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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通过曲面拟合修正部分粗糙地面点的高程，然后建立三角网跟踪等高点，采用加权二次多项式消

除毛刺，最后采用顾及等高距的样条函数内插等高线。实验表明，本文方法能够在损失较小的精度下生成不

相交的光滑等高线，视觉效果好。

关键词：ＬｉＤＡＲ；等高线；光滑；毛刺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Ｐ２０８

　　机载ＬｉＤＡＲ集激光扫描仪、ＧＰＳ和惯性导

航系统（ＩＮＳ）三种技术于一体，能够快速获取高

密度、高精度的地表点云数据［１，２］。地表点云数

据经过滤波处理［３５］后得到地面点。由于高密度

点云数据很好地表现了地表的细节信息，直接利

用地面点建立三角网跟踪得到的等高线，碎片多、

弯曲多；即使采用Ｂ样条函数、三次样条函数或

张力样条函数等内插方法进行光滑，碎片依然存

在，并且当光滑参数设置不合理时，常常出现相邻

等高线不协调的情况，甚至难以避免等高线间相

交的现象。

本文从三个方面来减少碎片多、弯曲多的现

象：① 从数据源出发，在滤波处理后，增加点云平

滑步骤，即通过曲面拟合修整地面点高程值；

② 在等高线光滑前，采用二次多项式消除毛刺等

高点；③ 考虑相邻等高线的关系，为每条等高线

自适应设定绘制光滑系数，使等高线达到既光滑

又彼此不相交。

１　点云平滑处理

任何一个复杂的空间曲面在其局部面元都可

以用式（１）的二次曲面去逼近拟合其高程：

犣＝犃狓
２
＋犅狓狔＋犆狔

２
＋犇狓＋犈狔＋犉 （１）

式中，犃、犅、犆、犇、犈、犉为待定参数，可根据观测数

据列出的误差方程进行求解。

点云平滑思想是用周围点的高程拟合值有选

择地替换检测点的高程值，其具体算法为：① 对

地面点进行格网数据组织，为快速获得犽最近邻

点［６］作准备。② 设置累计误差狊为０。③ 对每

点进行如下检测：选取检测点的犽个最近邻点（本

文取犽＝１０）；将犽个最近邻点的坐标代入曲面方

程，解算误差方程，求解待定参数，得到检测点的

拟合高程，计算拟合高程同检测点的观测高程之

差Δ犺，若Δ犺＜犪，该点不用平滑；若犪≤Δ犺≤犫，则

暂时用拟合高程代替检测点高程值外推；若Δ犺＞

犫，则该点不能平滑，防止类似“断裂线”高程突变

区域被平滑；对于Δ犺≤犫的点，狊＝狊＋Δ犺。④ 若狊

＜犮，则表明已平滑，结束修整；否则转第②步，其

中犪、犫、犮为实验中设定的阈值。

２　加权二次多项式拟合消除毛刺

在实验中发现，即使进行了点云平滑处理、采

用张力样条函数内插光滑输出等高线，还是存在

一定的毛刺点。

定义１　设等高点为狆１、狆２、…、狆狀，边狆犻－１狆犻

与狆犻狆犻＋１的夹角为，若≤１２０°或者＜１５０°∧

狆犻－１狆犻 ＜犱∧ 狆犻狆犻＋１ ＜犱，则令点狆犻为毛刺点。

由于等高点间距越大，对整条曲线的走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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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越大，因而本文采用加权二次多项式拟合去除

毛刺。对任意一个毛刺点狆犻的处理过程如下：

１）取出该点相邻的犿（犿＞３）个点狆′１，狆′２，

…，狆′犿，计算各点的权值犠 ＝｛狑犼，犼＝１，２，…，

犿｝，权值大小与检测点相邻两边的长度平方和成

正比，即狑犼＝（犱
２
犼，１＋犱

２
犼，２）／犽，其中，

犱犼，１ ＝

狆′犼－１狆′犼 ，狆′犼－１不是等高线起点

狆′犼狆′犼＋１ ，狆′犼－１是开曲线起点

狆狀狆１ ，狆′犼－１

烅

烄

烆 是闭曲线起点

犱犼，２ ＝

狆′犼狆
＇
犼＋１ ，狆′犼＋１不是等高线末点

狆′犼－１狆′犼 ，狆′犼＋１是开曲线末点

狆１狆２ ，狆′犼＋１

烅

烄

烆 是闭曲线末点

犽＝ｍａｘ｛犱２犼，１＋犱
２
犼，２，犼＝１，２，…，犿｝

２）列出误差方差式，计算误差和拟合值。选

择二次多项式狔＝犪＋犫狓＋犮狓
２拟合犿 个相邻点，

则各点误差方程式狏犼＝犪＋犫珚狓犼＋犮珚狓
２
犼－狔犼，其中珚狓犼

＝狆′犼（狓）－狆犻（狓）。由犿 个数据点列出的误差方

程为：

犞＝犕犡－犢 （２）

其中，犞＝ 狏１，狏２，…，狏［ ］犿
Ｔ，犢＝ 狔１，狔２，…狔［ ］犿

Ｔ，

犡＝ 犪，犫，［ ］犮 Ｔ，犕＝

１ 珚狓１ 珚狓
２
１

１ 珚狓２ 珚狓
２
２

  

１ 珚狓犿 珚狓
２

熿

燀

燄

燅犿

。根据误差理

论，多项式系数的解为：

犡＝ （犕
Ｔ犠犕）－１犕Ｔ犘犢 （３）

计算出总误差 犞 ，若 犞 ＜狊（狊＞０），则点狆犻拟合

后的坐标值为（狓犻，狔′犻），其中狔′犻＝犪（因为珚狓犻＝０）；

否则转到第４）步。

３）为了避免修正后的等高线间相交，调节拟

合值狔′犻，使得拟合后点的高程和该等高线高程的

偏差小于等高距的一半。用修正后的坐标值代替

毛刺点坐标外推消除其他毛刺点。

４）把二次多项式换为狓＝犪＋犫狔＋犮狔
２，以满

足开口为水平方向的曲线。类似第２）步的解法，

求出总误差和拟合值狓′犻。若总误差小于狊，则调

节拟合值狓′犻，以满足拟合点（狓′犻，狔犻）的高程偏差小

于等高距的一半，用修正后的坐标值代替毛刺点

坐标外推消除其他毛刺点。

３　顾及等高距光滑等高线

　　本文利用滤波光滑后的地面点建立不规则三

角网，然后从三角网上跟踪等高点。若直接将等高

点用折线连接，将得到不光滑的折线段，尽管这些

不光滑的折线段不会相交，但这并不符合等高线的

定义，且极不美观，视觉效果差，因此，有必要对等

高线进行光滑处理。常用的光滑等高线内插方法

有线性插值法［７］、分段三次多项式插值法［８］、抛物

线加权平均插值法［９］、张力样条函数插值法［１０］等。

这几种方法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光滑等高线，但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若光滑系数参数设置太小，虽不会

相交，但不美观；若光滑系数设置太大，虽平滑，但

易导致相交。因此，本文提出一种根据等高线间距

自适应地为每一条等高线设定平滑参数，以确保相

邻等高线彼此不相交，同时又能达到光滑效果的方

法。本文采用张力样条函数进行内插，因而是自适

应地调整每一等高线的张力系数。其算法流程如

下：① 设定初始张力系数σ为０．５，较光滑；② 根据

此时的张力系数求出光滑后的各点平面坐标，如图

１中的曲线所示；③ 判断光滑后等高线是否与相邻

等高线相交，若不可能相交，则以当前的σ作为该

条等高线的张力系数；否则增大张力系数，即σ＝σ

×Δσ（Δσ是一常数，本文取１．５）。若张力系数小于

设定最大值，转到②；否则，该等高线可能穿越陡

坡。对于此种情况，在可能相交的两个等高点间用

直线连接，其他部分光滑内插。

图１　等高距约束的光滑方法

Ｆｉｇ．１　Ｓｍｏｏｔｈ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ｏｆ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判断光滑后的相邻等高线是否相交，传统的

方法是把相邻等高线的各点连接起来，再计算它

们的拓扑关系。由于光滑后的曲线将有大量的

点，因此这将耗费大量的时间。为了减少计算时

间，本文通过计算光滑后的高程是否超过某一设

定区间内来判断是否存在相交，即利用跟踪等高

线时所建立的三角网求出内插后的各点高程值

犺′。若 犺′－犺 ＞Δ（Δ＜犱／２，犱为等高距），则该

点可能与相邻等高线相交。该方法不仅能够确保

等高线间不相交，而且因控制光滑后等高线的高

程变化范围，所以更能保障光滑后等高线的精度。

４　实　验

　　为了考察本算法的实际运行效果，在 ＶＣ
＋＋

环境下实现了该算法。实验数据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９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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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ＬｅｉｃａＡＬＳ５０激光雷达系统采集于宜昌长阳山

区。该测区范围约为５ｋｍ×１０ｋｍ，飞行高度约为

１３００ｍ，密度约为１．２点／ｍ２，数据总大小约为２．３

Ｇ。限于篇幅和效果表现的需要，实验中截取其中

一部分区域范围约为０．５ｋｍ×０．５ｋｍ，如图２所

示，其对应的彩色图像如图３所示。

４．１　高程修整前后所生成的等高线比较

将滤波后的数据采用二次曲面拟合来修整高

程，实验中阈值犪＝０．０５，犫＝１，犮＝狀×０．１５，其中

狀表示地面点的个数。用修整前和修整后的点云

数据分别跟踪等高线，跟踪得到的等高线用折线

连接，叠加显示，截取其中一小部分区域如图４所

示，图中细线是无修整处理的结果，粗线是进行高

程修整后的结果。在图４的犃区中可以看出，许

多零碎的等高线已不存在，并且许多尖点的等高

线也变得更加光滑，如犅区所示。

　　
图２　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

Ｆｉｇ．２　ＬｉＤＡＲＰｏｉｎｔ

ＣｌｏｕｄｓＤａｔａ

　　　　　
图３　点云对应的影像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Ｉｍａｇｅ

ｏｆ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ｓ

　　　
图４　进行高程修整前后的等高线

Ｆｉｇ．４　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

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４．２　加权二次多项式消除毛刺

虽然经过高程修整后能够去除部分零碎等高

线和消除部分尖点，但是等高线尖点还是比较严

重。在本实验中，比较是否使用二次多项式去除尖

点，再考虑等高距的张力样条插值。实验中，等高

距犱＝５ｍ，Δ＝２ｍ，初始张力系数σ＝０．５，消除毛

刺时取周围点的数目狀＝５，拟合总误差不大于狊＝

犿犱／２。图５是在没有去除尖点进行光滑的结果，

图６是去除尖点后光滑输出的结果，得到的光滑等

高线与影像的叠加效果如图７所示。

图５　未消除毛刺进行光滑的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ｌｉｍｉ

ｎ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Ｂｕｒｒｓ

　　
图６　消除毛刺后进行光滑的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Ｂｕｒｒ

　　
图７　与对应影像的叠加结果

Ｆｉｇ．７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ｍｏｏｔｈ

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Ｉｍａｇｅ

４．３　精度评价

为了评估经过光滑处理后精度损失的程度，

在每条生成后的等高线上每隔１ｍ的长度上采

集一个平面坐标点（狓犻，狔犻），并令该点的高程值狕犻

为该点所在的等高线高程，把这些从等高线上采

集的点合并起来建立三角网。令所有的地面点作

为检查点（设有狀点），设某一检测点为（狓′犼，狔′犼，

狕′犼），根据检查点的平面坐标点（狓′犼，狔′犼）在三角网

上内插出高程犺′犼，通过统计犺′犼与狕′犼的差异来评价

所得到的等高线精度。其中，残差Δ犼＝犺′犼－狕′犼，

残差最大值为 ｍａｘΔ犼，犼＝１，２，…，｛ ｝狀 ，残差最小

值为 ｍｉｎ Δ犼，犼＝１，２，…，｛ ｝狀 ，平均误差为（∑
狀

犼＝１

Δ犼 ）／狀，中误差为 （∑
狀

犼＝１

Δ
２
犼）／槡 狀。表１中，无高

程修整对应的值是直接在地面点上生成等高

线，并用折线连接等高点；高程修整的对应值是

将地面点通过高程修整后再生成等高线，并用

折线连接等高点；去除毛刺的对应值是将点云

高程修整后跟踪等高点，再去除毛刺点，最后用

顾及等高距的张力样条函数光滑连接等高点所

得到的结果。

０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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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种处理情况下误差的统计结果／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ｍ

误差类别 无高程修整 高程修整 去除毛刺

残差最大值 ３．６４８ ５．２７９ ５．６６７

残差最小值 －２．５３７ －４．８８６ －６．２３１

平均误差 ０．１５１ ０．１７４ ０．１９１

中误差 ０．１７５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５

　　从表１的数据可知，虽然对高程进行修整、去

除毛刺处理后对残差的最大最小值有比较明显的

影响，但对于平均误差和中误差的影响不大。说

明本文的高程修整方法和去除毛刺方法能够在损

失小精度的情况下达到良好的光滑效果。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的滤波后处理即点云平滑处理，能

够有效地消除因密集离散点云中存在少量粗糙点

所引起的零碎等高线和部分弯曲；加权二次多项

式拟合有效地消除了毛刺，并且较好地保持了等

高线的精度。然而，在自适应地为每一等高线设

定张力系数时，需不断迭代计算内插点，并判断高

程是否超过某阈值，因而计算量比传统的张力样

条函数插值的计算量大。随着多核 ＣＵＰ的出

现，集群计算技术的成熟，通过并行技术光滑等高

线来提高计算速度将是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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