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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实现输电线走廊的有效监管，采用了一种基于机载激光雷达（ＬｉＤＡＲ）点云的电力线提取和重建的方法。
首先利用点云的回波信息滤除大部分地物点，保留电力线的全部信息，然后基于格网高差和高程阈值剔除大部分非电力

线点云，实现电力线的初提取。针对初步提取出的电力线点云，通过Ｈｏｕｇｈ变换分离出单根输电线点。为提高电力线点
的提取精度，对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的结果进行了改进，利用局部极值点检测的方法确定杆塔的位置，最后通过带有限制条
件的多项式模型对每档电力线进行分段拟合，实现电力线模型的３维重建。结果表明，利用该算法提取出了４２４个电力
线点，总的提取精度达到８７．６０３％，拟合出的电力线模型效果较好。该算法可以自动、精确地实现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中电
力线的提取和重建，对输电线走廊巡检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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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保障输电线路的安全，需要准确探测输电线与

走廊地物之间的距离，确保输电线安全距离内无其它

地物干扰。机载激光雷达（ｌａｓｅｒｒａｄａｒ，ＬｉＤＡＲ）技术能
够快速获取线路走廊的数据，利用采集的点云数据进

行电力线的提取和建模对电力巡检具有重要意义。巡

检人员可通过构建的电力线模型对线路中存在的安全

隐患进行及时分析，以确定砍伐范围，清除走廊障碍，

避免危害的发生。

目前，电力线的提取和重建方面，许多学者做出一

些成果，并提出了各种电力线提取方法［１５］。ＭＥＬＺＥＲ
和ＢＲＩＥＳＥ［６］首先对电力线点云数据进行预处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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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过迭代的Ｈｏｕｇｈ变换实现电力线的提取，但是该
方法预处理过程较为复杂，且容易将靠近植被的电力

线点错分为非电力线点，也没有实现电力线走廊整体

线路的重建。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７］将点云数据分成若干
只包含一根电力线点的椭圆体块，通过计算每个小块

的特征值提取电力线点集，然后利用点的聚集方法拟

合出同一导线上的点，最后迭代求解出悬链线方程的

参量，实现电力线的３维重建。该方法较为新颖，但提
取电力线点时产生较多噪声且提取的电力线不连续。

针对电力线重建时存在的欠重建和过重建问题，ＪＷＡ
和ＳＯＨＮ应用多层次跨度分析来纠正不完全重建的电
力线模型［８］，该方法在电力线点提取时存在欠提取的

现象，拟合出的电力线模型连续性不佳，且计算复杂。

在国内，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各自的算法［９１７］。但基于

激光雷达点云进行电力线提取的研究，普遍存在数据

预处理复杂、计算强度大、难以实现自动化的缺陷。另

外，目前的算法多适用于高密度点云的提取和重建，对

于点云密度不高的电力线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以上问题，提出一种电力线提取和重建方法。

该方法首先利用格网高差和高程阈值初步提取电力线

点，然后利用Ｈｏｕｇｈ变换在２维平面分离出单根电力
线，在检测出每根电力线的杆塔位置后，利用带有限制

条件的平差方程拟合出电力线的最佳参量，最后利用

最佳参量实现电力线的３维重建。本文中利用真实电
力线走廊的点云数据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并对电力

线的提取和拟合效果进行了精度评价。

１　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电力线提取

基于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的电力线提取和重建主要
包括三部分，首先对原始 ＬｉＤＡＲ点云进行预处理，然
后从预处理后的点云中提取出电力线点，即分离出电

力线点和非电力线点，包括基于格网高差和高程阈值

的电力线初提取和 Ｈｏｕｇｈ变换单根电力线的分离；最
后基于提取的杆塔，利用二次多项式模型对每档导线

进行分段拟合得到重建后的电力线模型。具体流程如

图１所示。
１．１　数据预处理

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获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高度
值与地面目标相差较大的粗差点。为避免粗差点对于

后序处理带来影响，在电力线提取之前需要剔除粗差

点。粗差点一般可通过高度阈值的设定进行去除。利

用机载 ＬｉＤＡＲ技术获取的点云数据中包括地面、树
木、房屋等地物点，这些点会对电力线的提取带来很大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的干扰，因此电力线提取需要去除这些地物点。Ｌｉ
ＤＡＲ点云数据可以记录多次回波信息，电力线点明显
高于其它地物且上方无遮挡地物，因此电力线点全部

集中在点云的首次回波中。通过对点云提取首次回波

信息可以滤除一部分地物点，并且保留全部电力线点。

１．２　电力线提取
１．２．１　基于格网高差和高程阈值的电力线初提取　
本文中利用格网高差和高程阈值进行电力线的初步提

取，该方法首先对离散的点云构建规则格网，格网大小

的设置要考虑电力线间的距离，原则是应尽量保证每

个格网内至少包含一个点。格网高差ｈ为每个格网内
点云的最大高程 Ｈｍａｘ和最小高程 Ｈｍｉｎ之差的绝对值，
详见下式：

ｈ＝ Ｈｍａｘ－Ｈｍｉｎ （１）
　　设Ｐｉ为预处理后点云中的任意一点，利用基于格
网高差的方法对预处理后的点进行判断，若Ｐｉ满足限
定条件，则该点属于电力线点，否则为非电力线点。条

件判断式详见下式：

Ｐｉ∈φ（Ｐ），（ｈｔｈ ＜ｈ＜（Ｈｍａｘ＋Ｈｍｉｎ）／２）

Ｐｉφ（Ｐ），（ｏｔｈｅｒｓ
{

）
（２）

φ（Ｐ）＝｛Ｐ１，Ｐ２，…，Ｐｎ｝ （３）
式中，φ（Ｐ）为初步提取的电力线点的集合，ｈｔｈ为格网
高差阈值。通过设置恰当的格网大小和格网高差阈值

可以实现电力线点的初步提取。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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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Ｈｏｕｇｈ变换单根电力线分离　为实现电力线
的有效拟合，需要将初提取结果中的电力线点进行单

根分离，即判断每个点的归属。由于电力线具有很强

的延展性，相邻电力线之间互相平行，可将提取的电力

线点投影到ｘＯｙ平面内。在 ｘＯｙ平面内对初提取
的电力线点利用Ｈｏｕｇｈ变换可分离出单根电力线点。
Ｈｏｕｇｈ变换通过检测参量空间的峰值来确定原始空间
的直线，下式为Ｈｏｕｇｈ变换空间的直线方程：

ｐ＝ｘｃｏｓθ＋ｙｓｉｎθ （４）
式中，（θ，ｐ）为Ｈｏｕｇｈ参量空间中的峰值点，对应于直
角坐标中所求的直线。

获得若干条电力线直线方程的参量（θ，ｐ）后，需
要判断每个点所归属的电力线。在２维平面上，计算
每个点到提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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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条电力线上提取的点数会对拟合精度造成影

响，一般电力线上点的个数越多，拟合精度越高。利用

Ｈｏｕｇｈ变换分离单根电力线点时，不可避免会剔除正
确的电力线点。为了提高电力线模型的重建精度，本

文中对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的结果进行了优化，最大限度
地保留正确的电力线点。优化算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利用 Ｈｏｕｇｈ变换分离出的各条电力线点，通过最
小二乘平差理论在ｘＯｙ坐标空间中拟合出各条电力
直线ｙ＝ｋｘ＋ｇ的最佳参量（ｋ，ｇ）；（２）根据拟合直线
的最佳参量对初提取的电力线点的归属进行判断。计

算初步提取的各个电力线点到各电力直线的距离，根

据距离阈值对初提取点的归属进行再次判断，若小于

阈值则将其归为该条电力线；（３）将 Ｈｏｕｇｈ变换剔除
的正确电力线点重新加入到电力线中，对电力线点进

行补充。

１．３　杆塔约束的电力线拟合
由于分离后的单根电力线在同一垂直面内，因此

无需在３维空间对电力线点进行重建，可通过坐标转
换的方法使电力线点的 ｘ值或 ｙ值相等，然后只需在
ｘＯｚ或ｙＯｚ平面内对分离出的电力线点进行拟合
即可。这里通过坐标转换使电力线点的 ｙ值相同，坐
标转换公式见下式：

ｘ′
ｙ′







ｚ′
＝
ｃｏｓθ ０ －ｓｉｎθ
０ １ ０
ｓｉｎθ ０ ｃｏｓ







θ

ｘ
ｙ







ｚ

（５）

式中，（ｘ，ｙ，ｚ）为转换前的电力线点坐标，（ｘ′，ｙ′，
ｚ′）为转换后的电力线点坐标。

该过程本质上是对分离后的电力线点绕 ｚ轴做一
次坐标旋转，转换后 ｚ值不变，ｙ坐标变为相等的数
值，得到关于ｘ和 ｚ的２维散点图。为提高单根电力
线的拟合精度，本文中提出以杆塔点作为约束条件，即

拟合的电力线必须经过杆塔点。下文分别论述杆塔点

的提取方法和附有限制性条件的电力线拟合。

１．３．１　杆塔点提取　两相邻导线悬挂点间的线路部
分称为一档，电力线拟合之前需要检测每档线路的悬

挂点，即杆塔的位置。在每档电力线路中杆塔的位置

最高，这里通过求局部极值点得到杆塔的坐标

点［１８１９］。为便于局部极值点的计算，对所有的电力线

点进行排序，然后进行极值点的求取。坐标转换后在

ｘＯｚ空间对所有电力线点按ｘ值进行升序排列，然后
求局部最大值点即可得到杆塔的位置。

１．３．２　附有限制条件的电力线拟合　每根电力线在
ｘＯｚ平面内是抛物线，一般可使用多项式方程来表
示，见下式：

ｙ＝ａｘ２＋ｂｘ＋ｃ （６）
　　在两个杆塔之间进行电力线的拟合，杆塔点即为
每档电力线的端点。为了使各档电力线拟合成连贯的

电力曲线，前一档电力线的终点和后一档电力线的起

点需要重合，即保证为同一点，则拟合出的电力线必须

通过杆塔点。这里采用带有限制条件的最小二乘法对

排序后的电力线点进行拟合，计算出每条电力线的最

佳拟合参量（ａ，ｂ，ｃ），则可以实现每条电力线的３维重
建。带有限制条件的间接平差法的基础方程如下式所

示：

Ｖｎ１ ＝Ｂｎｎ^ｘｎ１－ｌｎ１
Ｃｓｕ^ｘｎ１＋Ｗｓ１′＝０ｓ

{
１

（７）

式中，Ｂｎｎ为参量改正数系数矩阵，Ｃｓｕ为参量限制条件
方程的系数矩阵，Ｗｓ１′为限制条件方程的常数项，ｌｎ１为
观测值。通过求解可得基础方程的解，^ｘｎ１即为拟合曲
线的参量矩阵（ａ，ｂ，ｃ），见下式：
ｘ^ｎ１ ＝（ＮＢＢ

－１－ＮＢＢ
－１Ｃｓｕ

ＴＮＣＣ
－１ＣｓｕＮＢＢ

－１）Ｗｎ１－
ＮＢＢ

－１Ｃｓｕ
ＴＮＣＣ

－１Ｗｓ１′ （８）
式中，ＮＢＢ ＝Ｂｎｎ

ＴＰｎｎＢｎｎ，ＮＣＣ ＝ＣｓｕＮＢＢ
－１Ｃｓｕ

Ｔ，Ｗｎ１ ＝
Ｂｎｎ

ＴＰｎｎｌｎ１，Ｐｎｎ为观测值的权值。利用求得的模型参量
解算出新的电力线点坐标，并在 ｘＯｚ空间绘制出电
力曲线，即可得到电力线拟合模型。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
为验证提取算法的有效性，本文中采用 ±８００ｋＶ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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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特高压输电线走廊的机载 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进行
实验分析。实验中的激光点云数据包含 ４次回波信
息，数据格式为ＬＡＳ。实验截取的点云数据如图２ａ所
示，点云个数为 １６７５０３０，其中包含一组电力线，共 ３
根，２个杆塔，数据范围内的地物类型主要有电力线、
植被、河流和山地，点云密度为６．８１２／ｍ２。将实验点
云数据投影到ｘＯｙ平面，并对其进行高程赋色，结果
见图２ｂ。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ａ—±８００ｋＶｄｉｒｅｃ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　ｂ—ｅｌ
ｅ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ｏｒｍａｐｏｆ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

２．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数据中存在若干粗差点如图３ａ所示，利用高

程阈值将粗差点剔除，这里高程阈值 Ｈ满足０＜Ｈ＜
２６３００，粗差剔除后结果如图３ｂ所示，提取首次回波后
的结果见图３ｃ。预处理后利用格网高差和高程阈值
将大部分非电力线点滤除，具体参量设置见表１。点
云初步提取结果如图３ｄ所示，可见利用格网高差和高
程可以有效地剔除大部分地物点，实现电力线点的初

步提取。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
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　ｂ—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ａｆｔｅｒｄｅｌｅｔ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ｐｏｉｎｔｓ　ｃ—

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ｃｈ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ｒｉ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ｇｒｉｄｓｉｚｅａ／ｍ ｇｒｉ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Ｚ／ｍ
ａ＝２ １１＜ｈ＜（Ｈｍａｘ＋Ｈｍｉｎ）／２ Ｚ＞３７８０，Ｚ＞（Ｈｍａｘ＋Ｈｍｉｎ）／２

　　将提取的电力线点投影到 ｘＯｙ平面，并对其进
行Ｈｏｕｇｈ变换分离出各条电力线点。初步提取的电
力线点投影到 ｘＯｙ平面结果如图４ａ所示。利用提
取的电力线点可拟合出ｘＯｙ坐标平面内电力直线的
最佳参量（ｋ，ｇ），３根电力直线的参量见表２。

Ｆｉｇ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ｉｎｐｌａｎｅｏｆｘＯｙ
ａ—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ｐｏｉｎｔｓｂｙＨ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
ｔｅｄ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ｐｏｉｎｔｓｂ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ｃ—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ｂｅｓｔ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ｏｆｘＯｙ

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 ｋ ｇ

１ ２．７２４ ２１３．５７７

２ ２．７５４ ２３３．３３６

３ ２．７８１ ２５３．０６４

　　利用表２中每条直线的最佳拟合参量，通过本文
中提出的改进算法对 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的电力线点进
行优化，增加电力线上点的个数，改进算法中电力线点

提取结果如图４ｂ所示。可见，改进算法可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Ｈｏｕｇｈ变换删除的电力线点，改善电力线点的
提取效果。各条电力线间距离为１ｍ，则改进算法中点
到直线的距离阈值取０．５ｍ。利用改进算法提取的电
力线点拟合出的电力直线结果如图４ｃ所示。

为重建电力线模型，需要确定每档线路的起止杆

塔的位置，本文中利用局部高程最大值法来确定。对

改进算法归类后的单条电力线点按 ｘ值进行升序排
列，然后沿电力线方向依次对每个点选取其相邻的前

后各２０个点，若某点的高程值最大，则可确定该点为
电力线的杆塔点。实验数据中共包含３条电力线，两
个杆塔，由于第１个杆塔位于实验数据的边缘，因此每
条电力线可以拟合出两段电力曲线，包括前段的长电

力线和后段的短电力线，共可拟合出６段电力线。将
杆塔点和提取的电力线点带入带有限制条件的平差方

程，求得每档电力曲线的最佳拟合参量（ａ，ｂ，ｃ），电力
线分段拟合参量见表３。

根据表３中的最佳拟合参量将每段电力线进行３
维重建，以第３条电力线为例，根据检测出的起始杆塔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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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ｂｅｓｔ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ｓ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ｎｅ

ｌｏｎｇ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
ｏｆ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ｒｔ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
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 ｂ ｃ ａ ｂ ｃ

１ ５．０９７×１０－４ ０．１１３ －７４．９６６ ２．０８５×１０－４ －０．２７７－４０．１６９

２ ４．８７７×１０－４ ０．０９９ －７４．６４１ ５．０７８×１０－４ －０．３６６－３３．６１５

３ ５．０１５×１０－４ ０．１１２ －７４．７５５ ２．８６６×１０－４ －０．３０４－３７．４５９

点和中间杆塔点可拟合出两段电力线，电力线的拟合

结果如图５所示。图５ａ为前段长电力线，图５ｂ为后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ｓ
ａ—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ｂａｃｋ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

段短电力线，整条线的拟合结果为图５ｃ。３条电力线
的最终拟合结果如图６所示。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ｓ

２．３　精度评价
采用提取精度和拟合效果对本文中算法的精度进

行评价。电力线的提取精度为正确提取的电力线点数

和总电力线点数的比值；拟合效果通过拟合模型的高

程值和电力线点的真实高程值的误差均值进行评价。

实验数据中共有３根电力线，４８４个电力线点，利用该
算法提取出了 ４２４个激光点，点云总的提取率达到
８７．６０３％。电力线点的提取精度详见表４。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ｐｏｉｎｔｓ

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 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ｎｏｔｅｓ

１

２

３

ｌｏｎｇ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４２ １７８ ７９．７７５％

ｓｈｏｒｔ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８ １８ １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１６０ １９６ ８１．６３３％

ｌｏｎｇ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９０ ９８ ９１．８３７％

ｓｈｏｒｔ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 ７ ８５．７１４％

ｔｏｔａｌ ９６ １０５ ９１．４２９％

ｌｏｎｇ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５３ １６０ ９５．６２５％

ｓｈｏｒｔ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５ ２３ ６５．２１７％

ｔｏｔａｌ １６８ １８３ ９１．８０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ｐｏｗｅｒ

ｌｉｎｅｐｏｉｎｔｓ

＝４２４／４８４

＝８７．６０３％

　　从表４的统计结果可知，２号电力线和３号电力
线总的提取精度较高，分别为９１．４２９％和９１．８０３％，
几乎可以将电力线上的点全部提取出来。１号电力线
后段短电力线上的点也可以全部提取出来，前段长电

力线由于设置的阈值的影响，部分电力线点被滤除。

总体上来说，本文中提出的提取算法可以很好地提取

出电力线上的点云，同时可以分离出单根电力线点，并

可满足电力线的拟合要求，实现了电力线的自动高效

地提取和重建。电力线模型的拟合精度可通过拟合平

面ｘＯｚ内的误差均值进行评价。误差均值 ｚｍｅａｎ的公
式如下式所示：

ｚｍｅａｎ ＝
１
ｎ∑

ｎ

ｉ＝１
（ｚｉ－ｚ′） （９）

式中，ｚｉ为电力线点高程，ｚ′为由拟合模型求得的高程
值。６段电力线的拟合模型和误差均值见表５，表中 ｚ
表示点云的高程。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ｍｅａｎ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ｐｏｗｅｒｃｕｒｖｅｓ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ｎｅ

ｌｏｎｇ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ｒｔ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ｍｅａｎｅｒｒｏｒ／ｍ 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ｍｅａｎｅｒｒ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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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３卷　第４期 吴建军　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中电力线的提取和重建研究 　

３　结　论

针对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中电力线的特点，本文
中提出了基于格网高差和高程阈值的电力线提取算

法，优化了 Ｈｏｕｇｈ变换分离单根电力线的方法，并对
电力线的拟合方法进行了改进，最后利用带有限制条

件的多项式方程实现了电力线的重建。本文中算法仅

需要设置几个简单的阈值即可实现电力线的提取，避

免了大量计算和操作，提高了效率。为验证算法的有

效性，利用真实数据对算法进行了实验分析和精度评

价，电力线的提取精度可满足重建要求，单根电力线的

拟合效果也较好，证明了该算法对电力线点云提取的

有效性，电力线的重建达到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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