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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灰度一梯度共生矩阵的钢轨表面缺陷检测方法
陈后金，许文达，郝晓莉
（北京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摘要：根据钢轨表面缺陷的灰度和梯度特征，提出了钢轨缺陷自动检测方法：基于灰度一梯度共生
矩阵为模型提取钢轨缺陷的内边缘，其中以最大熵方法自动求取灰度一梯度二维阈值向量，利用形
态学方法对分割后的二值图像进行后期处理，有效区分正常轨面、缺陷区域、阴影和干扰区域．实验
表明：本方法能较好地对钢轨表面缺陷进行检测．
关键词：图像处理；灰度一梯度共生矩阵；最大熵；钢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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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轨在长期服役的过程中，由于列车负载、自然

文献［４－８］对钢轨表面缺陷方法进行了研究．但是在

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不可避免的发生应变、材料

钢轨图像中，不同地方的钢轨因不同的环境因素和

疲劳、裂纹损伤和断裂等，这些缺陷部分或者全部体

使用情况导致其绝对灰度值变化，因此其绝对灰度

现在钢轨表面上．如果钢轨缺陷得不到及时地维护

值不能作为衡量标准区别钢轨上的正常区域和有损

和更换，将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区域．特别当成像部分有较大范围的阴影、锈迹和斑

近年来，随着ＩＴ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图像处理

痕的时候，无法预知其形状和大小，单一的灰度值阈

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不少研究机构开始采用计

值方法［４－５］或自动灰度阈值分割方法【６Ｊ６均无法满足

算机视觉的方法对钢轨表面进行检测．美国佛罗里

需要．此外，钢轨表面缺陷没有固定的形状特征和位

达大学采用线性扫描相机和ＬＥＤ光源组成成像系

置特征，在钢轨某个投影面上有可能出现多个缺陷

统，对钢轨的波纹擦伤与裂纹实现了非在线检测．此

部分累加的情况，使用投影对钢轨缺陷进行定位的

外，国外研究机构更倾向于钢轨部件的检测，如扣件

方法１７－８ｊ也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和枕木等ｌ卜３｜，却少有对钢轨表面检测的研究．国内

本文作者从灰度一梯度的角度分析了钢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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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掉块、阴影、锈迹和斑痕的图像特征，引入了灰度一梯

度共生矩阵‘９｜，再利用Ｋａｐｕｒ、Ｐａｌ提出的图像最大
熵的分割方法［１０＿１１｜，实现了钢轨表面复杂缺陷的自
动分割．实验证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鲁棒性，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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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Ｔａｂ．１

钢轨表面灰度梯度分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钢轨的掉块检测．

１钢轨表面特征分析
实际钢轨的图像可能包含正常轨面、表面杂质、
钢轨缺陷和干扰区域，如图１所示．不同区域的灰度
和梯度有着不同的特征，如表１所列．

２钢轨表面缺陷检测方法
由第１节钢轨表面特征分析可知：钢轨缺陷部
分的灰度梯度特征独特，因此本文的方法策略是：先
定位到灰度值低且梯度值高的部分，得到钢轨缺陷
和钢轨锈迹区域，再通过分析区域内部的梯度特征
判断出是否钢轨缺陷．处理步骤流程如图２所示．

１）高斯平滑滤波：实际采集的钢轨图像中，杂
质较多，表面灰度值波动较大，这对分割向量的求取
产生较大影响，故采用３×３的高斯平滑滤波．

黼 蘩瀵鬻一。錾

２）由灰度一梯度共生矩阵求取分割向量：其可
以认为是灰度直方图在梯度上的拓展，引入了信息
论中熵的概念，以最大熵为分割目的，求取分割向量
得到二值图像．由于２５６×２５６的灰度一梯度共生矩
阵的处理会耗费大量运算时间，故本文作者将矩阵

图１
Ｆｉｇ．１

钢轨表回特征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ａｉｌ ｔｒａｃｋ

１）正常钢轨区域：亮度高且均匀，即：灰度值高
且梯度值低．２）钢轨缺陷区域：内部亮度比较暗并

且分布均匀，而缺陷部分与正常钢轨交界的部分的
梯度值高见图１（Ｃ），即：缺陷内部灰度值低且梯度
值低；缺陷边缘梯度值高．３）干扰区域：可能由阴
影、锈迹和斑痕等多种原因引起．阴影部分的图像特
征为灰度值低且梯度值低．虽然阴影干扰造成了灰
度值的降低，但是其灰度值降低的幅度比较小，灰度
等高线比较稀疏见图１（ｂ），对应的梯度值比较低见
图１（Ｃ）．锈迹的图像特征为灰度值低、梯度值高且
没有明显边缘，其区域内部梯度值分布不均匀，如图
１（ｃ）标记所示．斑痕部分不太常见，是一类伪缺陷
（图１中没有该类型缺陷），在图５（ａ）上侧方框中有

相应展示，其图像的灰度梯度特征为内部灰度值比
正常轨面低但比缺陷部分高，梯度值比较低，边缘的
梯度高但比缺陷边缘梯度值低．４）表面杂质：钢轨
图像表面经常存在细微颗粒状的凹点，凹点不认为
是缺陷部分，但和缺陷部分有着类似的图像特征，凹
点的尺寸比缺陷的尺寸小很多，因此可以将其滤除．

大小为２５６×２５６的共生矩阵降至３２×３２．因此，由
降低矩阵精度带来的分割向量的误差为±４（±
４％），相比于取值范围（０～２５５），误差将控制在±
１．５７％以内，不会影响正常分割．

３）提取钢轨缺陷内边缘：考虑钢轨缺陷部分的
灰度值和梯度值，将钢轨缺陷边缘分为内边缘和外
边缘．考虑到钢轨缺陷部分的灰度值比正常轨面低，
故定义同时满足灰度值低于分割向量、梯度值高于
分割向量的点为钢轨缺陷内边缘，如图２（ｄ）所示．
４）形态学处理：提取到的边缘图像中会存在较
多的杂质点，如图２（ｄ）中白色小颗粒．同时，某些图
像边缘由于阴影、杂质和干扰等原因有可能出现边
缘断裂等情况，需要由形态学处理的手段将其修正，

最终提取满足条件的区域．
５）滤除钢轨锈迹的影响：钢轨表面锈迹和缺陷
部分在对应的区域边缘有相同的灰度梯度表现形

式，通过计算步骤４）得到区域的内部中超过既定梯
度阈值的像素点个数所占该区域内部像素点总数的
比例，若该比值超过预设阈值，则认为对应区域为锈
迹区域，并加以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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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钢轨边缘提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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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基于最大熵求取灰度梯度阈值

２．１钢轨缺陷内边缘提取

２．１．１灰度一梯度共生矩阵

灰度一梯度共生向量是一个Ｎｆ·Ｎ。的矩阵，如
图３所示．设矩阵中某点坐标为（Ｓ，ｔ）；将共生矩阵

灰度一梯度共生矩阵的元素／－／（ｉ，．ｉ）定义为在归
一的灰度图像Ｆ（ｍ，／．／）和归一的梯度图像Ｇ（ｍ，

分成４个象限：Ａ～Ｄ；Ｎ，正方向表明灰度值大（如

？－／）中共同具有灰度为ｉ和梯度为Ｊ的总像素数【９ｊ．

Ｃ区，Ｄ区）；Ｎ。正方向表明梯度值大（如Ｂ区，Ｄ

假定一幅大小为Ｍ·Ｎ的图像ｆ（ｘ，了），定义归
一化的灰度图像为

区）．钢轨背景可能比缺陷亮也可能比缺陷暗（大部

分比缺陷亮），但灰度值比较均匀，所以其ｐ（ｉ，．ｊ）属

Ｆ（ｘ，Ｙ）＝ＩＮＴ（ｆ（ｘ，Ｙ）。（Ｎｆ一１）力ｋ）＋１（１）

于Ａ或Ｃ区，且属于Ｃ区的概率比较大．同理，钢轨

式中：厂（ｚ，ｙ）为原图像在（ｚ，ｊ，）处的灰度值；Ｆ（ｚ，
，）为变换后的图像在（ｚ，Ｙ）处的变化值；ＩＮＴ为取

缺陷内部其ｐ（■ｉ）属于Ａ或Ｃ区，且属于Ａ区的
概率比较大．

整变换；Ｎｆ为变换后的最大灰度值；厶诅ｘ为变换前
的ｆ（ｘ，Ｙ）的最大灰度值．

定义归一化的梯度图像为

Ｃ（ｘ，ｙ）＝ＩＮＴ（ｇ（ｘ，Ｙ）’（Ｎｇ一１）／ｇ一）＋１（２）
式中：ｇ（ｘ，ｙ）为原图像在（ｚ，了）处的灰度值，由，ＳＯ—
ｂｅｌ算子求得；Ｇ（ｚ，ｙ）为变换后的图像在（ｚ，Ｙ）处

的梯度值；Ｎ。为变换后的最大灰度值；ｇ一为变换
前ｇ（ｘ，Ｙ）的最大灰度值．统计灰度归一矩阵Ｆ（ｚ，
ｙ）和梯度归一矩阵Ｇ（ｚ，了）中
图３灰度一梯度共生矩阵示意图

Ｆ（ｚ，ｙ）＝ｉ，Ｇ（ｚ，了）＝Ｊ
ｉ＝１，２，…，Ｎｆ；Ｊ＝１，２，…，Ｎｇ

（３）

Ｆｉｇ．３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ｇｒａｙ ｌｅｖｅ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ｍ－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

满足式（３）的像素点的对数，该个数即为共生矩阵

钢轨缺陷边缘则表现为：外边缘为灰度值高和

Ｈ（ｉ，Ｊ）的值．故灰度值为ｉ、梯度值为Ｊ的共生矩

梯度值高的区域，则其ｐ（ｉ，Ｊ）属于Ｄ区；内边缘为

阵的概率为

灰度值低和梯度值高的区域，则其ｐ（ｉ，Ｊ）属于Ｂ
Ｎｆ

Ｎｚ

ｐ（ｉ，Ｊ）＝Ｈ（ｉ，Ｊ）／∑∑Ｈ（ｉ，Ｊ）

（４）

区．因此，需要寻找坐标点（Ｓ，ｔ）：ｔ将Ｃ、Ａ区与Ｂ、
Ｄ区分开，即将钢轨边缘和背景分割；ｓ进一步将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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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定位钢轨缺陷或者钢轨锈迹部分．

区和Ｄ区分割，即钢轨内外边缘分开．

在４个象限中定义像素概率和为

２．３钢轨表面锈迹滤除

钢轨表面缺陷和锈迹部分在其区域边缘有着相

ＰＡ＝∑∑ｐ（ｉ，Ｊ），ＰＢ＝∑∑ｐ（ｉ，歹）

同的灰度梯度特征，但区域内部的梯度值的表现形
式上有着较大的区别，如表１所示．通过腐蚀的方法

Ｐｃ＝∑∑ｐ（ｉ，歹），ＰＤ＝∑∑ｐ（ｉ，Ｊ）（５）
对Ａ～Ｄ区域的概率分别进行归一化处理．例如

蹦谢）－嬲２裹淼㈤

得到区域内部对应像素点，统计这部分像素点中超
过设定的梯度阈值的个数ｔ及像素点的总个数Ｎ，
若ｔ／Ｎ的比值超过既定阈值Ｔｈｒ（Ｐ），则认为对应
区域为锈迹区域，并加以滤除．

式中：１≤ｉ≤ｓ一１；１≤ｊ≤ｔ一１．同理：可求得Ｂ～Ｄ

３仿真实验

区的归一化概率矩阵ＰＢ（ｉ，歹），Ｐｃ（ｉ，歹），ＰＤ（ｉ，歹）．
从熵的角度考虑，Ｂ区的点为灰度值低梯度值高的

３．１共生矩阵的边缘提取实验对比

点，故ＰＢ（ｉ，歹）的熵为一个条件熵：缺陷区域条件下

的边缘熵．同理，Ｄ区的点为灰度值高梯度值高的
点，ＰＤ（ｉ，Ｊ）的熵为另一个条件熵：钢轨背景下的边

缘熵．

。

共生矩阵中采用ｓｏｂｅｌ算子求取梯度值，其阈值
（ｓ ７，￡７）可以看作由ｔ ７分割梯度值得到边缘区域和
由ｓ７分割边缘区域得到钢轨缺陷内外边缘．与常用

ｓｏｂｅｌ边缘提取的方法相比，降低了梯度阈值得到了
更多的边缘信息，设定了灰度阈值分割内外边缘滤

Ｈ（边缘Ｉ缺陷）＝

∑∑ＰＢ（ｉ，Ｊ）ｌｂ

ＰＢ（ｉ，ｊ：）

更加适用于钢轨缺陷块边缘的寻找．
（７）

Ｈ（Ｅｔ缘Ｉ背景）＝一∑∑ＰＤ（ｉ，ｊ）ｌｂ

ＰＤ（ｉ，Ｊ）
（８）

因此，图像的条件熵为

３．１．１阴影部分对边缘提取的影响对比

对于钢轨受到阴影干扰的区域，如图４（ａ）左侧
矩形框标记所示，自动阈值的ｓｏｂｅｌ的方法不能提取
到该区域的边缘信息，如图４（Ｃ）左侧矩形框标记所
示；而基于二阶导数的ｌｏｇ的方法虽然在阴影区域

Ｈ（Ｓ，ｔ）＝［Ｈ（边缘Ｉ缺陷）＋Ｈ（边缘ｆ背景）］／２＝

一１／２（∑∑ＰＢ（ｉ，Ｊ）ｌｂ

除了多余信息，同时提高了边缘提取的精度和广度，

能提取到钢轨边缘信息如图４（ｄ）中左侧矩形框标
记所示，但是在钢轨高亮区域增加了过多的边缘信

ＰＢ（ｉ，Ｊ）＋

∑∑ＰＤ（ｉ，Ｊ）ｌｂ ＰＤ（ｉ，Ｊ））

息，如图４（ｄ）中右侧矩形框标记所示．

本文作者提出的基于共生矩阵和最大熵的方法
（９）

根据最大熵原理，使Ｈ关于（ｓ，ｔ）取最大值，得

到最佳分割向量为
（ｓ ７，ｔ ７）＝ａｒｇ（ｍａｘＨ（ｓ，ｔ））

在这两个区域中表现出更强的可靠性，较好地提取
了边缘信息，如图４（ｂ）所示．
３．１．２表面杂质对边缘提取的影响对比

（１０）

当钢轨表面杂质较多，目标提取缺陷（如图５

２．１．３钢轨内边缘提取

（ａ）中下侧矩形框标记部分）和伪缺陷（如图５（ａ）中

梯度值高且灰度值低的区域为钢轨缺陷内边
缘，因此，令分割后图像为ＢＷ得

上侧矩形框标记部分）共存的时候，由于自动阈值的

删刎）＝≯∽ｂ’豁５诅以刎Ｄ￡。

满足要求，真实检测目标完全淹没在噪声中，如图５

（１１）
２．２形态学处理

以边缘信息为基础，将得到的钢轨缺陷的内边

ｓｏｂｅｌ、ｌｏｇ方法只单一地考虑了梯度信息，完全不能
（Ｃ）、（ｄ）所示．本文作者提出的基于共生矩阵的分割
方法较成功地提取了缺陷边缘并且滤除了伪缺陷边
缘，如图５（ｂ）中矩形框标记所示（处理前均采用高
斯平滑滤波去噪）．

缘二值图像通过形态学中的操作手段定位钢轨中的

综上，基于共生矩阵的边缘提取的方法比常用

缺陷部位．由于钢轨缺陷边缘可能由于阴影、杂质和

的ｓｏｂｅｌ、ｌｏｇ方法更具有广适性，在自动阈值的选择

干扰等影响导致边缘区域断裂，这种情况可以通过

上明显优于常用边缘提取算法，特别是当钢轨缺陷

二值图像的膨胀处理方式解决．对钢轨缺陷部分大
小设定阈值，滤除缺陷部位太小的杂质，通过图像的

处于复杂表面上，如：阴影干扰或者伪缺陷干扰时，
其边缘提取性能将远优于常用边缘提取算子，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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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满足掉块型钢轨缺陷的检测．

图４阴影部分对边缘提取的影响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０ｎ

ｒａｉｌ ｔｒａｃｋ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ｈａｄｏｗｓ

图５钢轨表面杂质对边缘提取的影响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ｄｇ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当杂质点分布比较集中或存在有规律的微小伤痕的

３．２钢轨缺陷定位实验与分析
得到钢轨缺陷内边缘后，通过形态学的处理，能

成功定位到钢轨缺陷，钢轨掉块型缺陷检测的方法
的流程如图６（ａ）～（ｄ）所示．图６（ｅ）～（ｇ）均为实际
钢轨拍摄后的检测结果，如图中白色标记所示．钢轨
原图一部分拍摄于北京北站至延庆段海淀区明光西

路与学院南路交叉口以南２

０００

ｍ左右范围，图６

（ａ）、图６（ｅ）来自文献［５］．实验表明：本文检测方法

对一定程度的阴影干扰体现出较强的鲁棒性，如图
６（ｆ）、（ｇ）所示．其中图６（ｇ）中较小的缺陷块已被形
态学处理滤除；针对复杂表面和非正面拍摄的钢轨

图像时，也能较好地检测出缺陷块见图６（ｅ）所示．
但是，灰度一梯度共生矩阵提取分割向量的方法
忽略了各个像素点的位置信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时候，如图６（ａ）～（ｃ）中矩形框标记所示，可能产生
误判，产生结果如图６（ｄ）中矩形框标记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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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ａｉｌ ｔｒａｃｋ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Ｆｉｇ．６

Ｓ．Ａ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ａｉ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６１（８）：２１８９

—２１９９．

［８］刘蕴辉，刘铁，王权良，等．基于图像处理的铁轨表面

４结论

缺陷检测算法［Ｊ］．计算机工程，２００７，３３（１１）：２３６—

本文作者在钢轨缺陷处理中同时考虑了钢轨的

灰度和梯度信息，引入了信息论中的最大熵准则求
取自动阈值对图像进行分割．实验表明：该处理方法

能在正常使用的钢轨表面上较好的提取边缘特征，
再通过形态学的处理，可以有效地对钢轨缺陷进行
检测．解决了一般处理算法无法满足实际需要的难

题．但是，目前实验环境下采集的测试样本还不够充

２３８．
ＬＩＵ Ｙｕｎｈｕｉ，ＬＩＵ

Ｔｉｅ，ＷＡＮＧ

Ｑｕａｎｌｉａｎｇ，ｅ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ａ１．Ｒａｉｌ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洪继光．灰度一梯度共生矩阵纹理分析方法［Ｊ］．自动化
学报，１９８４，１０（１）：２２—２５．
ＨＯＮＧ Ｊｉｇｕａｎｇ．Ｇｒａｙ ｌｅｖｅ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问题．下一步进行搭建在线检测平台，在线采集实验

１９８４，１０（１）：２２—２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Ｊ］．Ａｃｔａ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

［１０］Ｋａｐｕｒ Ｊ

所需素材及进一步优化算法程序．

ｏｎ

ｉｎｇ［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３３（１１）：２３６—２３８．

足，算法复杂度上还需优化，存在着处理时间较长的

Ｎ，Ｓａｈｏｏ Ｐ

Ｋ，Ｗｏ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ｉｎｉｃａ，

Ａ Ｋ Ｃ．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ｇｒａｙ－ｌｅｖｅｌ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Ｍａｌ＇ｉｎｏ

Ｆ，Ｄｉｓｔａｎｔｅ Ａ，Ｍａｚｚｍ Ｐ Ｌ，ｅｔ ａ１．Ａ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ｖｉ—

ｓｕａ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ｈｅｘａｇｏｎａｌ－ｈｅａｄｅｄ ｂｏｌｔｓ
ｏｎ

ｄｉｓ—

ｈｅａｄ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Ｐａｒｔ Ｃ：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Ｖｉｓ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１９８５，２９（３）：２７３—２８５．

［１１］Ｐａｌ

Ｎ Ｒ，Ｐａｌ Ｓ Ｋ．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Ｊ］．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３，２６（９）：１２７７一
１２９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