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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犔犻犇犃犚点云强度的十字剖分线法道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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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道路与地面在空间上表现相近，因此，仅用空间坐标无法从ＬｉＤＡＲ数据中直接提取道路。机载

激光扫描系统在获取对象三维信息的同时，也记录了激光经由反射的强度信息，因此能从空间坐标和辐射两

个方面表现地物的特性。结合这两种相对独立的信息在激光扫描数据中进行道路提取，提高了提取结果的稳

定性。首先利用激光扫描数据的高程滤波去除非地面点；再通过强度信息进行阈值分割得到包含干扰的初始

道路区域；然后，利用两组十字剖分线检测初始区域在４个方向的狭长性与宽度一致性，使得狭长状、区域宽

度较一致的道路区域同干扰区域具有不同的权值，从而提取真正的道路区域；最终通过对道路区域的细化和

平滑，得到道路中心线。实验表明，该方法能够较好地在ＬｉＤＡＲ数据中提取出道路并得到道路中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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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是空间信息系统中的重要基础数据元

素，利用计算机技术从遥感影像中自动提取道路

是一个长期的研究热点［１］。早期，受限于卫星传

感器的分辨率，道路在遥感影像中表现为线状地

物。因此，道路提取的研究多集中于线状目标提

取［２］，如基于种子点及基于最小二乘模板匹配的

航空影像道路提取算法［３］等。随着遥感影像的空

间分辨率逐步提高，道路提取的方法变得更为复

杂，如形态学方法［４］、图割方法［５］等。道路的边

缘、几何和拓扑关系、尺度特性等也被用于道路识

别［６９］。机载激光雷达（ＬｉＤＡＲ）作为一种新型传

感器，不仅能快速、精确获取地面三维坐标信息，

同时也能记录激光反射强度［１０］，能从空间坐标和

辐射两个方面表现地物的特性，为空间地物的识

别与提取提供新的手段［１１］。

利用ＬｉＤＡＲ数据进行道路网络提取的研究

已经较多。如 Ａｌｈａｒｔｈｙ及Ｃｌｏｄｅ等通过点云数

据滤波移除非地面点，并利用强度信息进行简单

的阈值分割得到道路区域［１２，１３］。Ｒｉｅｇｅｒ等利用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来检测平行线，并与 ＬｉＤＡＲ

融合得到道路［１４］。除了道路之外，Ｓｉｔｈｏｌｅ等人还

利用ＬｉＤＡＲ点云提取桥梁信息
［１５］。实际上，由

于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滤波算法的成熟
［１０］，通过Ｌｉ

ＤＡＲ高程信息能够有效地消除建筑物等干扰道路

提取的信息。然而ＬｉＤＡＲ点云的强度信息由于噪

声较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研究发现，对ＬｉＤＡＲ数据进行地形滤波、强

度分割等处理即可初步提取道路区域，然而这些

区域中包含较多非狭长形、无规律的假道路区域，

严重影响了提取效果。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

于双十字剖线及狭长性的道路区域判别方法，通

过狭长性计算区域权值，剔除噪声与假道路区域，

提取出狭长状、强度较一致的道路区域。通过对

道路区域进行细化和平滑，计算道路中心线，形成

道路网。最后，通过实验验证了本文所提方法的

有效性和可行性。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

１　道路区域初步提取

道路区域的初步提取首先利用成熟的地形滤

波算法，依据ＬｉＤＡＲ数据的高程信息滤除建筑

物、植被、电力线等非地面点，得到地面点集；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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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根据选取道路区域的强度值范围，对地面点进行

强度阈值分割，分离地面点中道路与非道路点，从

而提取出初步的道路区域。具体步骤如下。

１）地形滤波。采用Ａｘｅｌｓｓｏｎ
［１６］提出的基于

自适应三角网模型对地形曲率进行约束的方法，

分离点云中的地面点与非地面点。该方法给定地

形种子点，构建稀疏三角网，对初始地形曲率进行

近似，通过选取与所在三角形曲率变化最小的点

作为候选点，在满足曲率约束的条件下，添加候选

点到三角网中，逐步迭代加密，直至无满足曲率约

束条件的候选点为止，最终获取连续的地面点集。

２）强度内插。采用基于三角网的内插方法，

将地面点根据位置与强度信息内插成栅格强度图

像。其中，内插栅格点的强度根据其落于三角网

三角形的顶点强度，结合距离加权而计算得到。

３）道路区域的初分割。ＬｉＤＡＲ数据中道路

因其自身特有的材质属性，在强度反射上与其他

地物有着显著的不同。通过确定代表道路区域的

强度范围，利用阈值分割选取出道路区域。在本

文实验中，该阈值通过人工选取。

经过以上步骤，可初步提取出道路区域，如图

２所示。这些区域中包含大量的非道路区域，其

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室外地面停车场和

操场等在高程、材质上与道路非常接近，无法通过

以上步骤将其排除；另一方面，实际数据中，常会

因ＬｉＤＡＲ强度信息的光谱分辨率低和噪声大等

因素导致有些地物与道路区域的强度混淆，影响

了提取的效果。

２　基于双十字剖线的道路区域检测

从图２可以看出，正确的道路区域在几何形

状上表现为有规则的狭长状。干扰区域如停车

场、操场等非道路区域则表现为无规则的块状。

故而，本文设计一种双十字剖线贯穿道路区域，统

计区域中的每个点在４个方向上的规律性及狭长

性，并分别通过规律因子和形状因子对其进行描

述；再将规律因子和形状因子加权组合为该点的

道路指数，最后通过道路指数的高低判断该点是

否为道路。

图２　道路初步提取结果示意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Ｒｏａ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１　双十字剖线

沿某一方向作剖线，该剖线将灰度图像上这

一方向的一系列点相连，形成一个点串，如图３

（ａ）所示；在该点串上，若存在由连续的道路区域

点构成的子串，则保留穿过该子串的线段，如图３

（ｂ）所示；若存在由连续的背景区域点构成的子

串，则删除穿过该子串的线段，同时，考虑到存在

一定的噪声，若存在剖线端点距离非常近的两根

剖线，则需要将它们相连，如图３（ｃ）所示；由此形

成了若干根剖线段，如图３（ｄ）所示。对灰度图像

中该方向的所有系列的点做剖线，形成这个方向

上的剖线组，同时在该方向的垂直方向上做另一

剖线组，形成十字剖线组。同理，变换一个角度

（４５°）后，再做一个十字剖线组，与之前的十字剖

线组构成双十字剖线组。图４和图５分别示意了

规则、细长的道路区域，以及不规则的非道路区域

的双十字剖线及与剖线犔 垂直相交的剖线组

犔０，犔１，犔２，…，犔狀｛ ｝－１ 。

图３　剖线段的形成过程

Ｆｉｇ．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ＣｕｔＰｒｏｆｉｌｅ

４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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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道路区域的双十字剖分线与剖线组

Ｆｉｇ．４　Ｃｒｏｓ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ｎｄａ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

ｔｈｅＲｏａｄＲｅｇｉｏｎ

图５　非道路区域的双十字剖分线与剖线组

Ｆｉｇ．５　Ｃｒｏｓ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ｎｄａ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

ｔｈｅＮｏｎｒｏａｄＲｅｇｉｏｎ

２．２　权值计算

权值计算包括两个方面，剖线犔的权值犙犔的

大小体现了该剖线所在区域在剖线方向上的狭长

性与规律性；点犘的权值犙犘 的大小体现了该点

位于道路区域中的概率大小。通过计算这两方面

的权值，可以全面地判别道路与非道路区域。

双十字剖线组权值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１）剖线权值犙犔的计算。

剖线组里的剖线段犔，在其垂直方向的剖线

组里，存在着若干根与之相交的剖线组犛＝｛犔０，

犔１，犔２，…，犔狀１｝，如图４所示。每根剖线的权值

犙犔＝α犙
Ｔ
犃。其中α为权值系数矩阵，表征规律性

与狭长性的比重。犙犃为权值因子矩阵，由权值因

子犙犻和犙犼构成。

α＝ α０，α［ ］１ （１）

犙犃 ＝ 犙犻，犙［ ］犼 （２）

　　权值因子犙犻表征剖线组犛 内剖线长度的变

化大小（规律因子），体现了区域的规律性。其中，

犱犔犻为剖线组犛中犔犻的长度。因为道路一般宽度

不变，所以若剖线犔在道路区域中，剖线组犛中

剖线长度变化较小（图４），则犙犻 值较大，说明具

有较强的规律性。若剖线犔在噪声中，则犙犻 值

较小，说明规律性不明显。犙犻表达为：

犙犻＝１－ ∑
狀－１

犻＝０

狘（犱犔（（犻＋１）％狀）－犱犔犻）狘／∑
狀－１

犻＝０

犱犔（ ）
犻

（３）

　　权值因子犙犼 表征剖线犔 的长度与剖线组犛

长度均值的比值（形状因子），体现了区域的狭长

性。通常道路区域表现为狭长状，在垂直相交的

两个方向上具有差异很大的剖线长度。若犙犼 值

较大，表明此区域在此方向上较狭长，符合道路特

征。若犙犼值较小，表明此区域非狭长区域，有可

能为停车场等非道路区域。犙犼表达如式（４）：

犙犼 ＝ｍａｘ犱犔，（∑
狀－１

犻＝０

犱犔犻／狀（ ））／∑
狀－１

犻＝０

犱犔犻／（ ）狀 （４）

　　２）点的权值犙犘 的计算。

对于某个区域而言，过其中一点犘存在由双

十 字 的 ４ 条 剖 线 组 成 的 剖 线 组 犕 ＝

犔１，…，犔狀｜（１≤狀≤４｛ ｝）。剖线组犕 中的每条剖

线的权值代表了各个方向上该点所在区域的狭长

性与规律性。当某条剖线与该道路走向的方向一

致时，可认为该剖线具有最强的规律性和狭长性，

它的权值为过点犘 的所有剖线中最大的。该权

值真实地体现了该区域与道路区域的相似程度。

故点犘的权值犙犘 为过点犘 所有剖线里剖线权值

最大的那个值。犙犘 表达为：

犙犘 ＝ｍａｘ犙犔
１
，…，犙犔（ ）

狀
（５）

２．３　道路区域的提取

根据十字剖分线对区域形状的统计，区域中

的每个点均含有权值。权值的高低表示该点所在

区域在４个方向中最接近道路方向上的狭长性和

规律性。道路区域的狭长性和规律性决定了道路

点的权值较非道路区域高。为此，依据得到的统

计权值，进行阈值分割，分离道路与非道路区域。

设道路区域分割阈值为ρ犚，则对于区域犃里

的每一个点，若点犘的权值犙犘 大于ρ犚，则为道路

点，否则为非道路点。通过比较后，得到道路点点

集犚＝ 犘犻∈犃：犙犻＞ρ｛ ｝犚 ．本实验中，道路区域分

割阈值ρ犚 为人工选取。

２．４　道路中心线提取

道路中心线的提取实现比较简单：首先通过

图像的细化，得到中心线条；然后将这些点连起来

５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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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连续的曲线；再进行平滑和简化，得到道路中

心线。

３　实验与分析

本文选取Ｏｐｔｅｃｈ公司生产的激光扫描仪对

尼亚加拉地区的居民区扫描生成的两块数据犃、

犅作为实验数据。这两块数据拥有两次回波，平

均点距约１．２ｍ。从该居民区的影像上看，这两

块区域都拥有较多的房屋及植被，都存在宽阔的

停车场。房屋、植被及在反射强度上类似于道路

的停车场等都是提取道路过程中的干扰因素。

数据犃经过滤波后，在经过基于三角网的强

度内插后，得到了基于强度的灰度图像（图６（ａ）、

图７（ａ））。由于现在的计算机运算速度非常快，

且计算过程中先对点建立了空间索引，两组实验

的三角网内插及剖分均在２ｍｉｎ之内实现。根据

道路的反射特性，选择合适的阈值进行分割，得到

道路区域（图６（ｂ）、图７（ｂ））。由图６（ｂ）、７（ｂ）可

知，阈值分割只能粗略地将道路区域分割出来，许

多由植被或其他地物引起的，在反射强度上类似

于道路的噪声及其他非道路区域如停车场等都无

法很好地剔除。十字剖分线法能够通过区域形状

的狭长性及规则性，提取出真正的道路区域。图

６（ｃ）、图７（ｃ）是根据十字剖分线法得到的点的权

值图，可以发现，稳定、狭长状的道路区域点拥有

较高的权值，而不稳定的噪声区域点和非狭长状

的停车场的点则权值较低。根据点的权值高低，选

取权值较高的点作为道路区域，权值较低的点则剔

除（图６（ｄ）、图７（ｄ））。之后，大部分噪声和停车场

已被剔除。去掉一些噪声后得到真正的道路区域

（图７（ｅ）、图７（ｅ））。使用基于细化的道路中心线

提取法提取出道路区域的中心线（图６（ｆ）、图７

（ｆ））。对道路中心线进行矢量化放入原始数据中，

如图８所示。可以看出，第一组实验中，除了右上

角的一条支路未被提取出以外，其他的道路均被

正确提取。该支路未被提取出的原因在于，相对

于该数据中的其他道路，该道路较短小，长宽比不

大，即不具有狭长性。第二组实验中，除了一些非

常小的支路，几乎所有的道路均被提取出来。这

充分说明了本文提出的方法在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

中进行道路提取的正确性。

　　通过对原图像与提取结果的对比可以看出，

本文算法较好地提取出了实验数据中的道路，并

得到了道路矢量中心线，对于部分强度与道路区

域相似的干扰区域也能很好地剔除。以上实验结

果表明：利用道路和假道路区域在形状上的差异，

可以有效地剔除干扰，提高提取结果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虽然能提取出绝大部分道路，但ＬｉＤＡＲ

强度信息噪声大，某些连着干扰区域的道路将一

并删除，破坏提取结果的完整性。通过分析断裂

处两端道路线方向走向及高程变化等关系，可以

图６　基于十字剖分线的道路提取过程（数据犃）

Ｆｉｇ．６　Ｒｏａ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ｒｏｓ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Ｄａｔａ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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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基于十字剖分线的道路提取过程（数据犅）

Ｆｉｇ．７　Ｒｏａ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ｒｏｓ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Ｄａｔａ犅）

图８　最终生成的道路矢量线

Ｆｉｇ．８　ＲｏａｄＶｅｃｔｏｒＤｉａｇｒａｍ

得出断裂处存在道路的可能性，进而修复断裂线。

实验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道路会和干扰区域相连，

形成一块大区域。故而在利用十字剖线统计区域

形状并删除干扰区域时，会将此区域中的道路一

并删除，造成提取结果中部分道路线的断裂。此

外，由于道路中心线、接头处的处理来自于基于强

度图像的整体提取，在细节上仍然需要几何上的

后处理，如平滑、邻近阶段融合等。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基于区域形状分析的双十字剖线法

得出的区域权值来区分道路与非道路区域。权值

的高低体现了该区域的狭长性与规律性。通过比

较基于强度信息粗提取的道路区域的权值，剔除

其中高程及强度形状与道路区域相似的假道路区

域。最后，通过对道路区域进行细化和平滑，提取

道路区域的中心像素，并对其矢量化，得到道路中

心线。本文重点解决了基于强度信息的道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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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假道路区域的检测问题，为进一步精确

地提取三维道路网奠定了基础。但本方法并不适

合提取具有大量遮挡的道路，一方面数据缺失需

要修补，另一方面强度信号也被严重干扰。下一

步工作集中于：（１）面对可能存在的道路区域反射

强度不一致导致预处理过程中道路区域分割不完

全的问题，需要寻找更好的方法将所有的道路检

测出来；（２）在进行道路与非道路区域判别时，采

用自适应生成的判别阈值；（３）考虑结合其他多源

数据，可以提取更多的路面信息［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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