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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结合房屋矢量数据、航空影像和点云数据的拼接型房屋（由平顶房、人字型和四坡型房屋组成）

自动三维重建算法。算法重点研究了基于点云数据和影像特征提取的拼接型房屋屋脊线检测，并利用其对拼

接型房屋组成的模型进行拆分；对于人字型和四坡型房屋组成模型，结合矢量数据和屋脊线，利用几何约束条

件自动寻找房屋组成模型的屋檐线，从而获得拼接型房屋组成模型的完整分割；最后通过点云数据的屋顶平

面解算其组成房屋模型的参数，最终实现整个拼接型房屋的三维重建。实验数据证明，该方法能较好地实现

拼接型房屋的几何模型自动重建。

关键词：密集匹配点云；点云数据分割；拼接型房屋重建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Ｐ２０８

　　目前，城市房屋三维重建的方法按照使用的

数据源不同通常可以分为以下３种：① 基于影

像，又称为间接的方法，物体的几何属性要通过自

动或者半自动影像匹配技术来提取［１２］；② 基于

ＬｉＤＡＲ（ｌｉｇｈ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ｎｇｉｎｇ）数据，随着

ＬｉＤＡＲ技术获取数据的精度和分辨率的提高，城

市房屋三维几何模型可以直接从ＬｉＤＡＲ数据中

获取，这种方法又称为直接方法［３４］；③ 结合多源

数据的房屋三维重建，通常包括ＬｉＤＡＲ数据、影

像数据、矢量图等［５６］。由于ＬｉＤＡＲ数据存在数

据缝隙，尤其是在建筑物边缘很容易产生空白数

据区域，而高分辨率ＣＣＤ传感器获取的影像可以

提供建筑物边缘处的几何信息，房屋矢量平面图

不仅包含了房屋模型平面角点坐标，而且对于复

杂的房屋还提供了其组成类型的简单语义解译。

这种不同数据源的融合，使数据源间优势互补，简

化了房屋三维重建复杂性，并提高其自动化程度，

是摄影测量和遥感在该方面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文研究的结合多源数据（２Ｄ矢量图、影像

和密集匹配点云数据）的拼接型房屋三维重建方

法，充分挖掘和整合了多源数据在房屋几何模型

重建过程中的信息：影像提供的房屋形状信息；点

云数据提供的房屋空间结构信息，如不同高度的

房屋层次和具有局部高度最大的屋脊线、屋顶结

构面分布等；矢量数据提供的房屋平面几何和语

义信息。算法首先利用房屋矢量图分割房屋点云

数据，并将其投影到影像上形成房屋特征提取的

兴趣域；其次根据房屋点云数据局部最大，在影像

上检测房屋屋脊线，并利用其分割拼接型房屋；然

后结合房屋边缘方向和点云分布确定屋脊线对应

的房屋屋檐，实现拼接型房屋的完整分割；最后通

过各房屋组成模型的重建实现拼接型房屋的三维

重建。其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房屋类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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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拼接型房屋模型三维重建算法

房屋模型的重建算法可以分为模型驱动和数

据驱动两种。当已知房屋平面矢量数据的情况

下，模型驱动方法实现房屋三维重建的预先定义

模型参数将大大减少，可提高房屋模型重建的效

率。因此，本文采用的房屋重建方法属于模型驱

动的方法，关键在于解算房屋模型的结构点坐标。

本文实验数据中的房屋类型可以分为平顶房、人

字型房屋、四坡型房屋、拼接型房屋等，如图２所

示。拼接型房屋主要由平顶房、四坡型房屋和人

字型房屋等组成。

图２　房屋类型

Ｆｉｇ．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对其重建，首先是进行拼接型房屋点云数据

的分割；其次，要对其组成进行分割，确定其由哪

些房屋模型组成；然后对分割后的各组成模型分

别进行三维重建，最终实现拼接型房屋的整体三

维重建。拼接型房屋的点云数据分割是利用已有

的房屋矢量平面图提取该范围内的点云数据，为

了不遗漏该房屋的点云数据，对房屋平面图进行

外扩［８］。本文将详细阐述拼接型房屋组成模型的

三维重建及拼接型房屋的拆分方法。对于平顶型

房屋，由于房屋的结构点平面坐标已知，未知的房

屋模型参数为其高度值，可以采用计算分割后的

房屋点云数据的平均高度值，或用最小二乘法计

算的最佳高度估值作为平顶房的高度［９］，这里不

再单独讨论。

１．１　人字型和四坡型房屋的三维重建

不论是人字型还是四坡型房屋，若已知房屋

平面图，其对应的模型参数为房屋屋顶角点的高

程坐标和屋脊的角点坐标。这两类房屋都有一条

明显的屋脊线，该线在分割后的房屋点云数据中

具有全局最大，且平行或垂直房屋的主方向（房屋

平面图中最长边对应的方向）。首先在影像上提

取房屋特征线并检测出影像上的屋脊线，以屋脊

线划分屋顶平面组成；其次用各组成内的点云数

据拟合其对应平面；然后用过房屋平面角点的竖

直线与拟合平面相交获取该房屋屋顶角点高程坐

标，屋脊线空间坐标则通过其影像上的端点平面

坐标和对应的屋脊线高度代入共线方程获得。对

于这两类房屋的重建具体过程如下。

将分割的房屋点云数据按照共线方程投影到

影像上，并以其最大外接矩形为房屋兴趣域，利用

Ｃａｎｎｙ算子在兴趣域内提取特征线，如图３（ａ）所

示。由于房屋的屋脊线在空间是水平线，并且高

程为全局最大值，从而可以确定屋脊线及其在影

像上所对应的特征线段。影像上的屋脊线可能由

于遮挡、噪声等的存在而导致提取不完整，可以通

过有条件的延伸特征线来改善屋脊线的提取，如

在延长线上存在与屋脊线高度相等的空间投影

点，则可延长屋脊线至该点。此外，当屋脊特征线

呈现双线的情况，即两条特征线平行，相互距离很

小，则通过内插中间线将其合并为一条线段。

图３（ｂ）所示为屋脊线延长与合并。

图３　房屋屋脊线

Ｆｉｇ．３　Ｒｉｄｇｅ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根据提取出的屋脊线来确定房屋属于四坡型

还是人字型房屋，如果屋脊线段在水平面的投影

线与房屋矢量图的两个边相交，则该房屋可视为

人字型房屋，如图４（ａ）所示。如果屋脊线在水平

面的投影与矢量图不相交，如图４（ｂ）所示，则该

房屋类型可能为四坡型，也可能为人字型房屋（由

于影像特征提取不完整及点云分布不均造成了屋

脊线中断）。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假设满意度

函数来判定房屋的类型。其具体方法为：假设房

屋类型为四坡型，房屋屋顶由４个平面构成，其在

平面上所分割的区域如图４（ｂ）左图所示；假设房

屋类型为人字型，其在平面上所分割区域为２个

矩形如图４（ｂ）右图所示。图４（ｂ）中，矩形为房屋

矢量图，线段犪犫为屋脊线在平面上的投影线。在

两种假设条件下，都可以获得房屋的满意度，衡量

满意度的函数为：

犛＝∑
狀

犻＝１

狕犻－犳（狓，狔）

式中，犛为满意度；狀为拟合平面的空间点数；狕犻

为拟合平面的第犻个点的高程值；犳（狓，狔）为拟合

的平面方程。

根据假设的房屋区域划分对房屋点云数据分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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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房屋类型判定

Ｆｉｇ．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ｙｌｅ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类，判断每个组成平面所包含的空间点，然后用这

些点根据最小二乘方法拟合出该平面的方程。对

房屋屋顶模型所有平面求其满意度，并取总和作

为房屋整体的满意度。比较不同假设条件下的房

屋满意度值，其值较小者对应的房屋假设类型为

该房屋的准确类型。

有了正确的房屋类型，就可以用点云数据拟

合出正确房屋屋顶结构坡面。由房屋矢量图可以

获得房屋墙面角点犡、犢 坐标，将角点的（犡，犢）坐

标代入坡面方程就可以求出墙面角点的高度，即

犣值。屋脊线的两个端点空间坐标，可通过影像

上屋脊线端点坐标和对应空间直线的高程值，根

据共线方程式求得端点的空间坐标犡、犢。这样

就获得了人字型房屋或四坡型房屋的所有重建

参数。

１．２　拼接型房屋的拆分与重建

本文研究的拼接型房屋可以分为以下３类：

① 平顶房组合而成；② 平顶房、人字型房和四坡

型房屋组合而成；③ 人字型和四坡型房屋组成。

这３种组合方式的区分可以通过在影像上提取拼

接型房屋的屋脊线来判断，如在房屋兴趣域内无

屋脊线特征存在，即可判断为平顶房组合的拼接

型房屋；如提取的屋脊线与房屋屋檐数目不对等，

则可判断为平顶房、人字房和四坡型房屋组合的

拼接型房屋；如果提取的屋脊线与房屋屋檐一一

对应，则为人字型和四坡型组合的拼接型房屋。

本文以对人字型房屋和四坡型房屋组成的拼接型

房屋为例，阐述其拆分与重建过程。

１）将拼接型房屋点云数据投影在影像上，在

其兴趣域内提取影像特征。屋脊线的判定不再具

有全局高度最大值的特点，而是具有局部极大值。

其具体方法为：判断影像特征线所对应的空间线

是否为水平线，当其对应空间线为水平线时，则以

该特征线为中心线，求取两侧一定缓冲区内所有

的点云数据，如果能够满足水平线高度具有局部

极值的条件，则可判断该特征线为一屋脊线。

图５为从拼接型房屋特征线中检测出的屋脊线。

２）寻找屋脊线对应的屋檐线。根据四坡型

或人字房的结构知识，房檐线通常是平行于屋脊

线的，如图６所示，犪、犫和犮为屋脊线在房屋平面

图上的投影，以屋脊线犫为例，根据平行约束条

件，其备选房檐线为犾１～犾６。从这些备选线段中

找到合适边缘线的过程，可以视为约束满足情况

下的搜索问题，本文给出了以下３个约束条件：

① 角点高度约束条件，即每个备选边缘端点的高

程坐标应该小于屋脊线的高度值；② 角点位置几

何约束条件，即屋脊线端点与备选房檐线端点在

地面上的投影点构成矩形；③ 坡面方程的拟合

度，即屋脊线与备选屋檐线间的空间点与屋脊线

对应坡面的拟合程度。当每一个屋脊线都找到了

对应的屋檐线，拼接型房屋就得到了合理组成模

型分割，同时将组成模型投影到房屋平面图上，可

以获得正确的房屋组成平面分割。

３）拼接型房屋各组成模型平面遮挡角点坐

标的获取。对于不存在相交关系的房屋模型，房

屋平面角点是可视的，在影像上如图７中的点犪、

犫和犮，而当房屋有部分相交时，存在遮挡的房屋

角点，如图７中通过边缘线延长所确定的点犱和

犲。对于非遮挡角点，直接根据矢量图便可获取其

平面坐标，而对于遮挡角点，当寻找到正确的房屋

组合平面分割后，就可通过矩形相交获得。

在经过上述步骤之后，拼接型房屋已可以得

到正确的组成模型分割（人字型或四坡型）和平面

分割（矢量坐标已知），则可按照§１．１中的步骤

分别重建其组成模型，从而实现最终的拼接型房

屋重建。

　　
图５　屋脊线提取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ｉ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图６　屋脊线平行条件下备选房檐线

Ｆｉｇ．６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图７　拼接型房屋的角点

Ｆｉｇ．７　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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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区为某城市古城区，面积约为０．６ｋｍ２。

实验数据为ＤＭＣ影像，影像大小为７６８０像素×

１３８２４像素，航向重叠为８０％，旁向重叠６０％；通

过影像密集匹配共生成４８７８２３个点，点云平均

密度约为１点／ｍ２；１∶２０００房屋矢量图。

２．１　人字型和四坡型房屋的三维重建结果

图８为用房屋矢量图分割出的房屋点云数

据，对应房屋影像边缘线提取和重建的结果，其中

点云数据的点数为３６３，屋脊线的提取不完整，经

满意度函数测试其为人字型房屋。

图８　人字型房屋的重建

Ｆｉｇ．８　Ｒｉｄｇ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ｅｃｏｎｓｔｅ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２　拼接型房屋的重建结果

图９为拼接型房屋分割出的点云数据和对应

的影像图，数据点的个数为１００９个。经房屋拆

分后其重建结果如图１０所示。

图９　拼接型房屋的点云数据和对应的影像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ｌｅｘ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ｓ

图１０　拼接型房屋自动重建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ｌｅｘ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

实现拼接型房屋的三维重重建。其中完备的房屋

影像特征提取，适当的点云数据密度和分布是算

法实现的保证。当遇到由于遮挡、噪声等产生的

房屋结构边缘丢失的情况，如用于拼接型房屋拆

分的屋脊线和屋顶边缘丢失，可能会造成本文重

建算法的失败。而点云数据的密度和分布也是决

定房屋准确重建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屋脊线对应

坡面形成过程中，当数据点太少，严重影响坡面构

成时，会导致对应拼接型房屋屋檐搜索过程，及人

字型和四坡型房屋屋顶模型重建的准确性。

３　结　语

从单一的点云数据中恢复描述精确房屋几何

模型的参数是比较困难的，原因在于获取的点云

数据密度不均匀、场景数据复杂、房屋结构边缘处

存在数据丢失及缺乏必要的语义信息等。本文提

出的基于多源数据的房屋三维重建方法，充分利

用多传感器获取数据的空间属性和纹理信息，从

而降低了房屋重建的难度。算法利用房屋矢量图

分割房屋点云数据，结合房屋影像特征提取和点

云数据分布检测拼接型房屋屋脊线并分割其组成

模型，通过组成模型的三维重建实现拼接型房屋

的整体重建。该方法采用多源数据，减少了房屋

重建结构描述的参数，有效地实现了不同数据间

的信息整合，如房屋矢量图提供的房屋主方向，直

接定位点云数据和影像数据的处理区域；影像中

提取的房屋结构边缘和屋脊线；点云数据中房屋

的层次分割和坡面形成等。但该算法也面临一些

局限性，如房屋重建的细节层次问题，仅仅表达了

房屋的屋顶结构，对于其附属结构如烟囱、阁楼窗

等重建均未给予考虑；另外，突破基于结构房屋三

维重建算法的束缚，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多样

房屋的重建、房屋重建质量评定等是今后需要继

续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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