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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激光强度信息分类激光扫描测高数据

刘经南１　张小红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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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三维机载激光扫描测高数据中不仅含有每个激光脚点的位置和高程信息，而且越来越多的系统同时

能提供激光脚点回波信号的强度信息。不同反射面介质对激光信号的反射特性不一样，用实测的数据对激光

回波信号的强度信息进行统计标定，并基于标定结果，实现了联合激光强度信息和高程信息进行分类的算法，

获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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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扫描测高技术在数字地面模型的快速获

取和三维城市模型的建立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已经

引起了测绘等行业的极大关注。激光扫描测高技

术获取的原始数据主要是离散的三维激光脚点的

平面位置和该点的高程。为了得到所需要的数字

产品，还需要对这些不规则的激光脚点数据进行

处理，包括数据滤波和分类等。激光脚点数据经

过滤波或过滤，只是分离出了地面点（ＤＴＭ）和地

物点，如果要提取地物，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

行地物点的分类（区分人工地物和自然地物），有

时地面点系列也要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如要进行

道路的提取。利用机载激光扫描测高数据自动提

取地面目标，如房屋或植被，其关键任务就是对该

数据进行分类。本文约定，如果对激光脚点的属

性识别，就是分类；如果对激光距离或强度图像的

处理，并以一定的方式标识出每一块的属性，就是

分割。

１　数据分类分割研究现状

机载激光扫描测高获取的激光脚点的分布并

不规则，在三维空间的分布形态呈现随机离散的

数据点“点云”（ｐｏｉｎｔｓｃｌｏｕｄ）。在这些点中，有些

点位于真实地形表面，有些点位于人工建筑物（房

屋、烟囱、塔、输电线等）或自然植被（树、灌木、草）

上。图１给出了数据分类的原理图。图１（ａ）表

示一个激光扫描剖面的激光脚点没有进行分类，

图１（ｂ）表示对该剖面的激光脚点进行分类后的

结果。

图１　激光扫描剖面分类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Ｐｒｏｆｉｌｅ

在理想情况下，机载激光扫描测高获得的脚

点数据集进行简单的阈值化处理就能进行分类分

割，借助统计直方图分析就能确定其阈值大小。

然而，在地形陡峭的地方，且有较高的植被以及植

被和房屋毗邻时，这种方法就不再适用。尽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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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有的２ＤＧＩＳ数据进行激光扫描数据分类分

割［１～３］比较可靠，但并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现成所

有地物的２ＤＧＩＳ数据，并且在现实中，屋顶边缘

要大于ＧＩＳ系统中的地基房屋边缘。还有人通

过结合使用阈值、形态滤波以及连同成分标记技

术进行房屋数据的分类分割［４］，但该方法在房屋

和植被（如树）毗邻时，进行分类有一定的困难。

融合分别独立获取的多光谱数据和激光扫描数据

进行数据分割和分类也有人进行过研究［５］，但该

方法由于两种数据源是分别独立获取的，在进行

匹配时有一定难度，也难以确定其边界。在不久

的将来，系统如果在获取激光脚点三维坐标的同

时，还能同时记录该处的多光谱数据，那么就能将

两种数据很好地匹配（利用硬件解决匹配问题）。

Ａｘｅｌｓｓｏｎ 是 基 于 ＭＤＬ（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准则实现对激光扫描测高数据的分类
［６］。

Ｅｌｂｅｒｉｎｋ等人
［７］首先将ＤＳＭ规格化（图２），基于规

格化的ＤＳＭ高程影像，采用非监督分类的方法，利

用高程纹理的各向异性分类高出地面的地物，如树

木、房屋等，因为房屋和树木两种地物，其高程纹理

的表现特征是不一样的。还有学者提出基于激光

脚点数据的高程值采用犓均值聚类法进行数据分

割［８］。通过犓均值聚类法进行数据分割后，机载

激光扫描数据能够分割成高层建筑物、地面点及其

他地物三大类，其中第三类是多种地物（较矮的建

筑物、高速公路以及树等）的集合。如果仅根据高

程信息，难以进一步准确分类，然而，这些地物在水

平方向具有不同的空间尺度，因此，基于空间尺度

分析就有可能对第三类进行进一步的分割。现有

的大部分方法都是基于激光脚点的高程数据进行

数据的分类和分割。

数据的滤波主要是区分地物点和地形点，经

过滤波后得到的地物点包括植被和建筑物等，表

现为一簇一簇的点群片，根据两者高程表现出的

不同纹理特性，能较容易区分植被和建筑物。本

图２　规格化ＤＳ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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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试图探讨利用激光回波信号的强度（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信息进行数据分类，目前国际上类似的研究还处

于初始阶段［９］。

２　利用激光回波信号强度信息进行

分类

２．１　反射系数与回波信号强度

地面介质表面的反射系数决定了激光回波能

量的多少，地面介质对激光的反射系数取决于激

光的波长、介质材料以及介质表面的明暗黑白程

度。反射介质的表面越亮，反射率就越高。实验

表明，沙土等介质自然表面的反射率一般为１０％

～２０％；植被表面的反射率一般为３０％～５０％；

冰雪表面的反射率一般为５０％～８０％（表１给出

了一些常见介质对激光的反射率）。由于反射率

取决于表面介质材料，不同地物具有不同的反射

介质表面，自然地物表面（如植被）对激光的反射

能力要强于人工地物（如沥青和混凝土）介质表面

对激光的反射能力，高反射率介质对应强激光回

波信号（ｉｎｔｅｎｓｅ），据此有可能开辟出利用激光回

波强度影像获取信息的新领域［１０］。黑色表面（黑

色沥青、黑色瓦片屋顶）对激光信号有吸收效应，

反射信号很弱。相反，对于光亮的表面，激光照射

到该表面会形成较强的漫反射。对于平静的湖面

或镜面，只有在扫描角为［－３°，＋３°］时，系统才

可能接收到激光回波信号。高反射率的介质表面

有光亮表面、草、树、水面（波纹）；低反射率的介质

表面一般为黑暗表面、沥青、炭、铁的氧化物、潮湿

表面、泥巴、平静水面等；对于同一种介质表面，影

响其反射率的因素有激光发射点到反射点间的距

离、反射方位、介质成分和密度等。对于机载激光

扫描测高系统来讲，物体表现的光谱特性接近于

激光波长范围时，该物体对激光具有强反射

性［１１］；反之，该物体对激光具有弱反射性。多数

图３　激光照射到不同介质表面形成的不同反射

Ｆｉｇ．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ｓｅｒＢｅａｍ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ｄ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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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代机载激光扫描测量系统都具有记录激光

回波信号反射率值的功能。

表１　不同介质对激光的反射率值
［１２］

Ｔａｂ．１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Ｌａｓｅｒ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ｄｉｕｍｓ

材质 反射率

白纸 接近于１００％

形状规则的木料 （干的松树） ９４％

雪 ８０～９０％

啤酒泡沫 ８８％

白石块 ８５％

石灰石，粘土 接近７５％

有印迹的新闻纸 ６９％

棉纸 ６０％

落叶树 典型值６０％

松类针类常青树 典型值３０％

碳酸盐类沙（干） ５７％

碳酸盐类沙（湿） ４１％

海岸沙滩，沙漠裸露地 典型值５０％

粗糙木料 ２５％

光滑混凝土 ２４％

带小卵石沥青 １７％

火山岩 ８％

黑色氯丁（二烯）橡胶 ５％

黑色橡皮轮胎 ２％

　注：表中给出了不同介质对波长为０．９μｍ的激光的反射率值。

２．２　不同介质激光回波信号强度的标定

目前，越来越多的机载激光扫描测高系统能

同时测定激光回波信号的强度信息，该强度信息

同激光信号作用的介质属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由

于激光回波信号的强度同多种因素有关，在融合

强度信息进行分类时，首先要进行强度信息标定

（所谓的标定就是确定同一航带相邻区域不同介

质表面对激光散射强度的量化指标）。表２给出

了几种典型地物的实际标定结果。需要说明的

是，这些值并不是一个定值，即使对于同一介质表

面，对于不同的激光扫描系统、不同的飞行高度及

不同的天气状况等具体条件，激光散射回波强度

系数也会有很大差异。而对于同一测区，飞行条

件比较接近，此时可近似地认为激光回波强度只

同表面介质有关，建立一组强度和介质的对应关

系，达到区分介质属性的目的。这正是在融合激

光回波强度信号进行数据分类分割前进行标定的

意义所在。

表２和图４给出了试验数据的实际标定结果，

图５给出了对应区域的真实像片。尽管激光回波

强度信息相对来说还比较模糊，但当相邻地物间介

质属性区别较明显时，通过分析激光回波强度信

息，能比较容易地区分出不同的地物，如道路和道

路两边的植被（树和草皮）、房屋和房屋周围的树

木、庄稼地和非庄稼地等。

表２　实际标定结果

Ｔａｂ．２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Ｌａｓｅｒ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激光回波强度 介质 可能的地物分类

５０～１５０ 沥青、混凝土 道路、桥梁、某些房屋

１５０～２５０ 泥土、沙石 裸露地或浅色房屋屋顶

２５０～３５０ 植被（稀疏）、金属
灌木丛、草地、农作物（长势

不好）、路上行驶的车辆

３５０～５００ 植被（稠密、健康）
草地、农作物（长势好）、路上

行驶的车辆

图４　激光回波强度标定结果

Ｆｉｇ．４　Ｌａｓｅｒ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ｍａｇｅ

图５　对应区域的真实像片

Ｆｉｇ．５　ＡｅｒｉａｌＰｈｏｔｏｏｆｔｈｅＳｃｅｎｅ

２．３　利用激光强度数据进行数据分类实例

三维机载激光扫描测高系统不仅能提供数据

点的高程信息，而且越来越多的系统能同时提供

激光回波信号的强度信息。激光脉冲打到相同的

物质表面时，其回波信号的强度较为接近。每种

物质对激光信号的发射特性是不一样的，根据这

一特性，能非常容易地区分树和房屋的边界，特别

是当树和房屋靠近时，用常规的基于高程变化的

数据很难将两者分开；相反，借助于激光强度信

息，对于同一高度的点，位于房顶和位于树上的点

所对应的强度信息是不一样的。基于这一原理，

笔者用实测的数据初步实现了利用激光强度信息

１９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３月

和高程信息进行滤波和分类的算法，并获得了较

为满意的结果（图６）。图６（ａ）为滤波和分类后用

真彩色显示的图像，图６（ｂ）为对应扫描区域的真

实照片。由于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关的设备和数

据，因此还不能对该算法进行进一步的评价和分

析，包括分类的准确度和精度指标等。

图６　利用强度信息滤波分类结果同真实场景的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ｓｅ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Ｓｃｅｎｅ

３　结　语

目前，能提供强度数据的激光扫描测高系统

还有限，即使是能够提供强度数据的激光扫描测

高系统，其强度数据一般也较为模糊；此外，激光

回波的强度不仅与反射介质的特性有关，还同激

光的入射角度、激光脉冲作用的距离等因素相关。

因此，目前单一依靠激光回波强度数据进行数据

的滤波和分类还具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将来的系

统能提供清晰的强度图像，并能给出标定指标体

系，经过统一改化后，彼此有一致的参照标准，那么

不仅能融合激光强度数据进行激光测高数据的分

类，还能基于激光强度图像进行地物的提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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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刘经南，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现

主要从事空间大地测量和地球动力学研究。代表成果：国家高精

度ＧＰＳ数据处理理论与方案；ＧＰＳ卫星定位处理综合软件；

ＷＡＤＧＰＳ数据处理，青藏高原地壳运动与形变的ＧＰＳ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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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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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基于遗传算法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研究　　　　　　刘艳芳，等

 基于Ｒｏｕｇｈ集的居民地属性知识约简与结构化选取 宋　鹰，等

 地图情感信息视觉传达设计 马晨燕，等

 区域大气质量环境质量灰关联评价方法探讨 姚焕玫，等

１∶５万地图数据库的计算机综合缩编 艾廷华，等

 区域电子地图工程设计模式研究 任　福，等

 基于加权网格简化的建筑物群渐进式典型化 郭庄胜，等

 土地利用信息图谱的研究及应用 万江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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