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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为了解决路面裂纹检测车采光性差、阴雨天气采集的裂纹图像不清晰、裂纹图像过度曝光等问题，

设计了一种太阳能路面裂纹检测车。在分析太阳能路面裂纹检测车工作原理、图像采集系统工作原理基础

上，建立了太阳能路面裂纹检测车总体结构。分析设计图像采集系统，通过 MATLAB 软件对裂纹图像进

行处理，提取裂纹几何形状，并进行实际道路测试。研究结果表明，设计的太阳能路面裂纹检测车相比传

统的检测车效率更高、安全可靠、节能环保且检测图像更加清晰，在提高路面裂纹检测工作效率、节能减

排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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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 Crack Detection Vehicle for Solar Road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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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road surface status inspection vehicle, such as poor lighting performance, crack images 

unclearly collected in cloudy and rainy weather, excessive exposure of crack images and so on, it is necessary to design a kind 

of solar road surface status inspection vehicle.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road surface status inspection solar vehicle and image 

acquisition system is analyzed,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road surface status inspection solar vehicle is established. The image 

acquisition system is analyzed and designed, the crack images are processed by MATLAB software to extract the fracture geometry, 

and the road test i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detection vehicle, the solar road surface status 

inspection vehicle is more efficient, safe and reliable, energy saving,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nd clearer in image detection. I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energy-saving and working efficiency.

[Key words] solar energy; road surface crack; MATLAB; clearer images

0  引言

近几年来，我国公路特别是高等级公路发展

迅速，高等级公路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维持高等级公路的路面状况，需要对

高等级公路路面状况进行检测。路面裂纹的出现

是路面病害初期的表现，及早准确地发现并修复

路面裂纹将减少公路养护费用 [1]，因此，路面裂

纹的检测是研究的重点。

国内外已经开展了大量关于路面裂纹检测车

的研究。目前，日本的路面裂纹检测车的图像采

集只有路面图像摄像机，没有照明系统，作业时

由于树木和路面图像摄像机支撑架在路面形成的

阴影无法消除，所以会影响图像采集的质量 [2]。

瑞典提出的 PAVUE 系统采集到的图像是模拟

量，必须转换为数字量才能被计算机识别，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系统的工作效率 [3]。美国研制的

DHDV 系统由数字图像采集和数字图像处理两部

分组成，检测精度较高，但该系统的硬件配置比

较高 [4]。文献 [5] 提出的激光三维智能检测车解

决了检测速度、复杂路面的检测难题，但该设备

只是各个子系统的简单累加，在后期图像处理方

面仍需改进。

针对上述路面裂纹检测车存在的问题，本文

设计了太阳能路面裂纹检测车整车结构、图像采

集系统、图像处理系统，在不同使用环境下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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