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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的电力线提取方法。首先在进行ＬｉＤＡＲ数据滤波的基础上，

分离地面点与非地面点；然后针对非地面点采取一种基于角度的滤波方法，分离非地面点中的植被点与电力

线点，对电力线点，采用二维 Ｈｏｕｇｈ变换进一步分离各条电力线点；最后使用双曲余弦函数模型，对单条电力

线进行曲线拟合。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中较完整地提取出电力线点，电力线点提取

正确率达９６．２％，并能够对电力线走廊进行三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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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遥感技术已应用

于电力巡线。传统的直升机巡线，大多搭载红外

线摄像仪、数码摄像机、照相机等设备，在飞行的

同时，对途经线路进行观察，获取线路走廊可见光

和红外影像，但这些技术的空间定位精度均不高，

很难精确判断线路走廊地物到线路的距离。而机

载ＬｉＤＡＲ测量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空间定位和

测量精度等问题，它可直接而快速地采集线路走

廊高精度三维激光点云数据，进而快速地获得高

精度三维线路走廊的地形、地貌、地物和线路设施

的空间信息［１］。

从激光雷达数据中可以完整提取电力线点，

并三维重建电力线走廊，提取的电力线矢量可以

计算树木点与电力线的距离，还可以建立安全缓

冲区，计算树木点进入缓冲区的数量，决定树木修

剪位置等。目前，激光雷达数据处理多集中于建

筑物提取和数据滤波方法研究［２４］，由于成本昂贵

等原因，目前将激光雷达技术运用于电力巡线的

并不多，从激光点云数据中自动提取电力线的相

关研究也较少［５７］。本文在分析归纳机载ＬｉＤＡＲ

数据中电力线点的主要特性后，提出了一种基于

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的电力线自动提取方法。该方

法能够自动提取电力线点，并对电力线点进行曲

线拟合，形成连续、完整的电力线走廊。

１　犔犻犇犃犚点云数据的电力线自动提

取方法

　　在进行电力线提取过程中，需要解决几个关

键问题：① 分析电力线在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中的

特性；② 根据这些特性，最大化地提取电力线走

廊中的电力线点；③ 分离多条电力线点，并进行

单条电力线的曲线拟合。

１．１　电力线在犔犻犇犃犚点云数据中的特性

电力线在激光点云数据中的主要特性有：

① 电力线点呈线状分布，通常贯穿整个数据区

域，具有较强的延伸性；② 两根相邻电线杆之间

的电力线在水平方向的投影呈直线，且相互平行，

同时，电力线点在局部小面积区域里的高程基本

相同；③ 电力线属于自然悬垂线，其数学模型符

合双曲余弦函数；④ ＬｉＤＡＲ数据具有多次回波

特性，电力线上方的区域一般无其他地物遮挡，电

力线信息主要集中在 ＬｉＤＡＲ数据的首次回波

中；⑤ 针对狭长范围内的电力线走廊数据，主要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地物类型为植被和电力线。

基于上述特性，本文提出了一套针对机载Ｌｉ

ＤＡＲ点云数据的电力线自动提取方法。具体技

术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的电力线提取技术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ｆｏｒ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ＬｉＤＡＲＤａｔａ

１．２　电力线点的提取方法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电力线点的提取与拟合。

针对一幅原始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首先需要将电

力线点分离出来。本文采用基于不规则三角网加

密（ＴＩＮｄ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滤波方法，分离出地面点

与非地面点。以粗放的尺度寻找地表点，并根据

这些地表点建立粗尺度的ＴＩＮ网格表面；然后逐

一判断其余的三维点与ＴＩＮ表面的垂直距离及

角度，当距离犱与角度α小于一定阈值时，将该点

纳入并重新生成新的 ＴＩＮ表面，否则将该点删

除。重复该过程，直至所有点判断完成［８］。在

ＴＩＮ滤波中，网格大小（边长犾）、新的三维点到

ＴＩＮ表面的垂直距离犱以及角度α等参数阈值

的设置直接影响生成ＤＥＭ 的精度。一般来说，

应保证每个网格中均有地面点，通常边长犾取实

验数据中最大树冠的边长。

对于提取后的非地面点，主要包括树木和电

力线以及少量电线杆点。根据电力线的特性④，

只需提取首次回波的激光点，即能滤除掉一部分

植被点，而保留全部电力线点。根据每个激光点

的回波次数属性，提取首次回波点后，仍存在一部

分植被点和电线杆点没有被去除。根据特性②，

电力线在小面积局部区域里的高程基本相等，而

树木点在局部区域里的高程一般具有起伏的特

点，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角度的滤波方法，其算法

原理如下：对于点狆（犻），在一个给定半径狉的圆形

区域中，如果该点与区域中任何其他点之间的倾

斜角度的最大值小于给定的阈值β，点狆（犻）被认为

是电力线点；反之，则是树木点。假设点狆（犻）和

狆（犻－１），则狆（犻）点相对于狆（犻－１）点的倾斜角度犛的

计算如式（１）所示：

犛犻＝
狕犻－狕犻－１

（狓犻－狓犻－１）
２
＋（狔犻－狔犻－１）槡

２
（１）

式中，（狓犻，狔犻，狕犻）、（狓犻－１，狔犻－１，狕犻－１）分别是点狆（犻）、

狆（犻－１）的三维坐标。设定一定参数，使用基于角度

的滤波方法对首次回波中的非地面点进行滤波

后，可使树木点和电线杆点得到最大化的去除，而

电力线点得到充分的保留。

１．３　电力线点的分离与归类

使用§１．２的方法可以提取出电力线点，但

同时还会残留一些树木点。为了对单条电力线进

行曲线拟合，需要把若干条电力线区分开来。利

用电力线的特性①和②，将§１．２中提取的电力

线点投影到犡犢平面，并对犡犢平面的点作二维

Ｈｏｕｇｈ变换，分离各条电力线点。具体方法为：

对于分离出来的电力线点及少量植被点数据，取

每个点的犡犢两个坐标值。由于电力线点在犡犢

平面上的投影基本是相互平行的，可以使用二维

Ｈｏｕｇｈ变换方法提取 犡犢 平面上的电力直线。

获得若干条电力线直线方程的参数（狆，θ）后，需判

断每个点从属的电力线。在二维犡犢平面上，计

算每个点到各条直线的垂直距离，如果该点到某

条直线的距离小于一定阈值，则认为该点为这条

电力线上的点。阈值一般取电力线间距的１／２。

采用此方法，那些不满足阈值条件的树木残余点

将被去除。每个电力线点归类后，即可对单条电

力线进行曲线拟合。

１．４　电力线曲线拟合

单条电力线悬垂线分段拟合前，需判断电线

杆点的位置。电线杆点的特点是：该点在犡犢小

范围区域里，高程是极大值。确定电线杆点位置

后，即可对两根电线杆之间的点进行曲线拟合。

根据电力线的特性③，电力线是自然悬链曲线，其

数学模型符合双曲余弦函数，曲线方程为：

狔＝犪＋犮ｃｏｓ犺
狓－犫（ ）犮

（２）

　　将两根电线杆之间的点投影到电力线方向和

狕轴所在的平面，用数值分析中曲线拟合及函数

逼近方法解算式（２）中最佳的参数犪、犫、犮，得到每

条电力线的最佳参数，则可三维重建每条电力线。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可行性，本文采用澳大

利亚空间信息合作研究中心ＣＲＣＳＩ６．０７项目组

６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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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的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进行实验。该数据为昆

士兰州 Ｍｕｒｇｏｎ至 Ｗｏｎｄａｉ地区大约１０ｋｍ的通

往农村的１０～１１０ｋＶ高压电力线走廊数据，采

集仪器是ＴｏｐｏＳｙｓＨａｒｒｉｅｒ５６激光雷达测量仪，

采集高度大概为５００ｍ，采集频率为２００ｋＨｚ，扫

描角为６０°，本数据单次激光脉冲最多记录４次回

波信号，点云密度为９点／ｍ２，同档电力线相隔距

离约为１ｍ。

截取的电力线走廊数据如插页Ⅰ彩图３所

示，其中包括６条电力线、２根电线杆。通过计

算，实验数据中总共有１５０６个电力线点。首先

利用基于ＴＩＮ加密的滤波方法，将地面点滤除。

考虑到每个粗放网格内均应有地面点，且电力线

正下方的低矮树木需要滤除，粗放网格的边长犾

取３０ｍ，角度α取５０°，新的三维点到ＴＩＮ表面的

垂直距离犱取１．５ｍ。滤波结果如图２所示。根

据每个点的回波次数属性，提取的地物点中的首

次回波信息如图３（ａ）所示。

图２　ＴＩＮ加密滤波后的结果

Ｆｉｇ．２　ＴＩＮＤ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

图３　地物点中回波信息分离

Ｆｉｇ．３　ＯｂｊｅｃｔＰｏｉｎｔ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ｔｕｒｎ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Ｖａｌｕｅｓ

由提取结果图２（ａ）可见，数据中的６条电力

线在局部小面积区域里的高程基本相等，而树木

点在小面积区域里的高程相差较大。图４是使用

基于角度滤波后的结果，滤波半径为５ｍ，角度为

２０°。由滤波结果可知，大部分植被点被去除，少

量残余植被点及电力线点被保留。

为分离各条电力线点，将角度滤波后的结果

投射到二维犡犢平面，如图５（ａ）所示，经 Ｈｏｕｇｈ

变换后，提取的６条电力直线如图５（ｂ）所示。计

算图４中每个点到６条电力线的距离，因各条电

力线间距大约为１ｍ，则距离阈值取０．５ｍ，将每

图４　对首次回波数据角度滤波的结果

Ｆｉｇ．４　Ａｎｇｌ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ＦｉｒｓｔＲｅｔｕｒｎＰｏｉｎｔｓ

个点归属到不同的电力线。６条电力线归类后，

一共有１４４９个电力线点得到保留，电力线点提

取的正确率为９６．２％。

图５　两次滤波后首次回波点在二维平面的表示

及 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直线（局部）

Ｆｉｇ．５　Ｐｏｉｎｔｓｉｎ犡犢ＰｌａｎｅＡｆｔｅｒＴｗｏ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Ｌｉｎ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Ｈ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对于归类后的单条电力线，需要找到数据中

唯一的电力线杆的顶点位置，若某点的高程值大

于其相邻的左右各１０个点的高程值，判断该点为

电线杆的顶点。以第一条电力线为例，将电力线

杆顶点（或边缘点）之间的电力线点投影到该电力

线直线方向与狕轴所形成的平面，如图６所示，黑

色框中的电力线点即为电线杆点或边缘点。对该

系列点在Ｏｒｉｇｉｎ８数学软件里利用非线性曲线拟

合工具分段进行垂链线拟合，第一条电力线分段

（以中间电线杆顶点为界，分为左边的短段电力线

和右边的长段电力线）拟合后的电力线如插页Ⅰ

彩图４所示，同时可得到曲线的３个最佳拟合参

数犪、犫、犮。６条电力线分段拟合参数见表１，表中

的Ａｄｊ．Ｒｓｑ为校正决定系数。最后根据最佳拟

合参数，将电力线进行三维重建，如图７所示。

图６　第一条电力线电线杆点与边缘点的判定

Ｆｉｇ．６　ＰｏｌｅａｎｄＥｄｇｅ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Ｌｉｎｅ

７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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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６条电力线曲线最佳拟合参数

Ｔａｂ．１　Ｂｅｓｔ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ｘ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ｓ

参数
电力线短段 电力线长段

犪 犫 犮 Ａｄｊ．Ｒｓｑ 犪 犫 犮 Ａｄｊ．Ｒｓｑ

电力线１ －４９３．５９ ３９３１１８．９１ ８０４．１２ ０．９９９１ －１３７４．７６ ３９３４３３．６０ １６７５．７６ ０．９９９４

电力线２ －６１４．２７ ３９３１１５．５７ ９２５．０９ ０．９９６２ －１５４４．８２ ３９３４３９．７２ １８４５．９７ ０．９８６８

电力线３ －４９５．５３ ３９３１１８．５５ ８０６．１８ ０．９９９７ －１３３０．７８ ３９３４２９．９１ １６３１．８４ ０．９８４０

电力线４ －６９９．８３ ３９３１１４．４２ １００９．３ ０．９９９２ －１５２３．４６ ３９３４１９．１２ １８２４．８５ ０．９９１１

电力线５ －７７１．９９ ３８３１１１．５４ １０８１．５１ ０．９９９７ －１５３９．３１ ３９３４１８．７２ １８４０．８０ ０．９９２４

电力线６ －７３０．２５ ３９３１１２．３４ １０３９．７８ ０．９９９２ －１５２４．２７ ３９３４１９．４９ １８２５．６４ ０．９９３１

图７　电力线走廊三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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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到，本文提出的方法只需

设定少量阈值，即能够较好地提取ＬｉＤＡＲ数据

中的电力线点，并较精确地三维重建出电力线

走廊。

需要说明的是，本算法在ＴＩＮ加密滤波过程

中，高度阈值犱和角度α的设置需完全滤除电力

线正下方区域的地面点和植被点。否则进行第二

次基于角度的滤波时，电力线下方的地面点和植

被点与其形成角度，电力线点有可能被滤除。并

且通过二维Ｈｏｕｇｈ变换分离各条电力线时，电力

线下方的地面点或植被点也有可能被误分进电力

线点，给曲线拟合带来误差。当然，如果实验区地

势平坦，也可以考虑使用高程阈值滤波方法滤除

地面点。

通过基于角度的滤波方法，目的是分离电力

线点与植被点，如果数据中有少量树木生长进电

力线的上层或下层，使用基于角度滤波方法时，树

木点与电力线点均被滤除，会造成电力线的局部

断裂，但电力线拟合采取回归分析方法，所以局部

的断裂对电力线的拟合精度影响不大。

通过二维 Ｈｏｕｇｈ变换检测直线的方法来分

离归类各条电力线点，对于电线杆左右两端呈一

定的角度的电力线也是适用的。

本文获取的数据是通往农村的１０～１１０ｋＶ

高压电力线点云数据，如果针对的是多层次的铁

塔高压线数据，仍然可以通过ＴＩＮ滤波或高程阈

值分割方法，提取高程值远大于下方植被点和地

面点的高压电力线点。然后利用本文提到的角度

滤波方法去除高压线铁架点，只是滤波半径应设

置成窗口中只包含单条电力线。最后将剩下的高

压线点投影到二维平面，检测电力铁塔之间的直

线段，利用本文的方法将各条电力线点分离归类，

最后进行拟合与三维重建。

３　结　语

随着激光雷达技术在电力巡线中应用的推

广，需要自动重建电力线矢量，本文的研究充分利

用了同档电力线在二维平面相互平行且近似直

线，电力线横贯图像，没有中断，属于自然悬垂线

等特性，提出了一套基于机载激光雷达数据的提

取电力线方法流程，通过实验证明能取得较好的

效果，对提取、三维重建其他类型的电力线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和重要的实际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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