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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利用ＫＤ树进行粗差剔除的基础上，结合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的多回波特性剔除不必要的冗余数据，

利用形态学重建的方法对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进行滤波，且运行时只需要输入一个参数。使用国际摄影测量与

遥感学会（ＩＳＰＲＳ）提供的测试数据对算法进行实验，并与国际上８种滤波算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该算法对

各种场景的适应性较强，既能有效地去除非地面点，又能很好地保留地面点，使Ｉ类误差、ＩＩ类误差和总体误

差分别保持在９．９３％、７．２７％和９．７６％以下，整体性能优于经典的滤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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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载ＬｉＤＡＲ是一种主动式遥感技术，它能够

快速获取大面积区域内高精度的空间三维地形信

息，已经在地球空间信息学科的许多领域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１］。目前，机载ＬｉＤＡＲ技术中，硬件部分

已经相对成熟，而数据的后处理部分仍然需要进一

步提高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点云数据滤波及其

配套的质量控制是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后处理生成数

字高程模型（ＤＥＭ）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耗时的一

步，几乎占到了后处理流程６０％～８０％的时间
［２］。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围绕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滤波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少的滤波算法，如

不规则三角网渐进加密［３］、分层稳健线性内插［４］、

渐进窗口数学形态学滤波［５］、基于坡度的滤波［６］、

分层迭代选权滤波方法［７］等。这些滤波算法在场

景复杂程度低（如建筑物小、地形坡度变化轻微、植

被稀少、裸露地面点比率较高）的情况下滤波效果

较好，但当处理复杂场景时（如大型建筑物、陡坡、

不连续地形、植被茂密），其可靠性明显下降［２］。同

时，多数的滤波算法还需要大量的经验参数［８］，如

经典的不规则三角网渐进加密方法需要最大的建

筑物尺寸、三角形所在平面的倾角、点到三角形的

垂距、过点与三角形的顶点形成的直线与三角形所

在平面的夹角等至少４个阈值，这些参数的最优阈

值具有随场景复杂度改变而需要实时调整的特性，

否则，滤波的效果会不理想。ＩＳＰＲＳ的对比实验表

明，经典算法的Ｉ类误差普遍较大，致使本来就相

对稀少的地面点被大量剔除。最近，文献［９，１０］

分别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学形态学的滤波方法，不

仅需要的参数少，而且滤波效果优于ＩＳＰＲＳ提供

的８种典型滤波算法的结果
［９］。数学形态学的基

本思想是用具有一定形态的结构元素去量度和提

取图像中的对应形状，以达到对图像分析和识别

的目的［１１］。由于ＤＳＭ 和ＤＥＭ 在裸露地表（包

括裸土、道路和广场等）处有相同的值，两者仅在

植被覆盖、建筑物覆盖区域的值不同，因此，从

ＤＳＭ到ＤＥＭ 的滤波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图

像恢复和重建的过程；而目前没有看到形态学重

建用于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滤波的完整报道。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学形态学

重建的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滤波方法，并围绕

滤波提出了一套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滤波处理

的新流程。

１　形态学重建的基本原理

形态学重建是形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１１］，其主要是基于测地变换来实现的。测地变

换已被广泛应用于灰度图像的恢复和重建，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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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运算包括测地膨胀和测地腐蚀两个算子［１２］。

测地膨胀涉及两幅图像：标记图像和掩膜图像。

这两幅图像具有相同的大小和相同的定义域，并

且掩膜图像每个像素的值必须大于等于标记图像

相同位置对应像素的值。膨胀的过程是：利用基

本的各向同性结构元素对标记图像作膨胀运算，

但结果图像必须保持在掩膜图像之下，即掩膜图

像起着限制标记图像膨胀蔓延的作用。本文使用

了测地膨胀运算进行ＬｉＤＡＲ数据的滤波
［１２］。将

点云数据内插获取的ＤＳＭ数据记为掩膜图像犐，

由图像犐的每一像素的值减去一个正数犺（犺是地

物与地表的平均高差，其取值根据区域的实际情

况而定，本文的取值在３～１０ｍ之间），获得一个

新的影像，记为标记图像 犕。然后以犐为掩膜，

对标记图像犕 进行膨胀重建。最后用犐减去重

建获取的影像犐′，则两者之差大于０值的点通常

为非地面点。

但是，上述重建过程不能很好地处理两类特

殊情况。一类是局部地势突起的地面点，如山顶

区域的点，通常会被误判为非地面点。另一类是

对于多层的建筑物，往往只能将处于高层的点判

别为非地面点，而将中、低层建筑物上的点判断为

地面点。针对这两种情况，可以通过下述方法进行

处理：对第一类情况，基于地物和地面交界处会有

较大的高差（如０．５ｍ）这一事实，如果一个区域被

判别为地物，则真实地物周边的像素中会有大部分

点的高差较大；相反，虚假地物周边的像素中基本

没有或者只有少部分点的高差较大，通过这种区域

周边的像素是否有较大高差比例的判别可以将虚

假的地物点重新判定为地面点。对于第二类情况，

可以迭代地进行形态学重建，以逐步地将中低层

建筑物上的点判定为地物点。因此，本文的滤波

算法在迭代进行形态学重建的过程中，对每次重

建后的结果都会进行激光脚点类别的再次判定，

集成激光脚点的高差及其所处区域的边缘高差信

息进行全面的分析，增强了滤波的可靠性。

２　滤波的技术流程

２．１　基于犓犇树
［１３］的粗差剔除

粗差的存在对于后期的数据滤波会产生较大

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那些假设最低点为地面点的

滤波算法［１４］。尽管本文没有假设最低点为地面

点，但低位粗差点仍然会对形态学重建的效果产

生显著的影响。目前，已有的适用于机载ＬｉＤＡＲ

数据粗差剔除的方法一般是基于密度估计的。即

以某一点为中心计算一定范围内激光脚点的密

度，若小于阈值，则认为该点是粗差。密度估计

中，脚点间的方位、距离和拓扑关系十分重要，而

ＡＳＰＲＳ激光委员会制定的ＬＡＳ格式只能提供脚

点的位置等非拓扑信息。ＫＤ树是一种比较好的

多维空间索引，特别适合于空间点状目标的快速

索引和查询［１３］，目前它已经被广泛应用于 Ｌｉ

ＤＡＲ数据的空间组织和管理
［１５］。本文选用ＫＤ

树进行粗差点的去除，具体过程是：将点云数据构

建３维ＫＤ树，分块计算每块内激光脚点高程的

平均值，对平均值以下的激光脚点给定一个搜索

半径犚（大于地面分辨率的２倍以上），统计以该

点为圆心、半径犚 内的激光脚点个数，如果激光

脚点个数小于给定阈值，则认为该激光脚点是极

低粗差点。

２．２　提取单次和末次回波的点集

目前，用于获取ＤＥＭ的机载ＬｉＤＡＲ一般为

多脉冲式系统［１］。对于多脉冲式系统而言，系统

记录的回波信息包括单次回波和多次回波，二者

的区别在于对同一束激光脉冲是否发生多次反

射。通过对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的多回波信息的分

析发现，不论是对于森林地区还是城区，基本上可

以认为地面激光脚点是包含在单次回波和末次回

波中［１４，１６］。因此，本文通过激光脚点的回波特性

仅仅抽取出粗差剔除后保留数据中的单次回波和

末次回波激光脚点参与后续的运算。

２．３　基于距离变换的栅格化和空洞区域填充

形态学的基本操作一般是在格网进行的，因

此，本文算法将对§２．２保留的回波的高程值记

录到一个栅格影像中。如果一个格网内落入几个

激光脚点，把高程值最小的点记录到格网中［５，８］。

当激光脚点的点间距大于影像的空间分辨率时，

某些单元格网内则没有值，这种情况下，可以用周

围最邻近的有激光脚点的格网值填充。然而，由

于原始的点云数据往往存在大面积区域数据缺失

的情况［８］，如水体区域，如果用最邻近激光脚点填

充的方法，会出现同一水面有多个高程值的情况。

本文先使用欧氏距离变换对所有没有数据的区域

进行填充，然后检测数据缺失区域，并用其周围的

最低点高程值对数据缺失区域进行填充，具体过

程如下。

１）生成栅格影像。设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的密

度为犱（每ｍ２ 的激光脚点数量），待生成的影像的

分辨率为犮（单位：ｍ）。先按照上述最邻近插值的

规则生成相应的点云的影像，然后生成一个同样

大小的掩膜图像，有激光脚点的格网值为１，否则

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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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

２）数据缺失区域的定位。对掩膜图像进行

外距欧氏距离变换［１７］，变换过程中区分实体和非

实体的标准为：值为１的像素为实体，值为０的像

素为非实体，欧氏距离变换的效果如插页Ⅱ彩图

１所示。对距离变换获取的掩膜图像进行二值

化，如果像素的值大于狉，则值为１；否则为０。掩

膜图像中值为１的区域为空洞区域。狉是平均每

两个有值的格网间的格网数目，其产生规则是：

狉＝ （１／犱）
０．５·（１／犮）

　　３）数据缺失区域的填充。对于数据缺失区

域，用该区域周边格网中高程值的最小值填充。

４）边缘梯度强度影像的生成。高程突变通

常发生在不同地物类型的交接处，即每种地物的

边缘地带。如果一块区域被检测为植被、建筑物

等地物，则其边缘需要有明显的高程突变。本文

用３×３窗口内的最大值减最小值的方法产生梯

度强度影像，作为后续运算结果的一个检验准则。

５）形态学重建获取非地面点。对上述步骤

获取的ＤＳＭ，根据形态学重建的原理和步骤进行

非地面点的检测。具体过程如下：① 将步骤３）获

取的影像作为掩膜影像犐，由犐中每一像素的值

减去一个正数犺，获取标记图像 犕；② 进行形态

学重建运算，重建后的影像记为犐′；③ 用公式

狀ＤＳＭ ＝犐－犐′获 取 归 一 化 数 字 表 面 模 型

（狀ＤＳＭ）；④ 进行区域连接性分析，检测狀ＤＳＭ

影像中值为非０的区域；⑤ 对于④检测到的任一

区域，如果该区域边界像素中对应的边缘梯度强

度值大于０．５的像素个数占边界总个数的９０％

以上，判定该区域为非地面区域，用该区域周边格

网中高程值的最小值填充该区域，并从掩膜影像

犐中排除此区域；否则赋予掩膜影像犐相应的像

素值；⑥ 从①重新开始运算，直到没有任意像素

被判别为非地面点为止。

６）激光脚点的恢复和类别判定。如果激光

脚点与对应的栅格点的高程之差为０，则为地面

点；否则为非地面点。

３　实　验

为了检验算法的稳定性和可行性，本文采用

ＩＳＰＲＳ提供的专门用于滤波算法测试的１５个样

本数据进行实验［２］。这些样本数据主要包括了不

同地理环境中滤波可能遇到困难的情况，如粗差

点的影响、复杂的地物、地物与地面相连、斜坡上

或低矮的植被、地形的不连续等［２］。文献［２］指

出，经典的滤波算法存在Ｉ类误差、Ⅱ类误差较大

的缺点，而且Ｉ类误差普遍大于Ⅱ类误差，而滤波

算法应该尽量地降低Ｉ类误差，见表１，如果少量

地物点混淆在地面点中，更容易被剔除。本文使

用上述算法进行滤波实验，１５个实验中犺取值分

别为５．０、３．０、４．０、６．０、８．０、３．０、４．０、５．０、１０．０、

３．０、３．０、３．０、５．０、３．０、３．０。

本文提出的滤波算法对不同复杂度的场景都

有较好的滤波效果。从插页Ⅱ彩图２可以看出，

它可以滤除大部分地物，包括复杂的建筑物、墙、

桥梁等，并能有效地滤除高大的植被。插页Ⅱ彩

图２（ｅ）说明本文提出的算法对非常低矮的建筑

物、车辆、植被却无能为力。插页Ⅱ彩图３（ｄ）也

说明本文提出的滤波算法无法剔除斜坡上低矮的

植被的激光脚点，往往把它们判别为地面点。因

为这类非地面点与地面点的高差较小，本文的算

法理论上无法处理此类地物，同时又容易将明显

高于地面的地面点判定为非地面点，这与本文算

法对边缘梯度的强度值采取恒定值有关。当然，

上述两类特殊脚点所占的比例不大。

表１列举了ＩＳＰＲＳ８种滤波算法三类误差的

最大值、最小值以及本文算法的相应误差值。可

见，本文算法的Ｉ类误差在１５个样本实验中，其

最大值为９．９３％，显著低于ＩＳＰＲＳ的最大值，且

在三个场景中也低于ＩＳＰＲＳ的最小值；Ⅱ类误差

的最大值为７．２７％，与Ｉ类误差相当，在１３个场

景中显著低于ＩＳＰＲＳ的最大值；总误差的最大值

为９．７６％，在１５个场景中显著低于ＩＳＰＲＳ的最

大值，且在４个场景中低于ＩＳＰＲＳ的最小值。同

时，本文算法的三类误差在１５个场景中比较均

一，变化不大。上述统计数据说明，本文方法既能

较好地保留地面特征，又能较好地剔除非地面特

征。与文献［２］中的其他方法相比，不论是在地物

复杂的城市地区，还是在地势起伏较大、植被分布

密集的郊外，本文方法都能将Ｉ类误差、Ⅱ类误差

和总误差同时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而且Ｉ类

误差普遍小于Ⅱ类误差。这验证了本文滤波算法

对各种场景有较好的普适性。

４　结　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形态学重建的滤波方

法。用本文算法对ＩＳＰＲＳ提供的专门用于滤波

算法测试的数据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对各

种复杂的地理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既能有效地

去除非地面点，又能尽量保留地面点，使得各项误

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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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滤波结果的三类误差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误差种类
区域

１１ １２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３１ ４１ ４２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６１ ７１

Ｉ类

误差

／％

本文方法 ５．６５ ２．１６ ４．１２ ３．１４ ５．１２ ６．７４ ５．３１ ８．８６ ６．９４ ５．８１ ９．２９ ９．９３ ５．８４ ４．８６ ４．５８

ＩＳＰＲＳ最小值 １５．９６ ４．８９ ０．４６ ２．６８ ３．６９ ３．３８ １．６０ １４．４２ １．０１ ０．１３ １．７８ ８．５８ １．０１ １．９４ ０．１４

ＩＳＰＲＳ最大值 ６２．００２９．６３２５．９１３３．４３５０．２５４７．６３２１．７５４７．１３２０．４０４９．３４８５．０５９２．４５４９．５４９１．２８７５．１９

Ⅱ类

误差

／％

本文方法 ７．２７ ４．１８ ５．１４ ４．４７ ５．５８ ４．９３ ３．５９ ４．８２ ２．８９ ５．１４ ５．９５ ５．７２ ４．９６ ３．７１ ４，４３

ＩＳＰＲＳ最小值 ２．４１ 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９８ １．９４ １．７０ １．０３ ０．４６ ０．１５ １．６０ １．０４ ０．１８ ０．４８ ０．００ ０．２２

ＩＳＰＲＳ最大值 １２．１７ ７．８７ １８．５３１１．９１１２．７９１３．８１ ８．２８ ３．２０ ２．１２ １２．００１４．２１１６．７６ ８．３７ ６．２３ １３．２５

总误

差／％

本文方法 ６．３４ ３．１５ ４．３５ ３．５７ ５．３３ ６．２４ ４．５２ ６．８４ ４．０８ ５．６６ ８．９５ ９．７６ ５．３８ ４．８２ ４．０６

ＩＳＰＲＳ最小值 １０．７６ ３．２５ ２．２８ ３．６１ ４．００ ３．６１ １．２７ ８．７６ １．６２ ２．２４ ３．０７ ８．９１ ２．９１ ２．０１ １．６３

ＩＳＰＲＳ最大值 ３６．９６１６．２８ ９．８４ ２３．７８ ２７．８ ３６．０６１２．９２３４．０３ ６．３８ ２３．３１５７．９５５２．８１２３．８９３５．８７３４．９８

差都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这说明本文算法具有

更好的可靠性与实用性。目前，形态学重建中高

差的阈值需要人为地输入，下一步的研究将放在

其阈值的自适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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