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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航空影像、点云数据和矢量图进行
简单房屋三维重建方法研究

刘亚文１　宋守东１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采用航空影像、点云数据和矢量图进行房屋的三维重建。该方法从矢量图和三维点云数据提供的房

屋高度信息中自动获取房屋模型参数的初始值，利用矢量和影像匹配技术、最小二乘平差算法实现平顶房、人

字形简单房屋的自动三维重建。试验数据证明，该方法能较好地实现房屋的点云数据分割和平顶房、人字形

简单房屋的几何模型自动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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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城市和城市三维街景的建设，对建筑物

三维模型恢复的需求巨大，其中快速、准确、自动

获取房屋三维几何模型是目前的研究热点。通

常，航空影像作为房屋三维重建的主要信息源，研

究人员对基于影像的房屋三维重建的方法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如采用传统的摄影测量方法进行房

屋三维重建，利用航空影像双像成图原理和影像

匹配技术，快速寻找同名房屋结构角点，实现房屋

的三维重建。但航空影像上存在遮挡问题，一些

房屋的结构边和角点无法提取，造成房屋重建的

难度增大。同时研究人员探索结合多源数据进行

房屋的三维重建，矢量地图作为一种有效的数据

源可以提供房屋的形状和方向，许多研究集中在

结合矢量地图、激光点云数据和航空影像的房屋

三维重建［１３］。

本文提出的房屋三维重建方法采用的数据源

为矢量数据、航空影像和由航空影像通过密集匹

配形成的被研究目标点云数据。相比激光扫描仪

获取的被研究目标的点云数据而言，影像密集匹

配产生的点云数据包含了丰富的建筑物边缘和角

点信息，更利于建筑物三维重建；同时密集匹配产

生的点云数据减少了数据冗余，数据处理量和数

据获取成本大大降低。

本文采用基于模型的点云房屋三维重建方

法，充分利用多源信息的特点，实现了平顶房和人

字形房屋的自动三维重建。该方法的主要步骤如

下。

１）房屋点云数据的分割，利用已有的房屋矢

量平面图提取该范围内的点云数据为房屋点云数

据，为了不遗漏该房屋的点云数据，对房屋平面图

进行外扩［１，２］。

２）房屋屋顶和房屋屋脊高度的初值获取。

对于平顶房屋可以计算点云数据的平均值为房屋

屋顶高度的初值，对于人字形房屋采用从房屋点

云数据中提取最低点和最高点值作为房屋屋顶和

屋脊线的初值，完成房屋初始几何模型的重建。

３）将矢量数据与对应的影像相匹配实现房

屋的三维重建。对于平顶房屋可以利用最小二乘

平差方法拟合房屋屋顶高度；对于人字形房屋，将

房屋初始模型投影到影像上，利用投影线与影像

提取的对应特征相匹配确定房屋模型参数———屋

顶和屋脊高度值，实现房屋的三维重建。由于房

屋模型参数的初始值可从三维点云数据提供的房

屋高度信息中自动获取，从而本方法实现了平顶

房屋和人字形简单房屋的三维自动重建。本文算

法的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第３４卷第８期 刘亚文等：利于航空影像、点云数据和矢量图进行简单房屋三维重建方法研究

图１　平顶房和人字形简单房屋三维重建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ｏｆＰｌａｎｅｒｏｏｆａｎｄＧａｂｌｅｒｏ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　房屋点云数据的分割

通过影像匹配产生的点云数据中包含了地面

（道路、草地等）、树木和房屋，如何有效地分割所

研究的房屋目标是房屋三维重建的第一步。不同

于机载激光扫描仪获取的点云数据，可通过多次

回波信息有效地提取含有高差的目标。矢量数据

提供了房屋的外轮廓，通常为房屋墙基角的坐标，

大多数房屋是有突出屋檐的，在从点云数据中分

割所研究的房屋区域时，为了能够保证完整获取

研究目标的点云数据，一般将矢量数据中对应的

房屋平面图外扩０．５ｍ
［２］。插页Ⅰ中，图１为房

屋平面图，图２为房屋平面图外扩，也可以计算出

房屋平面图的外接矩形，将外接矩形外扩来分割

点云数据如插页Ⅰ图３。所提取的屋顶点集中还

包含了一些地面点，与房屋相近的树木点等如插

页Ⅰ图４所示。分割出来的房屋点云数据的最低

点即为地面点，可以作为房屋地基的高程。

２　房屋屋顶和屋脊高度初值的获取

２．１　平顶房屋的三维重建

对平顶房而言，房屋平面图代表了房屋墙基

的形状，平顶房的三维重建简化为房屋高度参数

的精确提取。分割出的房屋点云数据包含了屋顶

上大量的离散点和少量的地面点，通过提取数据

中的最低点为房屋地基的高度，在地基高度的基

础上给定合适的阈值如３ｍ（房屋一层的高度），

从分割的房屋点云数据中过滤掉墙面点。对房屋

屋顶的离散点利用最小二乘平差方法精确拟合房

屋屋顶平面［４］：

犔犻＝犡^ （１）

式中，犔犻为房屋点云数据中的犣（高度方向）坐标；

犡^ 为平顶房屋屋顶的高度值。设 犡^ 的初值为

犡０，改正数为狓，犔犻的观测值误差为狏犻，误差方程

如下：

狏犻＝狓－犾犻 （２）

其中，

犾犻＝犔犻－犡
０

可解得：

犡^ ＝犡
０
＋
［］犾
狀

（３）

在解算的过程中，平顶房屋高度的初始值犡０为房

屋点云数据的平均值。

２．２　人字形房屋的三维重建

在矢量图上，人字形房屋的屋脊平面坐标是

没有的，但通过观察人字形房屋的影像如插页Ⅰ

中图５可知，屋脊通常位于房屋一对平行边的中

点连线上，其平面坐标可由房屋墙基平面坐标推

算得到。如图２，人字形房屋的墙基为点１、点２、

点３和点４组成的矩形，屋脊平面投影为房屋边

１３和房屋边２４的中点连线犪′犫′，其坐标为：

狓犪′ ＝
狓１＋狓３
２

，狔犪′ ＝
狔１＋狔３
２

狓犫′ ＝
狓２＋狓４
２

，狔犫′ ＝
狔２＋狔４
２

（４）

　　如图２中的边１３和边２４，从人字形房屋的

结构中可以发现，屋脊平面投影一般与房屋最长

一条边平行或次长边平行。从房屋矢量图上搜索

最长一条边或次长边，其所对的前一条房屋边和

后一条房屋边为房屋屋脊平面投影相关的边。

在人字形房屋的平面坐标和屋脊平面坐标已

知的情况下，人字形房屋的几何模型的未知参数仅

为房屋屋顶高度和房屋屋脊的高度，如何精确解算

这两个参数是人字形房屋三维重建的关键问题。

过滤了地面点的房屋点云数据大部分为房屋

屋顶和屋脊点，但也包含少量树木及由影像误匹

配产生的数据点，要区分这些非房屋点是比较困

难的。本文的算法不受这些噪声点的影响。具体

做法为，搜索房屋点云数据中的最低点和最高点，

最低点为房屋屋顶平面参数的初始值，最高点为

房屋屋脊的高度参数的初始值。

３　基于物方矢量与影像匹配技术的

人字形房屋几何模型参数解算

３．１　人字形房屋屋顶平面的重建

为了获取精确的房屋屋顶平面的高度，需要

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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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房屋屋顶平面的几何模型投影到影像上，使其

与影像上提取的对应房屋屋顶边缘匹配。以两者

的距离最小为判断依据，逐步确定屋顶平面的高

度参数值［５］。如图３所示，犘 为房屋屋顶平面的

初始位置，狆为其在影像上的对应投影，犘１ 为逐

步精确后的房屋屋顶平面，狆１ 为其在影像上的对

应投影。

图２　人字形房屋的屋脊

Ｆｉｇ．２　ＲｉｄｇｅｏｆＧａｂｌｅ

ｒｏ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图３　 基于物方的匹配

Ｆｉｇ．３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ｂｊｅｃｔ

如插页Ⅰ中图６，直线犾为在影像上提取的人

字形房屋屋顶平面的边缘，犾′为人字形房屋屋顶

平面一条边按照式（５）投影到影像上的直线：

狓－狓０ ＝

－犳
犪１（犡犃－犡犛）＋犫１（犢犃－犢犛）＋犮１（犣犃－犣犛）

犪３（犡犃－犡犛）＋犫３（犢犃－犢犛）＋犮３（犣犃－犣犛）

狔－狔０ ＝

－犳
犪２（犡犃－犡犛）＋犫２（犢犃－犢犛）＋犮２（犣犃－犣犛）

犪３（犡犃－犡犛）＋犫３（犢犃－犢犛）＋犮３（犣犃－犣犛）

（５）

式中，狓、狔为影像上的投影点；狓０、狔０、犳为影像的

内方位元素；犪犻、犫犻和犮犻（犻＝１，２，３）为影像的角度

参数构成的旋转矩阵参数；犡狊、犢狊、犣狊为影像的外

方位元素；犡犃、犢犃、犣犃为房屋屋顶平面边端点坐

标。

从插页Ⅰ中图６可以看到，两条直线并不重

合，原因是房屋屋顶平面高度值为近似值。通过

房屋屋顶平面边投影直线犾′的两个端点犪、犫到影

像上房屋边缘犾的距离和应为最小可以确定房屋

屋顶平面高度值。设直线犾的方程为：

犃狓＋犅狔＋犆＝０ （６）

投影直线犾′的两个端点犪（狓犪，狔犪）、犫（狓犫，狔犫）到直

线犾的距离和为：

ｄｉｓ＝
犃狓犪＋犅狔犪＋犆

犃２＋犅槡
２

＋
犃狓犫＋犅狔犫＋犆

犃２＋犅槡
２

（７）

距离和为最小的房屋屋顶平面的高度参数取值为

最佳高度值。

从插页Ⅰ中图６的影像上可以发现，航空影

像上房屋屋顶平面边只有部分可以提取出来，部

分由于遮挡和房屋自身结构，房屋边缘不可见。

在进行屋顶平面的边与影像对应边匹配时，先将

屋顶平面的边投影到影像上，在距离每条边一定

范围的区间提取房屋边缘如插页Ⅰ中图７所示，

黄色的影像线为人字形房屋初始屋顶平面（点云

数据中提取屋顶平面高度为６．５０ｍ）在影像上的

投影，红色的影像线为距离投影边上下１５个像素

范围中提取的边缘，选择其中与投影边缘方向一

致且长度最长的影像边缘线及对应房屋屋顶边进

行匹配，精确匹配的结果如插页Ⅰ中图８，黄色的

房屋屋顶投影边缘与影像上对应的边缘重合，此

时的屋顶平面高度为７．４０ｍ。

３．２　人字形房屋屋脊高度参数的精确解算

人字形房屋的屋脊在大比例尺航摄影像上可

以表现为双边缘，如插页Ⅰ中图９，真正的屋脊为

双边缘的中心线。按照式（８）解求边缘３４的端点

３和端点４到边缘１２的垂足（狓１，狔１）和（狓２，狔２）。

狓犻＝
犅２狓犼－犃犅狔犼－犃犆

犃２＋犅
２

狔犻＝
－犃犅狓犼＋犃

２
狔犼－犅犆

犃２＋犅
２

（８）

其中犼＝３，４；犻＝１，２。

屋脊线端点的坐标（狓犪，狔犪）和（狓犫，狔犫）为：

狓犪 ＝
狓１＋狓３
２

，狔犪 ＝
狔１＋狔３
２

狓犫 ＝
狓２＋狓４
２

，狔犫 ＝
狔２＋狔４
２

（９）

　　从人字形点云数据中提取的屋脊高度初始值

为１１．４３ｍ，投影到影像上如插页Ⅰ图１０所示，

红色的线并未在双边缘屋脊的中间，根据房屋屋

脊线投影到影像上与提取的边缘距离最小为原则

确定屋脊高度参数为１１．３８ｍ，结果如插页Ⅰ

图１１，插页Ⅰ图１２为人字形房屋重建结果。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试验数据为房屋矢量图，如插Ⅱ页中图１３，

包含平顶房和人字形房屋共８４８栋。原始点云数

据如插页Ⅱ图１４所示，共有４８７８２３个点。房屋

分割后的点云数据如插页Ⅱ图１５。

取一个区域的平顶房屋９栋，相应的矢量数

据如插页Ⅱ图１６，房屋分割的结果如图１７，重建

结果图１８。

插页Ⅱ中，图１９为两栋人字形房屋矢量图，

图２０为分割的人字形房屋点云数据，图２１为人

字形房屋三维重建结果。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该方法能快速、自动实

现平顶房的三维重建；对于人字形房屋的三维重

６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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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该方法很好地结合了矢量和影像数据，利用匹

配技术实现了人字形房屋的自动三维重建。在人

字形房屋的重建过程中，算法考虑的情况要复杂

一些，如确定屋脊边缘平面坐标的房屋对应边的

自动选取与确认，房屋边缘存在单边缘和双边缘，

在不同情况下的匹配策略；人字形房屋顶层平面

投影边的分布状况也会影响匹配的准确性。

同其他由点云数据重建房屋的方法一样，本

算法还需进一步考虑评价房屋三维重建精度的问

题，以及对于复杂房屋的分割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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