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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地面激光扫描仪具有的数据获取速度快、精度高、实时性强、能全天候工作等优点，在快速获取三

维点云的基础上，通过点云自动拼接、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检测不同时期建筑物的三维模型变化，并改进了检测算

法，提高了算法的执行效率。通过拟合平面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求解变化区域的面积来评估灾害对建筑物

的破坏程度，从而为灾害应急响应以及保险理赔等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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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整个三维数据获取

和重构技术体系中最新的技术，与传统的测绘手

段有很大的区别。它能够快速获取物体表面每个

采样点的空间位置坐标，得到一个表示实体的点

集合，称之为点云（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ｓ）。点云数据借助

于计算机软件处理，用点、线、多边形、曲线、曲面

等形式将立体模型描述出来，便可以重建出实体

的表面模型。变化检测在许多领域都已有成功的

应用，如土地变化检测、环境检测和灾害评估

等［１］。用地面激光扫描数据进行变化检测时，都

是对关注目标进行变化分析，用重采样（配准）后

的数据进行差分运算，然后比较变化［２］，或者对表

面模型进行平差［３］。Ｈｓｉａｏ等人
［４］提出了将地面

激光扫描仪与全站仪或者ＧＰＳ相结合的方法来

获取和配准地形数据，然后将数据转换到二维平

面与现有的电子地形图进行比较。如要更新地理

信息，对受自然灾害地区的灾前灾后建筑物的结

构变化进行对比，都需要有效而且及时的处理手

段。当然，除了这些大场景，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技

术同样适用于小规模的变化检测，甚至是人面部

的表情探测［５］。

迄今为止，众多学者己经提出了多种基于影

像的变化检测方法［６，７］，但是基于地面激光扫描

数据的建筑物变化检测的研究并不多。由于利用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进行变化检测的精度最为可靠，

因此本文采用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来检测不同时期建

筑物三维模型的变化情况，并针对 Ｇｉｒａｒｄｅａｕ

Ｍｏｎｔａｕｔ等人提出的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① 激

光点 的 采 样 间 隔 随 距 离 的 远 近 发 生 变 化；

②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的运算时间；③ 真实变化的识

别（如区分遮挡的情况），首先利用基于反射值影

像的点云自动拼接方法获取高精度的拼接结果，

其次利用变化点云与参考点云的映射关系生成二

维反射值影像组织点云数据，通过确定搜索窗口

来改进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检测方法，提高检测速度。

此外，为了识别真实的变化，对因遮挡形成的伪变

化区域进行检测和去除。目前对变化检测的研究

主要是停留在对变化区域的识别，而对变化量的

确定还少有涉及，因此，本文提出基于三角化的变

化区域表面积计算方法，以测算变化量。

１　基于犎犪狌狊犱狅狉犳犳距离的建筑物变

化检测

１．１　点云自动拼接

由于对建筑物的两次扫描测站的位置是不固

定的，所以两次扫描结果得到的同一点的坐标是

不一样的，因此在进行建筑物的变化检测之前，需

要对两期数据进行点云拼接。反射值影像是根据

扫描点的反射值和角度坐标排列而成的影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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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已知像素点与三维点的映射关系。反射值影

像对于各类扫描仪都可以生成，因此本文采用了

基于反射值影像的点云数据自动拼接方法［８］。解

算不同扫描带之间的坐标转换参数，关键在于如

何获得三维同名点。由于常规的匹配方法不能适

应全景反射值影像对存在的影像分辨率和拍摄角

度差异大的情况，所以本方法采用尺度不变特征

变换（ＳＩＦＴ）方法
［９］，在影像上提取关键点，然后

匹配同名点。此外，分析反射值影像具有的特点，

利用已知的像素点和三维点的映射关系，推导三

维同名点间的几何不变特性，如距离、点邻域法线

方向的夹角等对同名点的位置进行预测，对匹配

同名点中存在的错点进行剔除。同名点预测、匹

配和错点剔除形成一个迭代过程，保证匹配算法

的稳定性。

１．２　基于犎犪狌狊犱狅狉犳犳距离变化检测的优化算法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中，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常用

于对任意目标影像进行模板匹配［１０］。从 Ｈａｕｓ

ｄｏｒｆｆ距离的计算原理可知，计算量与点集的大小

成正比。假设参考点云和变化点云均有狀个点，

计算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狀２），随

着扫描仪扫描分辨率的提高、扫描场角度的增大，

点云的点数通常达到百万甚至千万，因此导致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的计算时间过长，无法满足实际

需要。本文利用变化点云与参考点云的映射关系

生成二维反射值影像组织点云数据，通过确定搜

索窗口来改进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检测方法，提高检

测速度，确保能更高效地为相关决策部门服务。

首先将检测区域点云的三维坐标转换为二维

反射值影像坐标，转换关系如下：

狓＝ａｒｃｔａｎ（犢／犡）／Δθ

狔＝ａｒｃｔａｎ（犣／（犡
２
＋犢

２）１／２）／Δθ
（１）

其中，狓、狔是点在影像上的坐标；犡、犢、犣是点的

三维坐标；Δθ是扫描时的角分辨率。对于地面三

维激光扫描仪，角分辨率Δθ和扫描角度的范围

是在扫描前预先定义好的，所以它们可以看作是

扫描的固有参数。

将计算的二维影像坐标作为每个三维激光点

在二维数组中的索引，从而可以二维数组来组织

三维点云。变化点云中激光点的三维坐标首先通

过式（２）变换到参考点云坐标系，然后利用式（１）

计算出影像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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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犡犆 犢犆 犣［ ］犆
Ｔ、犡犚 犢犚 犣［ ］犚

Ｔ 分别为

变化点云中激光点的坐标和转化到参考点云坐标

系中的坐标；犚和 犜犡 犜犢 犜［ ］犣
Ｔ 分别为变化点

云到参考点云坐标转换的旋转矩阵和平移量。

考虑到点云拼接误差的影响，变化点云与参

考点云中同名点所计算的影像坐标不一定相等，

但由于点云的拼接误差一般在 ｍｍ级，所以坐标

的差值较小，因此可以利用搜索窗口来减小变化

检测的计算量，提高检测速度。首先取出参考点

云中的一个点，以变化点云中影像坐标与其相等

的点犪［犻］［犼］为中心，取一个犽×犽（犽为偶数）大小

的搜索窗口，找出窗口中与参考点的三维距离最

近的点，如果距离小于给定阈值，即认为是没有变

化的点。如果参考点云中的点在变化点云中找不

到与之匹配的点，即认为该点就是变化点。以二

维数组的形式来组织三维点云，也使得搜索窗口

的确定不受三维点深度差异的影响。改进后的变

化检测算法的时间复杂度降低为犗（狀），算法的执

行效率显著提高。

１．３　伪变化区域的识别

如封二彩图１所示，通过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检

测出来的“变化”区域中可能包括不可见的被遮挡

区域（蓝色点），这是由于两次扫描过程中测站的

位置不同造成的。因此为了识别真实的变化，需

要对因遮挡形成的伪变化区域进行检测和去除。

首先分别将参考点云／变化点云的三维坐标

转换到各自相对的坐标系（变化点云／参考点云坐

标系），利用式（１）计算二维影像坐标。在理想情

况下，变化点云与参考点云中同名点所计算的影

像坐标应相等，所以对计算出的影像坐标相等的

点进行深度值的比较，如果满足条件式（３），则判

断被转换点在扫描固定点云时为不可见点，应标

记为伪变化区域：

犚犜－犚犉 ＞ε （３）

其中，犚犜 为被转换点在固定坐标系中的深度值

（即该点到坐标原点的距离）；犚犉 为固定点的深度

值；ε为给定的阈值。该扫描仪的固有角分辨率

为０．０４５°，确定了扫描仪的最小扫描间隔，再考

虑扫描仪因为扫描距离产生的测距和测角误差以

及点云的拼接误差的影响，得出最佳的ε为５

ｃｍ，如果阈值太小，会误检出大量未变化点；若阈

值太大，则会漏检伪变化点。

考虑到点云拼接误差的影响，变化点云与参

考点云中同名点所计算的影像坐标不一定相等，

因此类似于§１．２中所提的搜索窗口，在固定坐

标系的点云中，以影像坐标与被转化点相等的点

犪［犻］［犼］为中心，取一个犽×犽（犽为偶数）大小的窗

５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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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取窗口中所有点的深度平均值为犚犉，以减弱

点云拼接误差对可见性判断的影响。如封二彩图

２所示，红色区域为检测出的伪变化区域，是因凸

出的楼梯部分的遮挡和视角不同造成的。因此在

进行变化检测时，需要将这一区域剔除。

由于用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检测出来的建筑物的

变化区域仅是大量的离散点云，因此为了服务于

实际应用，需要确定一个指标来进行变化区域的

量化。毫无疑问，体积是一个理想的指标。然而，

激光扫描的工作原理决定了对于具有复杂结构的

建筑物而言，所采集的点云数据由于无法穿透建

筑物外表面，因此很难精确地确定变化区域的体

积。考虑到建筑物的外表面多数都是平面，所以

本文将平面表面积作为量化变化区域的指标，通

过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提出基于三角化的变化

区域表面积计算方法，来精确计算建筑物变化区

域的表面积。

１．４　基于三角化的变化区域表面积计算方法

首先利用基于反射值影像的区域分割方

法［１１］对离散点云进行平面分割和拟合，根据拟合

得到的平面方程剔除非平面点，确保对同一平面

上的点构建三角网。本文采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

分［１２］生成三角网，如封二彩图３所示。

１．４．１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

给定二维平面上的点集犘＝ 犘１，犘２…，犘｛ ｝狀

（狀＞３），假设这些点不全共线，若用ｄｉｓｔ（犘犻，犘犼）

表示 犘犻与 犘犼的欧氏距离，且区域犞（犘犻）＝

狓 ｄｉｓｔ（狓，犘犻）＜ｄｉｓｔ（狓，犘犼），狓∈犚
２，犻≠｛ ｝犼 中 包

含的点到犘犻的距离比到点集中其他任意点犘犼的

距离都近，称该区域犞 （犘犻）为点犘犻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犘犻为犞（犘犻）的内核。

将点集犘 的所有相邻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内

核相连，形成点集犘的三角剖分ＤＴ，称这样的剖

分结果为点集犘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称ＤＴ中

的三角形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如图１所示，犘犻所

对应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是距离犘犻点比距离任何其

他犘犼点都近的点的集合；而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

是连接有公共 Ｖｏｒｏｎｏｉ边的点所形成的三角剖

分。

求解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的算法有很多，如逐

点插入法（如Ｂｏｗｙｅｒ
［１３］、Ｗａｔｓｏｎ

［１４］算法）、对角

线交换算法（如Ｌａｗｓｏｎ
［１５］算法）、扫描线算法、约

束三角化算法等［１６］。本文采用Ｌａｗｓｏｎ算法，其

步骤如下：从任意初始三角形网格犜 出发，设犲

是犜 的一条内边，犙是共享犲边的两个三角形形

成的四边形，如果其中的一个三角形的外接圆包

含四边形犙的全部４个顶点，那么将犲用犙 的另

一条对角线替换；否则犲是局部优化的，此时保持

犲不变。这一交换过程一直进行到所有三角形均

满足外接圆准则为止。如图２所示，△犃犅犆的外

接圆内无犇 点，△犃犆犇 的外接圆内无犅 点，但

△犃犅犇的外接圆内有犆点。

图１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

剖分和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Ｆｉｇ．１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Ｔｒｉａｎｇ

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ｏｒｏｎｏｉＧｒａｐｈ

　　

图２　Ｌａｗｓｏｎ局部优化

Ｆｉｇ．２　Ｌａｗｓｏｎ

Ｌｏ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如封二彩图４所示，由在同一平面的散点构

建的三角网会包括建筑物立面上的空洞部分，如

窗、通风口等，而这些空洞部分不应参与表面积的

计算，因此应从三角网中剔除。

１．４．２　空洞剔除与面积计算

在墙面的空洞部分，如窗户，构建的三角形顶

点都在窗户的边界处，内部没有顶点，所以三角形

的边长相比墙面上三角形的要长（封二彩图５

（ａ））。根据这个判别依据，本文为三角形的周长

设定一个阈值，大于此数值的三角形将被剔除（封

二彩图５（ｂ）），剩余的三角形即为所需要计算面

积的部分，如封二彩图６所示。由于三角形的三

边长都已知，因此可以根据海伦公式［１７］通过式

（４）计算检测区域的表面积：

Δ犆犚 ＝∑
狀

犻＝１

狊犻（狊犻－犪犻）（狊犻－犫犻）（狊犻－犮犻槡 ）（４）

其中，Δ犆犚为变化区域的表面积；犪犻、犫犻、犮犻 为三角

形犻的各边边长；狊犻 为三角形犻的半周长；狀为三

角网内三角形的个数。

利用式（４）分别计算建筑物变化前后区域的

表面积，从而利用式（５）确定建筑物的受损率为：

犚犇 ＝Δ犆犚／Δ犗犚 （５）

其中，犚犇 为建筑物的受损率；Δ犗犚、Δ犆犚分别为计算

出的变化前后区域的表面积。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

本文的实验数据是利用ＦＡＲＯＬＳ８８０地面

型激光扫描仪采集的前后相邻两站的点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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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ｒｏ＿ＬＳ＿００７．ｘｙｚ（１期）和ｆａｒｏ＿ＬＳ＿００９．ｘｙｚ（２

期）。由于没有真实的建筑物变化后的扫描数据，

所以在后期采集的ｆａｒｏ＿ＬＳ＿００９．ｘｙｚ中删除了如

封二彩图７所示的５个区域中的部分点云，以模

拟灾害发生后建筑物的受损情况。

２．２　点云自动拼接实验结果

根据基于反射值影像的点云数据自动拼接方

法［８］对两期点云数据进行自动拼接，拼接的中误

差为３．６５ｍｍ，得到坐标转换的旋转矩阵为：

犚＝

０．９９９８１２ ０．０１６６８８０．０００８１５

－０．０１６９８５ ０．９９９８０７０．０００７５３

０．０００３１２－

熿

燀

燄

燅０．０００３６１０．９９９５７０

平移量为：

Δ＝ （１２．２６５７６１　２．６４２７７６　－０．０１７８８９）ｍ

２．３　基于犎犪狌狊犱狅狉犳犳距离变化检测的优化

用常规的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计算方法对封二彩

图７所示的５个区域进行检测，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犎犪狌狊犱狅狉犳犳距离对不同区域的变化检测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检测

区域

参与运算点数／个

１期 ２期

检测变化

点数／个

计算用时

／ｈ：ｍ：ｓ

墙右上 １１９７８１２ ２９６３７１ １０３３３２３ １：１４：１７

墙中下 ５５８４２９ ６２５３７５ ４１７８７７ １：０５：３８

楼梯 ５８６４３８ １９１７０７ ４５３６４８ ０：３０：４７

墙左 １０６５５９ ３６４２３０ ６５９６９ ０：０９：０６

通道 ８４０８２ １９２９３６ ６３１２５ ０：０４：１７

　　以墙左区域为例，考虑到两期点云拼接的中

误差为３．５ｍｍ，这里确定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的判定

阈值为５ｍｍ，检测出来的效果如封二彩图８所

示。蓝色区域为在１期点云中检测出的发生变化

的部分，除了事先模拟的变化区域以外，左下角的

红色矩形框内的蓝色部分为一打开的窗户上的

点，这是因为该窗户在采集２期数据时关闭，所以

被作为变化检测出来。右侧红色矩形框中呈竖直

条状分布的蓝色点是房间内墙壁上的点，由于扫

描的视角不同造成在２期点云中为不可见，因此

属于被检测出的伪变化区域。表１中其余检测出

的变化区域如封二彩图９所示。

如表２所示，墙右上区域包含的点超过１００

万，而对其进行变化检测所用的耗时大于１ｈ，过

长的计算时间会影响到变化检测的实际应用。

针对本文提出的基于搜索窗口的改进 Ｈａｕｓ

ｄｏｒｆｆ距离检测方法，对不同大小的搜索窗口进行

了实验，计算用时比较见表２，可知改进的算法使

检测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同时将封二彩图９（ｃ）

显示区域的左下角放大，以显示不同大小搜索窗

口得到的检测结果（封二彩图１０）。从图中可明

显看出，２０×２０窗口检测出来的变化区域的边界

与所在的建筑物吻合得很好，尽管相对其他大小

的搜索窗口而言检测速度最慢，但由于将遍历的

点数从１１９７８１２减小为４００，计算用时也仅为１

ｍｉｎ１３ｓ，相比改进前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其

余两组窗口的检测区域边界部分都有一定的损

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点云拼接误差和影像

坐标计算误差的累积，如果搜索窗口过小，可能会

将正确的点排除在外，因此确定２０×２０大小的窗

口为变化检测的搜索窗口。

表２　改进前后的计算用时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墙右上区域
算法改

进前
算法改进后

窗口大小  ４×４ １０×１０ １６×１６ ２０×２０

计算用时

／ｈ：ｍ：ｓ
１：１４：１７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４７

　　针对封二彩图８中右侧红色矩形框所示的伪

变化区域问题，利用§１．３中所提的伪变化区域

的识别方法对检测出的变化点云数据进行可见性

判断，结果见封二彩图１１，图中红色区域为检测

出的在２期点云数据中为不可见的部分，其中就

包括封二彩图８中右侧红色矩形框所示的部分，

都作为伪变化区域被剔除掉。

２．４　基于三角化的变化区域表面积计算

本文对封二彩图８、彩图９所示的变化区域

利用提出的基于三角化的变化区域表面积计算方

法进行表面积的计算。以封二彩图１０中的蓝色

区域为例，首先进行区域分割，将同属于一个面的

点云划分为一类，用不同的颜色表示，见封二彩图

１２。然后提取出墙面（封二彩图１３），进行平面拟

合［１８］（封二彩图１４）。拟合得到如下的平面方程：

－０．２３１９６５狓＋０．９７２７２３狔－

０．００１２９４２６狕＋１１．１４６３＝０ （６）

　　以点到平面的距离为依据，剔除原始点云中

不属于该平面上的点，然后对剩余的点进行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构建，见封二彩图４。利用

§１．４．２中所提的方法剔除三角网中的空洞部分

（封二彩图５）。

根据式（４），对剔除空洞后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

网计算墙左区域的变化部分的面积为２９．１８ｍ２。

该变化区域所在的总墙体求得的面积为２５１．５３

ｍ２，根据式（５）计算得到变化率为１１．６０％。

对其余４个区域重复以上步骤得到的三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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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封二彩图１５。表３中列出了所有检测区域的

表面积和实际检测变化率的计算结果。为了进一

步验证算法的有效性，本文借助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对变化区域的外围边界进行提取，将理论变化区

域和实际检测区域的面积进行比较（表４）后发

现，５个区域的理论和实际检测面积差值的中误

差仅为０．００４９ｍ２，证明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完

全可以满足灾害应急响应服务以及保险理赔评估

等实际应用的需要。

表３　变化区域表面积与变化率

Ｔａｂ．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Ｒａｔｅ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ｅ

变化区域 实际检测面积／ｍ２ 建筑实体总面积／ｍ２ 变化率／％

墙左 ２９．１８ ２５１．５３ １１．６０

楼梯 ２３６．３６ ６１２．４９ ３８．５９

墙中下 ３９．０６ ４８３．８０ ８．０７

墙右上 ５６．１３ ２５１．５３ ２２．３２

通道 ９４．８４ １１８．１１ ８０．３０

表４　理论变化区域与实际检测区域面积

（未去空洞）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ｗｉｔｈＨｏｌｅｓ）

变化区域 理论变化面积／ｍ２ 实际检测面积／ｍ２
面积误差

Δ／ｍ２

墙左 ７２．６６２２ ７２．６５６２ ０．００６０

楼梯 ２９６．３５９６ ２９６．３５４３ ０．００５３

墙中下 ６２．６４８６ ６２．６４５２ ０．００３４

墙右上 １２０．６３８７ １２０．６３５５ ０．００３２

通道 ９５．８２６８ ９５．８２０８ ０．００６０

面积平均误差０．００４８ｃｍ２ 面积中误差±０．００４９ｃｍ２

３　结　语

本文依据地面激光扫描仪数据对建筑物进行

了变化区域的检测以及变化量的确定等研究。实

验表明，利用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进行变化检测能够

取得满意的精度，但是其计算用时与遍历的点数

成正比，对高分辨率的点云进行检测会出现耗时

过长的问题。基于搜索窗口的改进算法能大幅度

提高检测的速度，同时还能够检测和剔除不可见

造成的伪变化区域，保证变化检测的正确性。实

验结果还说明，通过从散点中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

网并剔除建筑物的空洞部分，能够精确地确定变

化区域的表面积，从而最终确定建筑物的变化或

受损情况。由于本文目前只针对平面进行了表面

积的计算，因此下一步将对如何根据点云数据计

算复杂曲面的表面积进行研究，以提高本文方法

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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