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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极化角点指数进行数字曲线快速多边形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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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曲线结构特征，引入极化角点指数作为特征角点的候选依据，提出了一种与曲线起始点位置无关

的基于角点检测的多边形近似算法。实验证明，此方法快速有效，结果稳定，噪声抑制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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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曲线重建算法以曲线拟合误差最小为

标准，利用最少的顶点或边达到对原始轮廓曲线

的最优逼近，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① 基于多边

形近似的方法，在满足一定精度的前提下通过最

佳多边形拟合进行曲线逼近［１６］；② 基于特征角

点的检测，通过分析角点特性将特征角点提取出

来［７１６］。

在基于等高线族分析的ＬｉＤＡＲ数据建筑物

提取研究中，发现由ＬｉＤＡＲ原始点云数据构建

ＴＩＮ后生成的等高线存在大量的“Ｚ”字型噪声

（见图１）。同时，每条等高线依据建筑物大小的

不同，构成该等高线的点列数量由几十至上千个

不等。在建筑物重建过程中，希望通过对该类等

高线进行分析即可获得建筑物的边缘轮廓及建筑

物模型。为了获取建筑物的规则边缘，首先必须

对该类等高线进行特征角点的提取及多边形近

似。在对由离散点列构成的数字等高线重建的过

程中，基于多边形近似的算法抗噪性比较弱，甚至

无法正确区分噪声与特征点，严重影响了轮廓线的

规则化以及建筑物角点位置的提取；基于特征角点

检测的算法由于“Ｚ”型噪声的存在以及相邻离散点

间距的不确定，使得用于曲率计算的支持区域［８］不

易确定，造成曲率计算不够准确，导致角点检测算

法失效。同时由于该类算法资源占用太多，时间

复杂度高，难以直接用于大批量的数据处理。

针对特定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生成的轮廓线中

存在的特有“Ｚ”型噪声，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极

化角点指数的实用算法。

图１　Ｚ型噪声

Ｆｉｇ．１　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ＺｉｇｚａｇＮｏｉｓｅ

１　算法原理

基于多边形近似的曲线重建算法简单易行，但

近似结果与初始角点选取有关。基于角点指数的

特征点检测虽然抓住了角点特性，但参数的设置限

制了结果的准确性。在综合这两种算法优点的基

础上，本文提出了极化角点指数的概念，并提出了

基于极化角点指数的多边形近似的曲线重建算法。

１．１　极化角点指数

根据曲线角点的凹凸性质，本文在 Ｇｕｒｕ的

角点指数［１１］的基础上，提出了极化角点指数的概

念。曲线上的凸角点具有正的角点指数，凹角点

具有负的角点指数。对曲线进行均值平滑后，若

犘ｉｅ落入原曲线轮廓内，则该点角点指数为：

犱犻＝ （狓犻－狓ｉｅ）
２
＋（狔犻－狔ｉｅ）槡

２ （１）

　　若犘ｉｅ落入原曲线轮廓之外，则该点角点指数

为：

犱犻＝－ （狓犻－狓ｉｅ）
２
＋（狔犻－狔ｉｅ）槡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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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ｕｒｕ方法中将局部极大值点作为特征角点，

还需给定一个角点指数的阈值对候选的特征角点

进行筛选，阈值的大小直接影响了最终的结果，抗

噪性有待改进。由于“Ｚ”型噪声的大量存在，若

阈值给定得不合适，则获得的特征角点中仍有大

量的虚假角点。针对这一问题，将 Ｇｕｒｕ方法获

得的局部极大值点进行一次均值滤波，计算平均

极大值角点指数犱ａｖｅ：

犱ａｖｅ＝∑
１

犻＝１

犱ｍａｘ犻／犾，犾＜狀 （３）

　　将所有的极大值点与犱ａｖｅ作比较，角点指数

小于犱ａｖｅ的点被视为虚假特征角点给剔除掉。通

过图２中的对比可以看出，均值滤波后虚假特征

角点被滤除掉了。

图２　Ｇｕｒｕ与改进的Ｇｕｒｕ方法的角点检测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ｒｎｅｒ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Ｇｕｒｕ’ｓ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ｕｒｕＭｅｔｈｏｄ

由于Ｇｕｒｕ方法没有考虑角点的凹凸特性，

当角点指数极性相反的两个特征角点相距比较近

时，若在一定的窗口范围内进行局部极值判断，角

点指数绝对值较小的那个角点则有可能被绝对值

大的角点给湮没掉。为了验证该假设的正确性和

极化角点指数的有效性，对Ｇｕｒｕ方法的角点指

数进行改进后，用极化角点指数在相同的犓 值和

窗口下得到的结果与经过均值滤波改进后的Ｇｕ

ｒｕ方法作了对比（见图３）。

从图３中的比较可以看出，在相同的条件下

图３（ｂ）中多出了几个特征角点，虽然没有将遗漏

的特征角点全部检测出来，但对于轮廓线来说这

几个角点是不可漏缺的特征角点，这也证明了本

文提出的假设是成立的，极化角点指数是有必要

的。由于在确定局部极值时仍需人工设定窗口的

大小，对于具有同极性角点指数的角点在一定窗

口范围内仍有被湮没的可能，但将极化角点指数

图３　经均值滤波改进的Ｇｕｒｕ方法和极化角点

指数改进的结果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Ｇｕｒｕ’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ｅ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ｎｅ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作为判断特征角点的依据为正确地区分特征角点

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１．２　利用极化角点指数进行多边形近似

根据Ｒａｍｅｒ的迭代分割算法的思想
［１］，同时

为了克服Ｒａｍｅｒ算法迭代分割中虚假角点的出

现以及特征角点的漏选问题，鉴于极化角点指数

能够很好地反映角点的结构特征，本文提出的算

法流程如下所示。

１）曲线均值平滑，计算极化角点指数。

２）在轮廓线点集中找到极化角点指数绝对

值最大的两个点作为初始特征点。

３）对两个特征点之间所有的点求出到当前

这两个特征点连线的距离。

４）若最大距离超过阈值，则选择在两个特征

点间具有正的极大或负的极小极化角点指数的候

选特征点，将曲线段分割成两或三部分，并更新特

征点集，进入下一轮循环；若两特征点间没有特征

角点可选，则停止角点搜索，转到其他相邻特征角

点间的搜索。

重复步骤３）、４），直到所有两两相邻的特征

点间的搜索完毕。

步骤４）中有个距离阈值需要预先设定。根

据经验，该阈值大小的设定可以通过房屋的最小

直线边缘尺寸来设计，也可以根据轮廓线点集中

的平均点间距来设定。实验对象是房屋轮廓线，

所以根据经验，取２．０ｍ。若采用平均点间距，则

取１．５倍的平均点距为宜。同时，不需要对每条

轮廓线计算平均点距，只需在批量数据中随机抽

取２～３条计算即可。

６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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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初始角点的选取中，通过找到极化角

点指数绝对值最大的点作为初始特征角点，这就

保证了初始点一定是特征角点，克服了Ｒａｍｅｒ算

法的特征角点的不确定性问题，使得本算法与曲

线的初始点位置无关。同时，在迭代过程中筛选

特征角点的依据是角点指数，同样能够保证入选

的角点均为特征角点。

２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算法的有效性和抗噪能

力，对不同曲线形状的数据进行了大量实验，结果

见图４。

图４　３种方法结果的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ａｍｅｒ’ｓ，

Ｇｕｒｕ’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利用本文方法得到的实

验结果与Ｒａｍｅｒ和Ｇｕｒｕ方法的结果相比均有明

显的改进，Ｒａｍｅｒ和 Ｇｕｒｕ方法中丢失的角点均

被检测出来，抗噪能力更突出，角点定位更准确。

不过，本文方法也存在不足，图４（ｃ）中右下角出

现了一个可疑点，该点在３种方法中均有出现，究

其原因为粗差所致，说明本方法在粗差剔除上还

有待改进。可在角点检测之前通过迭代平滑将粗

差剔除，因为粗差数据与角点不同，它在一次平滑

后有大的变化，二次平滑后则表现平缓。除了用

最直接的目视辨别外，还采用了角点数（犖犱）、最

大偏移值（ＭａｘＥｒｒ）、累积平方误差（ＩＳＥ）这３个

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实验数据的对比来

证明本文提出方法的优越性。最大偏移值为整个

曲线上所有点到近似多边形相应边的垂直距离的

最大值，累积平方误差为曲线上所有点到近似多

边形相应边的垂直距离的平方和。表１列出了定

量分析的结果。

表１　角点检测后的统计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ｓ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ｎｅｒ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方法 犖 犖ｄ ＭａｘＥｒｒ ＩＳＥ

Ｒａｍｅｒ １５７３ ５５ １．３ ２１５．９３

Ｇｕｒｕ １５７３ ３６ ４．１７ １１９４．６

本文方法 １５７３ ３５ １．２３ ３０７．８８

　　从表１的数据对比中可以发现，本文方法能

用最少的顶点数达到对原始曲线的最好逼近。

Ｒａｍｅｒ方法在比本文方法多出２０点的情况下，

ＭａｘＥｒｒ仍大于本文方法。虽然本文方法的ＩＳＥ

要大于Ｒａｍｅｒ方法，但是角点数减少，导致的结

果是ＩＳＥ的增加，且本文方法的ＩＳＥ在可接受的

范围内，在同Ｇｕｒｕ方法的比较中便可看出。Ｇｕ

ｒｕ方法在角点数多出一个的情况下，ＭａｘＥｒｒ和

ＩＳＥ均为本文方法结果的３倍之多。总体来说，

本文方法更加真实地再现了曲线的结构特征，角

点检测的结果也更加贴近人眼的视觉效果，且本

算法继承了Ｒａｍｅｒ和Ｇｕｒｕ算法的计算简单的优

点，不需要进行离散曲率的计算，角点检测速度

快，更加适合大批量的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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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ＰｅｉＳＣ，ＨｏｒｎｇＪＨ．ＣｏｒｎｅｒＰｏｉ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Ｎｅｓｔ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Ｊ］．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１９９４，２７：１５３３１５３７

［１０］ＷｕＷＹ．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Ｐｏｉ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Ｂｅｎｄ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Ｊ］．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７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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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２１：５１７５２５

［１１］ＧｕｒｕＤＳ，ＤｉｎｅｓｈＲ，ＮａｇａｂｈｕｓｈａｎＰ．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ａｓｅｄ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Ｎｅｗ

＇Ｃｏｒｎｅ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Ｒｏｂｕｓ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ＦｉｒｓｔＣａ

ｎａｄｉ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ＲｏｂｏｔＶｉｓｉｏｎ，

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４

［１２］ＺｈａｎｇＸ，ＬｅｉＭ，ＹａｎｇＤ，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Ｃｕｒｖａ

ｔｕ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ｏｒＲｏｂｕｓｔＩｍａｇｅ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ＳｃａｌｅＳｐａｃｅ［Ｊ］．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Ｌｅｔ

ｔｅｒｓ，２００７，２８：５４５５５４

［１３］ＭａｓｏｏｄＡ，ＳａｒｆｒａｚＭ．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Ｓｌｉｄｉｎｇ

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ｓＡｌｏｎｇＰｌａｎａｒＣｕｒｖｅ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０７，３１：４４０４４８

［１４］ＲａｙＢＫ，ＰａｎｄｙａｎＲ．ＡＣＯＲＤ：ａ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ｒｎｅｒ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ＰｌａｎａｒＣｕｒｖｅｓ［Ｊ］．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３６：７０３７０８

［１５］ＨｅＸＣ，ＹｕｎｇＮＨＣ．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ＳｃａｌｅＳｐａｃｅＣｏｒ

ｎ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Ｔｈｅ１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４

［１６］ＲｅｃｈｅＰ，ＵｒｄｉａｌｅｓＣ，ＢａｎｄｅｒａＡ，ｅｔａｌ．Ｃｏｒｎｅｒ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ｏｃ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ｓ［Ｊ］．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２，３８：６９９７０１

第一作者简介：李乐林，博士生。现主要从事数字摄影测量、机载

激光扫描数据三维重建、模式识别等方面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ｌｉｌｅｌｉｎｄｒ＠１２６．ｃｏｍ

犉犪狊狋犘狅犾狔犵狅狀犪犾犃狆狆狉狅狓犻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犇犻犵犻狋犪犾犆狌狉狏犲犅犪狊犲犱

狅狀犘狅犾犪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犆狅狉狀犲狉犻狋狔犐狀犱犲狓

犔犐犔犲犾犻狀１　犑犐犃犖犌犠犪狀狊犺狅狌
１
　犣犎犃犖犌犑犻狀犵

１

（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ａｎｅｗ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ｌａｐｐｒｏｘｉ

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ｎｅｒｉ

ｔｙ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ｒ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ｏｄｏ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ｐｏｉｎｔ．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ｉｓｅｘｅｃｕｔ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ｕｒｖ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ａｓ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ｔｅｓｔｅｄｏ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ｈａｐｅｓａｎｄｉｓ

ｐｒｏｖｅｄｔｏｂ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ｆａｓｔａｎｄｒｏｂｕｓｔｔｏｎｏｉ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ｒｔｏｈｕｍａｎｖｉｓｕ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ｐｏｉｎｔ；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ｌ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ｃｏｒｎｅ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ｎｅ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Ｌｅｌｉｎ，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３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ＬＩＤＡＲ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ｌｉｌｅｌｉｎｄ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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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ｃｏｍ

第三届全国测绘期刊主编联席会议成功举办

第三届全国测绘期刊主编联席会议９月２５～２７日在湖北恩施成功召开。这次会议

由《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编辑部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４０多位包括院士、厅局

长、将军、主编在内的著名测绘专家、学者与会，就测绘期刊与行业的互动、测绘期刊之间

的合作等献计献策。

８９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