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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条件生成对抗网络的空气预热器内
红外补光监测视频图像清晰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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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火电厂空气预热器（空预器）内部的灰尘、烟雾、光照变化等因素导致监控视频画面不清
晰，影响监控效果。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条件生成对抗网络（cGAN）的恶劣工业环
境下红外补光监控视频图像清晰化方法。针对获取的红外补光图像样本数据进行预处理，
包括高斯滤波去噪以及图像拼接操作，得到低清晰度图像和高清晰度图像的合成图像，低
清晰图像作为待重建图像，高清晰图像作为重建图像的理想参考图像，采用建立的 cGAN
模型对低清晰图像进行重建，调节优化参数生成高清晰图像。试验采用空预器现场监控视
频作为训练集对网络模型进行离线训练，实现了空预器红外补光监控图像清晰化处理。本
文方法 cGAN 模型小、训练过程简单、计算效率高、图像清晰化处理效果好，适于相似复
杂工业环境下对监控视频图像的恢复和清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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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es of factors such as dust, smoke and light inside air preheater cause unclear monitoring video
images, which affects the monitoring effect.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for sharpening
infrared compensation image of monitoring video inside the air preheater based on condi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cGAN). In this method, the acquired infrared compensation images are preprocessed, including
Gaussian filter de-noising and image splicing, then the composite graphics of low resolution image and high
resolution image are obtained. The low resolution image serves as the one to be reconstructed and the high resolution
image as the ideal reference on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cGAN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reconstruct the low-resolution
images, and the optimized parameters are adjusted to generate the corresponding high-resolution images. Moreover,
two sets of on-site monitoring videos inside the air preheater are adopted in the experiments as the training sets for
offline training, and clear processing of infrared compensation images is realized. The method in this paper has
small model, simple training process, high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and good image clarity processing effect, which
is suitable for restoration and clarification of the monitoring image in similar complex engineering scenarios.
Key words: air preheater; monitoring video; image sharpening; infrared compensation; cGAN; image reconstruction
收 稿 日 期：2021-03-22
基 金 项 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8YFB1703000); 陕西省现代装备绿色制造协同创新中心项目(304-210891702)
Supported by： National Key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gram (2018YFB1703000);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haanxi Province for Green
Manufacturing of Modern Equipment (304-210891702)

第一作者简介：刘君(1982)，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站锅炉，793323814@qq.com。

第 10 期

刘

君 等 基于条件生成对抗网络的空气预热器内红外补光监测视频图像清晰化方法

131

目前，大型电站锅炉广泛采用回转式空气预热

空预器作业现场操作环境恶劣，工业监控视频

器（简称空预器）
，其现场作业性能对锅炉具有很大

图像镜头受污严重、需要经常清洗，基于 GAN 的

影响，轻则堵塞增大烟气阻力、增加电耗，重则限

复杂工业监控环境可以很好地提升图像的清晰度，

制锅炉出力，使得锅炉效率大幅下降。随着计算机

节约人力维护成本，也减少因维护设备停运造成的

技术和控制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线监测等技

损失，延长使用和维护的时间[16-17]。因此，本文提

术已逐步应用于空预器内部工业过程，对其工艺过

出一种基于条件生成对抗网络（conditional GAN，

程进行智能监控。但在实际的工业环境现场，空预器

cGAN）的图像超分辨率重建技术，实现空预器复杂

内部由于灰尘、烟雾、光照变化导致监控视频模糊、

工业现场的监控视频红外补光图像清晰化，在不提

光照不足、像素损失导致画面不清晰，影响监控效

高设备硬件成本和人力维护的前提下，提高了现场

果。经常需要对镜头进行清洁，维护工作量较大 。

红外图像的分辨率，具有方法简单、图像清晰、成

[1]

图像清晰化即图像超分辨率重建是计算机视
觉领域的一种重要图像处理方式，它能将输入的低
清晰度图像恢复为高清晰度的图像，在不提升硬
件成本的基础上改善图像效果。按照输入图像特

本低、延长使用和维护时间的特点。

1 图像预处理
1.1 红外补光成像原理

性对重建模型进行分类，主要包括插值处理图像重

工业相机采用光敏图像传感器，将外界的光信

建[2-6]和原图像重建[7]。插值处理图像重建需要先对

号转化为电信号。针对环境中照度不够而出现图像

输入图像插值处理进行放大，Dong 等人[8]提出采用

虚焦、昏暗、噪点等问题，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

SRCNN （ super-resolution convolution neural net-

对摄像机监控环境进行人为补光，而补光常采用可

work）插值预处理思想，在低分辨率图像与高分辨

见光和红外光。红外补光灯发射某固定波段的人眼

率图像之间建立映射关系，首次将深度学习思想用

不可查的红外光，然后感红外图像传感器接受周围

于解决图像超分辨率重建问题。在此基础上，Kim

景物反射的红外光产生视频信号，并将信号通过数

等人[9]提出了 VDSR（accurate image super-resolution

据线传输到摄像机的主控制电路，经过一定视频信

using very deep convolutional network）方法，通过引

号处理技术，最后将视频信号输出到显示设备上。

入深层卷积网络，同时扩大卷积感受野范围进行特

红外光的波长在 0.76~1 000 μm之间，是介于微

征学习，所建模型对不同倍数的超分辨率重建问题

波与可见光之间的电磁波，是比红光还要长的非可

处理效率良好。插值预处理的计算量呈数据量的平

见光[18-19]。相比可见光，红外光具有隐蔽性好、穿

方增加，并会造成图像平滑过度，丢失部分高频细

透能力强，长时间内光线无衰减等优点。此外，由

节信息。有学者提出深度神经网络对原图像直接重

于空预器都留有观察孔，供巡检人员通过外部手电

建思想，但当图像重建倍数过大时，重建图像视觉

补光的方式观察内部状态，本文为了避免内部可见

效果不佳。

光补光易导致巡检人员误判，如误认为着火，因此

GoodFellow 等 人 [10] 提 出 生 成 式 对 抗 网 络

选用了不可见光波段，同时为了更好地避免烟尘、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GAN）的思想用

水汽的影响，尽量选择了较长波段，选用红外增强

于对抗训练，可以产生人眼无法分辨的样本，并且

型的相机来提高其清晰度。

不断有学者针对 GAN 无约束、易产生无效样本的

1.2 红外补光图像预处理

情况进行改进。Ioffe 等人[11]提出 SRGAN 方法，同

在主动红外摄像技术辅助下，采用安装在空预
器恶劣工业环境的工业相机获取黑白图像画面，实
现非接触式检测，全封闭、零照度环境下监控。但
拍摄过程中会存在环境、设备、人为等其他不可避
免的因素干扰，红外补光图像噪声的幅值常近似服
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且噪声多分布于图像的每
个像素点上，具有统计独立性，因此需要进行适当
图像预处理以减少噪声干扰，提高图像质量。
高斯滤波器是一类根据高斯函数的形状来选

步训练生成器和判别器以提取高频信息，结果表明
在 4 倍重建下所生成图像依然逼真。Zhang 等人[12]
采用 GAN 生成的高分辨率图像清晰真实，有效提
高了图像分辨率。李方彪等[13]将 GAN 用于红外图
像生成，且 SRGAN 的重建效果十分逼真。为完成
图像超分辨率的目的，在 GAN 架构基础上引入深
度学习网络模块，且适度地增加网络层数能更好地
挖掘图像内部特征[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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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权值的线性平滑滤波器，对于抑制服从正态分布

可用于监督学习。且采集的低清晰度图像样本量多

的噪声非常有效。工程实践表明，高斯滤波是最有
用的滤波操作，高斯函数确定的核可在抗噪声干扰
和图像边缘检测精度定位之间提供较好的折中方

于高清晰度图像。
将 2 组视频按帧保存为图像，按照图像清晰化
cGAN 输入图像的格式，调整为拼接的合成图像，

案。因此本文选用二维零均值离散高斯函数作为平
滑滤波器。二维高斯函数为：

即低清晰度的图像与高清晰度的图像分别作为合
成图像的左半张与右半张。本文调节高斯分布参数


1
G ( x, y ) 
e
2
2π

x2  y 2
2 2

(1)

时，公式为：
 =0.3  ((k  1)  0.5  1)+0.8

(4)

式中：G(x,y)为分布概率，高斯分布参数决定了高

式中：高斯卷积核 k 等于 5，最终取值为 1.1。

斯函数的宽度，值越大则高斯滤波器的频带越宽，
平滑效果越好，通过调节该值可在图像过平滑与欠
平滑之间取得折衷。

2.3 基于 cGAN 的红外补光视频图像清晰化

2 空预器红外补光图像清晰化
2.1 cGAN
生成对抗网络 GAN 主要包括 2 个模型网络，
即生成器（generator，G）和判别器（discriminator,
D）
。G 的输入为随机的噪声序列 z，输出为伪生成
图；D 输入为伪生成图和真实图 x，输出为伪生成
图的判定结果，即真假概率值。G 和 D 互为对抗，
在竞争中共同进步，达到纳什均衡。但 GAN 模型
存在数据坍塌问题，导致产生的图像失去应用价
值。
条件生成对抗网络 cGAN 被提出以改善此问题。

采用 cGAN 进行超分辨率重建，生成器 G 对空
预器工业监控环境中的红外补光图像（低分辨率）
进行重建，得到高分辨率图像。判别器 D 进一步判
定输入图像是来自 G 还是真实图像。生成器 G 和
判别器 D 同时进行对抗并优化网络，使得生成的图
像尽可能接近真实图像。
损失函数用于调节网络层级间的权重，生成器
和判别器 2 个模块直接进行博弈，最终训练得到所
需 cGAN，损失函数选为交叉熵（cross entropy）函
数，优化目标函数为：

min max lcGAN ( D, G )  Ex  log 2 D( x|y )  
G

D

Ez log 2 1  D(G ( z|y ))  

(5)

两者的优化损失函数分别如式(2)和式(3)，以调节网

式中：D(·)为判别器，判定结果为图像是否真实的

络层级间的权重。
lGAN ( D, G )  Ex  log 2 D( x)  

2.2 空预器红外视频图像采集及预处理

概率。
cGAN 需要同时优化 2 个目标，包括优化判别
器 D 和优化生成器 G。优化判别器 D 时，固定生成
器 G，期望判别器 D 的鉴别能力达到最大，而 log
函数单调递增，因此指数最大即可。式(5)等号右侧
第一项直接最大化即可；而最大化第二项，相当于
最大化 1–D(G(z|y))（即 D(G(z|y))最小），说明 D 可
以判别输入图像来自生成模型 G。
优化生成器 G 时，
固定判别器 D，期望 G 最小，直接忽略式(5)等号右
侧第一项（未涉及 G）
，此时 D(G(z|y))最大，即生成
图像更真实。该优化过程可以归结为“极小极大博
弈”问题，最终使得判别器 D 的鉴别能力从 1 减少
至 0.5，达到纳什均衡。基于 cGAN 的红外补光监
控视频图像清晰化过程如图 1 所示。

在工业监控环境中，对红外补光的监控视频进
行采集，至少采集 2 组视频数据作为训练集。一组
为低清晰度视频图像，由于受到实际工业环境中的
灰尘、烟雾、光照变化影响，得到的监控视频模糊、
光照不足、像素损失，导致画面不清晰；另一组为
高清晰度图像，是清洗镜头之后采集的视频图像，

由图 1 可见，空预器低分辨率红外补光图像重
建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1）图像预处理 首先采集空预器工业监控环
境中红外补光的监控视频，进行图像预处理，包括
高斯滤波去噪以及图像拼接，得到低清晰度图像
（左）和高清晰度图像（右）的合成图像。

Ez log 2 1  D(G( z ))  

(2)

Ez  log2 1  D (G ( z|y ))  

(3)

lcGAN ( D, G )  Ex  log 2 D( x|y )  

式中：y 为标签。
由式(2)—式(3)可以看出，cGAN 的 G 和 D 均
为条件概率公式表达，2 个模块的输入都引入了约
束条件 y，且可以选择为不同的辅助信息，如类型
标签或者其他的数据类型。此外，cGAN 也可视为
不同类别的生成器集合，通过更改标签，可以得到
所需目标种类的生成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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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作为测试集。调用 vgg16 模块进行迭代后，损失
值基本不变，且模型能够重建出清晰度较高的监控
图像，得到清晰化前后对比结果如图 2 所示。

a) 监控点 1 原图

c) 监控点 2 原图

图 1 基于 cGAN 的红外补光监控视频图像清晰化过程
Fig.1 The process for sharpening infrared compensation
image for monitoring video based on cGAN network

b) 监控点 1 清晰化结果

d) 监控点 2 清晰化结果

图 2 cGAN 清晰化前后空预器图像
Fig.2 Images of the air preheater before and after being
sharpened by cGAN

2）模型训练 输入 1 张合成图像，左边图像

由图 2 可见，本文所提超分辨率重建方法，通
过对低清晰度的空预器工业监控图像进行恢复和

（低分辨率）输入生成器 G 生成伪高清晰度图像，

清晰化处理，得到重建的高清晰度图像，有效克服

与右边真实的高清晰度图像进行比较，得到的误差
传入生成器 G 和判别器 D 以调整其各自网络层级
之间的权重。迭代训练至损失值不再下降即可终止

了空预器内部粉尘、高温热气流、转子转动对图像
的影响。在不提高设备硬件成本和人力维护的前提
下，提高了空预器工业监控视频的图像分辨率，能

训练，此时，生成器 G 模块生成图像更近似于高分
辨率图像，且判别器 D 被训练能够区分图像的真伪。

够根据已有的低清晰度图像获得更有辨识度、细节

3）模型测试 测试图像按照步骤 1）进行预处
理，将待处理的低清晰度图像输入训练好的图像清
晰化 cGAN，网络自动调用最后一次保存的模型，
得到相对应的高清晰度图像。
4）检查测试效果 考虑到有参考图像，进一步
采用主观评价方法的绝对评价（即对比参考图像与
生成图像的好坏）。若模型能够根据测试图像生成
高清晰度的图像，则模型训练较好，可以满足实际
应用要求；若测试效果不佳，则重新开始步骤 1）
，
增加训练样本，重新进行训练。
本文训练集采集了火力发电厂锅炉空预器内部
3 个月的视频录像。空预器在热态运行时是封闭的，
需要采用红外补光的方式进行可见光视频采集，由
于内部存在高粉尘、热气流（400 ℃左右）
、转子转
动与振动等情况导致图像昏暗、模糊、多噪点等现
象[20]。将视频进行帧提取保存，本文实验所采用视频
时长 25 675 s，帧率为 20 帧/s，视频总帧数为 51 350。
采用了 50 000 张工业现场监控图像作为训练集，其

更丰富的高清晰图像，用于辅助提高监控的效果。
本文方法适于相似复杂工业环境中的监控图
像清晰化处理，如轧辊监控图像清晰化处理等。通
过相关试验测试，其图像恢复及清晰化结果进一步
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3结 论
1）提出了一种基于 cGAN 的空预器工业现场
红外补光监控视频图像清晰化方法。通过不断的对
抗学习，本文方法所训练网络能够根据输入的低清
晰度的空预器工业监控红外补光图像进行超分辨
率重建，生成高清晰度的工业监控图像。
2）分别将 2 组空预器热态运行内部视频作为
训练集对网络进行离线训练，得到的重建图像清晰
化模型更贴切工业场景，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3）本文采用真实的工业监控环境图像，训练过
程简单，模型小，效果好，且计算效率高。故本文
方法可推广至相似复杂工业环境下对监控图像的
恢复和清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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