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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点云特征图像和特征值分析的车载ＬｉＤＡＲ点云建筑物立面位置边界的自动提取方

法。首先利用车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生成扫描区域的点云特征图像，并通过图像处理手段提取可能的建筑物

目标点云；然后对提取的目标点云进行剖面分析和特征值分析，识别建筑物目标；最后对建筑物点云进行平面

分割，提取建筑物立面，并对立面点云进行特征值分析，得到建筑物立面与地面交接的三维位置边界。实验结

果表明，该方法能快速有效地提取车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中的建筑物目标，同时提取的建筑物立面位置边界与

原始点云能准确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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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载ＬｉＤＡＲ系统
［１，２］在大规模城市场景的

三维重建中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学术界和工

业界对车载ＬｉＤＡＲ点云的特征提取、三维重建

等方法和相关的应用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如建筑

物立面重建［３］、交通标志识别［４］、隧道测量［５］等。

而建筑物作为城市三维建模的重要目标，其位置

边界信息在目前地图更新与导航、房产规划等应

用方面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无论是从机载

ＬｉＤＡＲ数据，还是从卫星影像以及航空影像数据

来进行建筑物的三维建模，都需要首先确定建筑

物的立面位置边界信息。文献［６８］均对机载Ｌｉ

ＤＡＲ点云进行了处理，通过检测建筑物的突变边

缘［６］、边界点［７］或者随机目标过程［８］等方法检测

建筑物的立面位置边界。文献［９］针对ＬｉＤＡＲ

点云，根据地籍图等先验知识，采用累积概率霍夫

变换（ＰＰＨＴ）提取街景建筑物可见立面的位置边

界，该方法依赖于建筑物立面衔接关系的先验知

识。文献［１０］结合车载 ＬｉＤＡＲ和机载 ＬｉＤＡＲ

数据，通过区域增长进行建筑物立面的提取，但该

方法需要确定种子面，对于大范围场景的车载Ｌｉ

ＤＡＲ点云的处理比较耗时。上述方法对如何快

速从大范围城市环境车载ＬｉＤＡＲ点云中识别建

筑物，并提取其位置边界信息的研究很少，因此，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点云特征图像和特征值分析

的方法。

１　建筑物立面位置边界自动提取

本文提出在点云特征图像［１１］的基础上进行

目标轮廓区域的提取，通过对目标点云进行三维

剖面分析以及特征值分析，识别出建筑物目标点

云，然后通过随机抽样一致性算法（ＲＡＮＳＡＣ）
［１２］

对其进行平面分割，提取建筑物立面及其位置边

界。

１．１　车载犔犻犇犃犚点云目标提取

本文采用文献［１１］提出的点云特征图像生成

算法生成整个扫描区域的点云特征图像。具体步

骤如下：① 确定点云特征图像的宽犠、高犎 以及

地面采样间隔ＧＳＤ；② 利用每个格网（犻，犼）中的

狀犻犼个扫描点，按照文献［１１］中的加权公式确定格

网 （犻，犼）的特征值犉犻犼；③ 将格网特征值犉犻犼归化

到０～２５５灰度空间，从而得到整个扫描区域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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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特征图像。

本文借鉴图像分割［１３］技术，根据不同目标在

点云特征图像上反映的灰度特征（建筑物、树木等

呈高亮灰度，地面呈低暗灰度）分离出地面目标和

非地面目标。阈值分割后的图像中蕴含了大量的

几何地物，如建筑物、树木等。对分割后的二值图

像进行轮廓提取以及边界跟踪［１４］，从而实现建筑

物、树木等地物目标的轮廓边界自动提取。最后

根据点云特征图像与车载ＬｉＤＡＲ点云几何数据

间的映射关系，即可实现轮廓边界内部不同目标

点云数据的提取。

１．２　建筑物点云目标识别

仅利用点云特征图像提取的轮廓边界并不能

准确识别和分类不同的目标（建筑物、树木等），还

需从提取的目标点云中自动识别建筑物目标点

云。本文采用剖面分析和特征值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实现车载ＬｉＤＡＲ点云中建筑物目标点云的自

动识别。

１．２．１　剖面分析

树木目标点云在不同的犣平面构成的剖面

面积变化以及平均剖面面积μ犃与建筑物目标点

云有明显差异，如图１所示。一般来说，树木目标

树冠剖面的面积要远远大于树干剖面的面积，而

建筑物目标的剖面面积则保持一定大小不变，且

建筑物目标的平均剖面面积明显大于树木目标的

平均剖面面积。

图１　不同目标剖面特征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ｆｉｌ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ｓ

１．２．２　特征值分析

将目标点云作为整体，可利用目标点云的坐

标值（狓，狔，狕）计算目标的３３协方差矩阵犆：

犆＝∑
狀

犻＝１

（犘犻－犘ｃｅｎｔｅｒ）
Ｔ
×（犘犻－犘ｃｅｎｔｅｒ）（１）

其中，犘犻（０＜犻≤狀）为目标点云中的点；犘ｃｅｎｔｅｒ为目

标点云中心点。由协方差矩阵可确定目标的三个

特征值（λ狓，λ狔，λ狕），根据主成分分析理论可知，

这三个特征值分别代表了不同目标在犡、犢、犣方

向上的特征，而不同目标的特征值分布具有明显

差异，如图２所示。树木目标和城区高楼在犣方

向上的特征值明显大于犡、犢 方向，而树木在犡、

犢 方向的特征值则近似相等。另外，住宅区低矮

建筑物则是在犡 或犢 方向的特征值明显大于其

他两个方向的特征值。因此，本文采用如下法则

对建筑物目标和树木目标进行分类，完成建筑物

点云目标的识别。

图２　不同目标的特征值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ｓ

树木：

（λ狕 ＝ ｍａｘ（λ狓，λ狔，λ狕））ａｎｄ（λ狕－ｍｉｎ（λ狓，λ狔，λ狕）

＜犜犎）ａｎｄ（μ犃 ＜犜犃） （２）

高楼：

（λ狕 ＝ ｍａｘ（λ狓，λ狔，λ狕））ａｎｄ（λ狕－ｍｉｎ（λ狓，λ狔，λ狕）

＞犜犎）ａｎｄ（μ犃 ＞犜犃） （３）

平楼：

（λ狓 ＝ ｍａｘ（λ狓，λ狔，λ狕））ａｎｄ（μ犃 ＞犜犃）

ｏｒ（λ狔 ＝ ｍａｘ（λ狓，λ狔，λ狕））ａｎｄ（μ犃 ＞犜犃）（４）

其中，犜犎为最大特征值与最小特征值之间差异的

阈值；犜犃为平均剖面面积阈值。

１．３　建筑物立面及其位置边界确定

本文采用 ＲＡＮＳＡＣ算法进行点云平面分

割，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最小二乘拟合检测出平面

面片，同时根据建筑物立面的法向量特性，将平面

法向量方向约束为垂直于犣轴，从而自动提取建

筑物立面面片。然后根据某一立面上的所有点即

可确定该立面位置边界的方向向量以及边界端

点。本文利用特征值分析方法，仅采用所有立面

点的（狓，狔）坐标，通过式（１）计算该立面点云的二

维协方差矩阵犆，得到协方差矩阵的两个特征值

（λ狓，λ狔），其中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即为

该立面位置边界线段的二维方向向量犞犱。然后

以该立面的平面中心点犘ｃｅｎｔｅｒ为起点，通过沿着

犞犱的正反方向寻找与犘ｃｅｎｔｅｒ平面距离最远的两个

点犈１、犈２，即为该立面位置边界的端点。

由于ＲＡＮＳＡＣ算法寻找的是数学上最符合

的平面面片，因此平面分割的结果依赖于点到平

面的距离阈值犱ｍａｘ和符合某一平面的最小点数

犜ｎｕｍ这两个阈值。在犱ｍａｘ和犜ｎｕｍ阈值很小的情况

下，建筑物某一立面点云分割后会检测出多个平

面面片，因此需要对冗余面片得到的立面位置边

２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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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进行剔除，同时对建筑物的多个立面位置边界

进行规则化，得到最后的建筑物立面位置边界。

１）冗余剔除。对可能的立面边界｛犔１，犔２，

犔３，犔４｝，计算所有边界线的平均坡度作为该立面

的二维主方向，寻找边界线中最长且与二维主方

向坡度差最小的边界作为该立面的位置边界犔。

２）边界规则化。计算相邻立面位置边界的

交点，将相邻立面位置边界吻合。相邻立面位置

边界不一定必须垂直。

２　实验与分析

本文采用 Ｏｐｔｅｃｈ公司的Ｌｙｎｘ系统获取的

两份城区与一份住宅区的车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扫描

数据进行实验。实验数据平均点云空间间隔为１

～５ｃｍ，点 云 数 据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１、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２ 和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３分别包含８３１８９６８、１０４４７１０５和

８１３９７２６个扫描点，扫描范围大致分别为４１０ｍ

×５６０ｍ、５５０ｍ×７５０ｍ和４００ｍ×３５０ｍ，如图

３（ａ）所示。

本文采用文献［１１］中的点云特征图像算法，

设定格网采样间隔为０．５ｍ，算法权值系数α＝

０．２、β＝０．８，对三份实验数据生成其点云特征图

像，如图３（ｂ）所示。对点云特征图像进行阈值分

割、轮廓提取后得到所有目标轮廓内的点云数据。

然后采用本文提出的剖面分析和特征值分析方法

图３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对建筑物目标点云进行识别，其结果如图３（ｃ）所

示。考虑到一般树木树冠的直径不超过５ｍ，因

此选取犜犎＝３０，犜犃＝２０ｍ
２。

本文选取了一个立面层次结构较复杂的建筑

物进行了立面位置边界提取实验，如图４所示。

图４（ａ）为原始建筑物点云数据，图４（ｂ）为

ＲＡＮＳＡＣ平面分割后检测的建筑物立面特征，图

４（ｃ）为每个立面得到的位置边界，图４（ｄ）为冗余

边界剔除后的结果，图４（ｅ）为边界规则化后的结

果，图４（ｆ）为提取的建筑物立面位置边界与原始

点云套合后的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取的立面

位置边界能很好地与原始点云吻合。图５分别为

三份实验数据区域提取的所有建筑物立面位置边

界结果。其中（１）为平面分割后提取的立面位置

边界，（２）为冗余剔除、边界规则化后的立面位置

边界，（３）为提取的立面位置边界与原始点云套合

的结果。

图４　某一建筑物其立面位置边界提取结果

Ｆｉｇ．４　Ｆａｃａｄ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图５　三份实验数据区域提取的所有建筑物立面位置边界结果

Ｆｉｇ．５　Ｆａｃａｄ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ａｔａ

　　为了验证本文提取的立面位置边界的精度，

将提取结果与三份数据人工提取的立面位置边界

进行比较，计算了边界端点坐标（狓，狔，狕）以及边

界线单位方向向量的均方根误差，其中，方向均方

根误差分别为边界线单位方向向量与犡、犢、犣轴

夹角的余弦值，如表１所示。从表１可以看出，城

３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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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数据提取的立面位置边界精度稍低于住宅区数

据提取的立面位置边界精度。这与不同扫描区域

的建筑物及扫描仪之间的距离有关，且城区建筑

物大多为高层，楼层越高，扫描密度越低，会对提

取结果有一定影响。同时，人工提取的立面位置

边界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表１　本文提取的立面位置边界精度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ａｃａｄ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位置均方根误差／ｍ 方向均方根误差／ｒａｄ

狓坐标 狔坐标 狕坐标 狓方向 狔方向 狕方向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１ ０．６８９ ０．５４８ ０．３６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０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２ ０．５２３ ０．５４９ ０．２８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６ ０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３ ０．２４８ ０．３２９ ０．２１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点云特征图像和主成分

分析的车载ＬｉＤＡＲ点云建筑物立面位置边界的

自动提取方法。该方法将三维散乱点云数据的处

理转化为二维图像进行处理，避免了大量的几何

计算，而且可以充分借鉴图像处理的一些方法，很

大程度上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在城市场景

中，建筑物立面前的树木目标会对ＲＡＮＳＡＣ算

法的平面分割效果有影响。因此，对于树木遮挡

的情况，需要对ＲＡＮＳＡＣ算法检测出的立面面

片中的错误面片进行剔除。研究利用车载 Ｌｉ

ＤＡＲ点云数据进行立面细节特征的自动提取将

是本文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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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ｎｇＤａｔａ［Ｊ］．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９，６４（６）：５７５５８４

［４］　ＣｈｅｎＹ，ＺｈａｏＨ，ＳｈｉｂａｓａｋｉＲ．Ａ Ｍｏｂ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ｅｒｓａｎｄＣａｍｅｒａｓｆｏｒ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７

［５］　ｖａｎＧｏｓｌｉｇａｌＲ，Ｌｉ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ｈＲ，ＰｆｅｉｆｅｒＮ．Ｄｅ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ＢｏｒｅｄＴｕｎｎｅｌ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Ｔｅｒ

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６，３５：

１６

［６］　ＳｏｈｎＧ，ＤｏｗｍａｎＩ．Ｄａｔａ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ｎｄＬｉＤＡＲ Ｄａｔａ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

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７，６２：４３６３

［７］　ＷａｎｇＯ，ＬｏｄｈａＳＫ，ＨｅｌｍｂｏｌｄＤＰ．Ａ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ＡｅｒｉａｌＬｉＤＡＲＤａｔａ［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３Ｄ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ＥＥＥ，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ｌ，ＵＳＡ，２００６

［８］　ＴｏｕｒｎａｉｒｅＯ，ＢｒéｄｉｆＭ，ＢｏｌｄｏＤ，ｅｔａｌ．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Ｅｘ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Ｊ］．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１０，

６５：３１７３２７

［９］　ＨａｍｍｏｕｄｉＫ，ＤｏｒｎａｉｋａＦ，ＳｏｈｅｉｌｉａｎＢ，ｅｔａｌ．Ｅｘ

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ＯｕｔｌｉｎｅｄＰｌａｎａ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ｏｆＳｔｒｅｅｔＦａｃａｄｅｓ

ｆｒｏｍ３Ｄ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ｓ［Ｃ］．２０１０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ＲｏｂｏｔＶｉｓｉｏｎ，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０

［１０］ＲｕｔｚｉｎｇｅｒＭ，ＯｕｄｅＥｌｂｅｒｉｎｋＳ，ＰｕＳ，ｅｔａｌ．Ａｕｔｏ

ｍａｔｉｃ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Ｗａｌｌｓｆｒｏｍ Ｍｏｂｉｌｅａｎｄ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Ｊ］．ＩＳＰＲＳ／ＬＡ

ＳＥＲ０９，２００９，３８：７１１

［１１］ＹａｎｇＢＳ，ＷｅｉＺ，ＬｉＱ Ｑ，ｅｔ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Ｅｘ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ｅｔｓｃｅｎ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ｆｒｏｍＭｏｂｉｌｅＬｉＤＡＲ

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１２，３３（１８）：５８３９５８６１

［１２］ＴａｒｓｈａＫｕｒｄｉ Ｆ， Ｌａｎｄｅｓ Ｔ，Ｇｒｕｓｓｅｎｍｅｙｅｒ Ｐ．

Ｈ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ＲＡＮＳＡＣ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ｏｏｆ

ＰｌａｎｅｓｆｒｏｍＬｉＤＡＲＤａｔａ［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３６（Ｐａｒｔ３／ｗ５２）：４０７

４１２

［１３］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Ｍ，Ｄｉｌｌｏｎ Ｗ Ｒ．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ａｎｄＳｏｎｓＩｎｃ，

１９７８

［１４］Ｐａｖｌｉｄｉ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第一作者简介：魏征，博士生，主要从事车载激光扫描数据分类与

建筑物提取研究。

Ｅｍａｉｌ：ｗｅｉｚｈｅｎｇ０６２８＠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４１３１



　第３７卷第１１期 魏　征等：车载ＬｉＤＡＲ点云中建筑物立面位置边界的自动提取

犃狌狋狅犿犪狋犲犱犈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狅犳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犉犪犮犪犱犲犉狅狅狋狆狉犻狀狋狊

犳狉狅犿犕狅犫犻犾犲犔犻犇犃犚犘狅犻狀狋犆犾狅狌犱狊

犠犈犐犣犺犲狀犵
１，２
　犇犗犖犌犣犺犲狀

１，２
　犔犐犙犻狀犵狇狌犪狀

１，２
　犢犃犖犌犅犻狊犺犲狀犵

１，２

（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Ｓｍａｒｔ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Ｗ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ｏｖｅ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ｆａｃａｄ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ｍｏｂｉｌｅＬｉＤＡＲ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ｉｒ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ｇｅ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ａｍｏｂｉｌｅＬｉＤＡＲ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ｓｅｓ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ｒｅａｓ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ｔａｉｎｆａｃａｄ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ｔｒｅｅｓ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ｏｔｈｅｒｏｂ

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ｇｅ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ａｌｌ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ｅａｃｈ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ｒｅａａｒｅｅｘｔｒａｃ

ｔｅｄ，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ｆｒｏｍ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ｉｎ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ｎａｌｌ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ａ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ｉ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ｅｓｕｓｉｎｇＲＡＮＳＡ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ｅａｃｈ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ｆａｃａｄｅｐｌａｎｅｓａ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ｄ

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ａｄ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ｕｓｉｎｇ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

ｃａｄｅｓ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ｒｅｒｅｆｉｎｅｄ，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ａｎｄｊｏｉｎｅ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ｆａｃａｄ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ｍｏｂｉｌｅＬｉＤＡＲ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ｍｏｂｉｌｅＬｉＤＡＲ；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ＥＩＺｈｅｎｇ，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ｏｂｊｅｃ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ｂｉｌｅＬｉＤＡＲ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ｓ．

Ｅｍａｉｌ：ｗｅｉｚｈｅｎｇ０６２８＠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上接第１３０６页）

犃犖狅狏犲犾犕犲狋犺狅犱狅狀犕犪狀犻犳狅犾犱犳狅狉犕狌犾狋犻犻犿犪犵犲犕犪狋犮犺犻狀犵

犔犐犃犻狓犻犪１　犌犝犃犖犣犲狇狌狀
１
　犉犈犖犌犜犻犪狀狋犻犪狀

１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３９ＳｉｐｉｎｇＲｏ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９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ｎｏｖｅ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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