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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机载激光雷达（ｌｉｇｈ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ｎｇｉｎｇ，ＬｉＤＡＲ）数据与航空彩色影像的数据特点，提出了一

种面向对象的多源数据融合分类方法。该方法根据影像光谱特性将航空影像分割为若干个同质区域，通过综

合考察每个区域内ＬｉＤＡＲ数据的滤波结果、空间离散度、高差值和航空影像光谱信息，判断各区域归属为哪

一类。实验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地分离房屋、树木和裸露地３种基本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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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ＬｉＤＡＲ数据能够直接获得目标的空间三

维点云，但是它却难以直接获得物体表面的语义信

息（材质和结构等）［１］。航空遥感影像提供了丰富

的空间信息与纹理特征等大量的语义信息，但获取

的主要是建筑物的顶面信息，漏掉了建筑物立面的

大量几何和纹理数据。针对不同传感器数据源的

优点和局限性，将多源数据融合以弥补各单个数据

源的局限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２５］。

本文利用ＬｉＤＡＲ和航空影像两类传感器数

据的特点，采用融合多源数据的分类策略进行面

向对象的地物分类。首先，分别从ＬｉＤＡＲ和航

空影像两个数据源中获取用于分类的线索；然后，

分割ＬｉＤＡＲ高程图与航空影像进行波段融合后

的图像，将分割后同质区域块作为一个分类对象；

最后，根据训练样本获取分类规则，对每个分类对

象综合考察 ＬｉＤＡＲ和航空影像提供的分类线

索，判断其归属。

１　面向对象的航空影像和犔犻犇犃犚

分类

１．１　数据集

实验采用加拿大 Ｏｐｔｅｃｈ公司提供的数据：

① 灰度表示的距离图像（见图１），图中像素灰度

值与高程值呈正比，图中像素越亮表示高程值越

大；② 纠正后的真彩色正射影像数据，影像地面

分辨率为０．５像素（见图２）。

　
图１　激光扫描数据

Ｆｉｇ．１　Ｌａｓｅｒ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Ｄａｔａ

　　　
图２　真彩色正射影像

Ｆｉｇ．２　ＴｒｕｅＣｏｌｏｒ

Ｏｒｔｈｏｉｍａｇｅ

１．２　分类线索

线索１：对激光点云的末次回波进行滤波处

理，初步分类为地面点与地物点。

线索２：计算激光点云的首末次高程差信息，

作为判断是否为树木的标准之一。

线索３：计算激光点云的空间分散度，也作为

判断树木的标准之一。

线索４：对彩色航空影像提取直线，获取直线

特征。建筑物包含很多直线信息，因此直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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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判断建筑物的线索之一。直线提取首先采

用Ｃａｎｎｙ算子提取边缘，然后边缘细化、跟踪和

直线拟合（见图３）。

１．２．１　机载激光点云滤波

１）根据给定尺寸划分正方形格网，从每个格

网单元中选取高程最低的激光点，作为地面种子

点加入到不规则三角网（ＴＩＮ）中，构成初始

ＤＴＭ。一般格网尺寸应该大于激光点云数据中

最大建筑物大小，但是最大建筑物的尺寸大小很

多时候不能正确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降低

最大建筑物大小对种子点选取的影响，对所选出

来的种子点拟合一个参考平面，根据区域的地形

坡度阈值将残差大的点从种子点中去除。

２）遍历ＴＩＮ，计算落在三角形中的激光点到

三角形的距离犱，如果满足给定的高程差阈值，则

认为该点是地面点。将ＴＩＮ中所有的三角形遍历

结束后，将获得的地面点重新加入ＴＩＮ。重复迭代

执行，直至满足设定的最少地面点或者迭代最大次

数，迭代结束。激光点云末次回波的滤波结果如图

４所示，图中白色表示地物点，黑色表示地面点。

１．２．２　机载激光点云高程差计算

很多ＬｉＤＡＲ 数据都能够提供多次回波信

息。如果是植被区域，激光点的首次回波和末次

回波的高度差就相当大，而如果对应区域是道路

或者是屋顶，则两次获得的高程差会很小甚至接

近于零。激光射到建筑物边缘也能产生两次回波

信息，首末次回波高差信息见图５，图中像素值与

高差成正比，像素越亮表示高差值越大。图５中

夹在植被区域内有一些相对孤立的高差值很小的

区域，主要是由于激光光斑很小，同一激光束完全

射到某片树叶内，产生的高程几乎相等；还有一些

非常浓密的树丛，激光无法穿透，也出现一次回波

现象，如图５中所示椭圆框中的树丛。

１．２．３　机载激光点云离散度计算

首先构建激光点云的２维ＫＤ树，搜索激光

点云中每个点邻域内的全部相邻点，建立该激光

点在空间上的３×３离散矩阵：

犛犼 ＝∑
狀

犻＝１

（狏Ｔ犻狏犻）（犼＝１，２，…，犕） （１）

式中，犛犼为第犼个点的３×３离散矩阵；狀为第犼

个点邻域内相邻点的数目；狏犻 为第犼个点的第犻

个相邻点的空间坐标，狏犻＝［狓　狔犻　狕犻］；狏
Ｔ
犻 为狏犻的

转置矩阵；犕 为激光点云点数。

将离散矩阵犛犼 作奇异值分解，可获取该点矩

阵的３个特征值，并将特征值从小到大排列。设定

３个类别：① 两个特征值远大于另外一个特征值，

则该点被标记为平面类（图５中灰色像素点）；

② 一个特征值远大于另外两个特征值，则该点被

标记为边缘类（图５中黑色像素点）；③３个特征值

都足够大，则标记为空间离散类（图５中白色像素

点）。实验数据中如果房屋顶部形状多变，则会在

屋顶处出现一些离散点，一般平顶房屋和地面都表

现为灰色的平面点，地面上小物体（如小汽车等）也

会造少量离散点。比较稀疏的树木会表现出很多

边缘点，而较为浓密的树木包含很多的离散点，因

此，可将离散点和边缘点作为判断树木的标准之一。

１．３　航空影像分割

影像分割采用金字塔影像数据结构的分裂与

归并算法，分裂与归并方法在金字塔图像表示上

进行，初始区域是方形的且与一定的金字塔层元

素对应［６］。

首先，定义一个划分为区域的初始分割、一致

性准则和一个金字塔数据结构。其次，如果金字

塔数据结构中的任意一个区域不是一致的，就将

其分裂为４个子区域；如果具有相同父节点的４

个区域符合一致性准则，则合并它们。如果没有

区域可以分裂或合并，则转到下一步。然后，如果

任意两个邻接区域符合一致性准则，合并它们（即

使它们在金字塔的不同层或没有相同的父节点）。

最后，如果必须删除小尺寸区域，则将小区域与其

最相似的邻接区域合并。图７为图２采用分裂合

并金字塔分割的结果。

图３　直线提取图

Ｆｉｇ．３　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图４　滤波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图５　首末次回波高程差

Ｆｉｇ．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ｅｉｇｈ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ｒｓｔＲｅｔｕｒｎａｎｄＬａｓｔＲｅｔｕｒｎ

　　
图６　点云特征值

Ｆｉｇ．６　Ｐｏｉｎｔ

ＥｉｇｅｎＩｍａｇｅ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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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分割精度，可以将点云距离影像（图

１（ａ））与真彩色航空影像（图２）利用Ｂｒｏｖｅｙ变换

融合法融合。图８为融合后进行直方图拉伸后的

结果示意图。融合后的影像包含了ＬｉＤＡＲ数据的

高程信息，可以将树木、建筑物与地面等清晰区别

出，简化影像分割的难度，提高影像分割的正确性。

１．４　面向对象的多源特征分类

将ＬｉＤＡＲ数据与航空真彩色影像融合后，

影像分割出的每个区域块当作待分类对象，综合

考察每个对象内所含的滤波结果、高程差、离散矩

阵特征值以及直线段４种信息。如果这个对象满

足划分为某一类的准则，则将这个区域内所有像

素划分为此类中。将区域看作对象，需要将区域

内４种信息量化，定义４个统计量犉１、犉２、犉３、犉４。

犉１＝区域内地面点的个数／区域内点的总个数；

犉２＝高差大于设定阈值点的个数／区域内点的总

个数；犉３＝区域内含有空间离散特征值点的个

数／区域内点的总个数；犉４＝直线段个数。因此，

可以建立人工决策树。将需要分类的树木、建筑

物和裸露地３个类别作为假设，犉１、犉２、犉３、犉４４

种信息作为变量，确定犉１、犉２、犉３、犉４ 有关的具体

条件。通过训练样本获取这些判断的具体条件，

具体分类规则如表１所示。

根据表１创建的假设、规则、条件得出分类的

结果，如图９所示，图中灰色为树木，黑色为建筑

物，浅灰色为地面，图１０为分类结果的三维点云

显示。

表１　多源特征分类规则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Ｒｕｌｅｓ

假设 变量（规则） 条件

树木 高程差较大的点所占百分比 犉２＞８０％

离散特征值的点所占百分比 犉３＞６０％

裸露地面 地面点所占百分比 犉１＞５０％

高程差较大的点所占百分比 犉２＜１０％

建筑物 地面点所占百分比 犉１＜１０％

高程差较大的点所占百分比 犉２＜２０％

直线段个数 犉４≥２

２　实验精度分析

为了准确地评价分类精度（或误差），有必要

将分类结果与参考验证信息系统对比。因为场景

的复杂性，特别是树木的光谱不一致以及离散等

限制，人工分类精度不高，但建筑物能够容易地分

类出。为了避免人工分类误差的影响，本文通过

建筑物分类的精度比较来评价分类精度，图１１是

人工分类出的建筑物的三维点云图。从建筑物的

个数和建筑物所含激光点个数两个方面进行精度

分析。人工分类出建筑物为３８座，基于面向对象

的融合分类方法获得３５座建筑物，检测出建筑物

的比例为９２．１１％。分类误差包含正确类别的漏

分误差和所划归的错误类别的多分误差［７］。漏分

误差指的是将建筑物点错分为非建筑物点，多分

误差是指将其他非建筑物点分类为建筑物点。建

筑物分类误差见表２。

图７　ＲＧＢ影

像分割

Ｆｉｇ．７　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图８　点云

与ＲＧＢ影像融合

Ｆｉｇ．８　Ｆｕｓｉｏｎｏｆ

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Ｉｍａｇｅ

　

图９　分类

结果

Ｆｉｇ．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

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图１０　分类结

果三维显示

Ｆｉｇ．１０　Ｐｏｉ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图１１　建筑物人工

分类参考信息

Ｆｉｇ．１１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ｅｆｅ

ｒｅｎｃｅＤａｔａ

表２　建筑物分类误差

Ｔａｂ．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参考建筑物点
面向对象融合分类的建筑物

建筑物点 实际建筑物点 漏分点 漏分误差 多分点 多分误差

２４１３７ ２２４１０ ２１９０４ ２２３３ ９．２５％ ５０６ ２．１０％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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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通过面向对象的方法分割航空彩色影

像，把分割后的同质区域作为待分类对象，建立起

多源特征的分类系统。每个对象根据ＬｉＤＡＲ数

据的滤波结果、空间离散度、高差值与彩色影像的

光谱特性确认其归属。从分类误差的分析来看，

这种分类方法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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