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学 学 报
JOURNAL OF 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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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载激光雷达扫描系统可大规模获取地表树木点云，有助于较高精度树木结构参数提取和景观层

面的几何重建，然而树木复杂的拓扑结构和树种的多样性给树木的准确分割与建模带来挑战。传统基于点云的自
动树木分割和建模算法虽然效率高，但存在分割误差较大、建模鲁棒性较差等问题，难以满足深度学习大背景下
用户对树木分割与建模结果进行精准标注的需求。针对机载激光雷达树点云密度低、点云缺失导致的自动分割与
建模困难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高度图的交互式层次分割法用于从稀疏树点云中提取单棵树点云，然后基于改进
的空间殖民算法，通过交互式调节约束角度、删除阈值和影响半径等 3 个参数实现单棵树的重建。实验结果表明，
提出的交互式分割算法能够解决最小生成树和规范割等分割算法产生的误分割问题；提出的基于改进空间殖民算
法的交互式重建算法鲁棒性好，能够有效解决稀疏及缺失树点云的几何重建问题，且生成的树模型能够较好地保
留原始点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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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tree segmentation and modeling from ALS point clo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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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rborne Lidar Scanning (ALS) system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of acquiring large-scale tree point clouds only
from a single scan, which helps to achieve structural parameter extraction of trees and geometric reconstruction at the
landscape level with higher accuracy. However, it is a challenge to segment and model trees accurately from ALS point
clouds,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tree species and the complex topology of trees. Although the traditional point cloud based
automatic tree segmentation and modeling algorithm is efficien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large segmentation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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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ck of robustness of the modeling algorithm, which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users’ need for the precise annotation of
tree segmentation and modeling results in deep learning.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utomatic segmentation and
modeling caused by the sparse and incomplete ALS point clouds, we propose an interactive hierarchical segmentation
method based on height mapping to extract a single tree point cloud from sparse point clouds, and then utilize the improved
Space Colonization Algorithm (SCA) to model trees by interactively adjusting the parameters of constraint angle, kill
distance and influence radiu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interactive segmentation algorithm can avoid
the false segmentation arising from the minimum spanning tree and Normalized-Cut algorithm. The proposed interactive
modeling algorithm can robustly generate tree models from the sparse and incomplete ALS point clouds, as well as preserve
the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point cloud by choosing appropriate combination of parameters of SCA.
Keywords: Airborne Lidar Scanning; tree; point cloud; segmentation; modeling

引言
树木建模在计算机图形学、虚拟现实、农林学
等领域具有广泛的研究与应用价值。一方面，通过
树木建模获取其生物量、叶面积指数和产量等表
型参数，有助于掌握森林资源信息，进行高效森林
资源管理与决策；另一方面，计算机生成的真实感
树木模型可增加虚拟现实场景的沉浸感，也可直
观向非专业人员展示农林业科研工作中的复杂模
型，并为机器人喷药等提供重要的空间信息。
树木建模经过近 50 年的研究，目前已形成基
于点云的[1-6]、基于图像的 [7-14]、基于规则或基于过
程的方法 [15-19] 以及基于草图的方法 [20-23] ，其中最
新关于树木建模方面的综述可参见杨垠晖和王锐
的“树木的真实感建模与绘制综述”文献[24]。最近，
国内学者在树木建模方面的研究非常活跃，王锐
团队采用变分优化方法生成了真实感强的树模型
[25] ；金小刚团队提出的基于插值混合模型可从两
棵给定树模型中构建新的树模型 [26]；贾金原团队
提出了一种基于树形空间的统计建模方法 [27]，降
低了树木建模复杂度，随后又提出了一种更加完
善和精确的树木建模方法 [28]，通过在树形空间对
树木模型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实现了从少量树
木生成多棵树木的目的；张晓鹏团队研究了基于
树的可见点云合成非可见点云数据并生成三维模
型的新方法[6]，最近该团队又提出了基于多视图像
生成稠密树点云后采用基于过程的方法构建真实
感植物模型的新方法 [29]。
早期树木的建模主要采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如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Prusinkiewicz 等开发的 L 系
统[15]，随着激光雷达扫描技术的蓬勃发展，最近基
于点云的建模方法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Runions
等 [17]采用空间殖民算法从目标树冠体中随机分布

的点中构建了真实感强的树结构模型。Palubicki 等
[19]和 Longay 等 [23]拓展了 Runions 等 [17]的方法，提
出了更加高效的方法用以生成三维树模型。由于
空间殖民算法提取的骨架点不是从原始点云中进
行选择，难以保留树的分枝细节。Tan 等[12]根据图
像序列来重建树点云，并通过复制可见分枝来生
成被遮挡部分的分枝。Xu 等[1]基于地面激光扫描
点云生成树的分枝结构，首先利用最短路径方法
构建子图，通过连接相邻簇质心的方式提取树的
骨架结构，最后对点云缺失部分的分枝进行骨架
合成。Livny 等[2]提出了一种针对多棵树点云的自
动全局优化算法，与 Xu 等[1]的算法相比，重建时
间由分钟缩短到秒。随后，Livny 等[3]又提出了一
种新的基于叶簇的树模型生成方法。
上述基于点云的建模方法要求点云中树枝骨
架清晰，因此大部分研究均采用地面激光雷达获
取的高密度树点云，而机载激光雷达采集到的树
点云密度低，传统方法难以有效实现重建，Hu 等
[4] 提出了一种基于双约束的贪婪算法实现了稀疏
激光雷达树点云的自动几何重建，但该方法建模
鲁棒性较差，难以解决残缺树点云的建模问题。
在树木点云分割方面，可采用基于区域增长的、
基于分水岭的、基于最小生成树的和基于规范割
的分割方法实现 [30]。Livny 等[2]将三维点云投影到
地面上，并将高密度点识别为根节点，然后利用
Dijkstra 最短路径算法求解生成树，最后用零权值
去除根边实现了单棵树的分割，但基于最小生成
树的方法不适于树间距小且点云稀疏情况下的单
木分割。Hu 等[4]针对稀疏机载激光雷达树点云，
提出了一种基于规范割的方法自动实现了大规模
稀疏树点云的分割。但上述两种自动分割方法难
以避免会出现过分割现象，无法满足小规模树点
云局部分割和深度学习标注过程中对单棵树点云

分割精度的要求。
本文主要针对机载雷达扫描采集的低密度树
点云，面向单棵树点云的较高精度分割与鲁棒性
建模应用领域，提出一种交互式分割和建模新方
法，避免自动化分割和建模可能造成的过分割及
缺失点云建模失败等问题。首先，本文基于高度图
的交互式分割方法，分层从一片稀疏点云中提取
出单棵树点云，然后基于改进的空间殖民算法，通
过交互式调节相关建模参数实现单棵树的建模，
使得原始点云细节特征得以保留，最终获得忠实
于原始点云的树模型。

1 点云数据获取
机 载 激 光 雷 达 树 点 云 采 用 无 人 机 Swiss
Drones’ Dragon(载重 35kg，最大飞行高度 2000m，
满载续航时间 1h)搭载激光雷达扫描设备 Riegl
Vux-Sys (激光脉冲频率最高 550kHz，扫描速度 10200line/s，位置精度 0.05m~0.3m)获取，采集的树
点云密度为 40~50 点/m2。为便于后期交互式分割
处理，首先采用 lastools (https://lastools.github.io)进
行地面点云和树木点云的提取。如图 1(上)所示，
机载机载激光雷达扫描系统具有一次性扫描大规
模点云的优势，但采集的树点云内部枝干稀疏或
出现树干缺失等现象(图 1(下))，从而影响后期分
割与重建。

精度较高的单棵树点云。主要包括三个步骤: 生成
高度图、交互式粗选单棵树区域和交互式精细调
整切片凸包。
2.1 生成高度图
机载激光雷达扫描系统采集的树点云中树冠
部分较多，而一般树冠形状呈现树干中心位置高、
周围高度低且从中心到四周高度呈递减趋势，基
于这一特点，可将点云的最高位置投影到地平面
上，颜色用对应高度值表示形成高度图，从而便于
分辨出单棵树点云。
如图 2 所示，选取一片机载雷达树林点云，点
云中任意一点的位置和地面高度分别记为 Pi =(Pix,
Piy, Piz)和 Gi (i=1, 2, …, n)，Pmin 和 Pmax 分别表示
点云包围盒最小和最大位置点，Gmin 和 Gmax 表示
所有树木点云相对地面的高度最小值和最大值，
∆s 为分辨率，将点云离散化投影的二维高度图长
宽分别可表示为 W = ⌈(Pmax.x – Pmin.x)/∆s⌉和 H =
⌈(Pmax.z – Pmin.z)/∆s⌉，则对应高度图生成算法如下：
算法 1. void ConstructHeightMap(V3D P[n],
double G[n], double HeightMap[W][H])
//V3D 为包含(x, y, z)三分量的结构体
初始化所有 HeightMap 值为 Gmin;
for (i=0; i<n; i++)
u = ⌊(Pi.x – Pmin.x)/∆s⌋;
v = ⌊(Pi.z – Pmin.z)/∆s⌋;
if ((Pi.y – Gi)>HeightMap[u][v])
HeightMap[u][v] = Pi.y–Gi;
endif
endfor

图 1 机载激光雷达扫描系统获取的树点云 (上) 扫描系统
获取的山脉树点云片断；(下) 分割出的单棵树点云
Fig. 1 Tree point clouds acquired by Airborne Lidar Scanning
(ALS) system. (Top) A slice of mountain point clouds with
thousands of trees scanned by ALS system; (Bottom)
Segmented single tree point cloud

2 交互式树点云层次分割
由于机载激光雷达树点云具有密度低、枝叶
交叉错综复杂等现实问题，采用自动分割方法会
造成过分割，难以满足未来基于深度学习树点云
分割研究中对人工标注方面的精度需求。因此，本
文提出一种交互式分割方法，该方法利用高度图
和点云切片技术，通过交互式调整每个切片生成

图 2 (彩图字样)基于机载雷达点云树点云生成的点云高度
图
Fig. 2 Height map generated from ALS tree point clouds

根据算法 1 生成的高度图如图 2 所示，图中
可清晰发现每棵树的大致中心位置和覆盖区域，
为下一步进行单棵树的粗选提供了依据。

2.2

交互式粗选单棵树区域

在生成的高度图中可直观发现单棵树的大致
区域，基于本文开发的交互式分割系统，鼠标单
击高度图区域选择树冠中心(a, b)，然后在树的边
缘位置再次单击鼠标可确定树冠的大致区域半径
r，对应到三维空间系统将联动生成一个圆柱形区
域，其中圆柱上下底中心位置对应为(a∆s+
Pmax.x, Pmax.y, b∆s+Pmax.z )和(a∆s+Pmin.x, Pmin.y,
b∆s+Pmin.z )，圆柱半径为 r∆s。然后计算落入圆
柱体内的点并记为 P′i(i=1,2, …, m)，P′min 和 P′max
分别表示圆柱体内点云包围盒最小和最大坐标值
点。设定∆h 为高度方向切片分辨率，可将落入圆
柱体内的点分为 N = ⌈(P′max.y – P′min.y)/∆h⌉个切
片，落入第 i 个切片的点 Qi(i=1,2, …, N)对应高度
范围为[P′min.y+(i–0.5)∆h, P′min.y+(i+0.5)∆h]。针
对切片 i 内的点 Qi，采用单调链凸包算法求得对
应凸包，算法步骤如下：
① 将给定 Qi 按 x 坐标升序排序，若 x 坐标值
相同则按 y 坐标升序排序；
② 创建凸包上部。将排序后的点按照 x 坐标
从小到大加入凸包 S，若新加入点使得 S 不再是凸
多边形，则逆序删除之前加入 S 的点，直到 S 重新
成为凸多边形为止；
③ 创建凸包下部。将排序后的点按照 x 坐标
从大到小加入凸包 V，若新加入点使得 V 不再是
凸多边形，则逆序删除之前加入 V 的点，直到 V 重
新成为凸多边形为止；
④ 合并集合 S=S∪V 形成最终 Qi 对应凸包。
如图 3 所示，右上角蓝色线段形成区域即为
切片 i 中的点形成的凸包，观察可见，粗选点云分
割精度低，出现了不相关两簇点云被分到同一切
片的问题。

形顶点的操作，并动态判断哪些点落入了新多边
形区域。设定多边形顶点为 Si(i=1,2, …, N)，判断
点 p 是否在多边形内部的算法如下：
算法 2. bool IsInside(V2D S[N], V2D p)
//V2D 为包含(x, y)二分量的结构体
//初始化无限远点，与点 p 形成与 x 轴平行的射线
V2D pInf = {INF, p.y};
count=0; //记录射线与多边形交点个数
for (i=0; i<=N; i++)
next = (i+1)%N;
//若射线与多边形相交
if (IsIntersect(S[i], S[next], p, pInf)
//判断点 p 是否与 S[i]S[next]共线
if (Orientation(S[i], p, S[next]) == 0)
//判断是否在线段上或线段内部
if (OnSegment(S[i], p, S[next]))
return true;
endif
endif
count++;
endif
endfor
//交点个数为奇数在多边形内，否则在多边形外
return (count%2 == 1);

图 4 交互式调整切片凸包确定单棵树点云区域
Fig. 4 Refine single tree point cloud in a selected slice

在调整凸包顶点的过程中，需动态判断 Qi 中
所有点是否在新的多边形内, 如图 4 所示，若在多
边形内部，则全部选定为当前单棵树切片中的点
云，至上而下依次调整所有切片形成的切片如图
5(a)所示，最后依次连接相邻切片形成如图 5(b)所
示的三维包络，导出三维包络内的点云即形成分
割后的单棵树点云。

图 3 根据高度图交互式粗选单棵树点云柱形区域生成对
应点云切片与凸包
Fig. 3 Corresponding 2D convex envelope and slice of a
point cloud generated from a rough single tree point cloud in
a cylinder space chosen from a height map

2.3

交互式精细调整切片凸包

为解决图 3 中点云切片误分割问题，针对凸
包，系统增加了鼠标交互式调整或删除凸包多边

图 5 连接各层调整后的切片点云形成单棵树点云包络:
(a) 调整好的所有点云切片多边形区域覆盖的点即为目标
点；(b) 对应切片生成的三维包络

Fig. 5 Generate 3D hull of a single tree point cloud by
connecting adjusted slices: (a) Slices of a tree point cloud; (b)
3D hull generated from the slices

计算满足约束条件的骨架点生长方向;
确定新骨架点位置;
添加新骨架点位置至新增骨架点集 R;
endfor

3 交互式树木建模
由于机载激光雷达树点云密度低、枝干结构不
清晰且常在树干部分存在缺失信息，传统的用于
高密度树点云的重建算法不能直接用于稀疏机载
激光雷达树点云的鲁棒重建，空间殖民算法具有
算法简单、鲁棒性好的优点 [17]，后面经过改进已成
功在基于草图的建模中得到有效应用 [19, 23]，因此
本文采用该算法用于生成树枝骨架结构。
3.1 改进的空间殖民算法
空间殖民算法基于树木生长空间竞争的原理，
能较好的提取被冠层遮挡的枝干部分骨架信息。
假设 p 为初始骨架点，对应可生长空白空间点集
合为 S(p)。空间殖民算法首先需计算骨架点到其受
影响的每一空白空间点 q 之间的方向向量，然后
对方向向量求和并标准化为向量 n，向量 n 用于确
定新树枝的生长方向，设定骨架点间距为 d，则新
的骨架点位置可表示为 p+dn，然后设定删除阈值
dk，若空间待搜索点与新骨架点的距离小于删除阈
值, 则将待搜索点删除。此外，默认情况下空白空
间点搜索区域是一个球域，容易生成角度过大的
树枝分杈且偏离点云位置，因此可改进该算法 [5, 19]，
将搜索空间约束为半顶角角度为 θp、
影响半径为 rp
的锥形区域：
v p ' p  v pq

) p
arccos(
(1)
|| v p ' p || || v pq ||

|| p  q || r , q  S ( p)
p

其中，vp’p 和 vpq 分别表示上一级树枝骨架生长方
向和当前骨架生长方向。改进的空间殖民算法流
程如下：
算法 3. void ImprovedSCA(V3D P[n], int nstart)
//P 为输入点云, nstart 为骨架根结点
定义迭代骨架点集合 Q={nstart};

forall 新增骨架点 do
删除距离小于阈值 dk 的点;
endfor
合并新增骨架点集 R 至迭代骨架点集 Q;
endwhile

3.2

树枝粗度计算与几何表示

空间殖民算法类只能提取生长空间点或树点
云对应的三维骨架，为获取骨架对应的树木几何
模型，本文基于异速生长模型计算树枝粗度 [1]，然
后采用广义圆柱体进行树枝几何重建，从而实现
树枝的几何表示，树叶根据叶序规则添加 [4]，最终
得到树木的三维模型。
假设树干最大粗度为 droot，当前树枝长度为 Lp，
其上第 i 个子树枝长度为 Lp,i，则基于异速生长模
型计算的当前树枝粗度 dp 为：


  iSubtree ( p ) Lp ,i 
(2)

d p  d root 


L
 iSubtree ( root ) root ,i 
其中，Subtree(p)表示树枝 p 上的所有子树枝
集合，λ 为值在 1~2 之间的粗度调节因子，由树种
决定。设置树干最大粗度后，采用深度优先搜索算
法可计算所有树枝粗度。
3.3 交互式建模
自动化建模鲁棒性较差，默认的参数组合难以
解决残缺树点云和自然树木的真实感建模问题。
因此本文设计了如图 6 所示的用户界面，通过交
互式调节约束角度 θp、删除阈值 dk 和影响半径 rp
三个参数，用户可快速生成不同参数组合下形状
各异的重建树几何模型。此外用户还可在图 6 所
示对话框中交互式设置树点云重采样密度、树干
最大粗度 droot、树叶类型和叶序规则[7]，通过少量
参数设置即可实时生成不同类型的树木模型，为
建模人员提供了灵活选择。

定义新增骨架点集合 R=∅;
定义并初始化骨架可生长空白空间点集合 S;
while S 不为空 do
forall 空白空间点 do
forall 迭代骨架点 do
搜索以 p 为中心半径为 rp 的锥形区域,
将满足公式(1)的点加入集合 S;
endfor
endfor
forall 迭代骨架点 do

图 6 交互式树木建模用户界面(红色区域内为可交互式调

节的约束角度、删除阈值和影响半径参数)
Fig. 6 User interface of interactive tree modeling (The
interactively adjustable constraint angle, kill distance and
influence radius are shown in the red rectangle)

4 实验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试验平台为 Windows 7 操作系统，计算机
配置为 CPU i5-7200U 2.50GHz，内存 8.0G，显卡
NVIDIA GeForce 940MX，所有实验树点云对象均
采用第 2 节介绍的机载激光雷达扫描系统采集。
交互式树点云分割和建模软件演示视频参见链接:
https://cie.nwsuaf.edu.cn/docs/202007/08679ab69a1d49a3aebf95a6a7f79214.zip.
4.1 交互式树点云分割结果
基于本文提出的交互式分割算法，测试了如图
7 所示难以自动分割、从单一角度观察难以识别的
小片机载激光雷达树点云，实验结果表明，交互式
分割能够有效实现单棵树点云的分割。

图 7 交互式分割测试结果：(a)调整好的点云切片; (b)形
成的三维包络; (c)提取的分割后单棵树点云.
Fig. 7 Result of interactive segmentation: (a) adjusted slices
of a tree point cloud; (b) 3D hull generated from the slices;
(c) extracted single tree point cloud from the 3D hull.

此外，以两棵相邻激光雷达树点云为测试对象，
与 Livny 等[2]提出的最小生成树分割(图 8(a))和 Hu
等[4]提出的规范割分割(图 8(b))结果相比，提出的
交互式分割方法(图 8(c))较好地避免了误分割。

图 8 不同方法分割结果比较：(a) 最小生成树分割; (b)
规范割分割; (c) 交互式分割.
Fig. 8 Comparison of various segmentation results from
different methods: results of (a) spanning-tree, (b)
normalized-cut and (c) interactive segmentation

4.2

交互式树木建模结果

图 9(a)为一棵机载激光雷达树点云，实验中固
定交互式调节约束角度、删除阈值和影响半径三
个参数中两个参数不变，仅改变其中一个参数，重
建结果表明: (1) 在删除阈值和影响半径不变的情
况下，约束角度从整体上抑制了树枝的走向，在无
角度约束时，部分枝条会出现向下生长和枝条开
角不合理的情况，约束角度 θp 越大，枝条开角随
之增大，生成的枝条数量越多(图 9(b,c))，不合理
角度的枝条被修剪，但约束角度不能无限增大，当
约束角度大于其实际所有枝条中的最大角度，约
束便不再有意义，故找调整树木对应的最佳生长
约束角度对树木的几何重建非常重要，经大量实
验证明，本系统测试的树点云最佳生长约束角度
在 80°~100°之间; (2) 在约束角度和影响半径不变
的情况下，删除阈值 dk 主要影响细枝的生成数量，
如图 9(c,d)所示。
为检验采用交互式操作是否能找到较好保留
原始树枝点云特征的参数组合，以一棵能裸眼观
察到部分树枝结构的树点云为例(图 10(a))，图 10(b,
c)中的蓝色区域重建结果表明，通过设置较小的删
除阈值和影响半径，可重建出与原始树枝点云更
加吻合的树枝几何模型。

图 9 改进的空间殖民算法中约束角度 θp、删除阈值 dk 和影响半径 rp 对建模结果的影响: (a) 输入点云; (b) θp=85°, dk=2d,
rp=20d; (c) θp=95°, dk=2d, rp=20d; (d) θp=95°, dk=3d, rp=20d; (e) θp=85°, dk=2d, rp=10d.
Fig. 9 The impact of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constraint angle, kill distance and influence radius in the improved Space
Colonization Algorithm (SCA): (a) Input point cloud; (b) θp=85°, dk=2d, rp=20d; (c) θp=95°, dk=2d, rp=20d; (d) θp=95°, dk=3d,
rp=20d; (e) θp=85°, dk=2d, rp=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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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参数组合下重建结果与原始树枝点云对比：(a)
原始点云；(b) θp=90°, dk=2d, rp=20d; (c) θp=90°, dk=1.8d,
rp=12d.
Fig. 10 Reconstructed results of branch details with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parameters in SCA: (a) Input point cloud; (b)
θp=90°, dk=2d, rp=20d; (c) θp=90°, dk=1.8d, rp=12d.

为检验采用交互式操作是否能找到较好保留
原始树枝点云特征的参数组合，以一棵能裸眼观
察到部分树枝结构的树点云为例(图 10(a))，图 10(b,
c)中的蓝色区域重建结果表明，通过设置较小的删
除阈值和影响半径，可重建出与原始树枝点云更
加吻合的树枝几何模型。

图 11 残缺点云重建结果: (a) θp=90°, dk=2d, rp=17d；(b)
θp=90°, dk=2d, rp=20d.
Fig. 11 Reconstructed results of two incomplete point clouds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s: (a) θp=90°, dk=2d, rp=17d; (b)
θp=90°, dk=2d, rp=20d.

为验证改进算法的鲁棒性，测试了如图11所示
的两组残缺树点云，重建结果表明，虽然缺失大量
点云信息，改进的空间殖民算法仍然能跨过缺失
点云区域，稳定生成较自然的树枝形态。进一步研
究 发 现 ， 即 使 对 于 明 显 无 树 形 特 征 的 “Stanford
Bunny”及“Happy Buddha”点云，通过交互式调整合
适参数，亦能重建出兼具点云特征和树形特征的
树模型(见图12)。

图 12 “Stanford Bunny”及“Happy Buddha”重建结果: (a)
θp=90°, dk=1.2d, rp=18d；(b) θp=90°, dk=1.2d, rp=7d
Fig. 12 Reconstructed results of “Stanford Bunny” and
“Happy Buddha” point clouds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s: (a)
θp=90°, dk=1.2d, rp=18d; (b) θp=90°, dk=1.2d, rp=7d

图 13(a, b)为航拍真实树木照片，图 13(c, d, f)
为对应机载激光雷达扫描树木点云，采用提出的
交互式重建算法，可生成与对应点云和真实照片
接近的树木几何模型(如图 13(e, g)所示)，但是，树
木几何模型重建质量与树点云的质量紧密相关，
因为采集的树点云密度低，所以重建结果与真实
照片相比在细节上依然有较大差异。

图 14 (彩图字样)六种不同形态(上)树点云对应的(下)重建结果展示
Fig. 14 (Top) Six tree point clouds with various shap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Bottom) reconstructed tree models

图 14(上)展示了 6 棵形状不同、点云数量不同

(点云数量对应为 6534、4809、8407、10234、2163

和 4462)、密度不同的树点云，设置相同的重建参
数(θp=90°, dk=2d, rp=20d)，采用改进的空间殖民算法
重建树枝模型并添加树叶后的效果如图 14(下)所
示，结果表明，改进的空间殖民算法能够较好地重
建出树的自然形态。

图 13 重建结果与真实航拍树木图片对比，(a)航拍区域及
对应(b)单棵树木照片；(c)与区域(a)对应的机载激光雷达
扫描点云及(d)单棵树点云；(e) 采用本文提出算法对树点
云(d)重建的树枝结构俯视图；(f)树点云(d)对应的侧视图
及(g)重建结果
Fig. 13 Comparison of reconstructed tree model and aerial
photograph and point cloud, (a) The area of photograph with
(b) a single tree；(c) The corresponding point clouds of the
area and (d) the top view of the single tree point cloud；(e)
Top view of the reconstructed tree model；(f) Side view of
the single tree point cloud and (g) the reconstructed tree
model

在重建效率方面，对图11和图14中对应的8棵
树点云数量及建模时间进行统计的结果如图15所
示，可以发现，当点云数量小于5000时，重建时间
约在1.2秒之内，然而，当点云数量大于5000时，重
建时间明显增长，因此后期需进一步对算法优化，
降低时间复杂度。

失导致的自动分割与建模困难等问题, 提出了一
种基于高度图和切片技术相结合的交互式分割方
法，与最小生成树分割及规范割自动分割方法对
比发现,手动交互式分割有效减少了树木重叠部分
对分割结果的影响，避免过分割问题，且对于单一
角度难以识别的复杂点云，可借助多角度调整实
现精细分割。
在完成单棵树点云的分割之后，基于改进的空
间殖民算法，通过交互式调节约束角度、删除阈值
和影响半径等 3 个参数的不同组合，可实现树枝
茂密程度、光滑度以及和原始点云吻合度的调整，
从而最终决定树木的生长形态，此外对于残缺的
稀疏树点云，该算法亦能较好地重建出与点云吻
合度高的自然树模型。
由于内在生物的多样性和外在生长环境的差
异性，自然界树的形态千差万别，很难找到一种通
用的方法精确描述自然界中所有的树种，我们通
过实验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一组参数，可以让所有
树木点云都能得到完美重建。但对于同一树种，其
外在的差异性相对较小，今后，一方面将基于学习
的方法研究不同树种的参数取值空间，例如根据
树种的不同自动选取相应的参数组合，提高重建
自动化效果; 另一方面，将结合 kd 树和并行计算
优化空间殖民算法，提高重建效率。最后，交互式
分割存在费时费力等问题，今后拟结合基于区域
增长或规范割的分割方法，在二维切片上先进行
自动预分割，然后在预分割基础上进行交互式调
整，实现半自动分割，提高操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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