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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给出了机载激光扫描测高系统中多次回波产生的原理，分析了多次回波发生的条件与探测方法，论述

了机载激光扫描测高多次回波信息在森林地区数据滤波中的具体应用，并利用实测数据对该方法进行了验

证，说明了此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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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Ｌｉｄａｒ即机载激光扫描测高技术在快速

获取高精度ＤＴＭ方面的应用较广泛。激光光束

可以部分穿透植被覆盖到达地面，这就使得利用

该技术快速获取森林地区高精度的ＤＥＭ 成为可

能。因此，激光脉冲可在森林这种空间分布多层

障碍物的地区形成多次回波，系统能记录每一次

能量达到一定程度的回波信息，即一个测距脉冲

可能测得多个距离，进而可能获得诸如单株树高

等更多的信息［１］。多次回波信息已经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并且随着硬件技术的发展，机载激光

扫描系统可记录的多次回波次数越来越多，从最

初的一次、首尾两次，现在已经可对回波波形跟

踪，从而恢复出整个剖面。当然在实际测量中，发

生超过四、五次回波的情况已非常少见。本文着

重分析了多次回波数据在滤波方面的具体应用。

１　多次回波探测及记录格式

１．１　多次回波探测

激光脉冲在垂直空间中遇到不同高度的障碍

物会发生多次反射，只要回波信号的强度足以被

接受并且回波信号间的距离满足一定的条件，就

可以被记录并获得该次反射所测得的距离。多次

回波是由一束激光脉冲发生多次反射，并按一定

时间间隔被系统所接收和探测，这样就可以利用

一束激光测得两次以上的距离值。

假设两障碍物间的高度差为犺，一束激光脉

冲持续的时间为τ，对应的脉冲长为δ，当犺＝δ／２

时，第一束激光脉冲的后缘信号与第二次回波信

号的前缘到达接收器的时间是相同的，两次回波

信号发生叠加，系统无法记录第二次回波信息。

当犺＞δ／２时，两次回波才可能分离开，但通常由

于硬件原因，探测器并不能连续记录回波信息，需

要经过一段时间恢复后，探测器才能探测下一次

回波。在实际中，两次回波之间的距离一般要满

足犺＞δ时，第二次回波才有可能被探测到
［２］。

在现实生活中，超过５次以上回波的概率几

乎为零，从大量的实测数据中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在实测数据中，以二次回波最多，三、四次回波的

情况相对来说就少了许多，当然这还取决于测区

的情况，如果是森林地区，回波现象出现的概率相

对其他地区会高出许多［３］。

现在市场上的许多机载激光扫描测高系统都

可以探测到多次回波信息，但很多系统只记录首

尾两次回波的信息。通常人们将首尾回波与高低

物体相对应起来［４］。但在许多情况下，当障碍物

只是一个平面时，只会发生一次回波或者是有多

次反射现象但系统无法探测（两次回波之间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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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远远小于可被探测的距离）。在本文的多次回

波数据预处理中，将保留单次回波数据，只对多次

回波数据进行处理。

１．２　多次回波信息记录格式

在２００５年的 ＡＳＰＲＳ会议上，ＡＳＰＲＳ激光

委员会制定了ＬＡＳ１．１的新标准
［５］，数据回波信

息部分见表１。表中的回波次数是指回波总数，

回波次数的最大值规定为５；回波号主要针对回

波信号而言，此格式中限定的最大回波号也相应

为５。

表１　犔犃犛１．１中关于数据回波信息的记录格式

Ｔａｂ．１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ｔｕｒｎ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ＦｏｒｍａｔｂｙＬＡＳ１．１

项目 格式 大小

犡坐标 Ｌｏｎｇ ４ｂｙｔｅｓ

犢 坐标 Ｌｏｎｇ ４ｂｙｔｅｓ

犣坐标 Ｌｏｎｇ ４ｂｙｔｅｓ

强度 Ｕｎｓｉｇｎｅｄｓｈｏｒｔ ２ｂｙｔｅｓ

回波号 ３ｂｉｔｓ ３ｂｉｔｓ

回波次数 ３ｂｉｔｓ ３ｂｉｔｓ

２　基于多次回波的滤波方法与应用

滤波就是从激光扫描数据集中去除非地面

点，从而获得地面点。滤波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

到后续ＤＥＭ 生成的精度。在森林地区，数据的

滤波精度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地形条件、飞行高

度、激光穿透率、数据内插方法等［６］。其中，穿透

率一直是制约森林ＤＥＭ精度的重要因素。穿透

率定义为数据采集时所测的地面点数目与总的数

据点数之比。在实际中，地面点数一般无法确定，

故用滤波后所得到的地面点数来代替。在实测过

程中，通常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提高穿透率，如选

择树叶枯黄期或树木处于落叶时期进行测量。提

高激光穿透率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地面

脚点数据的密度；另一个是提高地面脚点数据在

整个测量数据集中所占的比重。如果采取适当的

方法去掉多次回波中非地面点的回波数据，虽然

无法提高地面点数据的密度和绝对数量，但却可

以提高地面点在整个数据集中的比重，从一定程

度上讲，这也就提高了森林地区的激光脉冲的穿

透率，而且可以去除大量非地面点，为后续滤波工

作减轻计算量与难度。

本文采用的后续滤波方法是由 Ａｘｅｌｓｓｏｎ提

出的适应ＴＩＮ滤波算法
［７］，此滤波方法基于参考

地面点生成的ＴＩＮ，根据点位之间的边角关系设

定阈值，通过迭代计算不断地加密地面点生成的

ＴＩＮ，从而实现滤波过程。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测区状况

该数据由广西某单位于２００６年１月采集，测

区为广西一森林地区，数据采集仪器为ＬｉｔｅＭａｐ

ｐｅｒ５６００，航高为１０００ｍ左右。选择实验区域的

面积为１８９ｍ×２１６ｍ，在该区域采集的总点数为

１００１１８个，其中尾次回波点８０１９１个，首次回波

点１９９２７个，首次回波点占总数的２０％，点密度

约为３点／ｍ２，数据穿透率为５０％左右。在实测

过程中，系统只记录了首尾两次回波，在此只对首

尾两次回波信息进行分析，超过两次的回波信息

的处理方法相同。

３．２　数据处理

本实例中的数据是以ＬＡＳ格式记录的，每个

点位数据有多次的回波属性的标识，数据点的回

波次数等于２，即为发生多次的回波数据，那些回

波次数为２且回波号为１的数据（此处称为首次

回波）都是发生在非地面位置的回波数据，整个测

区点云数据如图１所示，分离出的首次回波点云

如图２所示，图中各点根据其高程的不同分别被

赋予不同的色彩。从图２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

首次回波数据都是高程值较高的点，而并非地面

点。经过这样的处理后，相当于将地面点数占总

数据的比例从５１．１６％提高到６２．０３％。然后采

用适应ＴＩＮ滤波算法在相同阈值和迭代次数条

件下对两个数据集分别进行滤波。先对剔除掉首

次回波信息后的数据进行后续滤波，得到 ＤＥＭ

（如图３），然后对没有剔除掉首次回波信息的数

据进行后续滤波，得到ＤＥＭ（如图４）。

经过滤波之后，两者输出结果的比较见表２。

首先将此两种ＤＥＭ 结果互相进行比较，然后再

分别与“真实”地面的ＤＥＭ（如图５）结果进行比

较。可见，该ＤＥＭ保持了真实地面的特征，与真

实地形吻合得很好，其等高线图（如图６）非常平

滑。在此将这个结果当成“真值”作为比较的依据

是比较可靠的。从图３、图４中可以看到，虽然所

得到的两个结果都不是最佳的，但在同等条件下，

用剔除掉首次回波的数据进行滤波得到的结果好

于利用首尾两次回波数据滤波得到的结果。在图

３中，地面点比较光滑，特别是右部的一个缓坡，

与真实地面符合得非常好；而图４中，出现的“尖

刺”明显多于图３，且地面不连续处较多，这是由

于一些非地面点没有被剔除干净而造成的。从

生成的等高线也可以看到，由剔除掉首次回波数

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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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整个测区

点云数据图

Ｆｉｇ．１　Ｐｏｉｎｔｓ

Ｃｌｏｕｄｏｆ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Ａｒｅａ

　

图２　首次回波

数据点云图

Ｆｉｇ．２　３Ｄ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ＰｕｌｓｅＰｏｉｎｔｓ

　

图３　由尾次回波

数据所得到的ＤＥＭ

Ｆｉｇ．３　ＤＥＭ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ｂｙｔｈｅＬａｓｔＰｕｌｓｅ

ＥｃｈｏｅｓＤａｔｅ

　

图４　由首尾两次

回波数据得到的ＤＥＭ

Ｆｉｇ．４　ＤＥＭ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ｂ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ｎｄ

ＬａｓｔＥｃｈｏｅｓＤａｔａ

　

图５　真实地

面点生成

的ＤＥＭ

Ｆｉｇ．５　ＤＥＭｏｆ

ＴｒｕｅＧｒｏｕｎｄ

表２　用首尾两次回波和尾次回波数据滤波的结果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ＬａｓｔＲｅｔｕｒｎｓＰｕｌｓｅＤａｔａ

首尾两次回波数据 尾次回波数据

总点数 １００１１８ ８０１９１

实验滤波后地面点个数 ５１６７０ ４９７４１

地面点占总数的比例／％ ５１．１６ ６２．０３

真实地面点个数 ４９７００

地面点数与真实值差值 １９７０ ４１

据生成的等高线（如图８）在区域右边缘有少量等

高线重叠的现象，这是因为这些点位于斜坡之上，

要过滤掉有一定的困难。总的来说，其等高线趋

于平滑，滤波效果较好；但由首尾两次回波数据生

成的等高线（如图７），其重叠现象大量存在，局部

地区的等高线很粗糙。利用相同条件的后续滤波

方法得出两种相差较大的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在图

７中没有过滤掉的点大部分是产生于非地面点位

置的多次回波的点，而在图８中，这些点已经被过

滤掉了。

沿斜坡犡 方向每隔３ｍ取一个点，共取３０

个点，然后生成一条ＤＥＭ剖面图（如图９）。从图

９可以看出，用来作为标准的“真实”ＤＥＭ 非常平

缓，表面很光滑，而由剔除了首次回波信息的数据

生成的ＤＥＭ与“真实”ＤＥＭ 曲线吻合得很好，没

有剔除首次回波信息的数据生成的ＤＥＭ 则有几

处大的起伏。最后将三组地面数据按相同间隔（２

ｍ×２ｍ）内插成格网，将两种采用不同方法得到

的地面点数据与真实地面数据分别求差，得到残

图６　真实地面的

等高线（２ｍ间隔）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ｆｔｈｅＴｒｕｅ

Ｇｒｏｕｎｄ

　　　

图７　由首尾两次回波

得到的等高线（２ｍ间隔）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ｔｏｕｒ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ＬａｓｔＰｕｌｓｅＥｃｈｏｅｓＤａｔａ

　　　

图８　尾次回波所得

到的等高线（２ｍ间隔）

Ｆｉｇ．８　Ｃｏｎｔｏｕｒ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ｔｈｅＬａｓｔＰｕｌｓｅ

图９　三组数据沿某一方向

的剖面曲线比较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ｙ

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Ｄａｔａ

　　

图１０　没有剔除多次回波信息的

ＤＥＭ与真实地面ＤＥＭ的点位残差值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Ｍｏｆ

Ｔｒｕｅ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ＤＥＭ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Ｎｏｒｅｍｏｖ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ｕｌｓｅ

　　

图１１　剔除首次回波信息生成的

ＤＥＭ与真实地形ＤＥＭ的点位残差值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Ｍ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ｏｆＲｅｍｏｖｅ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ＰｕｌｓｅａｎｄＤＥＭｏｆＴｒｕｅＧｒｏｕｎｄ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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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图（图１０、图１１）。可以看出，没有剔除掉首次

回波信息数据生成的ＤＥＭ保留着许多高程较大

的点，这固然与后续的滤波方法有一定关系，但更

多的是受发生在非地面位置的多次回波数据没有

被剔除干净的影响。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利用多次回波信息

对森林地区激光数据进行滤波能取得较好的结

果。很多滤波方法都是基于几何或者统计学方法

将地面点数据从所有数据中提取出来的。因此，

提高地面点数据在整个数据集中的比例可提高森

林地区滤波的准确性。而且由于首先过滤掉了首

次回波数据，使后续的数据处理的运算量变小，效

率更高。

４　结　语

在进行数据滤波之前，先利用回波属性将数

据集中发生在非地面位置的多次回波信息剔除

掉，这不仅减轻了后续数据处理的负担，而且能提

高地面点数据在整个数据集中所占的比例，也就

等于提高了激光束在森林地区的穿透率，这对提

高整个数据滤波效果的可靠性是有益的。通过对

实测数据的处理可以看到，在同等条件下，被过滤

掉首次回波信息的数据所得的滤波效果有明显改

善。从生成的等高线来看，相对没有处理多次回

波信息得到的结果要平滑得多，而且很少有重叠

交叉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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