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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车载三维测量系统中的激光扫描仪回光强度值，提出了一种基于强度值的地物信息提取和分类

方法。将回光强度值进行角度、距离统一改正，并分级显示，通过绘制地物在不同能量级上的分布曲线，确定

曲线峰值对应的强度级。实验结果表明，区分不同地物分布曲线上的峰值可以实现地物的提取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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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载近景三维测量系统３Ｄ＿ＳＵＲＳ是集ＣＣＤ

数码相机、激光扫描仪（ＬＳ）、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及系统控制器于一体的近景三维测量系

统，可动态、快速、实时地获取周围目标的地理信

息［１］。该测量系统采用的ＲＩＥＧＬＬＭＳＱ１４０ｉ８０

型激光扫描仪，获取具有扫描角度、距离和回光强

度等信息的点状数据，但从庞大的激光数据中提

取建筑物有效信息目前在国内外并没有非常完善

的算法。文献［２］提出以三维的Ｈｏｕｇｈ变换寻找

处于同一平面上的点；文献［３］提出将扫描点转换

为二进制影像，通过Ｒａｄｏｎ变换的方法寻找线状

物体；文献［４，５］通过航空激光扫描数据建立

ＤＳＭ，在此基础上建立ＤＴＭ，通过设置高度限差

获得建筑物轮廓；文献［６］研究了用机载激光反射

率进行地物分类；文献［７］将扫描空间投影后格网

化分割，进行建筑物立面轮廓的提取。本文对激

光扫描回光强度进行分析，将其用于建筑物信息

的提取和分类。

１　回光强度分析

扫描仪得到的关于回光强度的记录中，一个

扫描点对应一个强度值，无法直观地确定这个点

实际所处位置、对应物体类型，也就无法判断整个

目标物对激光的反射能力。为便于强度值的分

析，需要更清晰地表达出扫描强度与目标物之间

的对应关系，并且去除距离角度等因素对强度值

的影响，才能进一步实现回光强度在信息提取、物

体识别等方面的应用。

１．１　回光强度显示

３Ｄ＿ＳＵＲＳ激光扫描系统数据，经过姿态改

正和坐标转换，得到真实大地坐标，以点状形式表

现建筑物立面（见图１）。

图１　建筑物立面点数据

Ｆｉｇ．１　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扫描仪测量的距离和角度足以获取物体位

置、轮廓等信息，但并不能反映出不同物体反射的

激光强度值之间的差别，根据图１也无法对强度

值作进一步分析。单纯从扫描数据中，只能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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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很难发现扫描点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将扫

描仪记录下的强度信息可视化，反映在图像中以

利于人眼观察和分析，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由图１可以看出，所有的扫描点都具有相同的灰

度，掩盖了每个点之间的强度差别。如果将强度

值分级，每一级用不同的颜色表示，那么不同强度

值之间的差别就可显现出来。

回光强度取值范围为０～２５５，数值越大强度

越大。根据统计，有效的扫描点９９％分布在４０～

１３５这个范围之内。为了有效利用数据，规定大

于１３５的值定为１３５，小于４０的值定为４０。然

后，对４０～１３５之间的点，平均分成１６个强度级，

分别用不同颜色表示。扫描点通过其强度值找到

对应的颜色，重新显示在图像中，就可以区分出其

所在的强度级。

１．２　强度值改正

通过对带有颜色的立面图像以及多组不同位

置图像进行分析得出，激光扫描强度值的大小与

扫描物体、扫描距离、扫描角度等３个主要因素有

关。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区分不同物体之间的强

度值，因此，应该排除距离、角度等因素的干扰，建

立距离强度、角度强度之间的对应关系，将距离

和角度引起的强度变化进行统一改正和补偿，使

所有扫描点在等效的距离和角度条件下进行强度

值的对比分析。

１．２．１　距离改正

距离越大，能量损失越大，反射强度越小。通

常扫描距离不大于１００ｍ，在这个范围内强度变

化并不十分明显。设回光强度值为犖，扫描仪到

物体距离为犛。通过多组数据的实验，建立强度

值与距离之间的线性关系：

犖 ＝犪犛＋犫 （１）

式中，犪、犫为未知参数，通过观测的数据求解。取

在相同角度下对同一物体不同距离（２０ｍ，４０ｍ，

６０ｍ，８０ｍ）的观测数据，对未知参数进行解算，

结果见表１。

表１　距离改正数据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观测数据 犪 犫

１ －０．２６１ ３９．８７

２ －０．３６７ ４９．１５２

３ －０．４１ ５１．３０９

４ －０．２０６ ４６．３５

５ －０．２４６ ５５．３６９

平均值 －０．２９８ ４８．４１

　　在确定距离与强度之间的关系后，对强度值

进行距离改正，消除因距离不同而引起的强度变

化。选定扫描中心到扫描物体的平均水平距离作

为参考距离珚犛，其他扫描点通过式（２）计算出强度

差值，加入到原有的回光强度中，得到在统一距离

下的强度值：

Δ犖犻＝０．２９８（犛犻－珚犛） （２）

１．２．２　角度改正

在距离一定的情况下，扫描张角越大，反射的

强度值越小。通过不同角度扫描点强度分布的分

析，确定仍然使用线性方程近似表示强度与角度

正弦值之间的关系。设强度为犖，角度为犃，犮、犱

为未知参数。

同一立面上强度值随角度的变化更明显、更复

杂，数据也较不稳定，需要选择同一扫描线内的不

同角度扫描点来解算，再取多条扫描线的结果取平

均值求解式（３）中的未知参数。本文使用最小二乘

拟合的方法对呈线性分布的点拟合出一条直线，其

斜率和斜距分别为犮和犱。图２为一条扫描线中

的角度与强度之间的关系图，图中显示的点为一组

扫描点的角度与强度对应关系，直线为拟合出的线

性关系。共选取６组数据进行计算，经过数据解算

及求取平均值，得到强度角度之间的对应关系为：

犖 ＝－２８．９３ｓｉｎ犃＋１１６．９５４ （３）

图２　强度与角度分布拟合

Ｆｉｇ．２　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Ａｎｇｌｅ

　　使用与距离改正中相同的方法，求取角度变

化引起的强度差值，加入到原有强度中，最终改正

得到相同距离、相同角度下的扫描点强度值。加

入角度改正前后的数据比较分析见表２。

表２　角度改正前后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ｎｇｌ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强度值
角度改正

前平均值

角度改正

前中误差

角度改正

后平均值

角度改正

后中误差

１ １０５．６７ ７．７７２ １１５．６５ ５．３４６

２ １０４．８４３ ６．８４１ １１２．３２ ５．２６４

３ １０４．２８ ６．７３６ １１１．３９８ ５．２９８

４ １０４．２７７ ６．７２８ １１１．９１８ ５．０３２

５ １０４．６８７ ６．７０５ １１２．２０７ ５．０６４

６ １０４．５７２ ６．９４３ １１２．２１１ ５．１６２

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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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２可以看出，改正后的强度值补偿了因

角度变化而产生的强度损失，强度均值变大，而聚

集度增加，总体中误差减小，达到了强度补偿的目

的。经过距离和角度综合改正的扫描点强度图见

图３。

图３　经过距离和角度改正的扫描点强度图

Ｆｉｇ．３　Ｐｏｉ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ｎｇｌ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２　信息提取

统一处理后的强度值，其大小只与扫描物体

有关，可以尝试根据回光强度辨别不同类型物体。

已将强度值划分为１６个等级，通过不同强度级单

独显示，可以得到不同强度级对应的不同地物。

图４显示了各地物在不同强度级上的分布曲线。

通过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各个地物的分布曲线

类似正态分布曲线，在不同强度级上会出现各自

的峰值，这非常有利于不同地物的分离。根据峰

值位置的差异，选定各类地物间的分类阈值，作为

各种地物的强度分类标准。距离改正和角度改正

并不能完全对扫描的强度值进行补偿，再加上其

他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导致各类地物在不同强

度级上一般呈连续的分布，难以通过强度值对地

物精确区分。通过曲线表示阈值分割的方法，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地物进行大体分类，然而这是

以牺牲部分扫描点为代价的。不过，即使是处于

曲线峰值附近的部分扫描点，依然占据了所属地

物的较大比例，可以表示出地物的主体部分，不会

对地物结构及边界的识别产生太大影响。

图４　不同地物在各个强度级上的分布曲线

Ｆｉｇ．４　Ｏｂｊｅｃ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Ｌｅｖｅｌｓ

不同物体的主体部分强度值有着较大的差

别，在信息提取过程中，可以通过这种强度差别提

取不同类型的物体。由曲线峰值对应的强度级对

整体图像进行分层显示，分解后的扫描点图像，图

５以墙面为主，强度级为１１８～１２３；图６以玻璃窗

户为主，强度级为１００～１０５；图７以树木为主，强

度级为７６～８１。从图中可以看出，尽管一个强度

级内不可能包括同一类型物体的所有扫描点，但

其主体部分已经完整保存了扫描物体立面的位

置、形状等信息，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取

信息，简化数据。图８为在图５基础上对墙面提

取的结果图，提取出了墙面轮廓。窗户、树木可以

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提取。

图５　建筑物墙面

Ｆｉｇ．５　Ｍｅｔｏｐｅｓ

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图６　建筑物玻璃窗户

Ｆｉｇ．６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图７　建筑物前树木

Ｆｉｇ．７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Ｔｒｅｅｓ

　　
图８　提取建筑物墙面后顶视图

Ｆｉｇ．８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３　结　语

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工作中，利用扫描点之

间的几何关系进行建筑物信息提取已经有较多的

研究。由于激光扫描仪自身记录的扫描强度的限

制，以及距离角度等改正无法完全补偿强度损失，

使得强度值无法在信息提取中对不同地物类型精

确分类，只能区分出地物的主体部分。将强度分

析与几何提取方法结合，在强度分类提取的基础

上提取扫描物体的结构特征，是一种可行并且有着

较好前景的方法，不仅可以减少单纯几何分析的复

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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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度，而且可以提高建筑物等信息提取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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