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视觉的管道检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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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变得愈发的重要。现有的管道故障
检测方法存在着易受干扰、操作繁琐和通用性差等缺陷。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视觉的管道检测方法，
用来实现对管道故障的识别和分类。依据典型管道故障区域的大小和分散情况，提取了管道缺陷的特
征向量，并对 K-means 聚类算法进行改进用于故障分类。特征向量的提取是缺陷检测的正确率的关键
所在，因此设计了图像滤波和边缘检测等操作用于改善图片质量和突出故障区域轮廓。实验表明，该
算法能够识别管道故障并正确分类。故障识别率为 80.07%，故障分类率为 6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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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t i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for urban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infrastructure. Existing pipeline detection methods have many defects, such as vulnerable to
interference, complicated operation and poor universal property. This paper designs a new underground
pipeline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vision which achieves to detect the pipeline fault.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typical pipeline fault area, fault feature vectors are extracted. Then the fault
classification uses the improved K-mean clustering method. The fault feature extraction is the core of the
visual detection algorithm, so the fast median filter algorithm and image edge detection are designed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image and highlight the profile of the fault area.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can assist the operator to identify and classify the pipeline fault. The fault recognition rate of the
algorithm is as high as 80.07% and the fault classification rate is 67.61%.
Keywords: pipeline fault; visual detection; feature extraction; the improved K-mean clustering method

1 引言
城市地下管道作为地下空间的主载体，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血脉，被喻为城市的“生
命线”[1]。科学、准确、完整的地下管道现状信息以及管道健康管理与维护是地下管道安全、高效的保障[2]。因此，
对地下管道故障及时检测与排查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目前，国内外应用于地下管道故障检测的方法工作原
理各异[3][4][5][6]，主要的检测方法有电流衰减法、漏磁检测、电磁法检测、超声导波等。这些管道故障检测方法一般
只适用于某一材质的管道或者特定的地质、施工条件，局限条件明显。
基于视觉的管道检测技术[7]是指把 CCD 摄像头安装到管道探测仪器或者机器人上，CCD 拍摄管道内表面视频/
图像信息，然后传送到地面的计算机上。通过图像预处理等处理后，在监视器上进行实时显示，检测人员通过显示
的画面来判断管道内部的状况。1999 年，Paul W.Fieguth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贝叶斯判据的地下管道裂缝的半自动
检测方法[8]，这种方法不适合口径较小的管道中应用，只能检测管道的裂缝情况。2006 年，Sunil K.Sinha 等人提出
了一种基于数学形态学的地下管道检测方法[9]。该方法可以有效的划分出不同故障，提出了根据故障区域形状特征
来划分故障的想法，但是把管道裂缝设定为一条直线进行划分，与实际管道中的裂缝为树枝状有一定差异。2007
年，O. Duran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地下管道检测方法[10]，该方法适用于地下管道的检测，但是由于没有
一个有效的提取特征的方法，限制了该方法的发展。2011 年，Ming-Der Yang 等人提出了一种评定 CCD 拍摄到的
图像质量的方法[11]，通过该方法对采集到的管道图像进行质量评定，抛弃质量比较低的图片，在自动检测管道状况
的算法中采用质量比较高的图片，这就增加了自动检测算法判定管道状况的准确性。2011 年，Tung-Ching Su 等人

提出基于边缘检测的形态学分割方法，该方法能够有效的提取出故障信息，但是在划分故障时，直接设置一个阈值
来划分特征信息，容易出现错误划分的情况。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视觉的管道缺陷自动检测方法，主要思想是依据不同故障在图像中呈现出的形状特征参数不
同来划分的。根据典型的管道故障区域的分布特点，选取的特征参数是故障区域最小面积外接矩形的几何参数，
包括矩形的长和宽。同时，我们将不同区域的分散程度考虑进去，对 K-means 聚类算法进行改进，实现管道故
障的分类。为了提高管道故障检测的效果，图像滤波和边缘检测算法被设计，用于提高图片质量以及突出故障
区域轮廓。

2 基于视觉的管道检测算法设计
基于视觉的管道检测算法是指通过检测系统采集管道内部状况的视频信息，然后按照一定的处理方法，提取出
图像中包含的特征信息，并对特征信息进行划分，最终得出管道内部状况的判定。如图 1 所示，整个算法流程设计
为三个模块，各模块功能如下：

图 1. 检测算法流程

图像预处理：检测系统采集到的原始图像，由于受到成像器件、电子元件等条件的限制以及管道中不确定因素
的影响，成像质量不能达到直接进行故障特征提取的要求，因此，需要通过滤波操作，对原始图像进行一定的处理，
改善图像的质量。
故障特征提取：通过边缘检测，得到图像中目标区域的边缘，然后提取出目标区域的特征参数，作为该图像的
特征参数向量。
故障分类：在提取出特征参数向量的基础上，对 K-means 聚类算法进行改进，用于对故障类型进行划分。

2.1 图像预处理
图像预处理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图像中故障区域的轮廓，衰减各种噪声，提高计算机对故障目标的识别度。
采集到图像的主要噪声有光子噪声、散粒噪声、肥零噪声、转移噪声以及暗电流噪声，这些噪声都是离散、随
机噪声[12]，而滤波处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抑制图像中的离散噪声，把关注的目标区域提取出来。因此，本文选
取的是既能消除离散随机噪声又能克服图像模糊问题的中值滤波算法。
中值滤波器选用含有奇数个像素点的滑动窗口在图像上面依次移动，每一个位置上都选取窗口覆盖区域中
各个像素灰度值的中值作为该区域中心像素的灰度值输出。二维的中值滤波器可以表示为：
f  x , y   medium  g  s ,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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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  x, y  为滤波之后的图像输出， g  s, t  为原始图像灰度值，  s, t  为每次区域中心坐标， sxy 为窗口覆盖
的图像坐标区域。
对于中值滤波器来说，每次取中值的过程都是一个小范围数列进行排序的过程，需要进行数据的比较、交
换等操作，比较浪费时间和空间，若采用的 N  N 滑动窗口，则每次选取中值最优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  2 N 2 log N  。为了提高算法的运算速度，减小时间复杂度，本文中选用的快速中值滤波算法[13]，以保证整个

检测算法的实时处理。思路是统计窗口覆盖区域中的像素直方图，再根据直方图统计的频数选取中值，每次窗
口移动后，把移出窗口外的像素灰度值频数减一，移进窗口的像素灰度值频数加一，然后根据统计的频数选取
中值。具体的算法步骤如下：
（1）读取灰度图像的像素灰度值；
（2）定义一个整形的数组，来统计像素灰度值的频数，其中数组下标表示的是灰度值大小，而数组保存的

数值为该灰度值的频数；
（3）对于移出窗口的像素灰度值，其对应的频数减一，即下标等于该灰度值的数组减一；
（4）对于移进窗口的像素灰度值，其对应的频数加一，即下标等于该灰度值的数组加一；
（5）从头累加数组，当和大于等于窗口内像素个数一半的时候，该数组的下标即为窗口内的中值。
随着窗口的增大，传统的滤波方法的运算时间是随着排序的时间复杂度 O  2 N 2 log N  增加的，而改进的滤波
算法只需要统计进入和移出窗口的像素灰度值的频数即可，时间增加是和窗口边缘的大小 N 相关的，减小时间
复杂度，以保证整个检测算法的实时处理。

2.2 故障特征提取
图像目标区域的特征提取，是整个算法的核心，关系到算法的最终结果好坏。如图 2 所示，典型的管道故
障类型一般分为管道裂缝、管道漏洞、管道接口断开等故障（实际故障图片来自于英国水利工业委员会出版的
管道故障分类手册）。各故障特点分明：管道漏洞接近为圆形区域，管道裂缝为树枝状区域，管道接口断开为
环形区域。根据上述特点，本文提取故障区域的几何参数：即采取目标区域外接矩形的参数，然后根据参数的
不同来划分故障。

（a）管道裂缝

（b）管道漏洞

（c）管道接口断裂
图 2. 典型的管道故障

2.2.1 边缘检测
为了便于目标区域特征参数的提取，先进行图像的边缘检测，分割出目标区域和背景，然后提取出目标区
域外接矩形的长边长度、短边长度。经典的边缘检测算法一般是考察图像中像素邻域内的灰度变化，利用边缘
区域像素的灰度值变化较为剧烈的特性，根据灰度值函数的一阶或者两阶导数的变化，来寻找边缘的位置[14]。
常见的算法包括各种的微分算子，如 Sobel 算子，Prewitt 算子，Roberts 算子，Laplace 算子和 Canny 算子等，
边缘检测算法效果图如图 3 所示。Robert 算子提取边缘效果最差，管道裂缝故障的边缘几乎没有提取成功；而
Sobel 算子和 Prewitt 算子的边缘提取效果相当，都能满足需求，由于 Sobel 算子运算量小，所以选择 Sobel 算子
进行边缘检测。

图 3. 不同边缘检测方法效果图

2.2.2 特征提取
根据故障区域不同的特点，选取的特征参数是故障区域最小面积外接矩形的几何参数，包括矩形的长和宽。

图 4. 不同故障特征参数分布情况

在实验室环境下，采取了 199 张不同类型故障的图像（管道裂缝 89 个，管道漏洞 77 个，管道断裂 33 个），
然后提取出对应外接矩形的长和宽，其分布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以看出，管道漏洞故障特征向量分布区域在


f hole  A  30  l  125,10  s  50 ，管道裂缝故障特征向量分布区域在 f crack  B  130  l  350, 20  s  150 ，

管道断裂故障特征向量分布区域在 f tear  C  300  l  500,300  s  500 。
不同故障的外接矩形的长边长度、短边长度以及长边/短边会有一定的区分，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特征
参数的不同，来划分不同类型的故障。选取的故障区域特征向量如下定义：

（2）
f  l , s , r 

其中， f 为一幅图像的特征向量； l 为图像故障区域外接矩形的长边长度； s 为图像故障区域外接矩形的短边
长度； r  l / s 为长边长度除以短边长度。

图 5. 不同故障特征向量分布情况

2.3 故障分类
通过特征向量的分布可以看出，不同故障类型的特征向量有显著的不同，故障分类采用 K-means 聚类算法。
K-means 聚类算法的基本思想为：选取类别个数 K 和随机选取 K 个初始聚类中心，然后按照最小距离的原则，
将各个样本分配到 K 类中的某一类，接着通过计算调整新的类中心，进行样本的划分，最终使各样本到其所属
类别中心的距离平方和最小。算法具体步骤如下：
（1）选取需要划分的类别个数 K 和随机选取 K 个初始聚类中心；
（2）按照最小聚类原则对样本进行归类；
（3）重新计算每个类别的聚类中心；

（4）对所有的样本重新进行聚类，若聚类结果发生变化，则返回（2）继续进行。
K-means 聚类算法有两个比较大的缺点：一是类别个数 K 的选取，二是初始聚类中心的选取。在本文中，
为了避免这两个参数对聚类结果造成较大的误差影响，仿真之前可以根据故障的类型进行 K 的选取，典型故障
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来指定每个类型的初始聚类中心，这样就避免了初始值的选取对聚类结果的影响。
对于算法具体步骤进行几点说明：
（1）最小聚类原则：即指定一个距离函数 f ( X , Y ) ，其中 X 为聚类的中心点，Y 为选取的归类样本，选择
使得函数 f ( X , Y ) 最小的 Y，并把 Y 归并到 X 所在的类别中，一般情况，距离函数选取的是欧氏距离：
f ( X ,Y ) 

 x1  y1    x2  y2 
2

2

   xn  yn 

2

（3）

其中， X   x1 , x2 ,  , xn  ， Y   y1 , y2 ,  , yn  。
（2）聚类中心的重新计算：
对于每个聚类中的样本元素 Y1 , Y2 ,, Ym ，重新选取的聚类中心为：
m
m
1m

X   y1i ,  y 2i , ,  y ni 
m  i 1
i 1
i 1


（4）

根据上述的算法，对 199 张不同类型故障的图像（管道裂缝 89 个，管道漏洞 77 个，管道断裂 33 个）进行
聚类，结果如图 6 所示。

图 6. 基于 K-means 聚类的故障分类结果

注：红色特征向量代表聚类结果是管道漏洞的特征向量，星号“*”表示该特征向量本为管道漏洞故障；蓝色特
征向量代表划分为管道裂缝的特征向量，圆圈“o”表示该特征向量本为管道裂缝故障；黑色特征向量代表划分
为管道断裂的特征向量，加号“+”表示该特征向量本为管道断裂故障。图 7、8 和 10 的图注与图注相同。
针对 199 张不同类型故障的图像（管道裂缝 89 个，管道漏洞 77 个，管道断裂 33 个）在 matlab 进行 1000
次仿真，每次随机选取初始化聚类中心，得到的仿真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K-means 聚类方法的结果
结果类型

次数

分类正确

分类错误

正确率

1

1000

173

26

86.93%

合计

1000

173000

26000

86.93%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 K-means 聚类采用欧氏距离作为距离函数，且聚类中心的重新选择采用的是均值，聚
类结果把其中一部分裂缝故障当作为了漏洞故障。分析原因如下：该聚类方法的思想为最终得到不同类型的中

心，把到不同中心距离最近的样本划分到该类型中。从图 5 中可以看出，不同故障的样本分散程度并不相同，
同一类型的故障样本占用的空间区域大小不一，因此对 K-means 聚类方法进行一定的改进，使之适用于本文中
的应用。
在改进的 K-means 聚类方法中，距离函数 f ( X , Y ) 不仅考虑样本点到类别中心的欧氏距离，还应该把不同区
域的分散程度考虑进去，使调整后的最小聚类原则满足于本文的情况。
在改进后的聚类算法中，最小聚类原则中的距离函数改为如下形式：
f ( X ,Y ) 

 x1  y1    x2  y2 
2

2

   xn  yn  / rx （5）
2

其中， X   x1 , x2 ,  , xn  ， Y   y1 , y2 ,  , yn  ， rx 为统计出的 X 类型的分布区域大小。
根据改进的聚类方法，对 199 张不同类型故障的图像（管道裂缝 89 个，管道漏洞 77 个，管道断裂 33 个）
进行聚类，结果如图 7 所示。
通过随机选取初始类别中心进行聚类，改进的聚类方法会出现结果不稳定的情况，如图 8 所示。分析上述
情况可知，在改进的聚类方法中加入了故障区域的参数 rx ，当随机给定初始聚类中心时，由于初始值是随机给
定的，可能是聚类类别中的任意的样本，造成了参数 rx 和给定的初始中心不匹配，产生了比传统聚类方法更差
的结果。

图 7. 基于改进聚类的故障分类结果

图 8. 随机选取的聚类结果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那就要求给定的初始聚类中心必须在对应的聚类类别范围内。在算法研究的训练仿真
阶段，利用统计的方法选定符合规定的初始聚类中心和各个类别区域的大小范围，然后将其带入到未知故障分

类的聚类算法中，得到的故障分类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改进的 K-means 聚类方法的结果
结果类型

次数

分类正确

分类错误

正确率

1

25

194

5

97.49%

2

91

193

6

96.98%

3

704

192

7

96.48%

4

171

191

8

95.98%

5

1

190

9

95.48%

6

8

188

11

94.47%

合计

1000

191936

7064

96.45%

从结果中可以看到，改进的方法比传统的方法分类正确率提高接近十个百分点（从 86.93%提高到 96.45%），
但是仿真得到的结果多了很多，这是因为：在改进的方法中，使用到了参数 rx ，而参数 rx 每次仿真都是单独提
取的，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了仿真结果的不一致性。总体来说，相对于基于 K-means 聚类的方法，改进的聚
类方法具有更好的划分效果。

3 实验验证
3.1 算法验证
针对于本文提出的基于视觉的故障检测算法，进行算法仿真验证。在 PCV 管道内部人为制造各种故障，包
括管道裂缝、管道漏洞、管道断裂以及正常的管道情况，共采集到 350 张管道图片，进行仿真实验。对于所有
的图像数据，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分布如图 9 所示，管道故障分类的结果如图 10 所示。

图 9. 提取出的特征向量分布

图 10. 管道故障的分类结果
表 3. 改进的 K-mean 聚类方法的实验结果
仿真方法

总体图像

故障图像

正确检测
故障数

故障分类正
确数

视觉检测

350

281

225

190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基于视觉的管道检测方法能够正确识别出 281 个故障图像中的 225 个，故障识别率为
80.07%；对于识别出的 225 个故障图片，能够对其中的 190 进行正确的故障分类，分类的正确率为 67.61%。

3.2 场地实验
针对于本文提出的基于视觉的管道检测方法，进行管道实验验证，软件界面如图 11 所示。该方法能够识别
PCV 管道内部的人为故障，故障识别率和故障分类率与算法验证结果相近。可见，该视觉检测算法能够辅助操
作人员识别和分类管道故障，值得在工程中推广。对于没有识别的管道故障仍需要操作人员根据视频信息识别。

图 11. 软件界面

4 结论

针对典型的管道故障（管道裂缝、管道漏洞和管道接口断裂），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觉检测方法，该方
法依据不同故障在图像中呈现出的形状特征参数不同来划分的。通过实验验证，该方法能够正确识别管道故障
并进行故障分类，并且可以应用到实际工程中辅助操作人员识别和分类管道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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