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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法向量模糊聚类的道路面点云数据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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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道路面三维激光扫描的特点，结合点云法向量分布特征，提出了基于法向量模糊聚类的点云数据

滤波算法。通过对３种不同类型实测道路面数据的实验表明，该算法对于路面扫描过程中产生的非路面冗余

数据有较好的滤波效果，为点云数据滤波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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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为大面积、高密度、高精度

三维空间数据的快速采集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

段，可提供除目标位置信息以外的其他多个参量，

在道路建模分析、地形测量、建筑物三维重建等方

面得到广泛应用。在道路面数据采集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车辆经过时的遮挡问题。车辆

的遮挡会在路面上方产生大量的非路面冗余数

据，严重影响道路面的模型重建。由于数据量非

常大，通过人工方式进行冗余数据的裁减效率十

分低下，而且部分冗余数据与路面数据界限不明

晰，较难区分，因此需要研究更为有效的滤波方

法。

目前，国内外点云数据滤波算法主要是在机载

激光扫描和逆向工程领域。机载激光扫描数据滤

波算法有数学形态学滤波［１］、移动窗口滤波［２］、迭

代线性最小二乘滤波［３］、基于坡度的滤波［４］、启发

式滤波［５］和移动曲面滤波［６］等。这些算法都依赖

于三维激光扫描数据的空间位置信息，所处理点云

的尺度较大，并且要求其空间坐标系为平面高程

系统，对于自由坐标系下的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数据

并不完全适用。逆向工程点云数据滤波算法有随

机滤波法［７］和犅样条小波滤波法
［８］等。这些算法

所处理的点云尺度较小，主要满足曲面拟合与重

构的要求，不适用于道路面的点云数据滤波。

本文提出的基于法向量模糊聚类的滤波算

法，针对道路面三维激光扫描的特点，直接利用点

云法向量信息而非空间位置信息，无需将自由坐

标系下的点云数据转换到平面高程系统。在研

究法向量分布特征的基础上，进行模糊聚类操作，

属于路面类点的法向量更新为邻近拟合面的法向

量，与属于非路面类点合并后再一次进行模糊聚

类操作。反复迭代，逐步区分出路面数据和非路

面冗余数据。

１　点云法向量分布

道路面三维激光扫描数据的特点是路面上方

普遍存在由于车辆遮挡而形成的非路面点数据，

其中有些点（如车轮遮挡形成的点）十分贴近路

面，因而仅依靠空间位置信息较难以滤除。考虑

到道路表面的激光反射均近似一个方向，而其他

由车辆遮挡的激光反射方向并不确定，那么这些

点的法向量分布应与路面点的法向量分布不相

同。将法向量的三分量转换到单位球面经纬度坐

标上，犡轴代表经度（－１８０°～１８０°），犢 轴代表纬

度（－９０°～９０°），犣轴代表频数，以１°×１°为统计

单元、１°为分辨率对所有法向量进行统计。原始

数据和通过人工分类得到路面点及非路面点相应

的法向量分布统计图如图１所示。

从图１可以看到，真实情况下的路面点和非

路面点的法向量分布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很难

直接通过对法向量统计图的硬分类得到正确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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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点云及对应法向量分布统计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Ｃｌｏｕｄ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ｓ

类结果。路面点所对应的法向量分布较为集中，

并且存在较高的峰值；非路面点所对应的法向量

分布较分散，频数均很小，两者分布存在较大差

异，这种较大的差异性便于两类数据的分类。因

而，如果点的法向量属于较集中并具有较高的峰

值所在的类，那么其成为路面点的可能性就较大。

２　基于法向量模糊聚类的滤波算法

法向量模糊聚类的思想是基于最小化目标函

数［９，１０］：

犑犿 ＝∑
犖

犻＝１
∑
犆

犼＝１

狌犿犻犼 ‖狏犻－犮犼‖
２，１≤犿＜ ∞（１）

将道路面点云数据分成两类，即犆＝２，定义路面

点为第一类，非路面点为第二类。犿为幂指数，本

文中犿＝２；狌犻犼是狏犻隶属于第犼类的隶属度（犼＝１，

２）；狏犻是第犻个法向量观测值，狏犻＝（狏
狓
犻，狏狔犻，狏

狕
犻）；犮犼

是第犼类的法向量类中心，犮犻＝（犮
狓
犻，犮狔犻，犮

狕
犻）；‖狏犻－

犮犼‖＝ （狏狓犻－犮
狓
犻）
２＋（狏狔犻－犮狔犻）

２＋（狏狕犻－犮
狕
犻）槡
２，为法

向量观测值和类中心的距离。聚类中心犮犼和隶属

度狌犻犼分别由式（２）和式（３）确定：

犮犼 ＝ （∑
犖

犻＝１

狌犿犻犼·狏犻）／∑
犖

犻＝１

狌犿犻犼 （２）

狌犻犼 ＝１／（∑
狆

犽＝１

（‖狏犻－犮犼‖／‖狏犻－犮犽‖）
２／犿－１） （３）

　　算法首先初始化隶属度狌犻１（０．５＜狌犻１＜１，狌犻２

＝１－狌犻１），然后不断更新隶属度和类中心进行迭

代计算，直到满足ｍａｘ｛｜狌
（犽＋１）
犻犼 －狌

（犽）
犻犼｜｝＜ε时算法

结束。ε是介于０和１之间的收敛阈值，犽是迭代

次数。此时的隶属度狌犻犼就反映了最后的聚类结

果，隶属度高表示属于该类的可能性大，那么对应

点将划分到隶属度最大的类别中。

在理想情况下，模糊聚类的结果使得所有属

于路面类的点都在路面中，所有属于非路面类的

点都在非路面（噪声）中。然而现实情况下，一方

面路面并不完全平坦和光滑，存在不同程度的起

伏和局部微小变化，这样会使部分路面点划分到

非路面点中；另一方面，非路面点中也存在少数

点，其法向量在路面点法向量聚类中。这样，经过

一次模糊聚类后，少数路面点分离出去，同时仍然

存在少数非路面点。对于道路建模而言，分离出

去的少数路面点对于模型的建立影响不大，但仍

然存在的少数非路面点将严重影响模型质量，因

此必须对属于路面类的点云数据进一步分类。

在聚类结果属于路面类的点中，任选一点狆犻

＝｛狓犻，狔犻，狕犻｝，利用狆犻的犽邻域拟合平面方程：

犃（狓－狓犻）＋犅（狔－狔犻）＋犆（狕－狕犻）＋犇＝０

（４）

犞狆＝（犃，犅，犆）即为该平面的法向量。将所有属

于路面类的点狆犻的法向量更新为对应拟合平面

的法向量，这样非路面点的法向量变化程度较大，

而路面点的法向量基本保持不变。计算更新前后

法向量间的夹角θ（０°≤θ≤９０°），将θ大于某一设

置阈值δ的点与属于非路面类的点合并后，再一

次进行模糊聚类。对上述操作反复进行，直到所

有法向量变化值在阈值内为止。阈值δ的选取与

路面起伏状态有关，本文中，平坦路面阈值取

１０°，起伏路面阈值取３０°。

０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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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法向量模糊聚类的道路面点云数据滤波

算法流程可归纳为图２。该算法保证在聚类操作

前，法向量始终存在路面类和非路面类。法向量

更新程度大的类属性发生改变，从而在下一次聚

类中划分到非路面类中，如此迭代进行，逐步逼近

正确分类结果，最后滤除非路面类数据。具体算

法步骤如下。

图２　基于法向量模糊聚类的滤波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

Ｆｕｚｚｙ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ｓ

１）初始化点云法向量隶属度狌犻犼（路面点狌犻１

＝０．１，非路面点狌犻２＝０．９）；

２）根据式（２）计算聚类中心犮犼；

３）根据式（３）重新计算点云法向量隶属度

狌犻犼；

４）如果 ｍａｘ｛｜狌
（犽＋１）
犻犼 －狌

（犽）
犻犼 ｜｝＜ε成立（ε＝

０．１），进入下一步；否则返回步骤２）；

５）根据式（４）重新计算点云的法向量值，并

计算更新前后法向量间的夹角θ；

６）如果θ≤δ，算法结束；否则返回步骤１）。

３　实　验

为了检测算法的效果，在ＶＣ＋＋６．０和Ｏｐｅｎ

ＧＬ环境下，利用 ＴｒｉｍｂｌｅＧＳ２００地面三维激光

扫描仪实地采集的３种不同类型的公路数据进行

了实验，如图３、图４所示。

对于平坦的路面（图３（ａ））和稍有起伏的路

面（图３（ｂ）），滤波后路面噪声均十分恰当地得以

滤除，较好恢复了路面原貌（图３（ｄ），图３（ｅ））。

算法在平坦路面上迭代次数较少，一般迭代２～３

次算法结束，而在起伏路面上一般需要迭代３～５

次。尽管聚类过程中有少数路面数据划分到非路

面类而被滤除，但从结果上来看，均不影响路面建

模。从图４的纵断面对比中也可以看到较好的滤

波结果。对于具有细节的路面（图３（ｃ）），滤波后

整体上恢复了原貌（图３（ｆ））；但在细节陡峭部

分，图中路面的裂缝处，滤波后为空白区域，丢失

了一些细节信息。图４（ｃ）中裂缝所在纵断面处

（波谷），滤波后断面对细节的表达被削弱。

图３　３种不同类型路面数据滤波前后对比

Ｆｉｇ．３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ＲｏａｄＤａｔａ

图４　３种不同类型路面数据滤波前后纵断面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ＲｏａｄＤａｔａ

１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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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实验结果分析可知，基于法向量模糊聚类

的滤波算法非常适用于起伏程度和细节陡峭程度

不大的路面，滤波过程不需要任何先验信息和人

为干预，尤其对于十分贴近路面、难以识别和处理

的非路面点，该算法可以十分稳健地进行识别、分

类和滤除。对于带裂缝或其他细节的路面也能取

得较好的效果。

４　结　语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数据具有多个参量，为点

云滤波的实现提供了多种途径。法向量作为反映

目标表面方向性的特征量，在道路面点云滤波中

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提出的基于法向量模糊聚类

的滤波算法正是充分利用道路面法向量的分布特

点，同时采用迭代策略克服了单次聚类操作的不

足，为道路面点云数据滤波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

对于细节信息较为丰富的路面数据，该方法还有

待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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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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