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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机载ＬｉＤＡＲ系统中，将点云数据进行滤波以去除高地物，确定出房屋树木等高出地面的地物的位

置记为障碍区域。在配准后的正射影像上，利用改进Ａ算法自动避开障碍区域选择一条最优化镶嵌线。实

验证明，该方法可以准确、智能地对镶嵌线进行优化，改善镶嵌后的影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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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传统正射影像镶嵌类似，机载ＬｉＤＡＲ系

统的影像在纠正后镶嵌时，也会遇到镶嵌线的选

择问题。未优化的镶嵌线会穿过重叠区域中灰度

差异大的部分，影响影像的目视判读。产生灰度

差异的因素有很多，光照影响、镜头影响、未消除

投影差的高大地物等。在航空摄影测量中，没有

消除投影差的高大地物是主要原因［１］。因此，如

何选择一条能够避开高大地物的镶嵌线是机载

ＬｉＤＡＲ系统正射影像镶嵌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文献［１］提出利用ＴｗｉｎＳｎａｋｅｓ算子选择正

射影像的镶嵌线，两条“Ｓｎａｋｅ”从重叠区域相对

的两个边界出发，相互吸引，当两条“Ｓｎａｋｅ”合二

为一时，最后将会在图像重叠区域得到一条图像

颜色和纹理都相似的路径，但是该算子通常丢失

全局最小值区域并在局部或全局最大值处停止，

不能确保全局最优性。文献［２］采用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最

短路径搜索算法进行最优缝线搜索，避免了由于

物体运动、镜头畸变或定向误差等原因产生的拼

图不一致问题，但是穷举搜索策略的效率极其低

下。文献［３］采用动态规划检测最优镶嵌线，检测

起始点和终点间的最优路径，但是动态规划算法

进行缝线检测将造成“距离效果”，即随着镶嵌线

长度增加，动态规划算法的计算量急剧增加。上

述方法都是通过影像灰度信息优化镶嵌线，本文

在机载ＬｉＤＡＲ环境下，结合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

提出了一种利用改进的Ａ算法对正射影像镶嵌

线进行智能优化的方法。

１　障碍区域提取

利用ＬｉＤＡＲ系统的点云数据获取影像上的

障碍区域的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障碍区域提取流程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Ａｒｅａ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为了提取出障碍区域，首先需要对初始点云

数据进行滤波分类，除去高地物点。图２是西安

市区的一块未分类点云。图３为滤除高点、低点、

孤立点等噪声点后的地面点云数据，较亮区域为

地面点，黑色部分为被滤除的较高地物，视为影像

镶嵌中的障碍区域［４，５］。因为点云的离散性，为

了进一步精确障碍区域的边缘，利用图３显示的

点云数据，通过不规则三角网建立显示障碍区域

的栅格格式的高精度栅格ＤＥＭ
［６］。图４中，黑色

部分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该测区高建筑（障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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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位置。然后，将系统获取的影像利用检校

后的ＰＯＳ数据和相机参数结合内插填补空洞后

的ＤＥＭ进行正射微分纠正，此时，纠正后的影像

能够和栅格ＤＥＭ 较好地配准，影像上的障碍区

域即可用图４所示的ＤＥＭ上对应的黑色区域标

识出。

图２　初始点

云（强度显示）

Ｆｉｇ．２　Ｉｎｉｔ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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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滤波

后的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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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栅格ＤＥＭ

（显示障碍区域）

Ｆｉｇ．４　Ｒａｓｔｅｒ

ｏｆＤＥＭ

２　改进犃算法的镶嵌线路径规划

Ａ算法是建立在典型的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基础

上的最好优先算法［７］，不同于传统的深度优先搜

索和广度优先搜索这样的盲目搜索，它在搜索中

加入了与问题有关的启发性信息，对状态空间中

的每一个搜索位置进行评估，得到最好的位置，再

从这个位置进行搜索直到目标。这样可以省略大

量无效的搜索路径，提高了效率。

Ａ算法的估价函数可表示为：

犳（狀）＝犵（狀）＋犺（狀） （１）

式中，犳（狀）是估价函数；犵（狀）是起点到中间点狀

的最短路径值；犺（狀）是中间点狀到目标的最短路

径值。

结合引起影像灰度差异的各种原因，可以得

出影像灰度相似性由像素距离投影中心的距离决

定，越靠近投影中心，影像质量越好。但是，待镶

嵌影像的接边区域离投影中心比较远，所以采用

一种折中的方法来选择初始镶嵌线［８，９］，使接边

区域尽可能地接近两幅影像的投影中心，即两幅

影像的投影中心连线的垂直平分线。此时的镶嵌

线尚未考虑避开房屋、树木等高出地面的地物。

因此，改进后的 Ａ算法需要所寻找到的路径同

时满足两个要求：① 避开房屋、树木等高地物；

② 路径尽量靠近初始镶嵌线。

Ａ算法的关键是如何选择合适的估价函数

犳（狀）。针对影像镶嵌线提出的特殊要求，本文通

过选择合适的启发函数犺（狀）来改变犳（狀）。通常，

航空影像都为栅格影像，在栅格环境下，标准的

犵（狀）和犺（狀）值可以采用曼哈顿距离计算，其中只

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移动，并且忽略中间的障碍区

域：

犵（狀）＝犇 狀．狓－ｓｔａｒｔ．狓 ＋ 狀．狔－ｓｔａｒｔ．（ ）狔

（２）

犺（狀）＝犇 狀．狓－ｇｏａｌ．狓 ＋ 狀．狔－ｇｏａｌ．（ ）狔

（３）

式（２）、（３）分别为犵（狀）、犺（狀）的曼哈顿距离公式。

式中，狀．狓、狀．狔为格网上某点的坐标；ｓｔａｒｔ、ｇｏａｌ

分别为起点和终点；犇 为格网的大小。为了使路

径轨迹尽可能地靠近初始镶嵌线，本文提出一种

方法———通过改进犺（狀）的计算方法来对路径进

行约束。为犺（狀）添加一个参考变量，在搜索路径

的过程中，当开始列表中出现多个相同最小犳（狀）

时，比较新添加的参考变量。参考变量通过计算

节点和终点组成的矢量与起点和终点组成的矢量

的叉乘来衡量节点距离初始镶嵌线的距离。参考

变量越小，表示离初始镶嵌线越近，优先选择。改

进后的犺（狀）的计算方法为：

犺（狀）＝犇 狀．狓－ｇｏａｌ．狓 ＋ 狀．狔－ｇｏａｌ．（ ）狔

＋ ｃｒｏｓｓｖｅｃｔｏｒ１，（ ）ｖｅｃｔｏｒ２ η （４）

式中，后半部分即为添加的距离参考变量，ｖｅｃ

ｔｏｒ１为格网节点狀和终点组成的矢量；ｖｅｃｔｏｒ２为

路径起始点和终点组成的矢量；ｃｒｏｓｓ为矢量的差

乘；η为参考变量的影响因子，本文实验中取值为

０．０００１。

３　实验与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不同的启发函数对路径规

划的影响，并且验证本文方法的效果，在ＶＣ６．０

的平台上建立格网来模拟栅格图像，硬件平台为

ＩｎｔｅｒｃｏｒｅＥ８４００ＣＰＵ，２Ｇ内存。

图５中，左边阴影格子为路径起始点，右边阴

影格子为路径终点，起点和终点的连线是初始镶

嵌线，中间黑色格子为障碍区域，为了方便计算，

每个方格的宽度设为１个单位。图６中，显示数

字的格子表示添加入开始列表的节点，连接起点

和终点的灰色格子即为利用标准Ａ算法计算出

来的路径。由图６可知，该条路径能够智能地绕

过障碍区域，且是一条从起点到终点的最短路径。

标准Ａ算法已经可以满足影像镶嵌过程中使镶

嵌线智能地绕开障碍区的要求，但是还不能满足

使路径尽量靠近初始镶嵌线的要求。利用改进后

的Ａ算法计算的路径如图７所示，路径可以智

能地绕过障碍物，并且尽量向初始镶嵌线靠近。

为了进一步测试改进Ａ算法进行镶嵌线优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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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２０

格网

Ｆｉｇ．５　２０×２０

Ｇｒｉｄ

　

图６　标准

Ａ算法路径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 Ｐａｔｈ

　

图７　改进

Ａ算法路径

Ｆｉｇ．７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 Ｐａｔｈ

化的效果，基于当前机载激光雷达最新数据处理

技术、面向机载激光雷达数据处理与应用的综合

软件平台ＡＬＤＰｒｏ，自主开发了正射影像处理模

块，采用本文方法对西安市区点云数据和４９幅影

像进行处理。影像格式为ＴＩＦ格式，大小都为６

５４１像素×７９５４像素。图８和图９分别为整个

测区初始和优化后的镶嵌线网络图，镶嵌线网络

按照上文取相邻影像摄影中心中垂线的方法生

成。可以看出，优化后镶嵌线的路径发生改变，但

是大部分依然靠近初始镶嵌线。为了进一步清晰

地显示优化后的效果，选择部分镶嵌影像进行比

较。图１０为两幅初镶嵌后的影像，图１０（ａ）中黑

色初始镶嵌线穿过５个建筑物，图１０（ｂ）中黑色

初始镶嵌线穿越了图中的一块林地。图１１为使

用改进Ａ算法优化后的结果，可见，图１１（ａ）中

优化后的镶嵌线从起点出发自动地绕过高大建筑

到达终点，且尽量靠近初始拼接线，镶嵌线穿越建

筑物数为０；图１１（ｂ）中优化后的镶嵌线绕过了图

中大块的林地。实验比较说明，本文方法能够满

足镶嵌线优化的两个条件，改善影像质量。

图８　初始镶嵌线网络

Ｆｉｇ．８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ｅａｍｌｉｎ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９　优化后镶嵌线网络

Ｆｉｇ．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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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利用ＬｉＤＡＲ点云滤除高地物后标注障

碍区域，再通过改进 Ａ算法对正射影像镶嵌线

进行优化。虽然该方法能够使大部分镶嵌线路径

绕过高地物，但仍然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如当点

云滤波算法未能精确滤除高地物时，障碍区域提

图１０　初始镶嵌影像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ｏｓａｉｃＩｍａｇｅ

　　
图１１　优化镶嵌线影像

Ｆｉｇ．１１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ＭｏｓａｉｃＩｍａｇｅ

取会受到影响；影像的ＰＯＳ数据未精确检校会导

致影像和ＤＥＭ 没有精确配准，以致最终的镶嵌

线绕过了ＤＥＭ 上的障碍区域，却穿越了影像上

的障碍区域，达不到期望的效果；出现大面积障碍

区域，特别是大面积水域而导致无路径等，这些情

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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