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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犔犻犇犃犚点云数据的水体轮廓线提取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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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一种基于机载激光雷达点云数据提取水体轮廓线的方法。采用双层格网模式提取较窄的水体；

以朝向水体的边界点作为拟合轮廓线的关键点提取更精确的轮廓线。实验表明，该方法可以较好地提取水体

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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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从遥感影像中提取

水体的方法，如阈值法、差值法、比值法、密度分割

法、色度判别法、比率测算法、谱间关系法以及基

于知识的水体自动判别方法和根据形状信息进行

水体识别与分类方法等［１６］。遥感影像数据的质

量易受天气影响，而机载激光雷达系统本身是一

个主动系统，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全天候工作，受

到天气的影响较小［７］。直接利用ＬｉＤＡＲ数据提

取水体的研究还很少，Ｂｒｚａｎｋ等分析了水体在

ＬｉＤＡＲ数据中所呈现出的特征，通过监督分类区

分水体和湿泥地，提取水体和结构线［８］。本文提

出了一种考虑周围场景的水体轮廓线提取方法，

先用严格条件初步定位水体位置，再从已定位的

水体位置（也只从这些位置）出发进行种子填充全

部水体。

１　基于犔犻犇犃犚点云数据的水体提取

１．１　基本原理

在机载激光雷达数据中，水体所在区域的点

云具有如下４个特征：① 激光点稀疏；② 高程相

近，设犇犻为第犻块点云高程均方差，若犇犻＜β，则

该块高程相近；③ 回波强度弱
［８１０］；④ 水面低于

周围陆地。本文设计了两种判断水面低于周围陆

地的方法：① 直接比较法，先分别求出水面和周

围地面的平均高程，直接判断这两种高程的大小

关系；② 剖面分析法，沿着水流垂直方向作剖面

分析，根据水域的两端是否高于中间的平面判断，

其过程如下。

１）分别求出两端的局部最低点，即滤除非地

面点；

２）用最小二乘法分别拟合两端的局部最低点，

得到左边和右边的斜率分别为犽犾 和犽狉，如图１所

示，若犽犾＜０并且犽狉＞０，则中间的平面低于两端。

图１　水体剖面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

１．２　严格条件粗格网的水体定位

１．２．１　按格网方式组织原始点云数据

１）将 外 包 矩 形 为 （ｍｉｎ犡，ｍｉｎ犢，ｍａｘ犡，

ｍａｘ犢）的原始点云数据以（ｄ犡，ｄ犢）的格网大小进

行数据组织，得到 犕 行犖 列的格网块。每个格

网块记录在该范围内的点云数据、点数、平均高

程、高程方差和平均强度。

２）确定格网大小。设定合理大小的格网将

对水体识别率和处理速度起到重要作用。若格网



　第３５卷第４期 王宗跃等：基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的水体轮廓线提取方法研究

太大，容易把非水体也包含在同一格网内，无法有

效地定位出水体；若格网太小，容易把点云间的空

洞误判为点云稀少的情况，并且在面积小的格网

中，用均方差判断是否为水平面是不稳健的。格

网间的间距犪的计算方法如下：设格网平均要达

到狀个点，计算点云整体的平均密度σ，那么犪＝

狀／槡 σ，其中σ＝总点数／总面积。

１．２．２　水体判定流程

１）统计各块相关信息。统计点数，若点数大

于零，则直接根据该块内的点计算平均高程和高

程方差，用局部最低点计算平均强度；若点数为

零，则先求出该块中心点的犽个最近邻点
［１１］，再

求出犽个最近邻点的最低几个点的高程平均值作

为该块的平均高程，高程方差置为０，平均强度置

为０。

２）采用严格条件提取可靠水体。为了获取

高可信度的水体格网块，将点云稀少、高程方差

小、回波强度低和平均高程不高于周围的高程等

４个条件联合起来判别各块是否属于水体，只有

全部满足４个条件的块才认为是水体。

对每个格网块进行如上判断是否为水体，得

到初步判定结果。为了方便表示和处理，本文用

二值图像来表示提取水体的结果，图像中一个像

素值表示一个格网块是否为水体，用白色表示水

体，黑色表示非水体。通过上述判断后，还存在一

些伪水体。一般情况下，水体（如湖泊、河流）的面

积较大，而伪水体的面积较小，对此情况先求取四

连通区域，再统计各个连通域的面积，删除较小的

连通区域。

１．２．３　双层格网提取细小水体

上述判定方法可以提取面积较大的水体，但

是对于细小水体，尤其是窄河流就很难提取出来。

如图２（ａ）所示，图中黑点表示河岸点，格网边长

比河流宽度短，但没有一个格网完全处于水体中，

其原因是格网的位置没有正好落在河流中。本文

采用一种双层格网的处理方法，该方法无需减小

格网宽度就能有效减少这种情况发生，使得能够

定位出较窄的水体。

双层格网的主要原理是将格网的起始坐标进

行偏移，即将起点由狆１ 移到狆２，如图２（ｂ）所示，

算法流程如下。

１）将数据按格网划分，并逐个格网判断是否

满足水体条件。

２）更改整个格网的起点坐标，即 ｍｉｎ犡＝

ｍｉｎ犡＝犡／２，ｍｉｎ犢＝ｍｉｎ犢－犢／２，使得各点相对

格网位置产生半格偏差。再按格网数据处理方

式，逐个格网判断是否属于水体。

３）合并步骤１）和步骤２）得到的水体粗定位

结果。若格网数目为 犕 行犖 列，则生成一个新

的格网２犕＋１行，２犖＋１列的格网，格网的大小

在狓和狔 方向分别为ｄ犡／２和ｄ犢／２。在新格网

中逐块判断，若以狆１ 或狆２ 为起点的格网中有一

块在此区域范围内是水域，则该块为水域。通过

双层格网的处理，可以使得较窄的河流不易断裂，

在连通去噪后还能保留下来。

图２　单双层的格网方式

Ｆｉｇ．２　Ｇｒｉｄｍｏｄ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ｄｏｕｂｌｅｌａｙｅｒｓ

１．３　宽松条件下细格网的水体填充

粗格网定位是为了定位出可靠水体，作为水

体填充的种子点；而细格网的水体填充则是为了

提取更全面的水体。方法如下：首先将数据按照

细格网重新组织，以粗格网定位后的水体位置为

填充起点；再用较宽松的约束作为填充条件，其具

体表现为：① 增大判断是否稀疏的点云密度阈

值；② 增大判断是否为水平面的高程方差阈值；

③ 增大判断是否为水体的回波强度阈值。

通过种子填充后，提取大部分的水体，但还有

部分受到水面杂物的影响而未提取出来，这部分

水体具有面积小的特点，可以通过求连通域，计算

其面积，若面积小则作为水体。

１．４　水体轮廓线提取

为了获得水体的轮廓线，先采用８邻点的拉

普拉斯（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算子提取边界格网，再按水体

的逆时针方向把水体的边缘格网连接成一条或多

条格网链表，一条链表表示一个边缘。如图３（ａ）

中的２、３、５、６所示的空白格网表示水域，但还有

部分水域没有被包含在这些格网中，如图３（ａ）中

的１、４、８、９等块还包含部分水体，并非全属于陆

地，而这些格网就是水域的边界格网。

若直接以边界格网的中心或格网中的某一点

作为边界点，如图３（ａ）中的１、４、８、９圆圈点表示

中心点，将存在较大边界误差。针对该问题，采用

陈涛等的平面离散点集的边界搜索算法［１２］，求出

各个格网中面向水体方向的边缘点（如图３（ｂ）中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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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心方块点所示），再把这些边缘点用光滑曲线

连接起来作为边界线，从而提高边界线的精度。

图３　水域边缘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Ｅｄｇ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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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的数据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采集于宜昌长阳山区，范围约为３．５ｋｍ×

２．４ｋｍ，密度约为１．２点／ｍ２，数据大小约为２５０

Ｍ，如图４（ａ）所示。

该算法中各个步骤和所获得的结果如下。

１）单层粗格网提取水域的结果如图４（ｂ）所

示，图中矩形区域内是河流较窄的地方，出现断

裂。

２）双层粗格网提取水域的结果如图４（ｃ）所

示，减少了较窄河流断裂的情况，但伪水域还较

多。

３）消除连通域面积小和平均高程高于周围

陆地的伪水域。

４）细格网组织数据，从已定位的水体位置开

始进行种子填充。

５）从图４（ｄ）中可以发现还有许多稀少的伪

陆地点被包围在水体中。通过求取连通域，去除

面积小的伪陆地点，得到如图４（ｅ）所示。

６）通过拉普拉斯边缘提取算子获得边缘格

网，再求出各个边缘格网中面向水体的边缘点，最

后把这些边缘点用曲线连接起来，叠加在影像上

如图４（ｆ）所示。

为了测试算法的正确率，先通过图像和点云

数据结合，人工提取水体，总面积为１１８１２３６

ｍ２，而本算法提取的总面积为１１６１１５６ｍ２，其中

重叠的面积为１０８２０１２ｍ２，即正确率为９１．６％

（重叠的面积／人工提取水体的总面积），把陆地分

割为水体的错误率为（１１６１１５６－１０８２０１２）／

１１８１２３６＝６．７％。本算法提取的水体比人工提

取小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① 桥梁、道路遮挡

导致；② 部分水体很小，一方面在粗定位时没提

取出来，另一方面利用连通域排除伪水体时被误

删除。本算法中把陆地误判为水体的主要情况是

高大的建筑物遮挡导致某区域点云产生空洞而误

判为水体。

图４　试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直接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结合场

景提取水体轮廓线的算法，通过粗格网和细格网

的结合，提取既精确又全面的水体。采用双层格

网的模式能有效地定位较窄的河流；以朝向水域

的边界点代替格网中心点作为拟合水域轮廓线的

关键点，有效提高轮廓线的精度；采用点云稀疏和

高程相近等作为判断条件，减少水浑浊和阴影的

影响。

虽然该算法能够提取大部分的水域，但还有

很多方面需要完善。比如受到桥梁的横截，将导

致水域被切断如图４（ｆ）中的矩形所示，对这种情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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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还需考虑联想填充；对于较窄河流，也易出现断

裂或提取不全，如图４（ｆ）多边形所示；受到高大

建筑物的遮挡，在建筑物背后所出现点云空洞易

被误判为水域，如图４（ｆ）左下脚三角形所示，这

将在后期继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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