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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车辆轮胎痕迹种属识别对交通事故处理、刑事案件侦查具有重要意义。提出一种基于曲线演化和特征匹配的轮胎痕
迹种属识别算法，将ＣＶ主动轮廓模型用于轮胎痕迹图像的分割提取，并通过特征匹配，做出种属判别，得出备选结果集。
仿真实验和现场图像测试均得出正确的匹配结果，证明了算法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关键词：曲线演化特征匹配轮胎痕迹种属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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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快速傅里叶变换取得进展，但未讨论现场和非规整
图像的处理。

轮胎痕迹作为轮胎特征之一，可作为判断车辆

我们在本文中提出１种基于曲线演化和特征匹

种类的依据【ｌ】。轮胎痕迹图像指现场轮胎印痕或采

配的轮胎痕迹种属识别算法，将ＣＶ主动轮廓模型

集的印迹及印迹图像。通过处理轮胎痕迹图像得出

用于轮胎图像分割，通过特征匹配，以匹配距离为

车辆种类、辅助鉴定者进行同一性认定，不仅节约

度：蜃，做出种属判别，得出备选结果集。仿真实验

入力、缩减工时，可靠性高，也符合自动识别的发

和现场图像测试均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展方向。

２理论基础

国内轮胎痕迹种属识别的研究较少，主要有；
２００５年吉林大学的陈强【１】采用神经网络作为分类

２．１问题的提出

器，遗传算法进行优化，计算复杂不适于应用；同
年唐阳山【２Ｊ利用轮胎宽度缩小肇事车辆种属范围，

轮胎痕迹处理多由经验丰富的技侦人员完成．

但其识别效率小高；２００８年东北大学马炳鹏【３Ｊ采用

通过观察分析现场痕迹，利用长期积累的先验知识
做出种属鉴定。此过程有２个问题：先验知识因人

·摹金资助：‘道路交通事故现场车辆轮胎痕迹自动识别查询系统研究）
沈科技合（０７”２）号

而异；不同的先验导致不同结论，甚至矛盾结论。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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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哺等：基于曲线谢化、特征ＵＥ配的轮胎痕ｍ种属Ⅷ剐算法

为了客观描述轮胎痕迹的种属特征，我们对判别过
程进行了抽象和简化．得到新的问题描述：

己知：轮胎痕迹的标准图集Ｍ．投各图像类届

其中Ｄ。是指定的非负数值，Ｄ（ｕ，”是（ｕ，ｖ）点蹲，
频率中心的距离。嘲１ ２（ｃ１为图１（ｂ）的低通滤波结
果．大大提高了深色区域内部颜色的均匀程度，有

利于偏微分方程迷代过程提取ｍ正确的边缘信怠。
｛“。ｌｆＥ【１，ｃ】，』∈１１，肌】），｛ｗＪ，∈【】，ｃ】）

２ ４

ｃ为类别总数棚为第ｃ黉的标准罔像个数
输＾恃测痕迹阿像Ⅵ
输出

ｃｖ模犁，即ｃｈａｎ．ｖ如ｅ主动轮廓模犁ｆ４１，是偏
微分方程用于图像分割的方法之４，其能最泛函如

给出待测痕迹圈集可能的所属类别集

Ｐ

”ｉＦ（ｑ．ｑ，ｃ）＝Ⅳ￡哪ｆ＾（ｃ）州Ｈ瑚（脚州ｃ）＋

州ｋ

（¨ＩＫ【】卅｝
口为候选种属类别集的元素个数。

标准罔集绎特征提取，已将种属先验“固化”，
可有效克１蠡｝人工鉴定的先验差异；采用模式识别方

法进行判刖，在抑制主观不确定性、节省人山的同
时，得到更为可靠的识刖结果。
２

ｃｖ模型

２非线性扩散滤波

非线性扩散滤波将定义在ｎｃ Ｒ ２上的砸始图
像“。作为岳］始函数，以可变速率在其ｒ扩敞＋得到
一系列、ｒ滑隔像川ｔｎ ｆ），可由如下缩微分方程求

ｌ‰一ｑ１。ｄ＃如＋＾ １ ‰一ｃ：１１ｄ咖
…｝
…｝

０

式中：ｃ为闭合曲线，其中自＝猢ｇｅ（ｍ）ｌｎｓｌｄｅｃ，
ｏ；ａｖｅ口ｇｅ（ｗｏｏｍｓｉｄｅ ｃ，Ｌｅｎ垂ｈ（（＇为连续性约束．
Ａｍａ（１ｎｓｌｄｅ（ｏ）为光滑可徽约束。对此泛函推导小相

应微分方程、差分实现、迭代演化，得到｝ｉ式极小
解曲线ｃ０。此曲线将罔像分割为背景和山容二部分。
ｃｖ模型是基于区域的，具有光滑、抗噪、拓
扑可变等特点，适于处理分块多、不规则、边缘多、
分支多的轮胎痕迹图像。

猛

得：

ｌ妇（，，Ｈｆ）胁＝加（ｇ（Ｐ“）口“）
ＩⅣ【Ｊ，ｙ，Ｏ）＝“。（ｘ，”

＝【Ｉ＝中：ｄＩＶ“）为力程的打敞函数，足关于扩散嗣像

‘ａ）＊Ｒ＃￥

梯度的单调递减函数，值域为【０，ｌ】。
方沾的基奉思想足：扩散过程中．梯度小的地
方传导率较高．梯度大的地方则相反．使得甲滑区

圄２ ｃｖ分割结果
２ ５特征点匹配

域内产生强拶散以利于消除噪声，边缘区域内停止

扩敞以利于边缘锐化。
在罔】（曲中，轮胎痕迹原始图像的显著特点是

鐾匪

∞）＆Ｅ¨ｍ＊目ｍ

ｓＩＦＴｆ辩ａｌｅ ｊｎｖａｒｉａｎｔ凫ｍｕｍ ｔｍｎｓ佑ｒＩＴｌｌ是１种常

用于罔像拼接和置维重建的特征点匹配算法。将图
像转换为多个局部向节的集合。这些向最对闭像变

多边缘多区域。图ｌ（ｂ）为非线性扩散滤波结果，这一

换、拉｛申、旋转具有不变性，时光照、仿射变换、

结果不仅保存了边缘信龃，还增强了背景与内容对

及互维投影具有部分不变比”ｌ。此法得到的匹配点

比度。

对较少，计算速度快；匹配点对较精嘶，减少误匹配恬
束的风险．且保持了轮胎痕迹的拓扑信息。

簟

目１原固、非线性扩散逮波结果和低通逗波结果

图３不同Ｒ度轮胎图像的…ＦＴⅡ配结果

２ ３低通滤波

轮胎痕迹罔像中的下扰多呈密集的细小点状

２．６最近邻法

因此采用低通滤波逮除高频噪声。

蛀近邻法作为１种聚炎方浊．将待测样本和与

二维低通滤波器的变换函数如Ｆ：

它最相似的洲练样本判为同类。将匹目ｔ点数扶大到

帅，＝ｎ黜鬻

小排序．选取前ｐ个对应的匹配结果作为候选结果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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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基于曲线演化和特征匹配的轮胎痕迹识
别算法
ａ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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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下识喇算法的效果

１轮胎痕迹种属识别过程
针对轮胎痕迹罔像的特点．处理过程如闭４所

＾Ｊｌ

不。

＾【１

ＪＭ∞｝

ｍｊ自：

囤６部分ｉ４试样本集轮胎痕迹图像
４
４

２实验及结果分析
２ｌ实验

实验ｌ：训练集是３０幅标准轮胎痕迹罔像；测
试集是剩余２０幅标准图像（Ｔｅｎｓｄｌ）：实验参数

囝４识别算浩过程
ａ

２基于曲线演化和特征匹配的轮胎痕迹识别算
法
ｓｔｅｐ

是ｃＨ＝ｌ：ｆ２ｌ≯；ｌＯ。按相似度啻勺大小州举前佃个对应
类属作为候选结果集，如图７所示。

１：对持测罔像ＬＩｌ进行非线性和低通滤波；

ｓｋｐ ２：ｃｖ模型分割滤波图像；
ｓｋｐ

３：提取边缘作为特征或特征序列：

ｓｋ口４：ｓＩＦＴ特却匹配；

ｓ卸５：计算样本与库中特自啪相似度Ｓ，
｛岛ｌ ｆ∈【１，ｃ】，』５【ｌ，曲｜）
；ｔｅｐ６：相似度由大到小排序，取前Ｐ个相似度
对应的种属类别作为ｍ的候选结果集

图７实验的Ⅱ配结果
Ｔｅｓｔｓｎｌ ｈ的结采如袁】所示。袁中第】行裘

不样本的测试集中编号．第１列表不备选结果的序

ｗｋ，

号｛。表１中第２｛］：第２列的标记·衰不．ⅫＩ试集中

４实验及系统实现

编号为１的样本的类别属性与各选结果集的第１个

４１实验环境厦数据集

２及表３的表示方式相同。

结果相符音，即标记对应的ｋ越小识别效果越好。袁
本立ｉ｛ｆ＝ｗｊｎｄｏｗｘＰ下，用ＭｍＩ曲６ ５在自建的
表１

轮胎痕迹图像攘匕进行丁仿真实验。

Ｔｅｓｔｓｅｔｌ∞ｍ别结果

标准样本库由５０幅撩印得到的新车轮胎痕迹
图像组成，包括长眷汽、ｈ海通用等９个厂家２１
种车裂的轮胎痕迹，部分罔像如罔ｓ所示。

１门闫■
＊＾，女Ｆｖ＊Ⅻ＾４

＾Ｍ镕日＂７

蝴叽

围５部丹标准样本库轮胎胎搜图像

宴驼２：训练集是标准数据库轮胎痕迹图像：
测试集是１５幅人工铷Ｉ试样本（Ｔｅｓ俘Ｈ２）；实验参
数是ｆ２ｌ，ｐ＝ＩＯ。识别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Ｔｅｓｔｓｅｔ２¨＊别结果

ｌ，。ｓ，ｓ。：：：ｊ：：；：：

Ⅻ蛾样本集由１５】陌人工轮胎痕迹和１０幅现场
轮胎痕迹组成。部分罔像如陶６。＾工痕迹由标准

｝羊本经变尺度、旋转等处理而得，用于测试小同变
换对识别结果的影响。现场痕迹包括汽车轮胎在纺

实验３：训练集是标准数据岸轮胎痕迹图像；

织物裘ｍｌ，路『Ｉ｜『和人体表｜ｆｌｊ留Ｆ的轮胎日Ｊ迹。此外，

测试瘫是１０幅现场测试样本（Ｔｅｎｓｄ３）；实骑参

人工测试样本还包含“＾工Ｉ”锋极端情况，以验证

数是ｃ＿２ｌ：ｐ；ｌＯ。识别结粜如丧３。

第６期增刊

蔺两等：摹于曲线演化、特征匹配的轮胎痕迹种属眦９４算法

对图像边缘的准确分割，保证特征提取的正确性；
３）ｓＩＦＴ匹配方法的尺度不变特性，使算法对变尺
度、旋转等情况具有鲁棒性；４）采用口个结果的
候选集取代单一结果，在提高讽刖率的同时，给应
用方提供更多参考信息．使识别结果更具应用价
值。５）此外，通过对识别率随ｋ值的分柑发总识
４

别率曲线趋势的分析，可通过调节口值对结果的精

２２结果舟辑
如表【所示，标记均出现在扛ｌ的位置上，即

在萨ｌ时识别率则为１００％，也可描述为ｐ≤ｌＯ时．
识别率为１００％。表２中，虽然在ｐ≤ｌｏ时的识别率
仍然是ｌｏｏ‰但扣ｌ时识别率为７３％，对现场痕迹图

像而言．扣ｉ时识月幛为２０％。识别率随ｋ变化的分
布育古图及总识别率恃线如罔８所示．

Ｈ，一／¨

ｉＩｌＬ。ｊ

确度进行控制。
４ ３原型系统

在

Ｗｌｎｄ。ｗ

Ｓｅｗｅｒ

２００３，）（Ⅳ２∞０

，

ｓＯＬｓｅⅣｅｒ２０００环境下，费们搭建了基于本文算法
的识别系统原型。系统包括轮胎参拽录八、普通查

询、特征提取、图像检索，显示和数据库管理模块，
具有轮胎图片获取、处理、特征提取、建立数字化
特征库、轮胎痕迹特征比对查询及权限管理功能。
随着算法的改进和原型系统韵不断完善，轮胎痕迹
种属识别的广阔应用前景将日益体现出来。原型系
统界面如图９所示。

盘Ｂ识别率随ｋ分布及总口别宰曲线

条状图表示对应ｋ值下的识别率．即ｔ｛别率随ｋ

ｍⅢⅢ圈

的分布，它清晰的揣述了卟同｝值对总识别率的贡
献：图８中曲线表示了总识别率随ｋ变化的曲线。

对于条状陶，协６ｅｍ他ｃｓｅｎ和Ｔｅｎｓｅ０上，

固０原型系缝界面

扣ｌ时的识别率对总识别率的贡献逐渐下降，其他
位置贡献则逐渐增加，识别率在ｔ值范围内分布逐

５结论

渐均匀。同时总识别率曲线坡度不断增大，保持非
减趋势。

通过埘轮胎痕迹图像种属判别应用意义、理论

对ＴｃｓＩｓｅ“中图像清晰度较好的图像，本文算

基础、实现过程及判别结果的分析，实现了轮胎痕

法达到了１００％的识别率。对Ｔｅｎｓｅ惶中＾工加噪、

迹罔像的种属判别井取得很好的结果，验证了原理

拉伸、旋转、偏色、模糊化等处理后，在序ｌ仍能

的正确性、方法的有效性．进而体现崽其应用价值。

保持８０％的识别率，且在榭是达到１００％识别率，

在提高精度和速度方面，尚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

说明本算法对上述变化有较好的鲁棒性。对
ＴｅｓｔｓｅＢ中的现场图像，虽然由于图像品质Ｆ降、
太幅残缺、痕迹与背景对比度不移、轮胎痕迹的碾

压变形等原因，使得扣ｌ时的识＊幛降为２蛳，但

在问时选到８０％的识别率，在扣９时识别率达到
１００％。在三个数据集上，算法的总识别率均达到了
ｌＯｏ％，且在不同测试集上识别率的分布情Ｍ不同。
相对十文献『３１中８５％的平均识别率，均有很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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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识别率提高的原幽有以下５点：１）非线
性滤波保持边缘，易：卜提取边缘信息；２）ｃ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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