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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分辨率方向预测的犔犐犇犃犚点云滤波方法

万幼川１　徐景中１　赖旭东１　张圣望１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为了快速提取ＬＩＤＡＲ点云中的地面点，生成高精度的ＤＴＭ，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分辨率方向预测的

ＬＩＤＡＲ点云滤波方法。该方法首先构建多种分辨率数据集，然后基于方向预测法以分辨率由低到高的顺序

逐层进行数据集的平滑处理，最后以最高分辨率数据集的平滑结果为基准标记原始ＬＩＤＡＲ点云。本方法通

过分析反距离权重插值模型的不足，利用改进的模型进行裸露地面点的插值，得到高精度的ＤＴＭ。实验表

明，本文方法能有效地滤除地物，并保持原有的地形特征，算法效率高，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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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ＤＡＲ系统是集激光扫描仪、ＧＰＳ以及惯性

导航系统（ＩＮＳ）于一体的新型系统，通过传感器向

地面目标发射激光脉冲，获取激光脉冲的飞行时

间，结合ＧＰＳ和ＩＮＳ测得的传感器位置和姿态信

息来获取地面目标的平面位置以及高程等信息。

因其三维信息采集的高效性，ＬＩＤＡＲ技术引起了

学者的普遍关注。近几年，ＬＩＤＡＲ更是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在硬件和集成方面的问题已经基本得

到很好的解决［１］，如利用ＬＩＤＡＲ技术进行城市

建模和规划、地形分析、海岸线的监测和保护、森

林储备和覆盖管理等。由于具有传统的摄影测量

所无可替代的优越性，ＬＩＤＡＲ已经给包括测绘领

域在内的许多领域带来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

ＤＴＭ一直在地形分析、洪水预测与模拟等

应用中充当重要的角色，但高精度的ＤＴＭ 的生

成一直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耗时的工作，ＤＴＭ 获

取的传统方式是通过立体像对的匹配来进行的，

周期长，代价大，难以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ＬＩ

ＤＡＲ技术的出现有效地克服了这些不足。但由

于ＬＩＤＡＲ获取的激光脚点数据在空间上的分布

很不规则，呈现为随机的离散点云 ，而且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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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生成

ＤＴＭ的首要任务就是有效地识别地面点，通常

称之为点云的滤波处理。

从离散的ＬＩＤＡＲ点云中提取地面点需要寻

找点与点之间的隐性关系，构建有效的滤波算法。

目前，ＬＩＤＡＲ点云滤波的实用软件较少，公开报

道的只有芬兰开发的ＴｅｒｒａＳｏｌｉｄ软件包，而该软

件是基于Ｂｅｎｔｌｅｙ公司的 ＭｉｃｒｏＳｔａｔｉｏｎ平台运行

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ＬＩＤＡＲ数据的进一

步应用。

关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的滤波算法，已经有

不少的文献进行过相关的研究。概括来讲，主要

包含基于数学形态学的滤波算法、基于坡度的滤

波法以及移动曲面拟合法等几种［２８］，但通过分析

可以发现，几乎每种方法都存在自身的缺陷。基

于数学形态学的滤波算法通过腐蚀和膨胀操作来

实现点云的滤波，该滤波方法需要构建尺寸合适

的结构算子，否则容易将地形特征滤除；基于坡度

的滤波算法利用坡度限差来区分地面点与地物

点，这只能适合地形相对平坦的区域，否则容易出

现滤波误差；移动曲面拟合的滤波算法首先选择

地面种子点，然后根据种子点拟合出曲面，并不断

扩大至整个测区，但种子点选择的好坏直接影响

拟合的结果；有些滤波算法需要假设考虑局部地

形水平为前提条件，利用简单的高差限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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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ＤＡＲ点云的滤波，容易滤除真实的地形信息；

部分滤波算法只针对某些特定的地形背景进行，

如森林覆盖区域、城区区域等；还有的算法，滤波

过程需要加入许多人工交互，操作复杂且费时。

因此，设计一种简单、实用的滤波算法仍然是必要

的。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分辨率方向预测的

ＬＩＤＡＲ点云滤波算法。考虑到算法的一般性，本

文的滤波算法只针对ＬＩＤＡＲ点云的首次回波的

三维坐标信息进行。

１　多分辨率方向预测的滤波算法

１．１　方向预测原理

ＬＩＤＡＲ激光脚点虽然在空间上分布为离散

点云，但位于不同地物的点云会表现出不同的高

程差异。如当激光扫描到建筑物上时，激光脚点

的高程会明显高于地面上脚点的高程。当激光扫

描到枝叶繁茂的树木上时，激光脚点间的高程也

会出现局部不连续的情况。因此，可以借助邻近

激光脚点间的高程突变来区分地面点与非地面

点。激光脚点的高程突变通常采用线性预测的方

法进行，假设原始ＬＩＤＡＲ点云属于集合犛，地面

点集合犛犜 可以表示为：

犛犜 ＝ ｛狆犻∈犛狘狆犼∈犛∶犺狆犻 －犺狆犼 ≤

Δｍａｘ（犱（狆犻，狆犼））｝ （１）

即在某一给定的距离范围内，若点狆犻与其他任意

一点狆犼之间的高差均在该距离条件下的最大高

差限差范围之内，则该点为地面点。

有时，高程突变有可能是由地形本身造成的，

此时，单就高程突变信息进行滤波容易产生错误。

为了有效区分房屋引起的突变和自然地形引起的

突变，需要考虑高程突变方向的信息，如陡坎或沟

渠只会引起某个方向的高程突变；而房屋所引起

的高程突变在四个方向都存在，如图１（ａ）和１（ｂ）

所示。因此，可以借助方向预测法来进行滤波。

图１　陡坎与房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ｃａｒｐ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定义１　方向预测法：对于某一距离范围，若

当前点狆犻与所有方向预测值的差值均大于该距

离条件下的最大高差限差，则该点为地物点，否则

为地面点。即对于原始ＬＩＤＡＲ点云属于集合犛，

方向数据集犛ｄｉｒ∈犛，地物点数据集犛犗 可以表示

为：

犛犗 ＝ ｛狆犻∈犛狘狆犼，狆犽 ∈犛ｄｉｒ∶犺狆犻 －犺（狆犼，狆犽）

＞Δ犺ｍａｘ（犱（狆犼，狆犽））｝ （２）

则地面点数据集犛犜 表示为：

犛犜 ＝犛－犛犗 （３）

　　最大高差限差设定顾及了点与点之间的距

离。随着两点间距离的增加，最大高差的限值也

适当放宽，这主要是为了考虑由于地形起伏而产

生的高程变化，两地面点之间的距离越远，地形起

伏形成的高差也会越大。

１．２　数据预处理

在进行ＬＩＤＡＲ点云滤波处理时，通常需要

对离散的点云数据进行重组织。目前主要有两种

方式：一 种 是 基 于 规 则 格 网 划 分 的 滤 波 方

法［２，３，８］。该方法将离散的ＬＩＤＡＲ点云进行重采

样，生成规则格网数据，然后借助图像处理的方法

进行滤波处理。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规则格网数据

处理的速度快，而且可以借助成熟的图像处理的

理论方法；不足之处是需要对点云数据进行内插、

重采样，会损失一定的精度。另一种方法是通过

狄洛尼（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或者 ＫＤ树的方式组

织离散点云［４，７，９］。该方法由于直接处理原始的

点云，不需要重采样插值处理，因此精度相对较

高。但采用这种方式的滤波算法相对复杂，运行

效率相对较低。

本文的滤波算法结合规则格网滤波和离散点

云滤波的优点，结合使用格网数据集以及离散的

ＬＩＤＡＲ点云进行滤波，不仅能发挥规则格网快速

处理的优势，而且保证了原始点云的精度。本方

法在滤除地物目标点的同时，多路效应等原因引

起的粗差和局外点（ｏｕｔｌｉｅｒｓ）也得到有效的滤除，

因此，无需剔除粗差的预处理。

１．３　多分辨率方向预测处理

为了顾及大尺度下地形的整体起伏以及小尺

度下真实的地形细节，实现不同尺度ＬＩＤＡＲ点

云的滤波，本文采用类似影像金字塔的方式构建

不同分辨率的数据集，以分辨率由低到高的次序

依次进行平滑处理。

在局部邻域中，利用方向预测法对格网数据

集进行平滑处理。如对于某一格网犆（犻，犼），局部邻

域大小取３×３，犆（犻，犼）邻域方向的示意图如图２所

示。若当前格网犆（犻，犼）与所有方向预测值之差都

小于阈值，则格网值取格网中所有点的高程

２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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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否则以最小方向预测值作为当前格网值。

Ⅱ Ⅲ Ⅳ

Ⅰ 犆（犻，犼） Ⅰ

Ⅳ Ⅲ Ⅱ

图２　犆（犻，犼）邻域方向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犆（犻，犼）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公式可表示为：

犣［犻，犼］＝
∑

犣犻∈犆（犻，犼）

犣犽／犖（犻，犼），若Δ犺＜犜犺

ｍｉｎ｛犺Ⅰ，犺Ⅱ，犺Ⅲ，犺Ⅳ｝，若Δ犺≥犜

烅

烄

烆 犺

（４）

式中，犣（犻，犼）为格网犆（犻，犼）的格网值；犣犽 为点云中第

犽点的高程；犖（犻，犼）为格网犆（犻，犼）中点云的总数；犺Ⅰ、

犺Ⅱ、犺Ⅲ、犺Ⅳ为方向预测值；Δ犺为格网值与预测值

之差；犜犺 为阈值。

在对高一级分辨率的数据集进行平滑时，利

用初始分辨率数据集的平滑结果来辅助新数据集

的生成，然后继续采用同样的策略对该数据集进

行平滑处理。其中，方向预测的阈值需要随着分

辨率的提高而作相应的调整，随着格网尺寸的变

小，阈值的设置越来越严格。此处的阈值定义为：

犜犺 ＝
犺０，若犛狑 ≤１

犺０＋犛狑×ω，若犛狑 ＞
｛ １

（５）

其中，犺０ 为最小高差限值；犛狑 为当前数据集分辨

率；ω为缩放因子，需根据测区地形的起伏特征设

定，取值为ω∈（０，１］。

多分辨率平滑处理得到的格网数据集实质是

一个趋近于真实地面的格网曲面，但格网之间存

在缝隙。为了获得真实的地形曲面，得到更细致

的地形细节，此处利用ＬＩＤＡＲ原始点云与结果

数据集进一步进行点云的滤波处理。滤波处理通

过比较ＬＩＤＡＲ点到平滑数据集的距离进行，具

体方法为：若某点到其所在格网平面的距离小于

限值，则标记该点为地面点；否则标记为地物点。

处理完所有的ＬＩＤＡＲ点云，滤波过程结束。

基于多分辨率方向预测的点云滤波算法不仅

可以实现复杂尺寸的地物目标的剔除处理，而且

由于数据集在数据量上的减少，地面点提取的效

率有很大提高，这种优势在处理密集的ＬＩＤＡＲ

点云时体现得更明显。

１．４　犇犜犕的生成

根据裸露地面点生成 ＤＴＭ，需要进行插值

处理，填补由于地物点的滤除而留下的空洞。常

用的插值方法为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即空间数据

点集｛犡犻，犢犻，犣犻｝
狀
１ 中任意一点｛犡犻，犢犻，犣犻｝在狓狔

平面的投影为狇犻，犱犻是狆 点到狇犻的距离，则狆点

的高程值可表示为：

犣狆 ＝
∑
狀

犻＝１

（犱犻）
－狌犣犻／∑

狀

犻＝１

（犱犻）
－狌，对所有狇犻，犱犻≠０

犣犻，对某个狇犻，犱犻＝

烅

烄

烆 ０

（６）

　　虽然式（１６）的计算相对简单，但对于内插计

算则存在下列缺陷［１０］：① 当数据点数目非常大

时，权重计算变得十分艰巨，甚至使该方法无法实

现；② 模型只考虑从狇犻到狆 的距离因素，而没有

考虑数据点的布局，即方向的影响；③ 在每个数

据点上对曲面没有附加任何导数约束；④ 当狇犻与

狆相当接近时，即犱犻≈０时，计算变得非常困难，

计算误差将变得非常敏感。对此，进行模型修正，

修正后的模型为：

犣狆 ＝

∑
狇犻∈犆′

（犠犻（犣犻）＋Δ犣犻）／∑
狇犻∈犆′

犠犻，

　 对所有狇犻，犱犻＞ε

∑
狇犻∈犆′

犣犻／犖狇犻，对某些狇犻，犱犻≤

烅

烄

烆 ε

（７）

其中，犖狇犻为满足条件狇犻∈犖（狆）的点数；权重犠犻

＝（犱犻）
－２（１＋狋犻），狋犻表示邻域点的布局测度（０≤狋犻

≤２），控制方向与距离对权重的影响；犆′为邻域数

据集；Δ犣犻为控制平面平滑度设置的增量值，Δ犣犻

≤０．１×［ｍａｘ｛犣犻｝－ｍｉｎ｛犣犻｝］；ε为防止计算出现

舍入和截断误差而设定的最小距离值，取值视具

体情况而定，此处ε的取值定为１／１００网格长度。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方法的效果，对青岛地区

的城市激光点云进行了实验。原始的ＬＩＤＡＲ数

据由ＬｅｉｃａＡＬＳ５０仪器采集，点云的平均密度为

１．０４７点／ｍ２。初始ＬＩＤＡＲ点云如图３所示，测

区点云包含多种地形特征和复杂地物，如空旷裸

地、植被、尺寸不一的建筑物、道路、交通工具以及

电力线等。

图４为基于多分辨率方向预测法提取的地面

点，此处最低分辨率设为２７ｍ，最高为１ｍ，数据

金字塔共４层，线性预测的高差限值犺０ 取值为

０．３ｍ，点云滤波阈值为０．３ｍ，缩放因子取值为

０．１。从图４可以看出，建筑物、植被树木均被有

效地滤除，而地形特征（如河流）得到有效的保留。

图５为初始ＬＩＤＡＲ点云生成的ＤＳＭ，图６是根

据裸露地面点插值生成的ＤＴＭ，插值的邻域半

３１０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图３　初始ＬＩＤＡＲ点云

Ｆｉｇ．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ＩＤＡＲＰｏｉｎｔｓＣｌｏｕｄｓ
　　　　　　　　

图４　滤波得到的ＬＩＤＡＲ地面点

Ｆｉｇ．４　ＬＩＤＡＲＧｒｏｕ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图５　数字表面模型

Ｆｉｇ．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ｅｌ
　　　　　　　　　　

图６　数字地面模型

Ｆｉｇ．６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Ｍｏｄｅｌ

径设为６０ｍ。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在正确滤除各种复

杂的地物对象的同时，较好地保留了地面上的不

连续特征。由于构建不同分辨率的数据集进行滤

波，算法运行速度较快。

３　结　语

高分辨率ＤＴＭ的获取一直是进行地形分析

和应用的前提。ＬＩＤＡＲ技术为快速廉价地获取

大面积区域的高分辨率ＤＴＭ 提供了新的途径。

由于ＬＩＤＡＲ系统所获取的点云中不仅包含裸露

地面点，还含有建筑物、交通工具、植被等点云，因

此，需要区分地面点与非地面点，以生成ＤＴＭ。

本文在总结现有滤波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新的ＬＩＤＡＲ点云滤波算法。该方法通过构建多

分辨率数据集，通过方向预测法实现不同尺度的

地物的滤波。算法在滤波的同时，实现粗差的剔

除，不仅能有效地滤除复杂建筑物，保留地形特

征，而且运行迅速，具有一定的鲁棒性。当然，算

法仍有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进，如对于附属在斜

坡上的建筑物会出现地物滤除不完全的情况，需

要结合航片或 ＧＩＳ数据等辅助数据源来提高滤

波的精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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