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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分层思想的自适应数据滤波方法。该方法采用迭代选权方法的基本思想，在实现中

加入了自适应与分层的思想，使其也可用于处理城区点云数据。提出了滤波方法评价体系，并对该滤波方法

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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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载激光扫描测高技术至今仍没有一套非常

成熟的数据处理系统［１］，这主要是由激光数据处

理的复杂性造成的。在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处理过

程中，滤波是最关键的部分之一，它是进行后续高

层次数据处理的基础。在实际应用中，机载ＬＩ

ＤＡＲ数据滤波主要为生成地面ＤＥＭ 提供数据，

故大多数情况下，滤波处理与ＤＥＭ 生成紧密联

系在一起。

由于现实生活中地形条件的不确定性，每一

种滤波方法都基于特定的假设，因此很难适应所

有地形条件。本文根据数据滤波实现过程的不

同，将滤波方法（除利用强度影像信息进行滤波的

方法）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直接对激光扫描得到

的“点云”数据进行滤波，剔除非地面点后再内插

生成ＤＥＭ，如Ａｘｅｌｓｓｏｎ提出的可适应ＴＩＮ的滤

波方法［２］；第二类方法中，ＤＥＭ 是通过不断精化

迭代生成的，而且每一次数据滤波都是基于前一

步生成的ＤＥＭ平面，生成的相应ＤＥＭ也是根据

前一步得到的滤波结果内插生成的，如Ｋｒａｕｓ等

提出的选权迭代法［３］。

１　基于分层思想的选权迭代法

１．１　算法的基本原理

选权迭代滤波算法的基本原理最初由Ｋｒａｕｓ

与Ｐｆｅｉｆｅｒ提出
［３５］。该方法存在的主要缺陷是：

① 整个计算过程一直面对的是整个数据集，要得

到最后的地面趋势面，需要多次迭代，浪费了大量

的时间；② 由于分块大小固定，无法剔除城区的

房屋数据，只能削去房顶棱角，而无法去除房顶所

有数据，其结果取决于分块方式的科学性和地形

结果形态的适应性；③ 在森林和城镇地区，当地

面点占整个数集的比例比较少时，很难得到准确

的地面；④ 无法保留断裂线等地貌特征。

针对上述缺点，本文进行了部分改进：① 根

据所有数据，通过计算得到一趋势面，然后将数据

分层，分别进行滤波，减少计算量；② 采用分步原

则，变化划块大小，先将大部分规则房屋点过滤

掉，再缩小划块得到精化地面；③ 利用多次回波

数据，先剔除部分非地面点数据，提高地面点的比

例。

分层主要是针对迭代过程中生成的地面数据

而言的。在该方法中，建立一个数据金字塔，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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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迭代过程中被逐步细化加密，分辨率不断增大。

在地面分辨率较低、精度较差时，可以选取低层次

数据简单拟合一个低精度的平面，然后在迭代过

程中采用高一层数据进行平面拟合。利用这种分

层算法可以在不损失精度的情况下大大加快运算

的速度。“逐步”是指对测区进行划块分割时采用

不同大小的值分步进行，以达到过滤掉较大建筑

物的目的。

１．２　算法的具体实现

１．２．１　划块方式与平面拟合

在本文方法中，认定地面是由许多光滑的子

平面共同拼接而成的。根据激光脚点密度来确定

划块大小，保证每一划块内激光脚点的个数保持

在１０个左右，具体分块方式见图１。在每个划块

内进行平面拟合时，将该划块一定范围内的临界

点也一并参与运算，这样可以使拟合的平面能更

好地反映真实地面情况，而且使划块之间的衔接

更容易实现。也就是说，图１中左右两个划块在

进行平面拟合时，灰色激光脚点都将参与运算。

图１　划块方式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Ｗａｙ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

１．２．２　权函数的确定

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到每个划块内拟合的趋势

面表达式为：

犣犻＝犪０＋犪１犡犻＋犪２犢犻 （１）

式中，犻为划块号，每个激光脚点的高程的最小二

乘计算值与其观测之差就是所谓的拟合残差，用

于确定该点在下一步平面拟合中权的大小。具体

权函数定义为［４］：

ρ犻 ＝

１，狏犻≤犵

－１

１＋（犪（狏犻－犵）
犫）
，犵≤狏犻≤犵＋狑

０，犵＋狑＜狏

烅

烄

烆 犻

（２）

式中，犪与犫的大小决定着权函数的陡峭程度，对

整个区域而言，本文中犪与犫取经验值；犵表示拟

合地面与真实地面之间的偏差大小，这主要是由

计算区域的地形情况决定的［４］。在具体的实现

中，将根据区域内参与计算的点的高程残差分布

直方图以及区域激光脉冲的穿透率来确定犵的

大小。应当指出的是，犵中还应包括激光数据的

测量精度σ狋，在进行滤波之前通过对数据的分析

得到。犵的大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每迭代一次，

犵值都将重新计算。

１．２．３　分层思想的实现

为了提高运算速度，减少迭代次数，将划块内

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分层。首先计算出整个区域内

所有点的高程平均值狕犻，设一个水平面狕＝狕犻，然

后设定一个高程阈值犪，将位于狕＝狕犻＋犪与狕＝狕犻

－犪之间的点按照趋势面表达式和取权方法再拟

合新的趋势面，重新加入符合条件的点，再不断进

行迭代计算。拟合平面在不断的迭代中逐渐被加

密，向真实地面逼近，具体分层方法见图２。

高程阈值犪的选择采用自适应的方法，一般

取划块内最大高程值与最小高程值差值的１／３到

１／４。在该分层方法中，之所以采用所有点高程的

平均值而不采用最低点高程作为最底层平面，是

防止原始数据中存在低于地面的系统误差。在现

有的一些滤波算法中，很多方法都直接把最低点

当成地面点，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危

险性，一旦存在系统误差，其对最后的滤波结果的

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而采用取平均值法，则能最

大限度地避免该缺点，只要地面点的数量在所有

数据中占绝对优势，得到的平面与真实地面之间

的偏差能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图２　分层生成拟合平面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Ｗａｙｓ

１．２．４　整个滤波流程

整个滤波过程的流程图见图３。数据预处理

的目的就是为了剔除粗差，在机载激光扫描测高

数据中，粗差主要指那些由系统原因产生的高程

过高或过低的激光脚点。很多的滤波算法都基于

最低点一定属于地面点的假设，所以数据中存在

粗差对滤波结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由于粗差都

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通过分析数据高程直方图就

可以很容易地剔除掉。

现在大多数的机载激光扫描测高数据都能提

供超过一次的回波数据，本文实验中使用的数据

包含多次回波信息，即首先设计算法，剔除发生在

非地面位置的激光数据［６］。

１．２．５　滤波结果输出形式

本文所提出的滤波算法是以拟合生成的平面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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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整个滤波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为标准来进行滤波分类的，滤波过程与地面的生

成融合在一起。从模糊数学的角度讲，所有的点

根据其隶属于地面的隶属度被赋予不同的权后再

内插生成ＤＥＭ，这不是一种绝对的分类，而是一

种统计方法，根据区域内点的信息来得到该地区

的ＤＥＭ。滤波结果将以ＤＥＭ 的形式输出，并没

有明确地给出每个点的分类情况。为了使滤波的

结果更加直观，并方便对滤波结果进行评价，在本

文中，为每个激光脚点增加一个分类属性，该值介

于０～１之间，０表示非地面点，１表示地面点，与

１的接近程度反映了脚点对拟合地面的影响程

度。

２　滤波算例

算例数据来自广西某测区，数据采集仪器为

ＬｉｔｅＭａｐｐｅｒ５６００，航高为１ｋｍ左右。测区内包

括房屋、坡地、沟渠、树林等多种地貌、地物特征。

实验数据面积为１５２．５３ｍ×１４１．１５ｍ，点密度为

１．６１１点／ｍ２，原始点云图如图４（ａ）所示。

利用选权迭代法进行滤波，当划块大小小于

房屋时，无法将房屋过滤掉，所以在进行滤波时，

先使测区分块的大小大于房屋大小，进行粗略滤

波。在本例中，划块大小为４０ｍ×４０ｍ，整个区

域共划分为１６个划块；然后进行滤波，得到的三

维地面图如图４（ｂ）所示。从图４（ｂ）可以看到，该

扫描区域中的几座房屋大都已经被剔除掉了，且

较好地保持了左上角坡地的地形和中部的沟渠。

缩小划块大小，进行滤波，结果如图４（ｃ）所示。

如果进一步缩小划块大小，得到如图４（ｄ）的精化

结果，但计算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图４　三维地面图结果

Ｆｉｇ．４　３Ｄ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３　滤波结果质量评价

３．１　剖面分析

本算例中，笔者选择一条贯穿房屋、树木等地

物的剖线，滤波前后的剖面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滤波前后某剖面比较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从图５中可以得到：① 该剖线贯穿房屋、植

被等地物特征，所以原始数据的剖面起伏很大，滤

波后生成的ＤＴＭ 在房屋与植被区域非常光滑，

说明这些地物被剔除得很彻底，滤波效果明显，两

条剖面的高程差值（图６）完整反映出被剔除掉的

地物形状；② 在没有多余地物的地区，滤波结果

较好地保持了原有地形，并没有产生过度滤波现

图６　滤波前后剖面高程差值

Ｆｉｇ．６　Ｔｅｒｒａｉ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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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③ 由于在进行划块分割时，设置了一定长度

的重叠区，所以生成的ＤＴＭ剖面比较平滑，并没

有出现断点与跳跃点。

３．２　等高线分析

本文将地面定义为由连续光滑的曲面片拼接

而成的曲面［１］，因此，可以将等高线分析作为对滤

波结果评价的一种手段。等高线的疏密、平缓、光

滑程度等特性都能定性地反映滤波结果的好坏，

通过设定等高线的间隔，可以提高对滤波结果评

价的可靠性，间隔越小，越能反映细节特征。由本

算例得到的地面点生成的等高线图如图７。

图７　地面等高线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从图７可以看出，该滤波方法较好地保持了

原始地形，左上角的斜坡的等高线很平滑，沟渠也

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房屋被完全剔除掉，但仍存在

很多小的突起，表明滤波并不彻底，一些距离地面

很近的非地面点仍然无法被剔除掉。在图７（ｂ）

中，一些突起并不存在，说明这些未被剔除掉的地

物点距地面１～２ｍ。

３．３　滤波准确性分析

在该测区内共采集了１０２个地面参考点，比

较均匀地分布于整个测区，用来评价滤波结果的

准确性［１］。算例的参考数据还包括地物参考点，

文献［１］中将滤波误差分为两种：误差Ｉ是指将地

面点错误地划入地物点集；误差Ⅱ则是指将地物

点错误地划入地面点集。由于本算例并没有地物

参考数据，故只计算误差Ｉ。具体的算法过程如

图８所示。

图８　滤波准确性分析流程图

Ｆｉｇ．８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将地面参考点数据代入生成的ＤＥＭ，然后

将得到的残差值与设定的阈值相比进行滤波质量

评价。阈值主要取决于激光扫描测高的误差，因

此在确定阈值之前，需要计算观测值的精度。

３．３．１　确定测高精度

本文利用实测的机载 ＬＩＤＡＲ数据进行计

算，该数据全部位于一水平屋顶平面上，先利用三

维数据拟合该屋顶平面，然后将所有数据代入求

得的平面内计算其残差值，即可得到所需的激光

扫描测高的精度。

在进行数据采集时，飞机采用重叠飞行方式，

以不同的方向对屋顶平面进行扫描，共得到４组

数据。对４组数据分别进行拟合得到的残差结果

见表１，根据此表最终取阈值为０．０７ｍ。

表１　激光扫描测高精度估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Ｆｉｎ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ＩＤＡＲ

参与计算

点数

平均残差

值／ｍ

残差标准

差／ｍ

最大残差

值／ｍ

最小残差

值／ｍ

１８１５８ ０．０００２５４ ０．０９８３５４ ０．８４３９３６ －０．９９８５３

３．３．２　计算控制点在ＤＥＭ中的残差值

ＤＥＭ由经过滤波处理得到地面数据内插而

成，主要由不规则几何图形构成，要检核生成的

ＤＥＭ的精度就需要利用控制点，将控制点代入生

成的ＤＥＭ中，即将控制点的犡 和犢 坐标值代入

ＤＥＭ平面中内插得到一个犣值，然后将该值与

控制点的真实犣值进行对比即可得到一个残差

值。该残差值减去测高的误差值的大小就反映了

数据滤波方法的优劣。根据计算得到的滤波定量

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参考点残差计算表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ｓ

参考

点数

平均残差

值／ｍ

残差标准

差／ｍ

最大残差

值／ｍ

最小残差

值／ｍ
误差／个

１０２ －０．０００４４０．１５８０５８ １．３２９８４ －０．４９５９ １４

４　结　语

本文在选权迭代法的基础上加入了分层迭代

计算的思想，并采取逐步划块分割的方法，保证了

最终滤波结果的可靠性。通过分析处理实测数据

得到的结果，表示该方法能很好地过滤掉房屋等

地物信息，但仍然有一些近地地物点无法过滤掉，

要进一步提高滤波结果还需要融合其他信息，如

强度、影像等［６］。滤波质量的评价主要分别从剖

面、等高线、准确度分析三方面进行，但由于缺少

相关的行业标准，仍无法对结果进行严格评价，只

能给出定性的评价结果，更严格的评价体系的出

现还将依赖于机载激光扫描技术的发展。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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