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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输电线防振锤的视觉检
测方法，
属于数字图像识别领域，
目的在于克服
现有检测方法的问题，
扩大输电线巡检与维护机
器人自主检测金具的种类，
并提高检测的自动化
程度与准确性。
本发明用于机器人自主识别输电
线路上的防振锤金具。
检测顺序如下：
(1 )图像的
获取步骤；
( 2 )图像的预处理步骤；
( 3 )图像的特
征提取步骤；
(4)输电线金具检测步骤。
本发明将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引入到输电线防振锤金具的
检测，
利用输电线巡检与维护机器人采集的图像
信息，
使机器人自主的从线路环境中识别出防振
锤金具。
为机器人进行输电线路金具的自主检测
提供了一种智能化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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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输电线防振锤的视觉检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图像的获取；
在电力机器人上安装相机设备，
固定相机设备的图像采集角度和相机
参数，
获取输电线图像；
(2)图像的预处理；
对输电线图像进行处理，
得到包含输电线的感兴趣区域；
(3)图像特征提取；
在感兴趣区域中，
提取图像的梯度直方图特征，
获取梯度直方图特
征向量h；
(4)输电线金具检测；
对于图像特征向量h，
分别与事先建立的防振锤金具标准库HDamper
与输电线标准库HWire进行比较，
计算出图像特征向量h与防振锤金具、输电线库的相关度，
根据相关度的大小来实现防振锤金具的检测；
所述输电线金具检测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建立输电线路的标准线路图库与防振锤图库，
每个图库中各有m张标准图像；
分别提取标准线路图像的图像梯度直方图特征hi ,i＝1，
2…m，
与标准防振锤图像的图
像梯度直方图特征hj ,j＝1，
2…m，
以上图像梯度直方图特征分别构成输电线标准库HWire与
防振锤金具标准库HDamper ；
计算待检测图像的图像梯度直方图特征h，
并依此计算h与HWire 、
HDamper库内每个元素的
相关度系数ci (i＝1，
2…m)与cj (j＝1，
2…m)；
计算得到h与每个库的相关度

与

采用以下判别式完成防振锤检测：
当cWire≤cDamper时 ,则检测结果为防振锤；
当cDamper≤
cWire时 ,则检测结果为正常线路。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防振锤的视觉检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图像的
预处理包括以下步骤：
(2 .1)通过灰度化处理将彩色的输电线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
(2 .2)采用高斯滤波对灰度图像进行滤波，
并通过直方图均衡化调节图像的对比度；
(2 .3)采用Canny算子在初步裁剪后的图像中检测输电线的边缘位置，
并以边缘位置为
基准去除其他区域，
得到边缘图像；
(2 .4)采用霍夫变换的方法，
对边缘图像中的直线进行提取，
通过分析导线的位置与方
向特征，
对于提取出的直线进行筛选，
获取导线边缘的位置信息；
(2 .5)以获取的导线边缘作为基准，
在指定位置区域截取指定尺寸的矩形作为感兴趣
区域。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输电线防振锤的视觉检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对边缘
图像中的直线进行提取的方法为：
按照以下条件筛选两根直线作为输电线边缘：

其中 ，
输电线边缘直线L 1 与L 2 在图像坐标系uv中的表达分别为ucosβ1 +vsinβ1 ＝ρ1 与
ucosβ2+vsinβ2＝ρ2 ；

为线路边缘直线方向，
考虑到机器人携带的相机与线路间

的相对位置关系，
满足如下条件βlow≤β≤βhigh ，
βlow ，
βhigh分别是线路边缘方向角阈值；
[Δu，
Δv]T为从输电线边缘直线L1上一点到直线L2上一点的矢量；
wd为线路宽度所对应的像素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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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为设定的阈值。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防振锤的视觉检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提取图
像的梯度直方图特征的过程为：
将图像划分为若干相连区域cell，
计算cell中每个像素点
的梯度强度及方向，
对各个像素点进行直方图计算，
将具有相同梯度方向的像素点的梯度
强度作为梯度直方；
将相连的若干个cell作为一个区域block，
连接block内所有cell的直
方图并归一化处理，
形成一个表示block内图像梯度信息的归一化数组；
最后将整个图像的
所有block的数组联合，
即是图像的梯度直方图特征向量。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输电线防振锤的视觉检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计算
cell中每个像素点的梯度方向通过下式计算：

其中f为像素点的灰度； 与

为水平与垂直方向的梯度强度；
θ为梯度方向。

6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输电线防振锤的视觉检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计算
cell中每个像素点的梯度强度通过下式计算：

其中 ，

f为像素点的灰度； 与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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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输电线防振锤的视觉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数字图像识别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图像的输电线防振锤金具检测
方法，
用于输电线巡检与维护机器人对防振锤金具进行自主检测。
背景技术
[0002] 截止2011年底，
仅我国220kV及以上输电回路长度已经超过48万千米，
其中包含大
幅度增长的500kV及以上交直流电压等级的跨区、跨省、省内骨干电网。输电网络需要定期
巡视维护，
目前，
这项工作主要由通过人工方式进行。
由输电线路工人通过望远镜在地面对
线路进行观察，
必要时工人还要登塔走线以实现对线路的近距离检测，
当发现输电线路故
障时，
输电线路工人会采用滑车、
走线、
骑线等方式接近作业目标点，
完成维护作业[中国科
学院学部 .关于建立超大规模输配电和电网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议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09 ,
24(5):493 ,541 .]。
[0003] 然而在目前的巡检与维护过程中暴露出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
工作劳动强度大，
危险性高；
人工检测的准确率较低；
维护成本高；
维护检测质量难以控制。
[0004]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输电线路巡检与维护机器人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提出代替人
工完成相应工作，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机器人的应用从早期的视觉线路检测，
逐步发展到完
成线路警示球安装、线路除冰、
防振锤螺钉紧固等维护任务[佃松宜 ,翁桃 ,廖云杰等 .巡线
机器人的研究综述及面向智能电网技术的一些探讨 .四川电 力技术 ,2009 ,32(z1) :4751 .]。而在巡检作业过程中，
机器人需要对防振锤等金具进行检测，
使机器人进行合理的越
障动作。
[0005] 目前，
对于输电线路防振锤金具的检测，
主要采用提取防振锤上圆形特征的视觉
方法，
[谭磊 ,王耀南 ,沈春生等 .输电线路除冰机器人障碍视觉检测识别算法 .仪器仪表学
报 ,2011 ,32(11):2564-2571 .]。但是这种方法受其他复杂金具环境、背景光照等因素的影
响较大。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现有检测方法的问题，
提高防振锤检测的自动化程度与准确性，
本发明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输电线防振锤的视觉检测方法。
[0007]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输电线防振锤的视觉检测方
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图像的获取；
在电力机器人上安装相机设备，
固定相机设备的图像采集角度和
相机参数，
获取输电线图像；
[0009]
(2)图像的预处理；
对输电线图像进行处理，
得到包含输电线的感兴趣区域；
[0010]
(3)图像特征提取；
在感兴趣区域中，
提取图像的梯度直方图特征，
获取梯度直方
图特征向量h；
[0011]
(4)输电线金具检测；
对于图像特征向量h，
分别与事先建立的防振锤金具标准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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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amper与输电线标准库HWire进行比较，
计算出图像特征向量h与防振锤金具、输电线库的相
关度，
根据相关度的大小来实现防振锤金具的检测。
[0012] 所述图像的预处理包括以下步骤：
[0013]
(2 .1)通过灰度化处理将彩色的输电线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
[0014]
(2 .2)采用高斯滤波对灰度图像进行滤波，
并通过直方图均衡化调节图像的对比
度；
[0015]
(2 .3)采用Canny算子在初步裁剪后的图像中检测输电线的边缘位置，
并以边缘位
置为基准去除其他区域，
得到边缘图像；
[0016]
(2 .4)采用霍夫变换的方法，
对边缘图像中的直线进行提取，
通过分析导线的位置
与方向特征，
对于提取出的直线进行筛选，
获取导线边缘的位置信息；
[0017]
(2 .5)以获取的导线边缘作为基准，
在指定位置区域截取指定尺寸的矩形作为感
兴趣区域。
[0018] 所述对边缘图像中的直线进行提取的方法为：
按照以下条件筛选两根直线作为输
电线边缘：
[0019]
[0020]

其中，
输电线边缘直线L1 与L2在图像坐标系uv中的表达分别为ucosβ1+vsinβ1＝ρ1

与ucosβ2+vsinβ2＝ρ2 ；

为线路边缘直线方向，
考虑到机器人携带的相机与线路

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满足如下条件βlow≤β≤βhigh ，
βlow ，
βhigh分别是线路边缘方向角阈值；
[Δ
T
u，
Δv] 为从输电线边缘直线L1上一点到直线L2上一点的矢量；
wd为线路宽度所对应的像素
个数，为设定的阈值。
[0021] 所述提取图像的梯度直方图特征的过程为：
将图像划分为若干相连区域cell，
计
算cell中每个像素点的梯度强度及方向，
对各个像素点进行直方图计算，
将具有相同梯度
方向的像素点的梯度强度作为梯度直方；
将相连的若干个cell作为一个区域block，
连接
block内所有cell的直方图并归一化处理，
形成一个表示block内图像梯度信息的归一化数
组；
最后将整个图像的所有block的数组联合，
即是图像的梯度直方图特征向量。
[0022] 所述计算cell中每个像素点的梯度方向通过下式计算：
[0023]
[0024]

其中f为像素点的灰度； 与

为水平与垂直方向的梯度强度；
θ为梯度方向。

[0025]

所述计算cell中每个像素点的梯度强度通过下式计算：

[0026]

[0027]

其中 ，

f为像素点的灰度； 与

度。
[0028]

所述输电线金具检测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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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建立输电线路的标准线路图库与防振锤图库，
每个图库中各有m张标准图像；
[0030] 分别提取标准线路图像的图像梯度直方图特征hi ,i＝1，
2…m，
与标准防振锤图像
的图像梯度直方图特征h j ,j＝1，
2…m，
以上图像梯度直方图特征分别构成输电线标准库
Wire
Damper
H 与防振锤金具标准库H
；
[0031] 计算待检测图像的图像梯度直方图特征h，
并依此计算h与HWire 、
HDamper库内每个元
素的相关度系数ci (i＝1，
2…m)与cj (j＝1，
2…m)；
[0032]

计算得到h与每个库的相关度

与

采用以下判别式完成防振锤检测：
当c Wire ≤c Damper 时 ,则检测结果为防振锤；
当
cDamper≤cWire时 ,则检测结果为正常线路。
[0034]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
[0035] 1 .本发明提供的输电线防振锤的视觉检测，
改变了采用人工进行输电线路缺陷检
测的方式，
克服了人工长期检测容易疲劳误判的缺陷，
实现了输电线路防振锤检测的自动
化。
[0036] 2 .本发明利用通过线路边缘检测，
准确的提取出图像中的感兴趣区域，
去除了多
余区域，
有利于提高运算速度；
输电线路梯度直方图特征用于区分正常线路与防振锤金具，
防振锤检测识别准确率高，
并且检测方法针对光照等干扰因素有较强的鲁邦性。
[0037] 3 .本发明已在输电线机器人上进行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
采用本发明的机器人系
统可以准确完成输电线路防振锤的检测，
并利用该检测结果记录线路信息、指导机器人行
为。
[0033]

附图说明
[0038]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示意图；
[0039] 图2是机器人采集输电线图像的示意图；
[0040] 图3是机器人采集的待处理的输电线图像；
[0041] 图4是经过直方图均衡化的输电线路灰度图；
[0042] 图5是经过高斯滤波的灰度图像；
[0043] 图6是采用Canny算子得到的边缘图像；
[0044] 图7是采用霍夫变换得到的输电线边缘直线；
[0045] 图8是一个cell的图像梯度直方图；
[0046] 图9是一个block的图像梯度直方图；
[0047] 图10是一幅图像中感兴趣区域的图像梯度直方图；
[0048] 图11是输电线路图像的感兴趣区域及梯度直方图特征；
[0049] 图12是防振锤图像的感兴趣区域及梯度直方图特征。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51] 本发明以检测出的输电线路边缘作为基准，
获取输电线路感兴趣区域，
并提取该
Wire
区域中的图像梯度直方图作为图像特征h，
结合建立的输电线标准库H 与防振锤金具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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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库HDamper ，
计算当前的图像特征h与每个库的相关度。通过判别相关度，
完成防振锤金具的
检测。该方法可以有效的对输电线防振锤进行识别，
提高了检测的自动化程度，
如图1所示，
具体流程如下：
[0052]
(1)图像获取步骤
[0053] 在输电线维护机器人上安装相机设备，
固定该设备的图像采集角度、焦距等参数，
获取尺寸大小稳定的线路图像。
图2是机器人采集图像的示意图。
图3是采集的输电线图像。
[0054]
(2)图像预处理步骤
[0055]
(2 .1)首先通过灰度化处理将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
并通过直方图均衡化调
节图像的对比度。当机器人安装在线路上时，
机器人与线路有稳定的相对位置关系。当设定
相机云台姿态与相机视角一定，
线路位于图像中部区域。
图4是经过直方图均衡化的输电线
路灰度图。
[0056]
(2 .2)为了去除图像中的噪声，
同时弱化边缘细节对边缘检测的影响，
采用高斯滤
波的方式对(2 .1)获取的图像进行滤波。
图5所示是经过高斯滤波的图像。
[0057]
(2 .3)采用Canny算子对(2 .2)获取的图像进行边缘检测。
图6所示是提取出的图像
边缘。
[0058]
(2 .4)对于边缘图像，
采用霍夫变换的方法，
分别对图像中的直线进行提取。对于
获取的图像中的所有的直线，
设其中任意两根直线的表达为：
ucosβ1+vsinβ1＝ρ1与ucosβ2+
vsinβ2＝ρ2。挑选满足如下条件两根直线，
其作为输电线路边缘。
[0059]
[0060]

其中，

为线路边缘直线方向，
考虑到机器人携带的相机与线路间的相

对位置关系，
满足如下条件βlow≤β≤βhigh ，
βlow ，
βhigh分别是线路边缘方向角阈值；
[Δu，
Δv]T
为从输电线边缘直线L1上一点到直线L2上一点的矢量；
wd为线路宽度所对应的像素个数，
为设定的阈值。
图7所示是提取出的输电线路边缘。
[0061]
(2 .5)在获取线路边缘的基础上，
截取指定宽度Width与指定高度Height的矩形区
域作为感兴趣区域，
矩形的左上角点(0，
Vleft-t)，
Vleft为线路左侧边缘横坐标，
t为设定值。
[0062]
(3)图像特征提取步骤
[0063] 提 取图 像 梯 度直 方图 作为图 像 特 征 ，
计 算 感 兴 趣区 域中 每 个 像 素 点的 梯 度
获取相应的梯度方向

与梯度强度

[0064]

在此基础上，
将图像划分为若干相连区域cell，
每个cell取8×8像素，
对同一cell
的各个像素点进行直方图计算，
将具有相同梯度方向的像素点的梯度强度作为梯度直方。
图8所示是一个cell中图像梯度直方图。
[0065] 而后将相连的若干个cell作为一个区域block，
这里每个block取3×3cell，
连接
块内所有cell的直方图并归一化处理，
形成一个表示块内图像梯度信息的归一化数组，
图9
所示是一个block中图像梯度直方图。最后将整个图像的所有block的图像梯度直方图联
合，
即是图像的梯度直方图特征。
图10所示是一幅图像感兴趣区域的图像梯度直方图。
[0066]
(4)防振锤金具检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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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建立输电线路的标准线路图库与防振锤图库。每个图库中各有m张标准图像。分别
提取标准线路图像的图像梯度直方图特征hi (i＝1，
2…m)与标准防振锤图像的图像梯度直
方图特征hj (j＝1，
2…m)。
以上图像特征分别构成输电线梯度直方图标准库HWire与防振锤金
具梯度直方图标准库HDamper。采用皮尔逊方法，
分别计算待检测图像的梯度直方图特征h与
Wire
Damper
H 、
H
中每个元素hi (i＝1，
2…m)、
hj (j＝1，
2…m)的相关度系数ci (i＝1，
2…m)、
cj (j＝

1，
2…m)。计算得到图像与每类库的相关度系数

与

对以上相关度系数进行如下判定，
完成防振锤检测。
Wire
Damper
[0068] 当c
≤c
,则检测结果为防振锤。
Damper
Wire
[0069] 当c
≤c ,则检测结果为正常线路。
[0070] 图11、
图12分别为检测出的线路与防振锤的原始图像、
感兴趣区域和图像梯度直
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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