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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三维激光扫描点云角度分辨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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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给出了点云角度分辨率近似等于扫描间隔和光斑直径大小的两种取值条件，以及该条件与测角精度

的关系、理论最小角度分辨率与测角精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了它们的简化关系式，并利用推导的公式

计算分析了２９款扫描仪角度分辨率二种取值的条件及其理论最小角度分辨率大小，验证了公式的实用性。

关键词：地面三维激光扫描；角度分辨率；平均调制传递函数；有效瞬时视场角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５．１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

ｎｉｎｇ，ＴＬＳ）可提供除目标位置信息以外的多种信

息，被认为是继 ＧＰＳ后的又一项测绘技术革

命［１，２］。该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测量数据获

取与处理模式，要求完整恢复扫描对象表面的细

节特征时，不仅要关注点云的单点定位精度，还需

关注点云的分辨率（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朱凌等
［３］将点

云的分辨率分为角度分辨率和距离分辨率两个部

分，并指出角度分辨率是决定点云中目标细微程

度和详细程度描述能力的主导因素；Ｌｉｃｈｔｉ
［４７］建

立了与扫描间隔、光斑大小和测角精度三因素有

关的平均调制传递函数 （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ＭＴＦ），并提出用有效瞬时视

场 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ｆｉｅｌｄ ｏｆｖｉｅｗ，

ＥＩＦＯＶ）来描述ＴＬＳ的角度分辨率；笔者
［６］进一

步给出了无量纲的 ＡＭＴＦ 模型和 ＥＩＦＯＶ 模

型［８］。由于ＴＬＳ在使用过程中，常需根据角度分

辨率近似等于扫描间隔或光斑大小条件估算扫描

间隔参数设置大小，而Ｌｉｃｈｔｉ教授给出的扫描间

隔大小却忽略了测角精度影响，另外，在评价各款

扫描仪的精度时，一般需要了解各款扫描仪的理

论最小角度分辨率大小，而目前没有相应的计算

模型，为此，本文将研究角度分辨率近似等于扫描

间隔和光斑直径大小的条件、该条件与测角精度

的关系以及理论最小角度分辨率与测角精度的关

系，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它们的简化关系式。

１　两种角度分辨率取值条件

１．１　无量纲犃犕犜犉和犈犐犉犗犞模型
［８］

记扫描间隔、光斑大小、测角精度、角度分辨

率分别为 Δ、δ、τ、ＥＩＦＯＶ，设犽＝Δ／δ，犿＝τ／δ，

犖＝ＥＩＦＯＶ／δ，犝 ＝狌δ，则 无 量 纲 ＡＭＴＦ 和

ＥＩＦＯＶ模型为：

ＡＭＴＦ（犝）＝

ｓｉｎ（π犽犝）

π犽犝

２犑１（π犝）

π犝
ｓｉｎ（π犿犝）

π犿犝
（１）

犖 ＝
１

２犝犮
（２）

１．２　两种角度分辨率取值条件的关系式

文献［５］给出了忽略测角精度下 犖＝犽和

犖＝１成立的条件分别为犽１和犽＝０．５４５，但犽

不可能无限大，测角精度影响无法忽略，若犽＝犽１

时犖＝犖１，且满足（犖１－犽１）／犽１＜０．０１，设此时可

近似认为犖１＝犽１，则顾及测角精度影响时，可设

犖＝犽成立的条件为犽≥犽１，犖＝１成立的条件为

犽＝犽２，其中，０≤犽２≤０．５４５，犽１ 和犽２ 与犿 的关系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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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最小角度分辨率犖ｍｉｎ与犿的关系式

当犽＝０时，犖 取最小值
［５］，记为 犖ｍｉｎ，由

式（１）、式（２）得犖ｍｉｎ与犿的关系为：

２犑１（
π

２犖ｍｉｎ

）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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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种简化关系式

犽１、犽２、犖ｍｉｎ与犿的严密关系式（３）～式（５）为

隐式表达式，在已知犿情况下，计算犽１、犽２ 和犖ｍｉｎ

的大小需编程迭代运算才能实现，比较复杂，野外

工作使用不方便，有必要推导其简化关系式。因

为地面三维激光扫描点云数据处理最高精度一般

为光斑直径的０．０１，测角精度与光斑直径之比最

大为２．０８
［７］，所以本文设犿∈［０，２．５］，拟合精度

为０．００５，在此条件下，利用最小二乘拟合理论，

推导犽１、犽２、犖ｍｉｎ与犿的简化关系式。

在定义域犿∈［０，２．５］上均匀采样１０００个

点，由式（３）计算不同犿 处的犽１ 值，由式（５）计算

不同犿处的犖ｍｉｎ值，得１０００个坐标点（犿，犽１）和

１０００个采样点（犿，犖ｍｉｎ）。同理，在定义域犿∈

［０，０．５４５］上均匀采样１０００个点，由式（４）计算

不同犿处的犽２ 值，得１０００个坐标点（犿，犽２）。然

后，分别利用１０００个采样点，采用二次曲线，按

最小二乘原理拟合，得犽１、犽２、犖ｍｉｎ与犿 的简化关

系式为：

犽１ ＝ ３０．８１３６＋４１．０３０３４（犿－０．０００８）槡
２
＋

０．００６ （６）

犽２ ＝ ０．３５４２６－０．９９２６４（犿＋０．０５２１）槡
２
＋

０．０８５７９３犿－０．０４７６７２ （７）

犖ｍｉｎ＝ ０．８２１０２＋１．０３８１４（犿－０．０３７１）槡
２
－

０．０４３７ （８）

计算的犽１ 值与严密公式（３）计算的真实犽１ 值之

差（即拟合误差）分布图见图１（ａ），其最大拟合误

差为０．０００６；式（７）计算的犽２ 值相对于式（４）计

算的拟合误差分布图见图１（ｂ），其最大拟合误差

为０．０００４；式（８）计算的犽２ 值相对于式（５）计算的

拟合误差分布图见图１（ｃ），其最大拟合误差为

０．００４。可见，简化式全部满足拟合精度要求。

图１　拟合误差ε与犿 的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ＧｒａｐｈｏｆＦｉｔｔｉｎｇＥｒｒｏｓεａｎｄ犿

３　实例计算分析

文献［７］给出了目前主要厂家生产的ＴＬＳ仪

器主要技术参数，笔者利用式（６）～式（８）计算了

其中２９款ＴＬＳ的犽１、犽２、犖ｍｉｎ大小，其部分结果

如表１所示。

通过２９款扫描仪的计算可发现：① 除Ｔｒｉｍ

ｂｌｅＧＳ、Ｂａｓ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ｕｒｐｈａｓｅｒ２５ＨＳ、Ｚ＋Ｆ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５００６ｈ和Ｚ＋ＦＩｍａｇｅｒ５００３四款外，

其他扫描仪理论最小角度分辨率都大于１，测角

精度 都 大 于 ０．５４５；② 对 于 犽１、犖ｍｉｎ 来 说，

ＲｉｅｇｌＬＭＳＺ３９０、ＲｉｅｇｌＶＺ１０００、Ｒｉｅｇｌ ＶＺ４００、

ＣａｌｌｉｄｕｓＣＰＷ８０００、ＣａｌｌｉｄｕｓＣＰ３２００五款最小为

５．５６ 和 ０．８６，Ｂａｓ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ｕｒｐｈａｓｅ最大为

１４．４３和２．２３，而对于犽２ 来说，ＦａｒｏＬＳ８８０最小

为０．２；③ 点云的角度分辨率等于扫描间隔的条

件犽１ 最小为５．５６倍光斑直径，点云的角度分辨

率的最小值为０．８６倍光斑直径。

由于ＴＬＳ的空间分辨率包括角度分辨率和

距离分辨率，因此，下一步有必要研究角度和距离

分辨率的共同影响。

２５８



　第３７卷第７期 杨荣华等：地面三维激光扫描点云角度分辨率研究

表１　部分厂家犜犔犛仪的无量纲理论最小角度

分辨率及其两种扫描间隔大小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ＬＳ

仪器型号 δ／ｍｍ 犿 犽１ 犽２ 犖ｍｉｎ

ＴｒｉｍｂｌｅＧＸ ３ ０．５０ ６．４１ ０．２２ ０．９８

Ｚ＋ＦＩｍａｇｅｒ５００６ １４ ０．４４ ６．２３ ０．３３ ０．９５

Ｒｉｅｇｌ　ＬＭＳＺ４２０ｉ １６ ０．１４ ５．６３ ０．５３ ０．８７

ＬｅｉｃａＨＤＳ６０００ １４ ０．４５ ６．２６ ０．３１ ０．９６

Ｂａｓ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ｕｒｐｈａｓｅｒ２５ＨＳＸ １６ ０．１７ ５．６６ ０．５２ ０．８７

ＦａｒｏＬＳ８８０ １５．５ ０．５１ ６．４４ ０．２０ ０．９８

ＯｐｔｅｃｈＩＬＲＩＳＨＤ ２１．５ ０．１３ ５．６２ ０．５３ ０．８７

Ｚ＋ＦＩｍａｇｅｒ５００３ １４ ０．６３ ６．８７ ／ １．０５

ＦａｒｏＰｈｏｔｏ１２０ １９．３ ０．４１ ６．１４ ０．３６ ０．９４

３ｒｄＴｅｃｈＤｅｌｔａＳｈｐｅｒｅ３０００ ３９．１ ０．３４ ５．９７ ０．４３ ０．９１

ＣａｌｌｉｄｕｓＣＰＷ８０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２ ５．５６ ０．５４ ０．８６

ＩＳｉｔｅ４４００ＬＲ ７０ ０．２５ ５．７８ ０．４９ ０．８９

　　注：第３～６列中的数值参考文献［７］，犿、犽１、犽２、犖ｍｉｎ的取值

为相应光斑直径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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