰度图

像和所述基准3D图像训练深度学习模型、用于预测不同类型的列车；所述基准灰度图像通

过所述3D图像采集模块采集；

步骤三二、将所述3D图像与对应类型的列车的所述基准3D图像进行配准；

步骤三三、根据所述列车各部件的图像特征综合识别故障、并根据位置标记识别出的

所述3D图像上的故障的位置；

列车各部件的图像特征利用深度学习方法进行故障识别；

步骤三四：利用所述列车轴距对所述灰度图像和所述3D图像进行图像配准，并将3D图

像上的故障的位置映射并显示在所述灰度图像的相应位置；

步骤四、故障处理：工作人员根据判断故障是否为真实故障，并对真实故障进行后续处

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补偿光

源模块，用于对所述3D图像采集模块进行光补偿，所述补偿光源模块为红外线性激光光源，

所述红外线性激光光源分别安装于所述3D图像采集模块的侧箱和沉箱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3D图像采

集模块为三维3D相机，所述3D相机分别安装于所述3D图像采集模块的侧箱和沉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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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设备及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铁路车辆故障的检测设备和方法，具体涉及基于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

像检测系统和货车故障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铁路货车检车方法采用高速工业线阵相机配合红外线性激光光源对运行

的列车进行图像采集，通过计算机进行分析与处理,计算出列车运行速度、判断出列车车种

车型。该方法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判别出车辆故障,从而达到动态检测车辆质量的目的。

[0003] 但是，目前检车作业流程主要由检车员的人工检查为主，当货车很多的时候检车

员的作业量会非常大，再加上人眼检查的疲惫，不免会产生漏检故障的情况；并且，仅采用

高速工业线阵相机采集图像，受到车体表面水渍、污渍和昼夜间光照的影响，检测结果也会

有误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仅采用高速工业线阵相机采集图像检测结果有误差的

问题，提供了一种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设备及检测方法。

[0005] 本发明的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设备，所述设备包括计算机、车轮传感器、自

动识别服务器及3D图像采集模块；

[0006] 利用所述设备的检测方法步骤如下：

[0007] 步骤一、车辆信息采集：所述车轮传感器感应经过所述设备的列车、利用所述计算

机采集所述列车的信息，所述列车的信息包括列车轴距和车速；

[0008] 步骤二、图像信息采集：启动所述3D图像采集模块，采集所述列车的灰度图像、3D

图像或二者的结合，处理后传输至所述自动识别服务器存储；

[0009] 步骤三、故障识别：利用所述灰度图像、3D图像或二者的结合进行所述列车的故障

识别；

[0010] 步骤四、故障处理：工作人员根据判断故障是否为真实故障，并对真实故障进行后

续处理。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2] 1、在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系统检车作业流程的基础上，增加3D图像进行图

像识别，可以不受车体表面水渍、污渍，昼夜间光照不同，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可以有效提

高检测稳定性和准确率达到近99％；

[0013] 2、增加了故障自动识别，工作人员只需要检查自动识别的故障，人眼的疲惫程度

大大降低，优化了检车的操作步骤。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利用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设备的检测方法步骤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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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具体实施方式一

[0016] 本发明的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设备，包括计算机、车轮传感器、自动识别服

务器及3D图像采集模块；

[0017] 本发明的装置基于原有TFDS‑3模块增加了3D图像采集模块，TFDS‑3模块为现行采

用的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系统，

[0018] TFDS‑3模块包括线阵相机，采用的线阵相机取景时只需扫描一条线，所以取景口

可以做的很窄，系统通过窄缝取景、采用风机吹尘、底箱平开门等方式有效降低了风沙雨雪

等外界环境对设备的影响。

[0019] TFDS‑3模块由轨边设备、探测站设备、列检中心设备三部分构成。

[0020] 1)轨边设备主要包括：沉箱、侧箱、分线箱、车号天线、车轮传感器等。

[0021] 2)探测站设备主要包括：计算机、控制箱、智能磁钢板、KVM切换器、车号主机、信号

防雷箱、网络设备等。

[0022] 3)列检中心设备主要包括：自动识别服务器、磁盘阵列柜、网络设备、打印机等。

[0023] 利用所述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设备的检测方法步骤如下：

[0024] 步骤一、车辆信息采集：所述车轮传感器感应经过所述设备的列车、利用所述计算

机采集所述列车的信息，所述列车的信息包括列车轴距和车速；

[0025] 计算机通过布置于钢轨上的车轮传感器采集车辆信息，当有列车经过时，车轮传

感器产生正弦脉冲信号，经过智能磁钢板整形滤波，输入计算机，并通过持续的磁钢信号可

以得到该列车的机车数量、总辆数、总轴数、平均速度等信息，并经过计算、车辆匹配，判断

是否为货车；

[0026] 步骤二、图像信息采集：启动所述3D图像采集模块，采集所述列车的灰度图像、3D

图像或二者的结合，处理后传输至所述自动识别服务器存储；

[0027] 由于线阵相机和所述3D图像采集模块安装在沉箱和侧箱中被保护起来，因此进行

图像采集时，需要打开沉箱和侧箱的保护门、打开补偿光源、打开风机用于吹尘；

[0028] 计算机将采集到的灰度图像和3D图像进行数字化滤波、压缩、管理，并通过网络传

输至自动识别服务器存储。

[0029] 步骤三、故障识别：利用所述灰度图像、3D图像或二者的结合进行所述列车的故障

识别；

[0030] 步骤四、故障处理：工作人员根据判断故障是否为真实故障，并对真实故障进行后

续处理。

[0031] 具体实施方式二

[0032] 本具体实施方式二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的区别在于，步骤三具体如下：

[0033] 步骤三一、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处理所述灰度图像、或所述3D图像、或所述灰度图像

与所述3D图像的结合，识别出列车的类型；

[0034] 通过预先建立的基准数据库存储不同类型的列车的基准灰度图像、基准3D图像、

列车各部件在所述基准灰度图像中和在所述基准3D图像中的位置标记；并根据所述基准灰

度图像和所述基准3D图像训练深度学习模型、用于预测不同类型的列车；

[0035] 基准灰度图像可以是通过线阵相机采集后并进行灰度化和二值化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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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通过预先采集的一定数量的基准灰度图像和基准3D图像进行深度学习模型的训

练，两种图像的数量依据所采用深度学习模型的需要，深度学习模型，可以采用现有的深度

学习模型卷积神经网络CNN、循环神经网络RNN与自动编码器AutoEncoder等；

[0037] 步骤三二、将所述3D图像与对应类型的列车的所述基准3D图像进行配准；

[0038] 图像的配准可以采用现有的基于灰度信息法、变换域法和基于特征法等，令3D图

像与对应类型的列车的所述基准3D图像的坐标达到一致；

[0039] 步骤三三、根据所述列车各部件的图像特征综合识别故障、并根据位置标记识别

出的所述3D图像上的故障的位置；

[0040] 列车各部件的图像特征利用图像处理、模式识别、深度学习方法进行故障识别；

[0041] 步骤三四：利用所述列车轴距对所述灰度图像和所述3D图像进行图像配准，并将

3D图像上的故障的位置映射并显示在所述灰度图像的相应位置。

[0042] 工作人员通过调取灰度图像判断故障是否为真实故障。

[0043] 具体实施方式三

[0044] 本具体实施方式三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的区别在于，所述3D图像包括高度图像

和强度图像，且所述高度图像和所述强度图像之间为完全映射。

[0045] 带有每个通道的图像的像素灰度值的图像即为强度图像，该强度图像可以为灰度

图像，灰度图像的图像强度就是像素灰度值。

[0046] 3D图像的高度图像带有三维坐标，强度图像带有像素灰度值，高度图像每点与强

度图像每点对应带有像素灰度值。

[0047] 具体实施方式四

[0048] 本具体实施方式四与具体实施方式二的区别在于，所述基准灰度图像通过所述3D

图像采集模块采集。

[0049] 具体实施方式五

[0050] 本具体实施方式五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的区别在于，还包括补偿光源模块，用于对

所述3D图像采集模块进行光补偿，所述补偿光源模块为红外线性激光光源，所述红外线性

激光光源分别安装于所述3D图像采集模块的侧箱和沉箱中。

[0051] 具体实施方式六

[0052] 本具体实施方式六与具体实施方式二的区别在于，所述3D图像采集模块为三维3D

相机，所述3D相机分别安装于所述3D图像采集模块的侧箱和沉箱中。

[0053] 线阵相机和3D相机所采集的图像为列车的车辆转向架、制动装置、车钩缓冲装置

等部件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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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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