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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摄影测量原理出发，结合电力线测距的特点，分析了电力线的摄影几何，提出了相应的电力线位置

确定策略及满足电力线实时测距要求的基于物方匹配的计算方法，并对实时测量的技术难点进行了分析。模

拟实验和实际实验验证了此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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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线测距是快速准确地测定电力线距离下

方交跨物的距离，从而判断可能威胁到电力线路

的地形地物，及时消除危险，保证电力线的安全。

相对于传统的人工巡检方法，直升机巡检电力线

路具有高效、快捷、可靠、不受地域影响等优点，成

为电力线巡检技术发展的趋势。

对于直升机巡检，电力线实时测距过程是在

直升机飞行过程中，根据获取的 ＧＰＳ、陀螺仪以

及传感器数据，实时进行电力线与周围地物、地形

之间的距离测量。数字摄影测量技术在地形测绘

以及地图生产中的应用已经相对比较成熟［１，２］，

但是其处理效率仍然难以实现电力线的实时测

距，而且没有考虑电力线测距的特点。本文提出

了基于铅垂线约束和铅垂线轨迹法的电力线测距

方法［３，４］。首先，在影像上快速可靠地提取电力

线［５，６］；然后，在铅垂线约束下对电力线进行测

量；最后，利用铅垂线轨迹法从测量出来的电力线

点往下搜索电力线下的交跨物，从而达到电力线

实时测距的目的。

１　基本原理

１．１　电力线测距的基本原理

本文基于影像采用摄影测量方法进行电力线

测距。摄影测量的基本原理是基于物方（空间）

点、像点、相机中心３点共线的成像模型，根据两

张或两张以上影像上的同名点，进行交会得到空

间点三维坐标，最终实现三维空间的测量与认知。

在电力线巡检中，相机的位置和姿态信息，可以通

过较高精度的ＧＰＳ和姿态仪获取；电力线及其下

方交跨物的空间信息获取依赖于影像上同名特征

的获取，通过影像匹配方法解决。影像匹配是一

个病态问题，稳定可靠的影像匹配需要加入约束

条件。

基于摄影测量方法的电力线测距，在直升机

平台上架设相机、ＧＰＳ和姿态仪等设备，在飞机

沿电力线飞行的过程中，获取电力线及其下方地

物的影像，同时记录相机的位置和姿态。随后，对

获取的影像进行处理，确定电力线的位置和到下

方交跨物的距离。

１．２　电力导线测量的摄影几何

不同的飞行方案会产生不同的摄影几何。对

于电力导线测量，图１和图２分别为沿导线单航

带和沿导线多航带的摄影几何。其中，对于沿导

线单航带的摄影几何，导线在影像上的成像基本

与核线平行，很难实现导线点的对应，因此给导线

的测量带来很大的困难。而沿导线飞行多航带的

方案虽然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成本较高，计算

比较复杂。

１．３　铅垂线约束下的空间电力线位置确定

在沿导线单航带的影像上，导线的成像基本

与核线平行，以至于难以实现导线点对应。对于

此问题，本文提出利用电力线两端的杆塔信息，引

入电力线一定在两端杆塔所确定的铅垂面内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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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沿导线单航带

摄影几何

Ｆｉｇ．１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ｌｏｎｇＷｉｒｅ

ｗｉｔｈａ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ｒｉｐ

　　

图２　沿导线多航带

摄影几何

Ｆｉｇ．２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ｌｏｎｇＷｉｒｅ

ｗｉｔｈ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ｒｉｐｓ

束条件，可以很稳定地实现导线点的对应。具体

做法为：根据电力线两端的杆塔信息，确定电力线

的平面位置，对于导线上的每一个点的平面位置

（犡０，犢０），可以画出一条铅垂线，该铅垂线投影到

左、右影像上，和影像上提取的电力线的交点一定

是同名点。根据该同名点可以计算出该平面点对

应的电力线点的三维坐标，由此可以计算出电力

线点。计算足够多的电力线点，就可以确定电力

线的悬垂曲线。

利用Ｃａｎｎｙ算子进行影像上导线边缘的提

取，然后用跟踪、拟合等手段得到利用折线描述的

影像导线［６，７］。由于提取出来的导线是用折线描

述的，因此，对平面坐标为（犡０，犢０）的导线点高程

确定，首先要确定过（犡０，犢０）的铅垂线在影像上

的投影与导线折线的哪一段相交。设与铅垂线投

影相交的折线段的方程为：

犪狓＋犫狔＋犮＝０ （１）

任取一个高程犣０，则铅垂线的参数方程为（狀狓＝

狀狔＝０）：

犡＝犡０＋狀狓狋

犢 ＝犢０＋狀狔狋

犣 ＝犣０＋狀狕狋

（２）

　　设犘 是物方空间中交跨物位置，犝犔 为过

（犡０，犢０）的铅垂线，犝犔 在左、右影像上的投影分

别为犝′犔′和犝″犔″，犕 为空间中的电力线，其在

左、右影像上的投影分别为犿′和犿″。随着式（２）

中狋的不断变化，相应的物方点在铅垂线上不断

变化（见图３）。同时，物方点在左、右影像上的像

也分别沿犔′犔″、犝′犝″移动，当物方的点变化到电

力线上（图中的犡点）时，相应的像点也同时移动

到犔′犔″、犝′犝″与提取出来的电力线的交点上（图３

中的狓′及狓″点）。这时，与狋相应的（犡，犢，犣）就

是电力线点的坐标，而狓′与狓″就是电力线上的一

对同名点。

由于实际的电力线提取会有一定的误差，左、

图３　铅垂线约束下的电力线点位置估计原理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Ｐ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ｉｎｅ

右像片的像点并不会同时移动到犔′犔″、犝′犝″与提

取出来的电力线的交点上，故需要按一定的准则

去估计电力线点的最佳位置。

将式（２）代入共线方程，可以整理得到：

狓－狓０ ＝－犳
犕１＋犞１狋

犕３＋犞３狋

狔－狔０ ＝－犳
犕２＋犞２狋

犕３＋犞３狋
（３）

其中，犕１＝犪１（犡０－犡犛）＋犫１（犢０－犢犛）＋犮１（犣０－

犣犛）；犕２＝犪２（犡０－犡犛）＋犫２（犢０－犢犛）＋犮２（犣０－

犣犛）；犕３＝犪３（犡０－犡犛）＋犫３（犢０－犢犛）＋犮３（犣０－

犣犛）；犞犻＝犮犻狀狕（犻＝１，２，３）。

将式（３）代入式（１），整理得到关于狋的方程：

犿狋＝狀 （４）

式中，犿＝犪狓０犞３－犪犳犞１＋犫狔０犞３－犫犳犞２＋犮犞３；

狀＝－犪狓０犕３＋犪犳犕１－犫狔０犕３＋犫犳犕２－犮犕３。

在各影像上列出式（４），利用最小二乘法，并

取权矩阵为单位矩阵，则有狋的估计值为：

狋^＝∑
犿犻狀犻

∑犿
２
犻

（５）

　　利用式（５）和式（２）可以稳定地计算导线点的

高程，为交跨物的测量和最终的距离计算奠定了

基础。

１．４　基于铅垂线轨迹算法的交跨物位置确定

基于物方的影像匹配方法［８］，也被称为“地面

元影像匹配”，由待定点平面坐标（犡，犢）确定其高

程犣。因而基于物方的影像匹配也可以理解为高

程直接解求的影像匹配方法。铅垂线轨迹法是一

种典型的物方匹配方法，其原理可以参考文

献［８］。

实时测距要求快速地处理获取的影像数据，

以便及时发现危险地段，并给出提示。铅垂线轨

迹法从给定点进行搜索，发现目标即停止，针对性

强、处理数据少，因此，能够达到实时处理。

利用铅垂线轨迹方法进行导线测距的步骤

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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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① 选择导线上一点犘，设其平面坐标为（犡，

犢），计算其高程值犣狆。② 将点（犡狆，犢狆，犣狆）投影

到两幅影像上，进行匹配。计算影像位置（狓′犔，

狔′犔）以及（狓″犔，狔″犔）的相似性测度。③ 沿着铅垂线

以合适的间距Δ狕向下搜索，将物方点（犡犘，犢犘，

犣犘－Δ狕×狀）投影到两张影像上，重新计算其相似

性测度。④ 重复第３步直至搜索到较低点（犡狆，

犢狆，犣犔）为止。⑤ 分析在每一步中获得的相似性

测度，计算相似性测度的极大值，并找到极大值的

最大值以确定同名位置。同名位置即为交跨物所

在位置。⑥ 同名点位置所对应的搜索距离Δ狕×

狀，即为电力线距离下方交跨物的距离，由此距离

可以判断该处导线安全与否。

１．５　实时测距流程

在直升机飞行过程中，获取ＧＰＳ和姿态仪的

数据以及影像数据之后，实时处理，并对危险处进

行提示。数据处理的流程如下所示。

１）确定电力线的三维空间坐标。首先，从影

像上识别和提取电力线；然后，经过摄影测量处

理，根据提取的特征进行电力线三维坐标的测量，

即前面所述的基于铅垂线约束下的电力线位置

确定。

２）确定电力线下方交跨物的位置。在获取

导线的同时，利用铅垂线轨迹法搜索电力线下方

交跨物的位置，从而判断电力线距离交跨物的距

离，判断是否存在危险。在实际操作中，为了加快

处理的速度，一般从电力线开始向下搜索，在一定

的距离内没有发现交跨物则认为不存在危险，开

始搜索下一个位置。

３）当发现电力线距离交跨物的相对距离小

于一定界限时，给出提示。

２　实验与分析

模拟实验是在草坪上利用三角架拉一条电力

线，然后用普通的数码相机人工模拟直升机进行

沿导线飞行单航带。为了计算影像的方位元素，

布设了若干控制点，倾斜拍摄。首先，对全站仪进

行定位及定向；然后，对控制点及导线节点（电力

塔）进行了测量，在此测量基础上进行模拟航带的

平差计算，从而获取内外方位元素等参数。对获

取的序列影像按本文方法进行电力线测距，计算

结果如图４所示，图中的十字点连成的线为电力

线位置，下方十字点连成的折线为搜索的下方交

跨物。表１为采样点电力线和下文交跨物的高度

信息，从中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测距方法能够检

测出地表面和较为孤立的灌木等地物，从而验证

了其对危险探测的有效性。

图４　模拟实验测距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表１　与图４对应的数据／ｍ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Ｆｉｇ．４／ｍ

采样点 电线高 交跨物高 采样点 电线高 交跨物高

１ ０．９５２９５９ ０．２７８６６６ １０ ０．９１１０１４０．７８７４６１

２ ０．９４７７０５ ０．２５８３０８ １１ ０．９０８７１５０．５１２９１５

３ ０．９４２４５１ ０．２９１３９７ １２ ０．９０６４１７０．２５０１９０

４ ０．９３７１９７ ０．０８０９３２ １３ ０．９０４１８８０．１４１３４９

５ ０．９３０６１５ ０．０６９２３７ １４ ０．８９２６１００．１１３４１３

６ ０．９３１１３１ ０．０７８７７９ １５ ０．８８９３１８０．１２８９０７

７ ０．９２７２０９ ０．１２１７３２ １６ ０．８８７３６９０．１７０１６５

８ ０．９２３２８７ ０．７１０９１９ １７ ０．８８５４２１０．２８８３４６

９ ０．９１３９１３ ０．７８４３０１ １８ ０．８８１８７７０．３０４７７８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与电力部门合作，进行了机载

实验，实验所用的ＣＣＤ摄像机分辨率为１６００×

１２００，镜头焦距为１２ｍｍ，像素大小为４．４μｍ；

ＧＰＳ型号为ＴｒｉｍｂｌｅＡＧ３３２，单机精度０．６ｍ；姿

态仪精度，在航向、横滚、俯仰３个方向均小于

０．２°；飞行高度１００ｍ左右。在４个不同位置进

行了精度测试检验，误差均在１．５ｍ以内，满足２

ｍ的测距精度要求，结果如图５所示，其对应的数

据见表２。在地面物体灰度接近时会产生误匹配

导致报虚警，但这种情况出现较少。

图５　机载实际实验测距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方法能满足实时性的要

求，本文统计了该方法的运行时间。实验的操作

系统 环 境 是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Ｉｎｔｅｌ（Ｒ）ＣＰＵ

２．８０ＧＨｚ，５１２ ＭＢ内存，单核，在 ＶｉｓｕａｌＣ＋＋

６．０下编写代码实现。利用实际影像进行实验，经

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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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统计得到，匹配一点平均用时４．１３ｍｓ，在一幅

影像上提取电力线平均用时１２９．２３ｍｓ，处理一

个立体影像对平均用时４２３．４５ｍｓ。电力线探测

的时间稍大于交跨物匹配所用的时间，但是总体

的测距效率较高，可以满足实时测距的要求。

表２　与图５对应的数据／ｍ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Ｆｉｇ．５／ｍ

测试点 测量数据 实测数据

１ １５．３５ １６．３４

２ １５．３０ １６．２６

３ １５．２１ １６．２３

４ １５．２１ １６．２１

５ １５．３０ １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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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分析了电力线测距的基本原理，并结合

电力导线的特点，分析了电力线的摄影几何，提出

了基于铅垂面的导线点计算策略及根据铅垂线轨

迹法进行实时测距的计算方法。该方法解决了单

条带影像难以实现导线点对应的问题，又避免了

飞行多航带带来的成本和计算复杂度增加。最

后，通过模拟拍摄和实际航拍电力线数据实验验

证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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