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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及地形特征的机载犔犻犇犃犚数据
桥梁提取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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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从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中提取水陆桥梁的新算法，采用先滤波分类再识别桥梁的策略用

于桥梁主体及其与地面连接处脚点的提取。首先对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进行严格滤波，在此基础上利用多

个阈值对非地面脚点进行初步提取；然后引入Ａｌｐｈａｓｈａｐｅｓ算法对初步提取结果进行分割，并辅以面积阈值

提取出属于桥梁主体部分的脚点；最后提出一种顾及地形特征的点云区域生长算法，用于准确提取桥梁主体

与地面连接部分的脚点。实验证明，本文算法对水面和陆地桥梁提取均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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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桥梁提取算法的研究工作大量集中于

基于影像的提取［１５］。近年来，机载ＬｉＤＡＲ作为

一种快速、低成本和大范围实时获取高精度三维

空间信息的方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与传统的遥

感影像数据相比，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在表现

对象几何特征与拓扑特征上更加直接，更易描述

地表不连续的特征［６１０］，因此在桥梁提取方面具

有优势。目前，针对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的桥梁精

确提取的研究还很少，比较典型的有Ｓｉｔｈｏｌｅ等提

出的基于剖面分析的桥梁点提取算法［１１］。该方

法的优势在于算法与桥梁形状无关，在提取陆地

桥梁时有较好的表现。其缺陷在于提取水面桥梁

时，由于水面的镜面反射导致激光无回波或回波

极少，点云数据产生大量空隙，无法进行断面分

析，因此需要首先提取出点云中的水体部分，然后

向其中填充虚假地面点，这实际上增加了额外的

负担。对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

据中提取桥梁的新方法。

１　机载犔犻犇犃犚点云数据桥梁提取

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中桥梁与其他地物相

比，其主要特征体现在由三维点坐标信息所隐含

的几何特征上：① 桥面点高于周围地面点。

② 桥梁周围地面点构建的不规则三角网中的三

角形至少有一条边长大于或者等于桥梁的宽度。

这两种情况均会造成地面三角网中产生含有较长

边的三角形。③桥面两端的脚点与地面点平滑相

连。本文基于上述特征分两步准确提取桥面脚点。

１．１　多种策略提取桥梁主体脚点

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分类识别的一个主要依据

是比较当前点与周围点的高程变化关系，尤其是

与地面点的高程比较。由于桥梁与建筑物在点云

数据中往往具有相似的特性，因此，本文采用建筑

物提取的滤波分割策略
［１２］，先通过滤波提取出

地面点，在此基础上利用①、②两个特征提取桥梁

主体脚点。

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滤波指从原始点云数据中

剔除属于地物的脚点（如建筑物、植被等），从而提

取出准确的数字地面高程模型的过程［１３］。在滤

波过程中，会产生两种类型的误差：① 将真实地

面点错分为非地面点（即“弃真”）；② 将非地面点

错分为地面点（即“存伪”）［１４］。为了尽量将桥梁

点保留在非地面点中，应当尽量抑制二类误差的

产生，采用较为严格的滤波准则。本文采用渐进

加密不规则三角网滤波算法［１５］，通过降低容纳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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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脚点为地面点的最大坡度阈值和点到地面三角

形的距离阈值，尽可能地将桥面点保留在地物点

类别中。通过上述严格规则滤波得到的非地面点

中必然包含了大量的实际地面点（即一类误差），

在此利用特征①、②予以剔除。

令滤波所得的地面点与非地面点的集合分别

为犘ｇｒｄ和犘ｏｂｊ，犇ｇｒｄ为犘ｇｒｄ生成的二维不规则三角

网模型。狆为犘ｏｂｊ中的任意一点，狆在犇ｇｒｄ中通过

二维坐标定位得到的三角形为狋，点狆与三角形狋

构成一个四面体。过点狆作垂线，与狋所在的平

面交于一点狅（如图１所示）。若同时满足条件：

① 线段狆狅的长度大于高差阈值犜犺；② 三角形狋

至少有一条边长大于宽度阈值犜狑，则点狆为潜在

的桥梁主体点。犜犺和犜狑的值可通过先验知识获

得，其中高差阈值犜犺体现了特征①。考虑到桥梁

两端与地面的高差呈现从最大值逐渐递减至０的

过程，因此犜犺的值越小，能够提取出的桥梁主体点

越多，但是同时也会削弱算法剔除一类误差点的能

力，因此正确设定犜犺的大小直接决定了算法的效

率。宽度阈值犜狑体现了特征②，通常可稍大于桥

面的宽度。此方法对水面和陆地桥梁均适用。

图１　点到地面三角形距离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狆ｔｏ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上述方法可以剔除犘ｇｒｄ中剩余的大量一类误

差点，剩下的脚点为潜在的桥梁主体点以及部分

建筑物和植被点，在二维平面上呈现局部聚集的

状态。在此引入一种基于二维 Ａｌｐｈａｓｈａｐｅｓ算

法的点集分割算法。Ａｌｐｈａｓｈａｐｅｓ算法可以重建

无序点集犛的形状。假设点集犛由多个子集组

成，各个子集内部点间距基本一致，且小于子集之

间的离散距离，则通过正确设定α的值可使圆能

够在各个子集之间滚动，而不会滚动到某个子集

内部，因此可以求得各个子集的边界线，从而完成

各个子集的分割。采用 Ａｌｐｈａｓｈａｐｅｓ算法的优

点在于分割的同时得到各个脚点子集的边缘多边

形矢量，然后通过设定简单的面积阈值犃，即可去

掉不属于桥梁的脚点聚类。

１．２　顾及地形特征的点云区域生长算法提取桥

梁与地面连接点

为了从剩余的地物点中提取出属于桥梁的脚

点，需要利用特征③。为此，本文提出一种顾及地

形特征的点云区域生长算法。令犛为提取的桥

梁主体脚点，必有犛∈犘ｏｂｊ，定义珚犛为犛 在犘ｏｂｊ中

的补集。令犇 为犛 生成的二维不规则三角网。

构造队列犔ｅｄｇｅ，将Ａｌｐｈａｓｈａｐｅｓ算法得到的犛的

边缘点依次加入队尾。算法迭代运行，每次迭代

中首先将犔ｅｄｇｅ的队首点狆０出队，然后以狆０为中

心、２α（α为 Ａｌｐｈａｓｈａｐｅｓ算法参数）为半径在珚犛

中查询最近邻点狇。将狇插入犇，得到新三角形

狋ｎｅｗ，进行以下判断：①计算狋ｎｅｗ与其邻接三角形的

夹角β，若β大于阈值犜ａｎｇｌｅ１，说明点狇与桥面之间

形成的坡度过大，不属于桥面点，将狇从犇 中移

除；②令狇在犇ｇｒｄ中定位得到的三角形为狋ｇｒｄ，若狇

与狋ｇｒｄ形成的四面体中至少有一条边与水平面的

夹角小于角度阈值犜ａｎｇｌｅ２，说明点狇已经与地面

相连，则生长停止，将点狇纳入犛 但不加入犔ｅｄｇｅ；

③ 若狇不满足以上两条，则狇为桥面点，将狇纳

入犛，并将狇加入犔ｅｄｇｅ队尾，当犔ｅｄｇｅ为空时，迭代

结束。图２为真实点云数据的部分剖面展示，用

以直观描述上述算法的生长趋势。

图２　顾及地形的点云生长算法剖面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ｒｒａ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２　实　验

　　为了验证该算法的有效性，采用Ｃ
＋＋语言对

两块点云数据进行了实验。如图３所示，数据犃

采集于湖北长阳地区，包含一座水面桥梁，范围大

小为７００ｍ×６００ｍ，包含激光脚点数约２２．３万，

航向点间距约为１．０ｍ，旁向点间距约为１．２ｍ，

点密度约为１．１点／ｍ２；数据犅包含一座陆地桥

梁，大小为１４０ｍ×１６０ｍ，包含激光脚点约５．８

万，航向点间距为０．５ｍ，旁向点间距为０．９ｍ，

点密度约为２．６点／ｍ２。

２．１　点云数据滤波

采用渐进加密式三角网算法进行点云滤波，

数据犃、犅所用的参数值如下：最大建筑物边长分

别为３５ｍ、２０ｍ；最大地形角度分别为６０°、５５°；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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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点角度阈值均为６°；地面点距离阈值分别为

１．４ｍ、１．２ｍ。滤波结果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出，

尽管采用了较为严格的滤波参数，仍有部分与地

面连接处的桥梁点被错分为地面点（见图中放大

部分）。

２．２　桥梁主体点提取

采用前面的算法提取桥梁主体点，数据犃、犅

所用的参数值如下：桥梁离地面高度最低值分别

为５．３ｍ、７．２ｍ；桥梁宽度最低值分别为１２．８

ｍ、１３．２ｍ；脚点聚类面积阈值分别为６０ｍ２、４５

ｍ２；Ａｌｐｈａｓｈａｐｅｓ算法参数分别为１．８ｍ、１．２

ｍ；桥面点角度最大值分别为３４°、４０°；连接点角

度最大值分别为８°、６°（本文算法运行所需各个参

数主要依据一定的先验知识以及经验值）。

１）利用桥梁高度和宽度阈值初步提取的桥

梁主体点效果如图５所示。可以看出，数据犃中

由于存在建筑物和大片密集植被，会产生一些

噪声。

２）利用 Ａｌｐｈａｓｈａｐｅｓ算法进行脚点子集分

割，得到各个脚点子集的边缘矢量如图６所示。

图３　点云数据（高程渲染）

Ｆｉｇ．３　ＬｉＤＡＲＰｏｉｎｔ

ＣｌｏｕｄＤａｔａ

　　　
图４　滤波结果

Ｆｉｇ．４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５　初步提取效果

Ｆｉｇ．５　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６　点云分割效果

Ｆｉｇ．６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利用面积阈值提取的潜在桥梁主体脚点

的效果如图７所示。可以看出，桥梁主体点被准

确地提取出来。然而圆框部分同时也表明桥梁主

体与地面连接部分的脚点未被正确提取。

２．３　顾及地形特征的点云生长算法

采用前面顾及地形特征的点云生长算法提取

桥梁主体脚点与地面点连接处的桥梁脚点，提取

结果如图８所示。图９为图８（ａ）中黑色方框部

分的放大展示，其实线以内的部分为初始提取的

桥梁主体脚点，虚线和实线之间包含的部分为本

文算法通过生长得到的桥面脚点。可以看出，通

过点云生长，桥面主体与地面相连部分的脚点被

准确提取出来；但同时图９中白色圆框内也指出

了一簇生长错误的点，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靠近

桥面处存在高度与桥相近的植被。

　

图７　桥梁主体点提取效果

Ｆｉｇ．７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ｏｎＭ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ｂｏｄｙ
　　　　

图８　最终提取结果

Ｆｉｇ．８　Ｆｉｎ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Ｂｒｉｄｇ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图９　数据犃区域生长

算法效果示意图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ｒｔｏｆＲｅｇｉｏ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Ｄａｔａ犃

３　结　语

机载ＬｉＤＡＲ可以直接获取地表点的三维坐

标，因此从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中提取桥梁点

可以直接用于桥梁的三维重建。本文提出了一种

从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中提取水陆桥梁的新算

法，引入 Ａｌｐｈａｓｈａｐｅｓ算法对点云进行距离分

割，辅以面积阈值提取桥梁主体部分的脚点，并提

出了一种顾及地形特征的点云生长算法，用于准

确提取出桥梁主体与地面连接部分的脚点。实验

证明，本文算法对水面和陆地桥梁均有较好的效

果，提取的桥梁点可直接用于桥梁的三维重建。

但本算法存在以下不足：① 对于其中顾及地形特

征的生长算法由于需要频繁地进行三角形定位、

点插入和删除操作，直接影响了运算速度；② 当

桥梁两侧存在与桥面高度相近的植被点时，会产

生如图９所示的错误生长，需要进一步提出更为

智能的生长策略，这些问题将在后续研究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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