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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边长比约束的离散点准确边界追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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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三角形边长比约束的离散点边界追踪算法，实现了对带洞凹多边形边界的有效追踪。

通过边长比作为限制条件，有效地降低了边界追踪算法中阈值对点密度的依赖，并通过实验验证了本文所提

算法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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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载激光雷达（ＬｉＤＡＲ）可以快速地获取大

量的离散点云数据［１］，并成为数字城市三维模型

重建的重要手段。离散点数据区域的边界提取是

一项重要而基础的工作，现有的方法有两大类：

① 基于凸壳的方法，如格雷厄姆算法
［２］，但该方

法在解决凹边界问题时失效；Ｓａｍｐａｔｈ使用Ｊａｒ

ｖｉｓ
［３］的改进凸壳算法可获取凹边界，但搜索下一

点时，需要进行较多的判断［４］。② 栅格处理法，

如基于栅格索引离散点边界的搜索算法［５］，该方

法过度依赖搜索盒边长，难以确定搜索方向；还有

的将离散点内插为格网进行边界追踪［６］。

离散点边界追踪的难点就是如何利用点与点

之间的空间关系设计出一定的约束条件来判断哪

些点是可能的边界点，并连接起来。通过将点构

建三角网（ＴＩＮ），利用点与点、边与点、边与三角

形、三角形之间的关系等信息，则可能合理地解决

该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三角形边长比约束

的离散点边界搜索算法，该算法能快速有效地实

现对点云的凹外边界和内部空洞边界的追踪。

１　边界追踪算法

该算法的核心思想是充分依靠ＴＩＮ中的点、

边和三角形的拓扑关系和几何要素、长度、角度等

进行判断和分析。基本步骤是：① 构建ＴＩＮ，找

出初始外边界；② 对边界线段进行向内细化，获

得粗外边界；③ 空洞寻找；④ 进行边长比约束细

化，获取准确的边界。

１．１　初始边界检测

对离散点云采用经典的逐点插入法建立不规

则三角网［７］，内插法的好处是能利用外包围盒找

到离散点的初始边界。构建三角网时，采用一个

非常大的正方形作为初始包容盒（如图１所示），

包围盒的四个顶点犃、犅、犆、犇 参与ＴＩＮ的构建，

和原始离散点一起构成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含有

这些顶点的三角形称为外部三角形，其他三角形

称为内部三角形，如图中边犘１犘２与一个外三角形

相连的内三角形的一条公共边即为构成初始外边

界的一个线段。

图１　利用逐点内插法构建ＴＩＮ

Ｆｉｇ．１　ＣｒｅａｔｅＴＩＮｂｙ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构建ＴＩＮ后，对所有外部三角形进行分析，

若某个三角形犜（由顶点犘０、犘１、犘２ 构成）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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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犘０ 是矩形包容盒的四个顶点之一，且犘１、犘２

均不是犃、犅、犆、犇 点，则记录线段犘１犘２。然后，

根据线段与线段之间的邻接关系连接所有记录的

线段，可以得到一个环犛，此环犛为这些离散点的

初始边界。但此结果和理想边界相差较大，需进

一步优化。

１．２　基于长度阈值的离散点初始外边界细化

由上一步得到的环犛很难反映出凹多边形

边界，所以，还需对环犛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内缩，

使之成为凹多边形。内缩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用三

角形的两个短边代替长边的过程，由于短边能够

更好地描述边界，所以内缩过程就是一步步逼近

真实轮廓的过程。

本文对得到的离散点外边界的组成线段长度

设置了一个阈值β，如５ｍ。假设线段犘１犘２ 是环

犛的组成线段（它同时是环犛内的三角形狋１ 的组

成边），如果犘１犘２ 的长度超过β，则对三角形狋１ 的

另外一个顶点犘３ 与犘１、犘２ 构成的线段犘２犘３、

犘３犘１ 进行分析（见图２）。如果犘３犘１ 的长度没有

超过阈值，则将犘３犘１ 加入细化边界序列；否则，

再将判断延伸到犘３犘１ 的另外一个邻接三角形

狋２。如果犘１犘４ 的长度小于阈值，则将犘１犘４ 加入

细化边界序列；否则，再延伸至犘１犘４ 的另外一个

三角形进行处理。如此迭代，直至被判断线段的

长度没有超出阈值，加入细化边界序列为止。对

犘２犘３ 采取同样的处理方法，进而对环犛的所有

组成线段进行上述处理。该处理方法能够保证最

后得到的细化边界序列可以顺序连接成为一个

环，就是细化的外边界，其上的任何一条组成线段

的长度都不超过β。上述过程可以保证得到建筑

物的凹边界。细化的外边界避免了非常长的边界

线段的出现，更好地反映了现实中建筑物的特点，

线段长度阈值β的大小决定边界细化的程度，但

实际上，此阈值不能设得过小，因为离散点是非均

匀分布点，过小的阈值会导致单环分裂为多环。

图２　初始外边界细化方法

Ｆｉｇ．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１．３　离散点内部洞粗边界的检测

离散点在平面上的分布密度是不一致的，这

就使得内部洞的存在成为可能。依据如下原则：

如果ＴＩＮ中真的存在洞，那么洞边界上的点必然

相互连接，比较常见的是洞一侧的两个点犘１、犘２

和另一侧的一个点犘３ 构成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见

图３（ａ））。还有一种情况是空洞边界上顺序相邻

的三个点犘１、犘２、犘３ 连接成三角形（见图３（ｂ）），

那么线段犘１犘３ 的长度也应该比较大。

图３　两种典型的构成空洞的三角形

Ｆｉｇ．３　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ＤＴＴｈａ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Ｈｏｌｅ

设条件１为：三角形狋由三个顶点犘１、犘２、犘３

构成，并且三条边犘１犘２、犘２犘３ 和犘３犘１ 中至少有

一条边的长度大于某一个指定的阈值γ，如２ｍ。

假如某个三角形狋满足条件１，则对三角形进行记

录和搜索。具体步骤如下：

１）若犘２犘３和犘３犘１的长度大于阈值，令狆１狆２

＝犘１犘２，转入步骤２）；令狆２狆３＝犘２犘３或犘３犘１，转

入步骤３），最后转入步骤４）。其他情况可以按照

边长不超过阈值的转入步骤２）、边长超过阈值的

转入步骤３）来进行处理。

２）判断狆１狆２是不是在已经找到的空洞的边

界之中，如果不在，则将狆１狆２存入空洞的边界序

列；如果在，则放弃沿该三角形进行的搜索，因为

一条三角形的边最多位于一个空洞的边界上。

３）对于狆２狆３，需要判断这条线段连接的除了

狋的另外一个三角形狋１的另外两条边狆２狆４、狆３狆４

的长度是不是超过阈值。若线段狆２狆４没有超过

阈值，则令狆１狆２＝狆２狆４，转入步骤２）；否则，令

狆２狆３＝狆２狆４，转入步骤３）。若线段狆３狆４没有超过

阈值，则令狆１狆２＝狆３狆４，转入步骤２）；否则，令

狆２狆３＝狆３狆４，转入步骤３）。如此迭代至新搜索到

的线段的长度全部小于γ并经过步骤２）为止。

４）如果所得到的空洞边界的组成线段数目

超过３，面积超过预先设置的另外一个面积阈值

ω，而且可以连接成为一个闭合环，则认为该空洞

边界有效，闭合环为空洞的粗边界。

此过程可以找到初始的洞边界，但所得到的

边界仍然较粗，不能有效地找到空洞边界的凹部

分，存在较大的失真，所以与外边界的处理相似，

需要对边界进行细化。

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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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基于边长比的边界优化算法

本步骤主要是对外边界和内部空洞粗边界进

行优化，得到更好的凹边界，避免仅由三角形边长

的绝对长度进行判断而产生的偏差。

ＴＩＮ中对三角形的形状有着较为严格的要

求，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三边等长。在离散点分

布均匀的情况下构成的三角形一般满足这个条

件，如果出现上述不稳定的三角形，则有理由认为

离散点的分布不是均匀的，存在空洞，因此三角形

中存在边界点。如在建筑物墙的转弯处的凹端，

ＬｉＤＡＲ采集到的点沿墙分布，很明显，离散点的

分布亦不均匀，由此建立ＴＩＮ得到的三角形的形

状也不稳定，出现偏差。这些偏差难以依靠设置

三角形边长的绝对长度的阈值来消除。图４表达

了一个建筑物的凹状拐角，黑色实线是上一步获

得的离散点粗的外边界。从图４可见，虽然犘１犘２

的长度小于长度阈值，但是三角形狋２、狋３、狋４、狋５、狋６、

狋７的形状都不是稳定的，离散点犘１、犘４、犘７、犘６、

犘９、犘８、犘５、犘３、犘２的分布不均匀，因此，狋２、狋３、狋４、

狋５、狋６、狋７应该在离散点外边界的外部，仅仅依靠边

界线段的长度阈值只能追踪到黑线，黑线并没有

准确地反映出建筑物的拐角。为了找出犘１、犘４、

犘７、犘６、犘９、犘８、犘５、犘３、犘２所表达出的边界，本文

采用了一种基于三角形边长比的边界优化算法，

即当某个长边与短边长度的比值大于一定的阈值

时，就用两个短边代替长边。具体步骤如下：

１）对粗边界的每一条组成线段犘犻犘犻＋１进行

处理，转入步骤２）。对得到的细化边界序列连接

成环，即为细化边界。

图４　只利用线段长度阈值追踪边界产生的偏差

Ｆｉｇ．４　Ｅｒｒｏｒ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ＯｎｌｙＵｓｉｎｇ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ｔｏＴｒａｃ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２）对与犘犻犘犻＋１相邻的未被搜索过的三角形

（若犘犻犘犻＋１在粗外边界上，则为在粗外边界内部

与犘犻犘犻＋１相邻的三角形；若犘犻犘犻＋１在空洞粗边界

上，则为在空洞粗边界外部与犘犻犘犻＋１相邻的三角

形）犘犻犘犻＋１犘犼的另外两边犘犻＋１犘犼和犘犻犘犼的长度进

行判断，找出其中较短的边犘犿犘犼和较长的边犘狀

犘犼。若犿为犻＋１，则狀为犻；若犿为犻，则狀为犻＋

１。计算犘犻犘犻＋１与犘犿犘犼的长度比λ。如果λ超过

一定的阈值α（一般１．５＜α＜２．５），则该三角形被

认为是不稳定的，转入步骤３）；否则，转入步骤

４）。

３）将犘犿犘犼添加到细化边界序列中。对于

犘狀犘犼，令犘犻犘犻＋１＝犘狀犘犼，转入步骤２）。

４）将 犘犻犘犻＋１加入细化边界序列，转入步

骤１）。

２　实　验

　　本文选取了如图５（ａ）所示的点云进行边界

追踪实验，实验数据的点密度大约为１点／ｍ２，数

据中存在明显的凹边界以及内部空洞。在检测出

初始边界之后，利用外边界的长度阈值β＝７ｍ、

空洞边长阈值γ＝３ｍ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得到

如图５（ｂ）所示的结果。在最后的边界优化过程

中，设置λ＝１．８，结果如图６（ａ）所示。当取β＝１０

ｍ和β＝１５ｍ时，结果分别如图６（ｂ）和６（ｃ）所

示。β值是用户设定的初始边界寻找时的长度阈

值。从实验中可见，虽然β的值差别较大，但是均

有效地找出了点云的外部凹边界和内部空洞边

界，结果仅有较小的差别。可见，外边界凹边界的

追踪效果对初始的边长阈值β的依赖不大，只要

不取太大或者太小的β值，一般都可以获得理想

的效果。但是，空洞边长阈值γ的大小必须适当，

因为这涉及到绝对尺度的问题。不同的尺度标准

对应着不同的判断结果。在对粗边界进行优化的

过程中，采用的边长比阈值λ＝１．８，该值是通过

经验获取的，可以认为是一个常数，在各种不同的

情况下，均可以获得理想的效果。在设置λ＝

１．８、γ不同（均能够保证获得空洞边界）时，边界

追踪的结果相似（见图６（ａ）和图６（ｄ））。

图５　实验数据和初始边界检测

Ｆｉｇ．５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

为了验证算法对同一数据中密度不均匀点的

效果，实验中采用了图７所示的数据，其中稀疏部

分区域点的间距大约为０．８ｍ，密集部分点的间

距为０．１～０．２ｍ左右，算法在不同密度的数据

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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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然生成了稳定的结果。

图６　边界优化结果

Ｆｉｇ．６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图７　具有不同点密度数据边界追踪结果

Ｆｉｇ．７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ｒａｃｉｎｇｆｏｒ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

３　结　语

复杂形状的离散点区域的边界追踪是一个基

础工作，其结果与真实数据的吻合程度常常受到

阈值设置的影响。本文提出的基于边长比约束的

边界追踪算法简单快速，并采用边长比这个相对

量作为参数，能够有效地降低阈值对结果的影响，

同时还考虑了带洞数据的边界追踪。后续研究还

需考虑增加特征约束，防止边界过度收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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