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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简化后续的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滤波，针对茂密植被的陡坡林区，提出了均值限差预处理方法；针

对具有密集墙面激光脚点的城区，提出了角度限差预处理方法。采用两组不同特征的实测数据分别对两种预

处理方法进行了实验，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预处理效果显著，使用了预处理的滤波结果与未使用预处理

而直接滤波的结果相比，两类滤波误差均有所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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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机载激光雷达（ＬｉＤＡＲ）具有精度高、速

度快、能直接获取被测点的三维坐标以及发射的

部分激光脉冲信号能穿透植被等优点［１］，因此，应

用ＬｉＤＡＲ测量方式来获取森林地区的地形数据

自然受到人们的青睐。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区域，

同样可以采用ＬｉＤＡＲ技术获取ＤＳＭ或ＤＥＭ数

据［２，３］。

通过机载ＬｉＤＡＲ获取的点云数据中包含了

地面点和非地面点，为便于后续的点云分类与建

筑物建模，首先要将地面点与非地面点分离，这一

过程称为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滤波。许多学者对滤

波方法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多种滤波算法，概括

起来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直接针对激光脚点的

三维空间坐标（几何特性）的滤波；第二类是融合

激光脚点的几何特性与激光回波信号强度（物理

特性）的滤波。现有的大多数滤波方法属于第一

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有基于数学形态学

的滤波［４］、基于稳健拟合的迭代最小二乘方法［５］、

基于 ＴＩＮ 的渐进加密算法
［６］、基于坡度的滤

波［７］。第二类方法是随着机载ＬｉＤＡＲ系统能够

记录回波强度的信息而产生的［８］。

但是，利用上述方法进行滤波时，会遇到一些

困难区域，如植被茂密的陡坡区域、侧面反射激光

脚点较多的高大建筑物区域等，这些区域的Ｌｉ

ＤＡＲ数据的滤波结果一般较差。本文提出通过

预处理事先处理这些困难区域，然后进行滤波，能

够取得较好的滤波效果。

１　方法原理

１．１　均值限差法

在有茂密植被的林区，直接用基于拟合曲面的

滤波方法，滤波结果并不理想。为了使滤波有更好

的效果，可以在预处理过程中先将其中一部分植被

点去除，提高地面点所占的比例，然后再进行滤波。

最简单的预处理是将邻近的两点高程进行比较，差

值超过一定范围，就认为高的点为植被点，但是在

有陡坡的区域，由于同为陡坡上的两地面点也可能

有很大的高差（平面距离一定时，两地面点间的坡

度越大，点间的高差越大），为了尽量减少滤除坡上

的地面点，减小第一类误差［９］，阈值就需要设置得

比平坦区域中的阈值大；而另一方面，若阈值较

大，满足了前面的要求，但在平坦区域只能滤除高

度较大的植被点，高度较小的植被点将无法滤除，

预处理效果不明显，所以简单比较相邻点高程的

方法并不能兼顾平坦和陡坡区域。为了解决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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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本文采用均值限差法进行预处理。

均值限差法的原理是：以任意一点犘（犡犘，

犢犘，犣犘）在狓狔平面上的投影点为中心，选取包含

一定数量激光脚点的平面区域（即这些激光脚点

在狓狔平面上的投影点落在该区域内），该区域的

半径一般取２～３倍脚点间距，求出该区域中所有

点（除犘点外）的高程平均值，若犘点高程值与高

程平均值之差大于一定限值犚２（如式（１））或小于

一定限值犚１（如式（２）），则认为犘点为非地面点

（局外点或地物点），将其滤除；若犘 点高程值与

高程平均值之差介于犚１与犚２之间（如式（３）），则

求出犘点与对称区域内各点的坡度值，并设限值

犚３；若区域内有３个以上的点满足式（４），则认为

犘点为非地面点，将其滤除，反之，则保留犘点。

犣犘－ ∑
狀

犻＝１，犻≠犘

犣犻
狀
＞犚２ （１）

犣犘－ ∑
狀

犻＝１，犻≠犘

犣犻
狀
＜犚１ （２）

犚１ ＜犣犘－ ∑
狀

犻＝１，犻≠犘

犣犻
狀
＜犚２ （３）

犣犘－犣犻

（犡犘－犡犻）
２
＋（犢犘－犢犻）槡

２
＞犚３ （４）

式中，犻＝１，…，狀，狀为所选对称区域中包含的激

光脚点数目；阈值犚１、犚２、犚３人为设定。设置阈值

犚１（－１０～－１ｍ）是为了剔除点云数据中的低局

外点，设置阈值犚２（０．５～５ｍ）是为了剔除高局外

点以及过滤部分植被点；阈值犚３根据区域内的最

大地面坡度值（３０°～６０°）设定，是最大地面坡度角

的正切值，所以坡度值取值的范围一般取０．５８～

１．７３（也有少数情况的最大地面坡度角超过６０°，此

时需根据具体的最大坡度角确定阈值犚３）。

１．２　角度限差法

在城区点云数据中，经常会有许多建筑物墙

面激光脚点，这些侧面点是在一个垂直面上，当侧

面点密集时，相邻点间的高差不大，其高程突变

少，滤波较困难，所以应在预处理时将其去除，本

文采用角度限差法去除建筑物侧面激光脚点。侧

面点滤除后，增加了房屋脚点与邻近其他点间的

高程突变。

角度限差法的原理是：① 将原始数据形成不

规则三角网（ＴＩＮ），求每个三角形平面与高程方

向即犣方向的夹角，若夹角很小，接近０°，表明该

平面接近墙面，则组成三角形的三点中有墙面上

的点，将高程较大的两点去除。② 将保留的脚点

重新组建三角网，重复计算。③ 迭代两次以后，

当判断三角形为墙面上的三角形时，将高程最大

的一点去除。当相邻两次迭代计算后，保留脚点

的数目之差在一定阈值范围内，则终止迭代，预处

理操作完成。

激光脚点组成的三角形所在的平面与犣轴

的角度计算如图１所示，犘１（狓１，狔１、狕１）、犘２（狓２，

狔２，狕２）、犘３（狓３，狔３，狕３）为组成三角形的激光脚点，

狀
→
为三角形平面的法矢量，狕

→
为犣轴的方向矢量，

平面与犣轴的夹角可以通过计算平面法矢量与犣

轴的夹角获取，其计算公式如下：

狀
→

＝犘
→

２１×犘
→

３１ ＝狀
→

＝

犪ｉ＋犫ｊ＋犮ｋ

式中，犪＝狔１（狕２－狕３）＋狔２（狕３－狕１）＋狔３（狕１－狕２）；

犫＝狕１（狓２－狓３）＋狕２（狓３－狓１）＋狕３（狓１－狓２）；犮＝

狓１（狔２－狔３）＋狓２（狔３－狔１）＋狓３（狔１－狔２）。

由于只需计算角度，所以在取高程方向的向

量狕
→
时，只要确保方向正确，模的值可以取任意大

小。为方便计算，狕
→
向量值取（０，０，１）。三角形的

法矢量与高程方向的夹角θ的计算如下：

θ＝ａｒｃｃｏｓ
狀
→
·狕
→

狘狀
→

狘狘狕
→

狘
＝ａｒｃｃｏｓ

犮

犪２＋犫
２
＋犮槡

２

（５）

θ＝π／２－θ （６）

图１　脚点平面与犣轴角度计算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ｌａｎｅａｎｄ犣Ａｘｉｓ

　　现实中，由于存在各种误差，墙面上的脚点组

成的三角形与犣方向的夹角往往不严格等于０°，

而是在０°附近的角度区间范围内，所以在具体判

断时，采用区间（－α，＋α）作为判断依据，当θ在

该区间内，则三角形所在的平面为墙面。α为一

较小的角度，其取值一般不大于１５°。

２　实验数据与结果分析

２．１　数据描述

本文实验数据均为实测数据，一组为森林区

域的点云数据，另一组为城市区域的点云数据，数

据集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数据集１和数据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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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２中的地面点数与非地面点数是通过软件操作

以及结合人为判断确定的，这种半自动化的分类

结果相对可靠，作为真值与后续的实验结果进行

对比，用于计算滤波误差，对滤波结果进行评价。

表１　测试数据特征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名称
脚点

数／个

脚点

间距／ｍ
区域特征

地面

点数／个

非地面

点数／个

数据

集１
２３２０１ １．５

广西某林区、茂密植

被、矮小房屋、陡坡
１５０４２ ８１５９

数据

集２
１２２１６２ ０．７

长阳城区密集建筑

物、地势较平坦
８１４４２４０７２０

２．２　均值限差法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均值限差法对数据集１进行预处

理，实验时，取犚１＝－１．５ｍ，犚２＝１ｍ，犚３＝１．２

ｍ。预处理前后的点云如图２和图３所示。

图２　数据集１的原

始点云图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Ｐｏｉｎｔ

ＣｌｏｕｄｏｆＤａｔａｓｅｔ１

　

图３　均值限差法预

处理后的点云图

Ｆｉｇ．３　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ＡｆｔｅｒＭｅａ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图２中，数据集１中包含了局外点（椭圆框所

示，既有高局外点，也有低局外点）、大量的植被点

及部分房屋点，其中陡坡上的植被点较为密集，地

形较为复杂。

通过对比图３和图２可知，预处理后，使用均

值限差法对点云数据进行预处理，局外点全部滤

除，高大的植被基本被滤除，平坦地区的植被过滤

得比较干净，陡坡上只剩矮小的植被点，且陡坡上

植被点的密度减小。数据集１参考数据中非地面

点数为８１５９个，均值限差预处理滤除了５４６３个

激光脚点，其中误删４８个脚点，即在完成滤波总

量６６．３７％的同时，只产生０．８８％的错误率。所

以说，均值限差法在该种地形数据中进行预处理

是较有效的。

图３框中所示的是未滤除的非地面点，这些

点需要依靠后续的滤波来滤除。在对数据集１进

行均值限差预处理后，本文采用迭代最小二乘滤

波方法进行滤波，将滤波后的结果与数据集１的

参考数据进行比较，计算滤波的两类误差（Ｔｙｐｅ

Ⅰ和ＴｙｐｅⅡ）
［９］。并对数据集１直接进行迭代最

小二乘滤波，其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滤波误差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Ｅｒｒｏｒ／％

直接滤波 预处理后滤波

数据

集１

ＴｙｐｅⅠ ３．０２ ２．６９

ＴｙｐｅⅡ ６．３３ ３．７１

数据

集２

ＴｙｐｅⅠ １６．３６ １１．５７

ＴｙｐｅⅡ ５．３３ ４．０９

　　从表２可知，在滤波前进行了均值限差预处

理，与直接进行滤波结果相比，均值限差预处理有

助于后续滤波，提高了数据滤波的可靠性。

２．３　角度限差法实验结果分析

对数据集２使用角度限差法进行预处理，实

验时α＝１０°，即以（－１０°，＋１０°）为判断区间，若

夹角θ在该区间内，则认为三角形所构的平面为

墙面。在角度限差法预处理时，总共迭代９次，为

了兼顾效率和精度，前两次迭代确定的三角形所

构的平面为墙面时，滤除较高的两点，后面７次只

滤除三角形顶点中最高的一点，迭代终止条件是

相邻两次迭代计算后，保留的点数之差小于１００。

原始数据中部分房屋点云数据图预处理前后的比

较如图４和图５所示。

图４　房屋的原始

点云图（部分）

Ｆｉｇ．４　ＯｒｉｇｉｎＰｏｉｎｔ

Ｃｌｏｕｄ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图５　角度限差法

预处理后的点云图

Ｆｉｇ．５　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ＡｆｔｅｒＡｎｇｌ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从图４和图５可知，绝大部分墙面激光脚点

已经被滤除，同时有部分屋顶点被滤除，剩余的屋

顶点与附近的地面点的高程突变明显，简化了后

续的滤波处理。

在对数据集２采用角度限差法预处理后，使

用形态学滤波方法进行滤波，根据数据集２的参

考数据计算滤波后的两类误差。为了比较，对数

据集２直接进行形态学滤波，计算滤波误差，并与

角度限差预处理后的滤波误差进行比较，结果如

表２所示。可见，与直接对数据集２进行形态学

滤波相比，经过角度限差法预处理后再进行形态

学滤波，两类误差都有所降低。从实验结果看，角

度限差法预处理在城区数据滤波中对提高滤波精

度有一定的作用。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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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针对两种不同区域使用两种预处理方

法，其中均值限差预处理法简化后续滤波的本质

在于减小植被点等地物点所占的比例，而角度限

差预处理法简化后续滤波的原因在于增加屋顶点

与周围点的高程突变。从实验知，经过预处理后，

两种预处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将较难滤波的数据变

为较易滤波的数据，并降低了最终的滤波误差。

经过预处理，虽然能提高后续滤波的精度，但本文

预处理中需要人为设定许多参数，并且有些参数

需要先验信息如坡度等，其自适应性有待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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