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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滤波是获取高精度数字高程模型的关键，也是目前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处理领域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提出了基于渐进三角网的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滤波方法，首先以规则格网和不规

则三角网组织数据，采用区域分块法或数学形态学法选取种子地面点建立初始稀疏三角网，通过不断向上加

密三角网提取地面点。试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能有效地滤除不同尺寸的建筑物、低矮的植被和其他地物，地形

特征保持较好。最后选取了不同区域的点云数据进行了滤波试验和算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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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载激光雷达（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ｌｉｇｈ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ａｎｇｉｎｇ，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ＬｉＤＡＲ）是集成了激光测距仪

（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ｅｒ）、定位定向系统ＰＯ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以及数码相机的新型遥感数据采集

技术，它通过测量激光脉冲的往返时间，并结合

ＰＯＳ系统提供的定位、定向数据，直接获取高精度

的地面三维坐标，即三维激光点云（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

作为一种快速、低成本和大范围实时获取高精度三

维空间信息的手段，ＬｉＤＡＲ技术正受到越来越广

泛的重视，应用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宽和加深［１］。

在对原始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进行滤波方面，

由于地形的多样性和地物的复杂性，仍处于研究

和发展阶段［１］，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滤波仍然是目前

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处理领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

一。试验表明，在没有外部辅助数据的情况下，仅

依靠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进行自动滤波具有一定的

难度［２］。在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滤波方法方面，张小

红给出了详细的介绍［１，３］。概括起来，大致可分

为数学形态学法［４５］、移动窗口法［６］、迭代最小二

乘内插法［７８］、顾及地形坡度的滤波法［９］和基于不

规则 三 角 网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ＩＮ）法
［１０１３］等几类。

在基于ＴＩＮ算法用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滤波

方面，Ａｘｅｌｓｓｏｎ
［９］假设地形局部区域是平坦的，然

后选择局部区域内的最低点作为种子点来构建初

始稀疏三角网，并依据三角网内的随机点距离三

角形最近顶点的高度夹角和垂距来判断该点是否

为地面点。如果是地面点，则加密 ＴＩＮ模型，依

次迭代直到没有新的地面点为止。该算法比较适

用于密集的城区，可以处理地形不连续的情况，该

算法的另一个版本已在商业软件ＴｅｒｒａＳｃａｎ中得

以实现。Ｋｒｚｙｓｔｅｋ
［１１］建议，先获取局部区域最低

点构建一个粗糙的ＴＩＮ凸壳，以高差临界值判别

地面点，利用有限元分析法调整ＴＩＮ模型，该算

法在具有不同树木结构的森林地区得到了较好的

应用。Ｓｏｈｎ
［１２］通过建立 ＴＩＮ四面体，以最小描

述长度为判断准则，不断向上和向下加密ＴＩＮ来

提取地面点。Ｈａｕｇｅｒｕｄ
［１３］直接用原始点云数据

建立ＴＩＮ模型，然后通过 ＴＩＮ模型计算地形曲

率参数，认为曲率急剧变化的点为非地面点。

本文对基于ＴＩＮ的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滤波算

法作了分析和改进，提出了一种基于渐进三角网的

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滤波方法。该算法以规则格

网和不规则三角网组织数据，首先对全局试验区域

进行地形分析，然后按照地形情况进行分块，进而

按照区域分块法或数学形态学算法选取区域内最

低点，以这类最低点作为种子地面点建立初始ＴＩＮ

模型，进而对ＴＩＮ内的点按照高程进行排序，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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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渐进加密三角网的方法提取地面点。试验结

果表明，该算法能有效地滤除不同尺寸的建筑物、

低矮的植被和其他地物，地形特征保持较好。

１　渐进三角网滤波原理和步骤

１．１　选取种子点

１）区域分块法

对原始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建立格网索引，统

计各格网内的最低点，并将这些最低点作为种子

地面点，由种子点建立初始稀疏ＴＩＮ。格网间距

的选择可取最大建筑物尺寸，一般而言，取５０～

１００ｍ较为合适
［９］。

２）数学形态学法

按文献［１４］提出的基于数学形态学算法的逐

格网滤波法快速提取种子点，进而建立初始稀疏

ＴＩＮ。

１．２　渐进三角网滤波算法基础

如图１所示，犘为一离散点，犞１、犞２、犞３ 为三

角形的３个顶点，犱为点犘 到三角形平面的距离，

垂足为犗，α１、α２、α３ 为点犘、三角形顶点和垂足所

形成的夹角。将α１、α２、α３ 定义为反复角，犱定义

为反复距离。渐进三角网滤波算法就是以反复角

和反复距离为滤波参数，通过不断向上加密三角

网来提取新的地面点。

图１　渐进三角网滤波算法参数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ＩＮ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数学上，三角形３个顶点犞１、犞２、犞３ 确定的

平面方程为：

犃狓＋犅狔＋犆狕＋犇＝０ （１）

三角形顶点犞１、犞２、犞３ 与点犘的距离犛为：

犛犻狆 ＝ （犡狏犻－犡狆）
２
＋（犢狏犻－犢狆）

２
＋（犣狏犻－犣狆）槡

２

犻＝１，２，３ （２）

则反复距离犱和反复角α可表述为：

犱＝
犃狓狆＋犅狔狆＋犆狕狆＋犇

犃２＋犅
２
＋犆槡

２
（３）

α犻＝ａｒｃｓｉｎ
犱
犛犻狆
，犻＝１，２，３ （４）

　　反复角和反复距离反映了三角网向上抬升的

程度。反复角越小，地面上的低矮植被点被误分

为地面点的可能性就越小；反复距离则保证了当

三角形很大时，三角网不会向上产生较大的跳跃，

尤其能有效地滤除一些低矮狭长的建筑物。如

图２，犃犅是一低矮狭长的建筑物，而犆为三角形

顶点，建筑物中部的点与犆点形成的反复角可能

在角度阈值之内，但由于反复距离的限制，就不会

被加入到ＴＩＮ模型中去。

图２　反复距离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１．３　添加边界辅助点

选取种子点之后，应对数据边界添加辅助点，

辅助构建初始ＴＩＮ模型，以确保滤波的完整性。

具体方法为：下边界取左下角格网节点；右边界取

右下角格网节点；上边界取右上角格网节点；左边

界取左上角格网节点。此法不但适用于规则数

据，也可用于不规则数据。

１．４　数据排序

在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滤波中，常产生将地面

点误分为非地面点（Ⅰ类误差）和将非地面点误分

为地面点的误差（Ⅱ类误差）
［１５１６］。为了尽可能地

降低两类误差，尤其是减少Ⅱ类误差的发生，本文

提出了一种对 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按高程进行排

序，并在ＴＩＮ内按照排序后的高程进行渐进滤波

的方法。该算法有利于在ＴＩＮ内逐次迭代滤波

过程中有效滤除地面上低矮的植被点，并可以检

查粗差点，降低了Ⅱ类误差发生的概率，提高了滤

波结果的可靠性。

图３（ａ）是根据文献［１５１６］提出的算法进行

处理的结果，数据未经排序而直接滤波后噪声较

多；图３（ｂ）是按照本文提出的方法先对点云数据

按高程排列，再进行滤波后的结果。从图３（ｂ）可

以看出，点云数据经排序后再进行滤波，局部区域

的噪声明显减少，地形的恢复效果明显优于未经

排序滤波的方法。

图３　数据排序对滤波结果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Ｓｏｒ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ａｄｅｄＲｅｌｉｅｆＭａｐｓｆｒｏｍＮｏｔＳｏｒｔｅｄ

０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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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渐进三角网滤波

遍历排序后的数据，判断其所在的三角形，计

算反复角和反复距离，如果反复角和反复距离小

于规定的阈值，那么该点即为地面点，否则，该点

为非地面点。如果为地面点，就将其加入三角网

并更新三角网。反复迭代并实时加密三角网，直

到没有新的地面点为止。

１．６　滤波步骤

本文在滤波算法设计上，按以下步骤进行。

１）对原始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建立格网索引，

选取初始地面种子点。

２）建立初始稀疏ＴＩＮ模型。

３）逐格网遍历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并将当前

格网内的数据按高程升序排列。

４）逐步建立渐进ＴＩＮ，迭代提取地面点。

５）重复步骤３），直到遍历完所有的格网。

在实际滤波中，由于数据已按高程排列，故步

骤４）中的迭代据地形状况而定。如果地形走势

较平坦，那么基本无需迭代便能很好地提取地面

点；如果地形走势较陡峭，则进行迭代处理。

１．７　异常数据点处理

异常点通常是指那些不属于地形表面的点，

例如空中点、粗差点和空洞区域等，对这样的点或

区域，本文在滤波时按照以下思路进行处理。

１）对于空中点和粗差点，在建立初始稀疏

ＴＩＮ时进行了处理，另外，在点云数据排序时又

进一步进行了检测，如果在格网内部分点高程极

高或者极低，则将此类点按照异常点处理，对异常

点进行查询后才寻找种子点。

２）空洞区域的形成或者是由于飞行产生，或

者是由于地形本身，如水系或者湖泊等形成。本

文通过格网化的数学形态学算法解决此问题，格

网化时并不进行点云数据内插，通过动态指针建

立每个格网内点云的链接和查询，并标定空洞区

域的边界。

２　滤波试验

２．１　滤波试验

本文选择了３个比较典型的试验区域，按照

上述渐进三角网滤波算法进行试验，以检验算法

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试验区域１是一个混合地形，整个区域内包

含密集的森林、植被、陡坎和房屋等，区域范围为

１１００×１１００ｍ，最大高差约为４０ｍ，点云平均间

距约３．２ｍ，共有８６４１９个离散点。

试验区域２（Ｓａｍｐｌｅ５１）和３（ＣＳｉｔｅ１）是ＩＳ

ＰＲＳ推荐数据。区域２有１７８４５个点，区域３有

１１１５２１９个点，试验区域包含不同尺寸建筑物、

树木、植被和道路等。

２．２　滤波结果及分析

２．２．１　定性分析

图４（ａ）为试验区域１滤波之前点云，图４（ｂ）

为滤波之后点云。从图４（ｂ）可以看出，本文算法

对各种地面目标滤波效果整体表现良好，能有效

滤除不同尺寸的建筑物、植被（或低矮植被）及其

他地物，对于空洞区域等异常点也可以很好处理，

并能很好地保持地形特征。

图４　区域１滤波试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ｅｄＤａｔａ１，ＳｈａｄｅｄＲｅｌｉｅｆ

ＭａｐｓｆｒｏｍＵｎ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图５（ａ）是ＩＳＰＲＳ原始标准数据Ｓａｍｐｌｅ５１，

图５（ｃ）是本文滤波后的结果，对照滤波前后的点

云，滤波后对地形的保持基本理想。

图５　区域２滤波试验结果（Ｓａｍｐｌｅ５１）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ｅｄＤａｔａ２，ＳｈａｄｅｄＲｅｌｉｅｆＭａｐｓ

图６（ａ）是ＩＳＰＲＳ原始标准数据 ＣＳｉｔｅ１，

图６（ｂ）是本文滤波后的结果，对照滤波前后的点

云，滤波后很好地保持了地形的特征，不同大小的

建筑物基本滤除，有起伏的山坡也无大的平滑。

２．２．２　定量分析

分析一种滤波算法性能好坏的主要指标是看

其出现Ｉ类、ＩＩ类误差的概率。文献［１５１６］认

为，多数滤波算法偏重于降低ＩＩ类误差，而Ｉ类误

差却很大。但在降低ＩＩ类误差的同时也应该侧

重减小Ｉ类误差，因为在质量控制过程中修改ＩＩ

类误差要比修改Ｉ类误差容易。

按照ＩＳＰＲＳ推荐的方法对区域１和２进行

１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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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区域３滤波试验结果（ＣＳｉｔｅ１）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ｅｄＤａｔａ３，ＳｈａｄｅｄＲｅｌｉｅｆ

ＭａｐｓｆｒｏｍＵｎ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ａ）ａｎｄ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ｂ）Ｄａｔａ

了定量分析，Ⅰ类误差为
犫
犪＋犫

×１００％，Ⅱ类误差

为 犮
犮＋犱

×１００％，总 误 差 Ⅲ 为
犫＋犮

犪＋犫＋犮＋犱
×

１００％。按上述误差计算方法，采用人机交互的方

法统计了参数犪、犫、犮和犱，并计算各类误差，统计

结果见表１。从表１可以看出，区域２中Ⅰ类误

差高于 Ａｘｅｌｓｓｏｎ方法的０．１３％，但比其他方法

误差要小，Ⅱ类误差高于Ｐｆｅｉｆｅｒ方法的１．９３％，

但也好于其他部分方法。试验区域１的结果也基

本符合这一结论。

表１　滤波结果评价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ＴｙｐｅＩａｎｄＴｙｐｅⅡ Ｅｒｒｏｒｓ

数据源
参数 误差／％

犪 犫 犮 犱 Ⅰ Ⅱ Ⅲ

试验区１ ６９６３８ ６４７ ６７３ １５４６１ ０．９ ４．２ １．５

试验区２ １３９０２ ７０ １０３ ３７７０ ０．５ ２．７ １．０

３　结　语

１）直接基于原始ＬｉＤＡＲ点云进行滤波，无

需内插，能有效滤除不同尺寸的建筑物、低矮的植

被和其他地物，地面点丢失少，即Ⅰ类误差小，能

较好地保持地形特征，滤波精度较高。

２）在滤波之前对数据进行排序，可以保证三

角网逐次向上加密过程中能有效地滤除大部分低

矮的植被点，减少了Ⅱ类误差的发生，提高了滤波

的可靠性。

３）对于大面积、密集的低矮植被和斜坡上的

低矮植被，在提取地面点的同时，算法会将非常靠

近地面的低矮植被点误分为地面点；对于陡坎区

域滤波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改进。今后应考虑如何

动态调整反复角和反复距离的阈值，以提高算法

的自适应能力。

试验结果证明，本文算法执行效率高，算法稳

定，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与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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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测绘》举办创刊３０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测绘学会海洋测绘专业委员会第２３届海洋测绘综合学术研讨会暨《海洋测绘》创刊３０周

年纪念大会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９～１３日在长沙市召开。来自军内外相关科研、教育、生产机构及期刊

出版界代表２００余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期间，召开了纪念《海洋测绘》创刊３０周年座谈会，有４６

位该刊编委、特邀代表和期刊出版单位领导参加了会议。代表们充分肯定了《海洋测绘》３０年来取

得的进步和成绩，并在努力提高论文质量、刊物核心竞争力、学术影响力以及办刊水平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分析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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