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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古建筑激光扫描点云进行分割、识别，并利用 Ｈｏｕｇｈ变换和最小二乘法从点云中提取直线和圆，取

得了较满意的结果。对两种算法的提取效果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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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古建筑墙体和台基部分，直接利用激光

扫描数据实现目标三维重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之一是提取目标特征线（主要是线段和圆），然后

结合古建筑的结构特点重建三维目标［１］。基于激

光点云的特征提取分为点云分割［２４］和参数拟

合［５，６］两个部分，本文着重阐述参数拟合方法。

针对某宫殿式古建筑墙体和台基部分的地面激光

扫描数据，将分割、识别［７］后的三维激光点云以面

块为单位投影到犡犗犢平面上，采用 Ｈｏｕｇｈ变换

和最小二乘法分别提取线段和圆，并对这两种算

法的提取效果进行了比较。

１　犎狅狌犵犺变换和最小二乘法提取线

段和圆的原理

１．１　犎狅狌犵犺变换提取直线的基本原理

为了检测出直角坐标（狓，狔）中由点所构成的

直线，可以将极坐标（狉，θ）量化成许多小格。根据

直角坐标中每个点的坐标（狓，狔），在θ ＝０～

１８０°内以小格步长计算各个狉值，若所得值落在

某个小格内，便将该小格的累加计数器加１。当

直角坐标中全部的点都变换完成后，对小格进行

检验，计数值最大的小格，其（θ，狉）值对应于直角

坐标中所求的直线［８］。

１．２　最小二乘法提取直线的基本原理

最小二乘法常用来对各测量点（狓犻，狔犻）进行

直线拟合，以残差狏犻＝狔犻－犪狓犻－犫为基础，使其

平方和为最小 ，即∑狏
２
＝∑（狔犻－犪狓犻－犫）

２ 最

小，由此得到直线斜率和截距为：

犪＝ （狀∑狓犻狔犻－∑狓犻∑狔犻）／

（狀∑狓
２
犻 －（∑狓犻）

２
） （１）

犫＝∑狔犻／狀－犪∑狓犻／狀 （２）

１．３　随机犎狅狌犵犺变换提取圆的基本原理

随机 Ｈｏｕｇｈ变换是指随机地采样３个点来

确定一个圆。检测圆的圆心坐标，是根据圆的几

何性质，即圆周上任意两条不平行弦的中垂线相

交于圆心来确定［５］。例如，在圆上随机选取 犓、

犔、犕３点，分别构成互不重合的弦 犓犔 和犔犕。

根据圆的几何性质，弦犓犔的中垂线与弦犔犕 的

中垂线必然相交于圆心犗。

１．４　最小二乘法解求圆心坐标的原理

设圆周上有狀个点，任意两点坐标为（狓犻，

狔犻）、（狓犼，狔犼）（０＜犻，犼≤狀），圆心坐标（犪，犫），根

据圆上任意一点到圆心距离相等可以得到：

（狓犻－犪）
２
＋（狔犻－犫）

２
＝ （狓犼－犪）

２
＋（狔犼－犫）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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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后得到二元一次方程：

２（狓犼－狓犻）犪＋２（狔犼－狔犻）犫＝狓
２
犼－狓

２
犻 ＋狔

２
犼－狔

２
犻

（４）

　　可以列出狀－１个方程，组成一个方程组，写

成误差方程的形式为：

犞＝犃狓－犾 （５）

其中，

犃＝

２（狓２－狓１） ２（狔２－狔１）

２（狓３－狓２） ２（狔３－狔２）

 

２（狓狀－狓狀－１） ２（狔狀－狔狀－１

熿

燀

燄

燅）

，狓＝
犪［］
犫

犾＝

狓２２－狓
２
１＋狔

２
２－狔

２
１

狓２３－狓
２
２＋狔

２
３－狔

２
２



狓２狀－狓
２
狀－１＋狔

２
狀－狔

２
狀－

熿

燀

燄

燅１

　　按照最小二乘原理
［９］，各观测点到拟合曲线

距离的平方和最小，即φ＝∑犞
２
犻 最小，将式（５）

代入其中，并对狓求导使其等于０，得到
犞

Ｔ犞

狓
＝

２犞Ｔ犃＝０，即犃Ｔ犞＝０，将式（５）代入其中得到：

狓＝ （犃
Ｔ犃）－１犃Ｔ犔 （６）

２　犎狅狌犵犺变换和最小二乘法提取古

建筑线性特征

　　实验数据是地面激光扫描仪获取的某古建筑

的三维点云数据，在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５的实验平

台下实现三维建筑实体的表述。某古建筑的分割

结果［７］如图１所示 。

图１　某古建筑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２．１　犎狅狌犵犺变换提取古建筑线性特征

根据邻域离散点的特征进行点云分割，再根

据分割面块数据的属性来提取台基、台阶、墙面等

部件。将经过平面分割和拟合［７］的各个面块投影

到犡犗犢平面后提取线段。用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古

建筑台基部分线性特征的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出的线段

Ｆｉｇ．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２　最小二乘法提取古建筑线性特征

对于古建筑台基部分，将其激光点云投影到

犡犗犢平面上，各面块点云坐标保存在数组中，分

别解求各直线的斜率和截距，然后根据点云坐标

狓方向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求出线段端点，从而画

出线段。提取线段的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最小二乘法提取出的线段

Ｆｉｇ．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ｅｔｈｏｄ

２．３　两种方法效果比较

２．３．１　精度比较

图２和图３中，各点到提取出的直线狔＝犪狓

＋犫的距离为：

犱犻＝
狘犪狓犻＋犫－狔犻狘

１＋犪槡
２

（７）

　 计算各点到直线距离平方和的平均值作为残差，

并将提取的线段的斜率和截距进行比较（见表１）。

表１　Ｈｏｕｇｈ变换和最小二乘法提取线段效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ｉｎ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ｅｔｈｏｄ

面块号
Ｈｏｕｇｈ变换 最小二乘法

斜率犪 截距犫／ｍ 残差／ｍ 线段的长度／ｍ 斜率犪 截距犫／ｍ 残差／ｍ 相关系数狉
面块点数

１ －１．１３４４２８ ３３．０３１５３０ ０．０１５１ ２．０８７ －２．２５３３７９ ２６．３５７００２ ０．１７０６ －０．７１２２０８ ９８７

２ －１．１４５９２８ ３２．９６１８２１ ０．００９７ １．９３８ －１．７４５７３４ ３０．２８８４４１ ０．０９１３ －０．６５０８５６ ２４３５

３ ０．８７１２５２ ４０．７８７１５１ ０．０１３４ １．７０９ ０．５４７０５３ ４０．０６５３７７ ０．１０７１ ０．２１６０１４ ２０１７

４ ０．８７１２５２ ４０．８００４１４ ０．０１５１ ２．２６５ ０．８４７２４３ ４０．７７２２９５ ０．０１９８ ０．５１４３９３ ３５９４

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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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图２和图３进行对比，发现用Ｈｏｕｇｈ变换

提取线段的精度比用最小二乘法高，结合表１可

以看出，当点数越少时用最小二乘法提取的线段

偏差越大。

２．３．２　效率比较

Ｈｏｕｇｈ变换的原理是根据投票数最大的点

来决定直线的斜率与截距，一般情况下是将极坐

标θ狉量化得越细小（即投票的格子数越多），精

度就越高，但是计算量加大也导致效率降低。而

最小二乘法只需要进行简单的乘除运算，因此，从

算法上看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都要小得多。

因此，为了保证提取直线的准确度和精度，同

时提高效率，可以利用Ｈｏｕｇｈ变换剔除干扰点或

者噪声，然后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线段［１０］。

３　犎狅狌犵犺变换和最小二乘法提取古

建筑圆形特征

３．１　随机犎狅狌犵犺变换提取古建筑圆形特征

将古建筑三维激光点云圆柱部分投影到

犡犗犢平面上，随机取出３个点确定一组圆心坐标

值。设圆心坐标为（犪，犫），根据两条弦的中垂线

相交于圆心，在参数空间对圆心进行投票，投票数

最多的即为圆心，各点到圆心距离的平均值为

半径。

为了识别圆柱激光点云的形态，首先对圆柱

点云进行切片，对不同高度的切片用随机 Ｈｏｕｇｈ

变换方法提取圆，根据得到的参数重建圆柱［１１］。

古建筑某圆柱激光扫描点云和投影到犡犗犢

平面后利用 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出的圆的主视图和

俯视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出的圆

Ｆｉｇ．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２　最小二乘法提取古建筑圆形特征

设古建筑某圆柱激光点云投影到 犡犗犢 平

面，点数为狀，任意两点坐标为（狓犻，狔犻）、（狓犼，狔犼）

（０＜犻，犼＜狀），圆心坐标为（犪，犫）。利用最小二

乘法解求圆心坐标的原理可以求得圆心坐标（犪，

犫），半径狉为各点到圆心距离的平均值：

狉＝ （∑
狀

犻＝１

（（狓犻－犪）
２

＋（狔犻－犫）
２）１／２）／狀 （８）

　　古建筑某圆柱激光点云投影到犡犗犢平面和

利用最小二乘法提取出的圆的主视图和俯视图如

图５所示。

图５　最小二乘法提取出圆

Ｆｉｇ．５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ｅｔｈｏｄ

３．３　两种方法效果比较

３．３．１　精度比较

统计图４（ｂ）和图５（ｂ）中各点到圆心距离的

标准差作为残差，Ｈｏｕｇｈ变换和最小二乘法提取

圆形特征的效果比较如表２所示。从精度上看，

最小二乘法比 Ｈｏｕｇｈ变换高。但是，最小二乘法

提取圆容易受到干扰点或者噪声的影响。可以

先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到初始圆心和半径，然后

剔除离圆周距离大于３倍残差的点，再重新提

取圆。

３．３．２　效率比较

采用随机 Ｈｏｕｇｈ变换的方法需要从点云中

任意选择３点进行投票，计算量很大，而最小二乘

法只需要进行矩阵运算，在算法复杂度上有明显

优势。

３．４　获得圆柱的整体参数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当切片包含的点较少时，

根据不同切片提取出来的圆差别较大，所以改为

每隔０．５ｍ 进行切片，提取出来的圆的结果如

表３所示。

３．５　重建圆柱三维模型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根据圆柱点云的３段切

片提取出的圆能够较好地拟合出圆柱的圆形

特征。

６７６



　第３６卷第６期 詹庆明等：从激光点云中提取古建筑线性和圆形特征的比较

表２　犎狅狌犵犺变换和最小二乘法提取圆形特征的效果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ｉｒｃｌ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ｅｔｈｏｄ

切片

数

切片高度

范围／ｍ

Ｈｏｕｇｈ变换 最小二乘法

圆心横坐

标犪／ｍ

圆心纵坐

标犫／ｍ

半径狉

／ｍ

残差

／ｍ

圆心横坐

标犪／ｍ

圆心纵坐

标犫／ｍ

半径狉

／ｍ

残差

／ｍ

切片

点数

１ １．２５～１．３０ －６．０８５ ４１．９２５ ０．２７０ ０．０１５７ －６．０９００８４ ４１．８２９６０８ ０．１９７ ０．０１３２ ２６

２ １．９５～２．００ －６．０７５ ４１．８８５ ０．２４５ ０．０１１７ －６．０７９２４４ ４１．８５６９４９ ０．２２５ ０．００９１ ３９

３ ２．６５～２．７０ －６．０４５ ４２．０２５ ０．３７１ ０．０１９０ －６．０７１７３５ ４１．８５０１５３ ０．２３２ ０．０１２５ ２４

４ ２．９５～３．００ －６．０６５ ４１．８９５ ０．２５６ ０．０１０９ －６．０８４６０９ ４１．８６１９８２ ０．２３２ ０．００８３ ２７

表３　利用最小二乘法提取圆形特征的效果

Ｔａｂ．３　Ｃｉｒｃｌ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ｅｔｈｏｄ

切片数 切片高度范围／ｍ
最小二乘法

圆心横坐标犪／ｍ 圆心纵坐标犫／ｍ 半径狉／ｍ 残差／ｍ
切片点数

１ １．５～２．０ －６．０９０６４０ ４１．８４６２７２ ０．２１３５７１ ０．０１１２４ ３０９

２ ２．０～２．５ －６．０８１４７６ ４１．８４２４９５ ０．２１２３２３ ０．０１１３５ ３１３

３ ２．５～３．０ －６．０８３６６４ ４１．８３１７３２ ０．２０６７２５ ０．０１２１１ ２８８

　　取圆心坐标的平均值作为圆柱的中心轴所在

的平面位置，半径的平均值作为圆柱的半径，圆柱

点云中最高和最低１０个点的犣坐标平均值分别

作为圆柱顶面和底面的犣 坐标。圆柱三维重建

的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６　重建的圆柱

Ｆｉｇ．６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

４　结　语

在干扰点和噪声影响较大的情况下，Ｈｏｕｇｈ

变换比较适合用于提取古建筑线性特征。但是，

Ｈｏｕｇｈ变换投票过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而且计

算效率较低，相比之下，最小二乘法在算法复杂度

上有一定的优越性。实验证明，最小二乘法比较

适合用于提取古建筑圆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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