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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输电铁塔的目标散射特性，进行了铁塔横担人工覆冰实验，分析了覆冰横

担的散射特性，提出了基于特征点匹配的铁塔形变识别方法。该方法通过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检测预处理后的目标

切片图像的特征点，利用基于特征点分布的匹配准则，对同目标、不同时相的ＳＡＲ图像进行特征点匹配，提取

铁塔的形变信息。实验结果表明，覆冰后的铁塔横担在ＳＡＲ图像中仍有较强的反射特性，利用高分辨率

ＳＡＲ图像目标识别技术完全能够监测覆冰铁塔及铁塔的较大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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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是一种利用微波进行遥

测的主动传感器，与光学、远红外等其他传感器相

比，其成像不受云雾、雨雪、太阳光照等条件的限

制，可对感兴趣的目标进行全天候、全天时的监

测，在冰雪灾害、地震灾害、洪水灾害等大范围自

然灾害条件下有特殊的优越性。目前，关于ＳＡＲ

影像输电铁塔目标识别技术的相关研究较少。

Ｌｉａｏ等从２００３年淮河洪水淹没区的机载ＳＡＲ

图像中清晰地分辨了输电铁塔的目标与走向［１］；

朱俊杰对比了北京北五环上青桥附近的ＳＡＲ图

像和快鸟（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图像，在两幅影像中都清晰

地辨别了立交桥旁边的铁塔［２］；Ｙａｎｇ等依据高分

辨率极化ＳＡＲ图像建立了自动的输电铁塔识别

模型，准确地提取了农田中的输电线路［３］；Ｎｏｖａｋ

等对全极化ＳＡＲ图像进行了极化白化滤波，识别

了输电铁塔［４］。如何利用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中

的信息来分析输电铁塔及线路在灾害条件下的安

全状态（毁损、覆冰等），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报

道。本文利用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对输电铁塔状

态进行了监测，并对其较大形变的识别技术进行

了分析。

１　高分辨率犛犃犚图像铁塔目标散

射特性分析

　　目前，ＳＡＲ图像目标识别技术的研究多应用

于军事目标、道路、机场、桥梁、建筑物等，和这些

目标相比，输电线路及铁塔具有严格的设计与施

工规范，其特征如下：① 铁塔的各种塔型均属空

间桁架结构，塔身和横担的材料都为金属；② 铁

塔沿线路方向大部分呈线性排列，大转角情况只

出现在少数特殊地形的地区；③ 除少数大跨越地

区，铁塔与铁塔之间的档距按线路电压等级不同

具有一定的规律性；④ 电网中多数铁塔的结构形

状具有相似性，不同的塔头形状、设计规格等信息

可以为目标识别与提取提供参考知识；⑤ 线路走

向、电压等级、铁塔的位置坐标等信息已知。基于

铁塔的这些特征，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先验

知识提高铁塔目标识别的效率与速度；另一方面，

铁塔的结构相对于车辆、坦克、建筑物等面状目标

更加复杂，相对于道路、桥梁、机场等线状目标更

为精细，使得铁塔目标识别的难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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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武汉特高压交流实验基地的特高压铁

塔，使用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卫星１ｍ×１ｍ分辨率的

ＳＡＲ图像，图像为单视复数据、ＶＶ 极化、聚束

式，见图１。其中，特高压铁塔有８基，１～４号塔

为双回路塔，５～８号为单回路塔；５号和６号塔因

为距离较近，其ＳＡＲ图像投影相互重合，４号和

８号塔与实验基地中的架构重合，因此，这就大大

增加了在复杂背景下铁塔目标特征提取与目标识

别的难度。

图１　武汉特高压交流示范基地特高压输电线路

Ｆｉｇ．１　１０００ｋＶ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ｉｎｅｓｉｎＷｕｈａｎ

ＵＨＶＡＣＢａｓｅ

从图１可以看出，特高压铁塔在ＳＡＲ图像中

有很强的后向散射特性，铁塔目标的结构在图像

上非常清晰，尤其是横担部分的亮度极高。总体

而言，铁塔横担的亮度高于铁塔主体结构的亮度，

其原因在于横担的结构较为密集，雷达有效反射

截面远大于铁塔主干的反射面积。部分铁塔塔基

与地面形成角反射效应，产生强回波，在图像上形

成亮区域。因此，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中特高压铁

塔的目标特性反映为一系列亮点、具有一定宽度

的亮线组合而成的和塔形相应的几何结构。总

之，在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上，特高压输电铁塔以

结构信息表现，而不再是点目标形式，因此，通过

提取其几何形状结构、空间拓扑关系、纹理特征等

信息来分析其毁损状态具有可行性。

２　铁塔横担覆冰实验

冰雪灾害条件下，覆冰后的铁塔在ＳＡＲ图像

中是否具有较强的散射特性，能否识别其结构是

利用ＳＡＲ图像进行电网输电线路铁塔监测需要

研究的问题之一。为此，利用武汉特高压交流实

验基地的人工气候实验室进行了铁塔横担覆冰实

验。三个实验横担分别是覆厚冰（平均９．５ｃｍ）、

覆薄冰（平均３．５ｃｍ）、不覆冰。

为模拟实际冰雪气候条件，采用人工淋雨的

模式进行横担覆冰，在模拟铁塔横担上形成了不

均匀的冰柱。其中一个横担表面的覆冰厚度最大

为１０ｃｍ，另一个横担的覆冰厚度最大为４ｃｍ。

三个实验横担放置在实验基地的停车场，横担之

间的距离为１５ｍ以上，确保ＳＡＲ成像过程中不

会相互干扰。

图２是横担覆冰实验的ＳＡＲ图像，图中可清

晰地看出三个条状的亮目标分别为三个实验横

担。横担覆冰的厚度虽然达到了１０ｃｍ，但是在

ＶＶ极化模式下，其后向反射强度并没有显著性

的变化，表明铁塔材料覆冰在雷达 ＶＶ极化模式

下的反射信号没有削弱，也说明在冰雪灾害的情

况下，可应用高分辨率ＳＡＲ卫星影像分析和判断

倒覆铁塔的状况。

图２　输电铁塔横担覆冰实验ＳＡＲ图像

Ｆｉｇ．２　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ｗｅｒ

Ｃｒｏｓｓａｒｍ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ｃｉｎｇＴｅｓｔ

３　基于特征点匹配的铁塔形变识别

铁塔形变自动监测系统分三部分：图像预处

理、特征提取和特征匹配。关于ＳＡＲ图像特征提

取算法，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

了纹理特征、统计特征、形状特征、极化特征等多

种类型特征的提取方法［６１０］。但以上方法主要用

于传统的军事目标（如飞机、坦克）、建筑物目标

（如房屋）等的鉴别与分类，对铁塔的形变不能准

确地检测与定位，因此，需要研究有效的目标变化

特征。

图像中灰度变化剧烈的点或图像边缘曲率变

化较大的点可反映目标的轮廓特征。对图像局部

特征点进行检测是机器视觉和模式识别中一种重

要的分析手段。Ｈａｒｒｉｓ等
［１１］提出的 Ｈａｒｒｉｓ特征

点检测算子在图像尺度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比较稳

定、可靠，具有较理想的检测效果［１２］。但是在

ＳＡＲ图像检测中，由于相干斑噪声的存在，Ｈａｒ

ｒｉｓ算子会检测出大量虚假的特征点，因此不能直

接用于目标匹配与变化检测。

３．１　图像预处理

图像预处理包括图像地理编码、图像配准以及

５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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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干斑抑制。由于合成孔径雷达是一种高分辨率

的相干成像系统，地面散射体的回波相干叠加形成

的相干斑噪声严重影响了ＳＡＲ图像的视觉效果和

图像解译，因此，需要对ＳＡＲ图像进行相干斑抑制

处理。经典的相干斑抑制算法有Ｌｅｅ、Ｋｕａｎ、Ｆｒｏｓｔ、

ＭＡＰ、小波去噪等，由于Ｆｒｏｓｔ算法具有较好的边

缘保持能力，并且算法实现简单，本文采用Ｆｒｏｓｔ

滤波器进行基本的相干斑抑制处理。

３．２　铁塔特征点检测

３．２．１　目标图像分割

在ＳＡＲ图像中，铁塔目标的亮度远高于背景

杂波。根据这一特性，选择目标峰值特征将目标

从背景杂波中分割出来。该方法具有算法简单、

运算速度快的特点。

首先估计目标切片的全局均值μ和方差σ，

设犐（犻，犼）为点（犻，犼）的灰度值，如果犐（犻，犼）＞犿＋

犽σ，则（犻，犼）为目标像素点；否则为非目标像素点。

根据峰值特征得到目标的初始分割后，图像中一

些较强的杂波和相关斑噪声会被当作目标像素点

提取出来，影响检测的准确性。但一般情况下，

ＳＡＲ图像中目标的峰值总要比杂波的峰值稠密，

因此，可通过基于峰值密度的门限检测方法来去

除来自杂波区域的峰值［１３］。

３．２．２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检测

对分割后的目标图像利用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检测

特征点。Ｈａｒｒｉｓ算子计算图像中局部检测窗口

沿各个方向作微小移动后的灰度变化，当该变化

值超过设定的阈值时，将此时检测窗口的中心像

素提取为特征点。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犆定义为：

犆＝ｄｅｔ（犕）－犽×ｔｒ
２（犕） （１）

其中，

犕（犻，犼）＝
犌２狓（犻，犼） 犌狓狔（犻，犼）

犌狓狔（犻，犼） 犌２狔（犻，犼
［ ］）

式中，犌狓（犻，犼）、犌狔（犻，犼）分别为图像像素点（犻，犼）在

狓方向和狔 方向的偏导；犌狓狔（犻，犼）为二阶混合偏

导；ｄｅｔ（犕）表示矩阵 犕 的行列式；ｔｒ（犕）表示矩

阵犕 的迹；犽为参数，一般取０．０４≤犽≤０．０６。若

点（犻，犼）的犆值大于设定的阈值犜 时，该点为特

征点。

３．３　特征点匹配及形变识别

利用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提取图像特征点后，通过不

同时相ＳＡＲ图像中铁塔目标切片的特征点进行

匹配来判断铁塔的形变。由于ＳＡＲ成像受众多

因素的影响，即使选择相同的传感器、升（降）轨以

及波束入射角的图像序列，相同目标的散射特性

也会存在差异，严格的特征点匹配会丢失大量的

有用目标信息。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特征点分布的

匹配准则，利用铁塔的相关知识进行特征点匹配，

以此提取铁塔的形变信息。

选择没有形变的目标切片图像为参考图像，

其特征点狊０犻∈犛
０，坐标为（狓０犻，狔

０
犻），犛

０为参考图像

特征点集，犻＝１，２，…，犖，犖 为参考图像特征点

数；匹配图像特征点狊狉犼∈犛
狉，犛狉为匹配图像特征点

集，犼＝１，２，…，犕，犕 为匹配图像特征点数。特征

点匹配步骤如下。

１）通过差值百分比进行特征点粗匹配，判断

两幅图像的可匹配性。差值百分比犳犱定义为：

犳犱 ＝狘犕－犖狘／犖 （２）

　　当犳犱小于设定的比率时，匹配图像和参考图

像具有可匹配性，进行下一步的匹配；否则，匹配

图像中铁塔目标相对于参考图像具有较大变化。

２）基于最小距离搜索的主特征点匹配。不

同的铁塔可以由塔头的形状确定，选择铁塔横担

端点、塔头形状角点作为主特征点，设狊０ｋｅｙ犻为参考

图像的主特征点，狊０ｋｅｙ犻∈犛
０
ｋｅｙ，犛

０
ｋｅｙ为参考图像的主

特征点集，犛０ｋｅｙ犛
０。对于每一个主特征点狊０ｋｅｙ犻，

在犛狉中按欧几里得距离搜索与之最近的点狊狉ｋｅｙ犻，

组成匹配特征点集犛狉ｋｅｙ。设每对主特征点的最小

距离为犱犻，则：

犳ｋｅｙ犻 ＝
０，犱犻≤犱

１，犱犻＞
｛ 犱

（３）

其中，犱为误差参数。犳ｋｅｙ犻＝１，表示点狊
狉
ｋｅｙ犻与狊

０
ｋｅｙ犻

的相似性差，标记狊０ｋｅｙ犻为变化点。

３）对参考图像和匹配图像中的非主特征点

分别按其分布特征进行聚类，得到狇
０和狇

狉个聚类

中心。

４）对特征点聚类中心按步骤２）的最小距离

搜索的方法在匹配图像中检测相似性差的聚类中

心，并将该聚类区域的特征点标记为变化点。

５）输出变化点，进行专家判读，判断铁塔目

标的形变信息。

３．４　铁塔形变实验及结果分析

为研究真实ＳＡＲ图像中的铁塔形变，在武汉

特高压交流实验基地的一基特高压铁塔上吊装实

验横担，通过吊装前后实际拍摄的ＳＡＲ影像来分

析横担缺失的监测能力。对同一目标在不同时相

获取的ＳＡＲ图像进行目标的差异分析，提取铁塔

的形变信息。三幅１ｍ分辨率的ＳＡＲ影像拍摄

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６日、１０月７日及１２月２３日，其

中１２月２３日拍摄的ＳＡＲ图像中的铁塔吊装了

实验横担，为参考图像，其他两幅图像的铁塔没有

吊装实验横担，作为匹配图像。

６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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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是铁塔目标的原始ＳＡＲ图像，图４是

Ｈａｒｒｉｓ特征点检测结果，图５是特征点匹配结果。

图３　１０００ｋＶ铁塔原始ＳＡＲ图像

Ｆｉｇ．３　１０００ｋＶ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ｗｅｒ

ＳＡＲ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图４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检测的特征点

Ｆｉｇ．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ＵｓｉｎｇＨａｒｒｉ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主特征点，×特征点

图５　变化特征点检测结果

Ｆｉｇ．５　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Ｎｏｔ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从图５提取的变化特征点可以看出，参考图

像中主特征点和其邻近区域的特征点在两幅匹配

图像中都没有相应的匹配点。该主特征点表示实

验横担端点，可以判断两幅匹配图像缺失的实验

横担。参考图像标记的另一区域未匹配特征点，

需要结合铁塔知识进行判别。该区域特征点没有

主特征点，并且距铁塔主体较远，认为它不是由铁

塔形变导致的变化点。图４（ａ）和４（ｂ）的匹配图

像都检测出了参考图像中不存在的一些特征点，

这些特征点可以为铁塔周围环境的变化分析提供

参考。

４　结　语

高分辨率ＳＡＲ卫星为电网输电铁塔覆冰及

形变监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同时，全天候

工作的特性使其在大范围灾害天气下进行电网广

域监测具有独特的优势。本文基于真实的ＳＡＲ

图像和实验研究了高分辨率ＳＡＲ卫星图像中输

电铁塔状态特征的提取方法，提出了基于特征点

匹配的铁塔形变识别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覆冰

后的铁塔横担在ＳＡＲ图像中仍有较强的反射特

性，利用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目标识别技术可以监

测覆冰铁塔及铁塔的较大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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