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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机载三维成像仪的 DSM 数据自动提取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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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三维成像仪获取的 DSM 作为数据源 , 首先采用影像分割得到建筑物的平面轮廓线 , 再根据建筑

物一般具有规则平面形状的特点 ,对建筑物的平面边缘线进行规格化处理 ,最后求出建筑物的平均高度值 ,从

而得到建筑物的三维信息。试验表明 ,该方法是实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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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建筑物的三维信息可以广泛应用于城市

的规划设计 、城市微气候的研究 、城市空气污染控

制和环境保护 、通讯网络的布设 、城市光照研究 、

城市化进程的监测以及城市的现代化管理 ,它也

是虚拟城市的关键信息之一[ 1 ,2] 。目前建筑物的

动态变化速度很快 ,许多应用都要求快速提供城

市的三维信息。

在20世纪 80 年代 ,相应出现了利用单张大

比例尺航空像片进行边-角分析和阴影验证的自

动提取方法。20 世纪 90年代 ,随着摄影测量技

术的发展 ,利用立体像对计算地面三维信息来确

定搜索域成为建筑物自动提取的主流方法 ,而且

与边_角分析和阴影验证等方法融合[ 3～ 5] 。

近年来 ,由于机载激光扫描地形系统的推出

和应用 ,使城市 DSM 的快速获取成为可能 ,基于

城市 DSM 的建筑物提取方法开始出现[ 6 ～ 8] ,但

一般的方法要求机载激光扫描地形系统能获取高

密集的地面激光测距点的坐标 ,相应地对激光扫

描测距仪的重复频率的要求就越来越高 。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 ,随着 GPS 、激光扫描

测距技术的发展 ,以 GPS 、激光扫描测距 、惯性导

航系统(INS)为技术支持的机载激光扫描制图系

统进入重要的研究和发展阶段 ,利用它可以快速

获取 DSM[ 9 , 10] 。由于激光扫描测距仪的重复频

率有限 ,为了得到高密度的激光采样点 ,必须采用

合适的扫描方式 。经过试验研究和比较 ,发现采

用圆扫描方式可以得到比较密集的地面激光采样

点 ,平均 3 ～ 4m
2
就有 1 个激光点 ,比较适合城市

地区应用 。

1　基于 DSM 影像的建筑物分割

利用三维成像仪获取的城市 DSM 影像 ,属

于灰度图像 ,如图 1所示。从图上可以比较容易

地分辨出每栋建筑物的粗略形状和位置 ,它与周

围有明显的高差。但由于 DSM 是由稀疏激光采

样点进行二次内插加密而来的 , 故生成的 DSM

不符合建筑物的特点 ,只大致反映了建筑物的分

布形状和特点。为此 ,笔者对城市 DSM 影像研

究采用自动提取和规格化 。

自动提取建筑物的第一步就是必须提取出每

栋建筑物的大致形状和位置 ,从图像中提取目标

是图像分割的研究内容。目前 ,至少提出了上千

种类型的分割算法 ,可到现在还没有一种通用的

方法 ,也不存在一个判断分割是否成功的客观标

准
[ 11]
。图像分割是将图像中有建筑物的不同区

域分开 ,而且这些区域互不相交 ,每个区域都满足

特定区域的一致性[ 12] 。进行图像分割的技术主

要有利用区域间灰度不连续性的基于边界和利用

区域灰度相似性的基于区域两种方法。基于边界

的方法主要是边缘检测的算法;基于区域的方法

主要是阈值分割的算法。

阈值分割就是选用一个或多个阈值 ,根据每

个像元和阈值的比较将图像分为若干区域。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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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阈值 ,而选择阈值的方

法很多 ,有依赖像素的阈值选择 、依赖区域的阈值

选择 、依赖位置的阈值选择等[ 13] 。近年来又提出

的一些新方法 ,如用最大相关原则选择阈值 ,对图

像二维直方图作 Fisher 线性映射来决定阈值 ,模

糊C_分类最大熵原则选取阈值等 。

对于城市 DSM 影像 ,笔者结合迭代式阈值

选择和自适应阈值选择方法特点 ,设计了顾及图

像均方差的自适应迭代阈值分割算法 ,具体算法

如下 。

1)以当前像元为中心选取一定大小(如 50

像素×50像素)的子图像区域作为研究的对象 。

2)计算该子图像区域的灰度均值和均方根

值 ,均值有助于判断是否为地面像元点 ,均方根值

反映了图像点的变化幅度 。

3)对该区域进行迭代式阈值选择:

①利用该区域的灰度均值作为初始阈值;

②利用初始阈值把图像分成 R 1和 R2 两组;

③计算区域 R1 和 R 2 的灰度均值 t 1 , t 2;

④选取新的阈值 T , T =(t 1+t 2)/2;

⑤重复②～ ④,直到 t 1和 t 2 都不再变化。

4)根据阈值 T 、区域的灰度均值和均方根值

综合判断对该像元进行分割。

对整幅影像的每个像元按上面的步骤进行处

理 ,就可以得到分割的图像。对分割得到的图像

进行拉普拉斯算子卷积 ,就可以得到建筑物的边

缘线。一般分割的图像效果比较好 ,有个别像元

可能会和归属类别矛盾 ,但经过去噪声处理就可

以有效解决。利用阈值分割图像并经过拉普拉斯

运算后的边缘线是栅格结构的图像 ,只表示了每

栋建筑物的边界分布情况和位置 ,并没有把属于

同一栋建筑物的边界点连接起来。为了便于对建

筑物的边界进行处理和描述 ,需将每栋建筑物的

边界线按顺序跟踪出来。笔者采用了基于像素邻

域的边界跟踪算法。图 1 为北京亚运村地区的

DSM 影像 ,图像分辨率为 2m ,图 2为提取的边界

线和 DSM 叠加的效果 ,从图上可以看出 ,绝大部

分建筑物的边界线都被正确提取出来了 。

图 1　原始的 DSM 数据　　　　　　　　　　　图 2　提取的建筑物边界线和 DSM 的叠加

Fig.1　Raw DSM Data　　　　　　　　F ig.2　Contours of Buildings Coupled with DSM Image

2　建筑物边缘规格化处理

阈值分割和边界跟踪所得到的建筑物边界只

反映了建筑物的大致形状 ,并不符合建筑物平面

规则形状的特点 。为此 ,要对边界点进行自动规

格化处理 。

建筑物是经人工精心设计并建造的 ,其平面

形式几乎都是由规则多边形组成的 ,而且绝大部

分建筑物相邻的边缘具有直角相交的特点 ,即可

以由若干个矩形组合而得到建筑物的平面形状。

为此 ,笔者对城市建筑物进行了综合研究 ,把建筑

物的平面形状分为矩形 、T 形 、L 形 、U 形 、工字

形 、十字形 、回形等 8种常用的基本建筑物。在建

筑物的边缘规格化过程中均依上面的建筑物平面

形状和特点进行处理 。

2.1　建筑物边界的多边形逼近

经过边界跟踪得到建筑物的边界点由一系列

紧密相邻的坐标点构成 ,有一些点处于同一直线

上 ,而且经常由于噪声 、采样等影响而有许多较小

的不规则处 ,这些不规则处常对边界产生干扰 ,同

时边界点也很多 。为了方便规格化处理 ,并去除

冗余的边界点 ,可以用多边形对建筑物边界进行

逼近。多边形是一系列的封闭集合 ,它可以用来

逼近大多数曲线到任意的精度
[ 14]
。常用的多边

形逼近方法有 3种:①基于收缩的最小周长多边

形法;②基于聚合的最小均方根误差线段逼近法;

③基于分裂的最小均方根误差线段逼近法。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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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基于分裂的最小均方根误差线段逼近法进

行建筑物边界的逼近 ,重点是去除同一直线上的

多余点 ,具体算法如下。

　　1)根据建筑物的边界点找出位于最左上方

和最右下方的边界点 ,这两个点作为初始特征点;

2)对两个特征点之间的所有边界点求出到

当前这两个特征点连线的距离 ,并找到其中距离

最大的边界点;

3)该距离的最大值和预先设定的阈值比较

(处理中笔者取 1.5),如果大于阈值 ,则该边界点

也作为特征点 ,并更新特征点集 ,否则寻找下两个

特征边界点;

4)重复步骤 2)～ 步骤 3),直到没有距离超

过阈值的边界点为止 。

图3显示了多边形逼近建筑物边界点的情

况 ,图中的黑点是用多边形逼近的多边形的顶点。

图 3　分裂逼近多边形

Fig.3　Poly gon Approach by Split

　　多边形逼近的建筑物边界也只能表示出建筑

物的大致形状 ,笔者依据建筑物的特点进行了更

深层次的处理 ,即边缘规格化处理 。

2.2　边界点的分组和方位角的拟合

边缘规格化的前提是准确地将边界点进行分

组 ,大致位于同一边上的边界点应该分到同一组。

根据相邻边界点方位角大小的变化可以把边界点

分成若干组 ,再依据组内的边界点就可以求出该

边缘的最佳方位角。笔者采用了离散点(x1 ,

y 1), …(xn , , y n)拟合直线方程 y=ax +b 或 x =

ay+b 再求出方位角的算法。

2.3　求建筑物的主方向

为了保证建筑物的提取 ,必须确定该建筑物

的主方向 ,因为主方向决定了建筑物的主轴分布

情况。利用分组拟合的方位角 ,选择拟合残差最

小且线段长度较长的直线方向作为该建筑物的主

方向 。也可以根据该区域的大部分建筑物分布情

况人工给定一个主方向值 ,如正南方向 ,因为一个

地区的建筑物绝大多数是正南布置的。

2.4　重新确定各边界点组的方向

有了建筑物的主方向 ,就可以按照建筑物的

特点进行边缘的规格化处理。由于大部分人工建

筑物一般都是规则的多边形轮廓———建筑物相邻

两条边之间的夹角为 90°,因此 ,依据建筑物的主

方向和各边缘直线之间的夹角就可以将边缘直线

的方向按 90°的夹角关系重新确定出该边界边的

方向 A ,这样保证各边缘直线和主方向的夹角为

90°。如果建筑物为非矩形 ,这样两边的夹角就不

是 90°,经过边缘规格化的建筑物效果就比较差 ,

应用§2.6 检验方法 ,直接用逼近的多边形来代

替建筑物 ,如图 2中的 3个 S 形建筑物。

图 4　直线的法向参数方程和方向角

Fig.4　Normal Parameter Function and Direction

Angle of a Line

2.5　计算建筑物的规格化边缘线段

建筑物的边缘方向确定后 ,就可以依据该直

线的方位角给出沿该方向的系列直线的参数方

程:

xcosθ+y sinθ=p0 (1)

而 θ为直线的法向 ,它和方向角 A 的关系为:

(1)当 A >270°或 A <90°时 , θ=360°-A ;

(2)当 90°<A<180°时 , θ=180°-A;

(3)当 180°<A <270°时 , θ=540°-A 。

利用该直线方程很容易计算任一点(x 0 , y 0)

到直线的距离 D:

D =|x 0cosθ+y0sinθ-p0| (2)

　　为了保证规格化的边缘将所有的边界点都包

含在多边形内部 ,还必须根据边缘方向左侧的边

界点到直线的距离来确定该组边界点中最外部的

边界点 ,依据该组边界最外部的边界点(离边缘方

向距离最大的点)的坐标就可以确定出该边缘的

线段 ,如图 5所示。将建筑物相邻线段的交点一

一计算出来 ,就可以得到该规格化的建筑物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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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坐标。

图 5　确定建筑物规格化边缘

Fig.5　Regulating the Edge of a Building

2.6　规格化效果的评价

有些建筑物平面形状属于不规则结构 ,采用

边缘规格化效果比较差 ,因此 ,必须对边缘规格化

的效果进行检验 。经过比较 ,采用平面面积的比

值能比较准确地反映规格化后的建筑物和原先建

筑物的相似程度 。首先利用跟踪的建筑物边界点

计算出它的面积 ,再用经过边缘规格化处理得到

的边缘点计算规格化建筑物的面积;最后计算出

这两个面积的比值 。如果比值在允许的范围内 ,

则说明规格化处理的效果比较好 ,否则表明规格

化效果不理想 ,也就表明该建筑物不适宜用规格

化进行处理。对于不适合运用规格化处理的建筑

物一般是不太规则的建筑物 ,可以直接用逼近的

多边形来代替该建筑物。

　　计算建筑物的面积就是计算多边形的面积 ,

可以根据组成多边形的坐标点(X i , Y i)进行计

算 ,计算公式为:

S = 1
2 ∑

n

k =0
XkY k+1 -∑

n

k=0
Xk+1Y k (3)

　　以建筑物的区域内的某个像元点为中心 ,在

原先的 DSM 影像中搜索出满足一定条件像元点

的值(该像元的值和建筑物区域内所有像元点值

的平均值之差小于一个阈值 ,本文为 2m ,因为像

元的灰度值就代表高度值(图 6))作为建筑物的

高度 ,对该区域内的所有高度求平均 ,以该值作为

建筑物的高度值 ,这样建筑物的平面位置和高度

都已经完全确定 ,可以把该建筑物的实体三维信

息(平面坐标和高度值)按一定的格式输出。图 7

为建筑物边缘规格化处理得到的轮廓和 DSM 的

叠加效果 。

如果用高度数据来填充建筑物就可以得到城

市建筑物数字表面模型(Building DSM)。区域填

充的算法主要有多边形填充算法 、边填充算法 、种

子填充算法等 。多边形填充算法计算比较复杂 ,

判断类型多 ,但与设备无关。种子填充算法则要

求区域内有一个种子像素 ,应用不太方便 。笔者

采用边填充算法 ,并稍做改进 ,如图 6所示。首先

根据建筑物的拐点 ,确定出过该建筑物 Y 方向的

最小值且平行于 X 轴的直线作为边填充的参照

线。其基本思想是对建筑物的每一条边分别求出

它和参照线之间构成的三角形或梯形 ,然后沿 Y

方向顺序扫描填充该高度值 ,如果该像素值已经

为高度值 ,则重新取回 0;如果该像素值为 0 ,则赋

高度值 。对建筑物的每条边进行顺序处理 ,建筑

物就可以被正确地填上高度。无论如何复杂的建

筑物 ,采用该算法 ,都能取得满意的填充效果 。

　　图 8为建筑物填充后的效果图 ,深浅不同的

颜色代表了建筑物不同的高度 。经过边缘规格化

后生成的城市建筑物的 DSM 影像图 ,比较符合

建筑物的三维特点 ,其三维显示效果就比较逼真。

图 9就是对 1 718 像素×1 029像素大小的城市

DSM影像采用上述自动提取和边缘规格化得到

图 6　边填充算法示意图

Fig.6　Illustration of Side Filling A 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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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规格化后的边缘线和 DSM 的叠加　　　　　　　图 8　高度填充后的建筑物 DSM

Fig.7　Regulated Edges Coupled with DSM Image　　　　Fig.8　Building DSM Image by Height Filling

图 9　经过边缘提取和规格化得到的北京亚运村地区的建筑物三维鸟瞰显示图

F ig.9　Three Dimensional Display of Buildings Ex tracted in Yayun Village , Beijing

建筑物 DSM 的三维鸟瞰显示 。经粗略统计 ,建

筑物提取和规格化的有效率在 90%以上。

3　结　论

由于三维成像仪原始激光采样点的密度不是

很高 ,本文中的激光点密度为 3 ～ 4m2 有一个激

光点 ,经过内插的 DSM 的分辨率为 2m ,因此 ,建

筑物一般比较粗略 ,自动提取中难免有些建筑物

被合并处理(图 7 中有一些建筑物的形状逼近就

变形很多),有些建筑物和原来的形状差异也比较

大 ,而且由于目前激光采样点密度低 ,测距的精度

也不是很高 ,只能用高度平均来代替建筑物的高

度。因此 ,必须提高激光采样点的密度和测距精

度 ,从而精确反映出建筑物各种不同形状的屋顶。

而且将来随着三维成像仪的图像分辨率的提高 ,

就必须考虑获取的图像对建筑物提取的贡献 ,因

此 ,如何顾及影像信息来提取建筑物是下一步要

研究的课题。此外 ,边缘提取中如何适应不同城

市的建筑物分布特点 ,边缘规格化中如何处理不

规则的建筑物等 ,也需要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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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Extraction of Buildings from DSM Acquired by

Airborne Three_Dimensional Im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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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ree_dimensional info rmation of man_made buildings

is being used in many fields , therefore , the automat ic ex t raction of buildings is a research focus.

DSM(digital surface models)can be generated in quasi_real_time by airbo rne three_dimensional

imager.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building ext raction and edge regulation.First the DSM im-

age is segmented and w e can get the rough contour of buildings , and then the edges of buildings

are regulated because the shape of the buildings is usually regular.The height of building is also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DSM data.So , the three_dimensional information of building can be

g iven automatically.The method discussed in the paper is used in a test area , and the result is sat-

isfacto ry.

Key words:building ex traction;DSM;segmentation;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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