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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图从离散点云数据中寻找影像的同名点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传统的基于同名特征点的配准方法难

以使用。应用共线方程作为严格配准模型，利用ＬｉＤＡＲ点云空间中的线特征替代传统配准模型中的点特征，

取得了高精度的配准结果，同时对点云密度和影像分辨率之间的尺度关系进行了半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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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ＤＡＲ技术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型航空

传感器，其主要用途是能够快速获取高精度的数

字表面模型（ＤＳＭ）
［１，２］。经过数据后处理，不仅

可以获得高精度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而且还可

以为电力［３］、林业［４］、数字城市［５］等应用领域提供

基础数据源。然而，ＬｉＤＡＲ获取的数据主要是离

散激光点云，具有高精度的空间几何结构信息，却

缺乏光谱信息，从而无法获取地物专题数据［６］。

相反，传统的遥感数据能够提供丰富的语义信息，

因此将激光雷达点云数据和传统的光学遥感影像

联合起来使用，从而提高遥感数据产品的精度、拓

展遥感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是当前遥感领域一个

重要的研究方向［７］。

联合利用影像和点云数据的一个关键步骤是

将两者进行高精度配准。由于激光雷达点云和光

学影像在数据表现形式和属性上均有很大差异，因

此，传统的遥感影像配准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这两

类数据的配准。传统的配准方法多数是针对二维

影像之间的配准，而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与影像的配

准是３Ｄ２Ｄ数据之间的配准。不过在配准方法上

仍可以分解为配准基元、相似性测度、变换函数和

匹配策略等四个基本问题［８］。配准基元的选择是

配准的第一步，它决定利用何种基元建立两个数

据集之间的转换关系；变换函数就是描述待配准

数据之间的数学变换关系，由待配准数据之间的

变换方式（即刚性变换或是非刚性变换）确定；相

似性测度就是用数学的方式表达相关配准基元之

间的相似性程度，以量化配准效果；匹配策略是将

配准基元和相似性度量进行有效组织，采用一定

的算法解求全局最优变换函数的参数［９］。

目前，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和航空影像的配准研

究并不多。一种方法是利用重叠影像进行自动同

名点匹配，生成同名点云，然后利用最邻近迭代法

（ＩＣＰ）实现两个点云数据集之间的匹配
［１０］，该方

法存在计算量大且对单张影像无法配准的缺点。

Ｈａｂｉｂ等人利用立体像对中的点、线、面特征作为

配准基元，然后采用３Ｄ３Ｄ的配准模型实现Ｌｉ

ＤＡＲ点云和航空影像的配准
［１１］，但是该方法配

准基元的数学表达和计算过程比较繁琐，且配准

模型不严格，也不适合单张影像与ＬｉＤＡＲ点云

数据的配准。另外，在现有的研究中，还没有文献

关注影像分辨率和点云密度之间的关系对两者配

准精度的影响。

综上所述，目前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与遥感影

像之间配准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 配准过程比

较复杂，一般需要两步完成，即先利用立体像对生

成影像同名点云，再利用同名点云和ＬｉＤＡＲ点

云进行配准；② 配准基元的数学表达不够简洁；

③ 缺少既适合单片影像又适合于多片影像与Ｌｉ

ＤＡＲ点云之间的配准方法；④ 缺少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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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共线方程出发，针对城市地

区点云和影像的配准问题，利用线特征实现高分

辨率影像与机载激光雷达一步配准，并利用不同

航高获取的遥感数据和抽稀后的不同密度的点云

数据分析影像分辨率和点云密度之间的尺度关系

对配准精度的影响。

１　配准基元的选择和表达

１．１　配准基元的选择

作为配准基元的特征必须满足待配准遥感数

据中具有明显、分布均匀和易提取的特性，且不受

不同传感器数据的几何或辐射变形、噪声、场景变

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配准文献中出现的可用

于配准的基元主要包括区域（如森林、湖泊、原野

等［１２］）、点（如区域的角点、线的交点［１３］、大弧度特

征的拐点［１４］等）、线特征（包括地物的边缘、分割

面片的交线等）。

对于点云数据，本文用线特征作为配准基元。

这主要是由于ＬｉＤＡＲ点云具有离散性的特点，

无法精确选择控制点。从点云数据中提取线特征

的方法很多，本文采用特征微元法提取线特

征［１５］，克服利用面片相交提取线特征时计算复杂

的局限性，提取建筑物边缘直线特征作为配准基

元。

１．２　配准基元的表达

首先将在 ＬｉＤＡＲ 点云数据上提取的直线

犃犅作为物方空间上的一条直线，由于点云数据

本身是三维数据，因此 犃犅 是三维直线。对于

犃犅上的一点犘，在影像上应该有对应的一个同

名像点。引入未知参量λ犘，则可利用犃、犅 的坐

标（犡犃，犢犃，犣犃）
Ｔ、（犡犅，犢犅，犣犅）

Ｔ 和λ犘 表示犘 点

在ＬｉＤＡＲ点云空间的真值坐标［犡犘，犢犘，犣犘］
Ｔ：

犡犘 犢犘 犣［ ］犘
Ｔ
＝ 犡犃 犢犃 犣［ ］犃

Ｔ
＋

λ狆 犡犅－犡犃 犢犅－犢犃 犣犅－犣［ ］犃
Ｔ （１）

　　由于该犘 点应该在影像空间上有其同名点

犘′（假设未被遮挡），（犡犘，犢犘，犣犘）
Ｔ 可以看作是

犘′对应的ＬｉＤＡＲ点云空间上的同名点，不同的

参数λ犘 对应了一系列这样的同名点。由此可见，

影像空间上和ＬｉＤＡＲ点云空间对应的同名点可

以用直线段犃犅和λ犘 来表达，而不需要直接在点

云空间中寻找同名点，因此克服了ＬｉＤＡＲ点云

数据同名点选取困难的问题。

２　基于共线方程的配准模型

如将ＬｉＤＡＲ点云看作是影像的物方点，由

共线方程［１６］可知，像主点、影像点和物方点在同

一条直线上。数学方程为：

狓＝狓０－

犳
犪１１（犡犘－犡狅）＋犪２１（犢犘－犢狅）＋犪３１（犣犘－犣狅）

犪１３（犡犘－犡狅）＋犪２３（犢犘－犢狅）＋犪３３（犣犘－犣狅）

狔＝狔０－

犳
犪１２（犡犘－犡狅）＋犪２２（犢犘－犢狅）＋犪３２（犣犘－犣狅）

犪１３（犡犘－犡狅）＋犪２３（犢犘－犢狅）＋犪３３（犣犘－犣狅）

（２）

其中，狓、狔为对应于地面犡犘、犢犘、犣犘 的影像坐标；

狓０、狔０、犳为检校后的像主点坐标和相机的像主距；

犡狅、犢狅、犣狅 为外方位元素中的三个线元素；犪１１、…、

犪３３为影像和物方坐标系之间的旋转矩阵元素。

方程（２）实际上表达了物方坐标系中的物方

点和对应的像方坐标系的像点之间的映射关系。

从配准的角度看，这个映射即为配准变换的数学

模型。将式（１）代入式（２）得：

狓＝狓０－

犳
犪１１（犡犃＋λ犘（犡犅－犡犃）－犡狅）＋犪２１（犢犃＋λ犘（犢犅－犢犃）－犢狅）＋犪３１（犣犃＋λ犘（犣犅－犣犃）－犣狅）

犪１３（犡犃＋λ犘（犡犅－犡犃）－犡狅）＋犪２３（犢犃＋λ犘（犢犅－犢犃）－犢狅）＋犪３３（犣犃＋λ犘（犣犅－犣犃）－犣狅）

狔＝狔０－

犳
犪１２（犡犃＋λ犘（犡犅－犡犃）－犡狅）＋犪２２（犢犃＋λ犘（犢犅－犢犃）－犢狅）＋犪３２（犣犃＋λ犘（犣犅－犣犃）－犣狅）

犪１３（犡犃＋λ犘（犡犅－犡犃）－犡狅）＋犪２３（犢犃＋λ犘（犢犅－犢犃）－犢狅）＋犪３３（犣犃＋λ犘（犣犅－犣犃）－犣狅

烅

烄

烆 ）

（３）

其 中，犪１１ ＝ ｃｏｓφｃｏｓκ － ｓｉｎφｓｉｎωｓｉｎκ，犪１２ ＝

－ｃｏｓφｓｉｎκ－ｓｉｎφｓｉｎωｃｏｓκ，犪１３＝－ｓｉｎφｃｏｓω，犪２１

＝ｃｏｓφｓｉｎκ，犪２２ ＝ｃｏｓωｃｏｓκ，犪２３ ＝ －ｓｉｎω，犪３１ ＝

ｓｉｎφｃｏｓκ＋ｃｏｓφｓｉｎωｓｉｎκ，犪３２ ＝ －ｓｉｎφｓｉｎκ＋

ｃｏｓφｓｉｎωｃｏｓκ，犪３３＝ｃｏｓφｃｏｓκ；λ犘 是犘 用直线段

犃犅 表示的比例参数；犘 为配准影像点狆犻 的Ｌｉ

ＤＡＲ空间上的对应点。

通过方程（３），像点狆犻 可以与物方空间中用

端点犃、犅表示的线段犃犅 对应起来。假设内方

位元素已知，且相机无系统误差，对式（２）依一次

泰勒公式展开，建立误差方程可得：

狏狓 ＝ （狓）－狓＋犃１１ !犡狅＋犃１２ !犢狅＋

犃１３ !犣狅＋犃１４ !φ＋犃１５ !ω＋犃１６ !κ＋犅１１ !λ

狏狔 ＝ （狔）－狔＋犃２１ !犡狅＋犃２２ !犢狅＋

犃２３ !犣狅＋犃２４ !φ＋犃２５ !ω＋犃２６ !κ＋犅２１ !

烅

烄

烆 λ

（４）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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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计算方便，将公式进行如下简化：

珡犡 ＝犪１１（犡犃＋λ犘（犡犅－犡犃）－犡狅）＋犪２１（犢犃＋λ犘（犢犅－犢犃）－犢狅）＋犪３１（犣犃＋λ犘（犣犅－犣犃）－犣狅）

珚犢＝犪１２（犡犃＋λ犘（犡犅－犡犃）－犡狅）＋犪２２（犢犃＋λ犘（犢犅－犢犃）－犢狅）＋犪３２（犣犃＋λ犘（犣犅－犣犃）－犣狅）

珚犣＝犪１３（犡犃＋λ犘（犡犅－犡犃）－犡狅）＋犪２３（犢犃＋λ犘（犢犅－犢犃）－犢狅）＋犪３３（犣犃＋λ犘（犣犅－犣犃）－犣狅

烅

烄

烆 ）

（５）

此时，系数犃１１、…、犃１６、犃２１、…、犃２６、犅１１、犅２１可以

表示为：

犃１１ ＝狓／犡狊 ＝ ｛犪１１犳＋犪１３（狓－狓０）｝／珚犣

犃１２ ＝狓／犢狊 ＝ ｛犪２１犳＋犪２３（狓－狓０）｝／珚犣

犃１３ ＝狓／犣狊 ＝ ｛犪３１犳＋犪３３（狓－狓０）｝／珚犣

犃１４ ＝ （狔－狔０）ｓｉｎω－｛
（狓－狓０）

犳
［（狓－狓０）·

　ｃｏｓκ－（狔－狔０）ｓｉｎκ］＋犳ｃｏｓκ｝ｃｏｓω

犃１５ ＝－犳ｓｉｎκ－
（狓－狓０）

犳
｛［（狓－狓０）ｓｉｎκ＋

　（狔－狔０）ｃｏｓκ］｝

犃１６ ＝＋（狔－狔０）

犃２１ ＝狔／犡狊 ＝ ｛犪１２犳＋犪１３（狓－狓０）｝／珚犣

犃２２ ＝狔／犢狊 ＝ ｛犪２２犳＋犪２３（狓－狓０）｝／珚犣

犃２３ ＝狔／犣狊 ＝ ｛犪３２犳＋犪３３（狓－狓０）｝／珚犣

犃２４ ＝－（狓－狓０）ｓｉｎω－｛
（狔－狔０）

犳
［（狓－狓０）·

　ｃｏｓκ－（狔－狔０）ｓｉｎκ］－犳ｓｉｎκ｝ｃｏｓω

犃２５ ＝－犳ｃｏｓκ－
（狔－狔０）

犳
｛［（狓－狓０）ｓｉｎκ＋

　（狔－狔０）ｃｏｓκ］｝

犃２６ ＝－（狓－狓０）

犅１１ ＝－犳［珚犣［犪１１（犡犅－犡犃）＋犪２１（犢犅－犢犃）＋

　犪３１（犣犅－犣犃）］－珡犡［犪１３（犡犅－犡犃）＋

　犪２３（犢犅－犢犃）＋犪３３（犣犅－犣犃）］］／珚犣
２

犅２１ ＝－犳［珚犣［犪１２（犡犅－犡犃）＋犪２２（犢犅－犢犃）＋

　犪３２（犣犅－犣犃）］－珚犢［犪１３（犡犅－犡犃）＋

　犪２３（犢犅－犢犃）＋犪３３（犣犅－犣犃）］］／珚犣
２

　　由此建立了影像坐标和点云空间直线段之间

的数学模型。该模型可以看作是传统的共线方程

由物方空间的直线段代替物方空间的点特征所构

成的，既适合单片也适合多片框幅式成像模型的

影像与 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的配准。对于单片而

言，其法方程可简化为：

犞＝ 犃２狀×６　犅２狀× ］［ 狀 狋６×１ λ狀×［ ］１
Ｔ
－犔２狀×１ （６）

其中，狋表示单片影像的外方位元素；λ表示“线”

特征代替“点”特征的未知参量组成的矩阵；狀表

示点、线配准基元的组合数；犔为常数变量；犞 为

残差向量。

对于多片而言，其法方程矩阵形式为：

犞＝

犃１狋

犃２狋



犃犻狋



犃狀狋

犅λ１ … 犅λ犼 … 犅λ

烐烏 烑

犽

对应犽个ＬｉＤＡＲ

熿

燀

燄

燅

点云空间线特征基元

·

犜［ ］λ
Ｔ
－ 犔１ 犔２ … 犔犻 … 犔［ ］狀 Ｔ

　

（７）

其中，犃犻狋为第犻张像片的外方位元素的系数矩阵，

若在第犻张影像上存在犆犻个同名点，则犃
犻
狋为２×

犆犻×６的矩阵；犅λ犼表示第犼个ＬｉＤＡＲ点云空间直

线所对应的系数矩阵；犜＝［ｄ犡１０，ｄ犢
１
０，ｄ犣

１
０，ｄφ

１，

ｄω
１，ｄκ

１，…，ｄ犡狀０，ｄ犢
狀
０，ｄ犣

狀
０，ｄφ

狀，ｄω
狀，ｄκ

狀］Ｔ；λ＝

［λ１，λ２，…，λ犼，…，λ犽］，与ＬｉＤＡＲ点云空间的犽个

线特征对应；犔犻表示第犻个影像对应的像点残差

向量，若有犆犻个像点坐标，则犔
犻＝［狓犻１－（狓

犻
１），狔

犻
１

－（狔
犻
１），…，狓

犻
狆－（狓

犻
狆），狔

犻
狆－（狔

犻
狆），…，狓

犻
犆犻
－（狓犻犆犻），

狔
犻
犆犻
－（狔

犻
犆犻
）］，为２×犆犻×２的矩阵，此时，（狓

犻
狆，狔

犻
狆）

表示第犻张像片的第狆个像点。

３　点云与影像配准的尺度分析

点云密度和影像分辨率之间存在一组最佳组

合，使得配准精度达到最优。若影像分辨率相对

于点云密度较低或点云密度相对于影像分辨率比

较稀疏，配准结果将造成两种数据信息的丢失或

损失，本文称这个问题为尺度分析。由于影像配

准考虑的主要是对应像素是否变换到了统一坐标

系下，因此需去除影像分辨率的影响，重在考察其

理论像素点位与实际像素点位是否一一对齐，为

此引入配准点位像素误差犆狆。对在ＬｉＤＡＲ点云

空间选取的三维点特征犘，其在遥感影像上对应

的坐标为狆（狓，狔），利用配准变换模型将犘 反算

到影像坐标系得到的影像坐标为狆′（狓′，狔′），则

｜狆（狓，狔）－狆′（狓′，狔′）｜为狆和狆′在影像坐标系上

存在的像素坐标偏移。对所有检查点的上述像素

坐标偏移计算平均值，此平均值即为配准点位像素

误差犆狆。再定义ＬｉＤＡＲ点云平均点间距与影像

分辨率的比值为尺度因子犛，考察尺度因子犛与犆狆

之间的关系可以半定量地分析配准的尺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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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４．１　配准结果

采用河南某地区的ＤＭＣ航空影像，航高分

别为６００ｍ、１０００ｍ和２５００ｍ，对应的影像分辨

率分别为０．０５６ｍ、０．１１ｍ和０．２５ｍ；点云数据

由ＡＬＳ５０ＩＩ获取，密度为１．３０６点／ｍ２。为了便

于尺度分析，将点云数据作适当抽稀处理，获取以

下数据组合：①０．０５６ｍ，１．３０６点／ｍ
２；②０．１１

ｍ，１．３０６ 点／ｍ２；③ ０．２５ ｍ，１．３０６ 点／ｍ
２；

④０．０５６ｍ，０．６５点／ｍ
２。

单片框幅式航空影像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的

配准模型如方程（２）所示。利用１６个检查点检

查，配准结果的绝对精度如表１中犃所示。

表１　配准结果精度／ｍ

Ｔａｂ．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ｍ

不同

情况

数据组合

① ② ③ ④

犃 ０．２１２５１７ ０．３９７７８９ ０．４９８３６４ ０．２２３６６４

犅 ０．１３９５８１２８８０．２４２０８９６５ ０．２６８１０４ ０．１７７５２６７２

犆 ０．０５５６３６９８６０．０９１５７０９５２０．１４３５６７３２５０．１３２４７０４４７

　　由表１中犃可知，在航高不大于２５００ｍ时，

单片ＤＭＣ遥感影像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配准的

平面精度坐标偏移小于０．５ｍ。

多片框幅式航空影像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的

配准模型仍然如方程（２）所示，利用１０个检查点

检查，仅利用点特征的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与

遥感影像的配准结果以及利用线特征代替点特征

的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与遥感影像的配准结果

分别如表１中犅和犆所示。

由表１中犆可知，在航高不大于２５００ｍ、点

云密度大于１点／ｍ２时，利用线特征代替点特征

的多片ＤＭＣ遥感影像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配准

的坐标偏移精度在一个像素以内，且平面精度坐

标偏移小于０．１５ｍ（如图１所示）。可见，本文方

法的结果精度远远高于仅利用点特征配准基元实

现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与遥感影像配准的结果，且

多片影像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的配准结果优于单

图１　多片遥感影像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的配准结果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片影像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的配准结果。

４．２　尺度分析

利用抽稀处理的不同密度的ＬｉＤＡＲ点云数

据和不同航高获取的多片ＤＭＣ影像进行配准，

分别获取尺度因子犛、配准点位误差等尺度分析

参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尺度分析参数表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Ｓｃａ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参数值

ＡＶＥ（犆狆） ０．９９３５１７６ ０．８３２４６３２０．５７４２６９３１．３０７６５４４

点云间距犱 ０．８７５０４１ ０．８７５０４１ ０．８７５０４１ １．２４００６１

尺度因子犛 １５．６２５７３２１７．９５４９１８１８３．５００１６４ ２２．１４３９４６４

　　检查点在不同尺度因子上的配准点位误差如

图２所示。

图２　不同密度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与不同分辨率

多片航空影像配准的点位偏移

Ｆｉｇ．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ｉｎＩｍａｇｅ

Ｐｉｘｅｌｓ）ｏｆＬｉＤＡＲ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ｓ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

由表２和图２可知，影像的几何分辨率越高，

其配准的绝对精度越高；当点云的密度（点间距）

一定时，影像的几何分辨率越高，配准尺度因子的

数值越大，其配准点位误差越大；当影像分辨率一

定时，点云密度越小，配准尺度因子的数值越大，

配准点位误差越大。由图２可知，在原始点云密

度下，检查点位偏移曲线在点位误差［０，１．５］范围

内比较平稳；当尺度因子犛最大时，其点位偏移

曲线震荡比较剧烈。由于航空影像的分辨率满足

ｃｍ级的点位精度，假设当影像分辨率为０．０５ｍ，

此时点云密度需满足１．７点／ｍ２ 就能满足一个像

素内的配准精度。目前的机载ＬｉＤＡＲ设备很容

易获取满足该密度等级的点云数据。因此，利用

线特征代替点特征配准基元的共线方程严格配准

模型适合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

的配准，满足高精度三维测图的需求。

５　结　语

本文采用了一种利用线特征代替点特征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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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模型，实现ＬｉＤＡＲ点云与影像的高精度配准，

并对配准尺度进行了半定量分析。该配准模型不

仅适合多片影像与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的配准，也

适合单片影像与ＬｉＤＡＲ点云的配准。实验结果

表明，在同等条件下，选取线特征作为配准基元的

配准结果优于点特征的配准结果。为了增强算法

的普适性，在此基础上利用多元特征的ＬｉＤＡＲ

点云数据与遥感影像的配准方法是下一步需要研

究的内容，以便在线特征稀少的困难区域实现Ｌｉ

ＤＡＲ点云数据与遥感影像的高精度配准，为基于

ＬｉＤＡＲ的高精度测图提供基础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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