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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点云平面混合分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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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同时提高点云平面分割效率与可靠性，提出了一种新的将区域增长与ＲＡＮＳＡＣ相结合的点云

平面分割方法。该方法通过对八叉树节点进行平面度测试实现种子平面的自动遴选，将节点平面参数作为区

域增长约束得到初始分割结果。实验证明了该方法能够高效可靠地实现散乱点云平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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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三维激光扫描系统软硬件的迅

速发展，尤其是移动三维扫描车［１］的迅速发展与

应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成为高效获取城市三维

空间信息的最主要的技术手段之一［２］。由于平面

往往代表了扫描场景中的主要信息，因而平面分

割成为了点云处理中的研究热点及难点之一，在

点云配准［３］、建筑重建［４］、机器视觉［５］等方面有着

重要应用。

目前，针对散乱点云的平面分割主要有基于

区域增长［６］、基于模型拟合［７］及基于特征聚类［８］

等３大类方法
［９］。为了同时提高点云平面分割效

率以及可靠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点云八叉树

结构的散乱点云平面混合分割方法。该方法通过

依次对不同深度的八叉树叶节点进行平面度测试

并选择最优平面作为区域增长的种子平面，提高

种子平面的可靠性。为了提高分割算法的抗噪性

能，解决区域增长的过分割问题，在对区域增长的

初始分割结果进行合并处理和后期精化过程中引

入ＲＡＮＳＡＣ算法，由于初始分割单元的样本较

小且已经具有较为可靠的平面参数，能够很大程

度上提高参数估计效率。

１　基于八叉树的点云初始分割

基于八叉树结构的点云区域增长初始分割主

要包括以下两个基本迭代步骤。

１）八叉树节点平面度测试及区域增长。主

要提取八叉树中共面节点平面参数，并根据该参

数进行区域增长，获取并标识符合该平面的相邻

点。

２）节点二次划分。如果子节点中仍存在不

共面且未被标识的点，对该子节点继续进行八叉

树划分及分割，直至所有点通过平面测试或被标

识。算法的整体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１．１　八叉树结构及节点平面度测试

本文分割方法首先需要对散乱点云构建八叉

树索引结构，采用八叉树索引结构的优点主要在

于：① 提高区域增长过程中点云邻域查询效率；

② 将区域增长分割过程局限于八叉树子节点内，

提高分割算法对点云数据量的适应性及小尺度平

面的探测能力；③ 通过对八叉树节点进行平面度

测试，自动遴选节点内平面作为区域增长的种子

平面，提高种子平面选择的可靠性。

八叉树叶节点中的点云个数阈值是八叉树构

建过程中重要参数，过大的阈值会降低邻域查询

及节点平面度测试效率，过小的阈值会导致八叉

树节点数据增加，降低节点内种子平面参数可靠

性。为了达到分割效率及可靠性的平衡，以多数

节点能够表现明显局部平面特征为原则来进行该

参数的设置，对于目前常用地面激光扫描系统，宜

将该阈值设置为１００～２００之间。

节点平面度测试是为了验证当前处理节点中

的未标识点是否共面并以此来判定该节点是否需

要进一步分割并提取节点平面参数作为区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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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分割算法整体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种子平面。平面度测试主要包括了共面性测试以

及共线性测试两个方面［１０］。假设给定节点内的

点集Ｎｏｄｅ（狆），犗ｎｏｄｅ为Ｎｏｄｅ（狆）的质心点，构建的

Ｎｏｄｅ（狆）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犕ｎｏｄｅ为：

犕ｎｏｄｅ＝ ∑
狆∈Ｎｏｄｅ（狆）

（狆－犗ｎｏｄｅ）（狆－犗ｎｏｄｅ）
狋
（１）

犕ｎｏｄｅ的特征值向量为犞ｅｉｇｅｎ（λ１，λ２，λ３）（λ１≥λ２≥

λ３），则共面性犘ｎｏｄｅ以及共线性犔ｎｏｄｅ分别为：

犘ｎｏｄｅ ＝ｌｎ（λ１／λ３）犔ｎｏｄｅ ＝ｌｎ（λ１／λ２）／ｌｎ（λ２／λ３）

（２）

　　犘ｎｏｄｅ越大表示点集共面性越高；犔ｎｏｄｅ越小表

示点集的共线性越小，也即平面参数可靠性越高。

为了确定两种参数的阈值，可根据实际的扫描点

云选择典型平面区域求两种参数作为阈值，一般

情况下，当满足犘ｎｏｄｅ≥４且犔ｎｏｄｅ≤０．８，认为点集

属于同一平面［１０］。如果Ｎｏｄｅ（狆）满足犘ｎｏｄｅ≥４，

则该节点标识通过平面度测试；如果满足犔ｎｏｄｅ≤

０．８则为共面节点，否则为共线节点；如果节点中

点个数小于３，则认为其为孤立节点。如果节点

为共面节点，则对应的犗ｎｏｄｅ为拟合平面重心，λ３

所对应的特征向量为拟合平面法向量。图２中表

示了几种典型的节点平面度测试情况。

图２　典型节点平面度测试情况

Ｆｉｇ．２　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ｓｏｆＮｏｄｅＦｌａｔｎｅｓｓ

１．２　区域增长及点标识

为了选择最佳的区域增长种子平面，按深度

顺序依次对八叉树子节点进行平面度测试，然后

对该层中的共面节点按共面性由大到小排序，依

次选择对应节点作为种子平面。在区域增长过程

中，重复选择种子节点内的未被标识点作为新的

种子点，根据其邻域点到种子平面参数的距离是

否超过设定阈值Ｔｈｄｉｓｔ来标识八叉树结构中所有

属于该平面的点。Ｔｈｄｉｓｔ是控制区域增长过程的

重要参数，过小会引起过分割现象，导致分割后处

理中合并过程耗时较长，过大则会引起过增长导

致欠分割现象，使得后处理过程中参数精化耗时

较长。为了达到两者均衡，根据种子节点的平面

回归残差来动态设置Ｔｈｄｉｓｔ。

采用基于邻域的区域增长能够将有效的将点

云中共面但不连通的平面点进行分割（图３（ｃ））。

对于区域增长中邻域查询距离阈值，一般取为２

～３倍平均点间距。

１．３　节点二次划分

节点二次划分在对八叉树叶节点进行§１．１

及§１．２中的步骤后，对仍存在非共面未标识点

的叶节点进行进一步的八叉树划分过程，并在划

分后再次进行前述分割步骤。如果所有叶节点中

的所有点都已经被标识或叶节点中的个数小于等

于３，节点的二次划分过程终止。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叶节点中的点个数小于３且未赋予平面标

识，其将被标记为孤立点。如果所有节点都不需

要二次划分，则基于八叉树的分割过程完毕，转而

进行分割平面后处理过程。节点二次划分及孤立

点示意图见图３（ｄ）。

２　分割后处理

在前述区域增长分割过程中，由于点云中包

含随机噪声，分割结果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过分

割现象以及欠分割现象（图４（ｂ））。为了解决该

问题，对初始分割结果进行后处理，主要包括

了平面合并与剔除、平面参数精化与外点重标识

８１５



　第３８卷第５期 闫　利等：一种新的点云平面混合分割方法

图３　本文分割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两个阶段。

２．１　平面合并与剔除

平面合并是为了解决在区域增长中的过分割

问题，该过程将经过分割后连通共面但具有不同

平面标识的点集进行合并，采用了一种基于分割

平面邻域关系及平面法向量夹角作为约束的平面

区域生长方法。在平面区域增长过程中，依次选

取面积最大的平面作为种子平面，如果相邻平面

的法向量与种子平面的法向量夹角在阈值范围内

（一般设为５°左右），则进行平面合并并更新合并

后平面参数及边界，重复该步骤至所有平面均被

处理，平面合并见图５（ａ）。平面剔除是为了剔除

在分割过程中面积过小的零碎无用平面区域。

２．２　平面参数精化与外点重标识

受点云随机噪声的影响，分割结果中会存在

着由过增长引起的将平面边界点分割到相邻平面

的欠分割现象。为了解决该问题，其核心是提高

初始分割平面区域的平面参数精度，即平面参数

精化。为了提高分割算法的抗噪性，在平面参数

精化阶段引入ＲＡＮＳＡＣ算法。在平面参数精化

阶段，为了减少该阶段耗时，首先根据分割单元的

最大残差值Ｒｅｓｉｍａｘ来判断其是否参与精化过程，

如果Ｒｅｓｉｍａｘ大于设定阈值Ｔｈｒｅｇ则认为该区域平

面参数需要精化。较为合理的Ｔｈｒｅｇ可根据全局

的Ｒｅｓｉｍａｘ均值来进行设置，ＲＡＮＳＡＣ参数估计

阶段中的距离阈值也根据 Ｒｅｓｉｍａｘ来设置。由于

参与平面参数精化的各分割单元的样本较小，而

且已经具有可靠的近似平面参数，能够很大程度

上提高ＲＡＮＳＡＣ参数提取效率。

分割单元在经过参数精化后，其边界欠分割

区域的点会重新标识为未分割点，即外点。外点

重标识是将外点重新进行平面标识的过程。由于

外点处于平面的相邻边界区域，根据比较外点到

相邻分割平面的距离大小并将小距离对应的平面

标识赋予外点即可完成外点重标识过程。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

实验部分以某船体舱室内扫描点云作为实验

数据，由Ｌｅｉｃａ扫描仪 ＨＤＳ６０００扫描获得，点云

数据量为７５万，平均扫描距离为２０ｍ，平均点间

距为４０ｍｍ。图４（ａ）为实验数据显示结果，实验

数据中包含了不同尺度的平面点云（图４（ａ）中圆

形框内所示，框内区域为小尺度平面区域），存在

大量共面但是不连通的小平面（图４（ａ）中矩形框

内所示）。通过人工判别，点云主要分布在１６个

不同空间位置的平面上。

３．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Ｃ＋＋实现了本文分割算法，算法运行平

台为 Ｗｉｎ７３２位系统，主要硬件配置为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

Ｉ７及４Ｇ内存。在利用本文分割方法对实验数据

进行分割过程中，八叉树子节点点数阈值设置为

１００，根据点间距设置区域增长邻域查找距离阈值

为１００ｍｍ，后处理阶段中平面剔除的面积阈值

设置为１０４ｍｍ２（为距离阈值的平方），ＲＡＮＳＡＣ

参数估计阶段概率阈值设为０．９９，其余阈值根据

前述原则进行设置。

初始分割分割结果如图４（ｂ）所示，分割耗时

（包括构建八叉树耗时）５２１６７ｍｓ，分割单元数目

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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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２６９ 类，分割结果中存在的过分割现象

（图４（ｂ）中矩形框内所示），欠分割现象（图４（ｂ）

中圆形框内所示）。对初始分割结果进行分割后

处理后，分割类数为２４９类，对应１６种不同平面

参数，后处理结果如图５（ａ）所示。

为了验证算法效率和抗噪性，实验还将本文

的分割方法与基于ＲＡＮＳＡＣ模型拟合的分割方

法（相关阈值设置为一致）进行了相关分割参数指

标比较。基于ＲＡＮＳＡＣ模型拟合的分割方法分

割效果如图５（ｂ）所示。表１中统计了两种方法

对于实验数据的总分割耗时、平均每类分割耗时、

分割类别数目、拟合残差（取为所有分割单元的平

面拟合残差均值）等指标。

从实验数据分割效果与表１中相关指标比较

分析来看，本文分割方法能够有效的进行点云数

据的平面分割，相比较于基于 ＲＡＮＳＡＣ分割方

法而言，解决了其中存在的将共面但不连通的平

面点云分割为一类的欠分割问题，在保证了分割

算法抗噪性的同时具有更高的分割效率，单类平

均分割时间提高约２０倍。从分割准确性方面来

比较，两种方法都能够完全探测出点云中存在的

不同参数平面（分割单元对应的不同平面参数均

为１６种）。从图４（ｂ）中三角形框内小尺度平面

分割效果图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对不同尺度平面

具有很好的探测能力。图５（ａ）中的矩形及圆形

框内分割结果显示通过引入后处理能够有效解决

过分割和过增长引起的欠分割的问题。

图４　实验数据以及初始分割结果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５　分割后处理结果及基于ＲＡＮＳＡＣ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ＡＮＳＡＣ

表１　两种不同分割方法的相关指标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分割方法
总分割耗

时／ｍｓ

分割类别

数目

平均每类

分割耗时／ｍｓ

拟合残

差／ｍｍ

本文方法 ５３５６９ ２４９ ２１５ １４．３

ＲＡＮＳＡＣ方法 ７２９５１ １６ ４５５９ １３．９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八叉树结构将区域增长及模型拟合

两类分割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新的散

乱点云平面分割混合方法。通过八叉树节点平面

度测试解决区域增长方法中种子平面的自动可靠

选择问题，在初始分割结果后处理阶段利用分割

单元邻域关系以及ＲＡＮＳＡＣ方法有效解决了区

域增长中的过分割和过增长引起的欠分割问题。

相对于传统ＲＡＮＳＡＣ分割方法而言，本文方法

在保证分割算法抗噪性能的同时，有效解决了

ＲＡＮＳＡＣ分割中的欠分割问题，而且分割效率明

显提高。进一步的工作主要在于将本文分割方法

与海量点云管理的八叉树索引结构相结合，进行

基于内外存调度的海量点云分割。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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