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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点云语义标注和优化

的点云分类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

使用PointNet++对原始点云数据进行预分类，获

得点云预分类结果；步骤2：针对预分类结果使用

全局空间正则化进行分类结果优化，得到最终点

云分类结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出了获

取点云语义标签并改进分类结果的通用框架。在

提出的通用框架内，可以使用同类算法对现有步

骤进行替换，对三维点云的初始标注结果进行了

基于图结构正则化的优化方法，实现了语义标注

的空间平滑性，可以在实现相同点云分类结果的

前提下，仅需求较少量的训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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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点云语义标注和优化的点云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使用PointNet++对原始点云数据进行预分类，获得点云预分类结果；

步骤2：针对预分类结果使用全局空间正则化进行分类结果优化，得到最终点云分类结

果；

所述步骤2包括以下分步骤：

步骤21：将点云预分类结果细分为多个子点集，并对每个子点集进行基于图像的正则

化操作，获得多个经过基于图像的正则化操作的子点集；

步骤22：针对每个经过基于图像的正则化操作的子点集构建加权图并进行图分割操

作，获得多个经过图分割操作的图模型；

步骤23：针对每个经过图分割操作的图模型的能量函数进行求解并最终得到最终点云

分类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点云语义标注和优化的点云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步骤1具体包括：使用PointNet++的自动编码器部分对原始点云数据进行预分类，获

得点云预分类结果。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点云语义标注和优化的点云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PointNet++的自动编码器部分的输入为城市场景与预训练模型对应的ShapeNet数据

集。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点云语义标注和优化的点云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PointNet++的自动编码器部分的输出为城市场景与预训练模型对应的ShapeNet数据

集中每个类别的分类概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点云语义标注和优化的点云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2具体包括：针对每个经过基于图像的正则化操作的子点集构建加权图并通过

GraphCuts算法进行图分割操作，获得多个经过图分割操作的图模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点云语义标注和优化的点云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3具体包括：针对每个经过图分割操作的图模型的能量函数通过alpha扩展算法

进行求解并最终得到最终点云分类结果。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点云语义标注和优化的点云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alpha扩展算法的求解过程具体包括：通过切割将所有alpha标记和alpha未标记的节

点分开，在每次迭代时改变alpha标签，并且当迭代期间出现两个相邻节点不共享相同标签

时插入中间节点，循环迭代至alpha的每个可能标签收敛时迭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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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点云语义标注和优化的点云分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点云语义标注和优化的点云分

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LiDAR技术可以在城市场景中容易地获取三维空间信息，其被表示为三维点云。然

而，一组非结构化的点并不能直接和明确地描述现实世界中的对象的语义信息。具体而言，

点云的实际应用与该三维原始数据的原始表示之间存在着语义的缺失。因此，给点云赋予

准确的语义信息已经成为了许多三维应用项目的基础。然而，由于城市环境的复杂性，获取

点云的质量可能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例如由扫描误差引起的噪声和异常值，由扫描仪测

量距离变化引起的不均匀点云密度，由此引起的遮挡，受限的观察位置和动态物体引起的

干扰等等，这些都使得城市场景下点云的语义场景分析仍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0003] 通常，语义场景分析的目标是为点云中的每个点分配语义标签。传统上，语义标记

折衷地为点云中的每个点提取各种手工设计的特征，并将它们连接成特征向量，然后将该

特征向量应用在训练样本上，并投入分类器进行训练。所使用的分类器包括AdaBoost，支持

向量机(SVM)和随机森林等等。这些监督统计方法是应用于此任务的最常用方法。然而，对

于这些监督的逐点分类方法，尽管由于手工设计特征已经表现了极佳的能力，可以通过这

种简单的程序产生良好的分类结果，但是分类结果可能是不均匀的，尤其是在具有低密度

点的区域中。点云密度的不同会引起邻域选取的不足，从而造成物体类别边界的失准。

[0004] 为了增强语义标注结果的区域平滑性，目前已经提出了一些基于上下文分类方法

(例如，马尔可夫随机场或条件随机场)。在此类方法中，不仅考虑所提取的特征而且考虑其

周围点的标记来对每个点进行分类。随着空间平滑度的提高，分类结果无可置疑地得到改

进，同时伴随着高昂的计算成本。随着高性能计算资源的可用性和对大规模数据集的访问，

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已经蓬勃发展，并且在许多领域中似乎是引人注目的工具(例如，图像

分类，分割以及对象检测和跟踪)。在三维点云分类中，从PointNet派生的深度学习技术，使

得三维点集可以直接用作网络的输入，并且结合上面提到的特征提取和监督分类步骤来实

现端到端分类策略，这大大简化了语义标注的流程。同时在PointNet的流程中，学习了本地

和全局特征，这提高了考虑每个点的本地上下文的能力。然而，对于像PointNet这样的深度

学习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分类的结果依赖于预处理中的采样和分割方法，以及后处理的插

值方式，因为输入的样本数量需要在被馈送到网络时固定。在这些步骤中将引入每个分裂

点集的边界中的一些分类错误和无效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基于点云语义

标注和优化的点云分类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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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一种基于点云语义标注和优化的点云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8] 步骤1：使用PointNet++对原始点云数据进行预分类，获得点云预分类结果；

[0009] 步骤2：针对预分类结果使用全局空间正则化进行分类结果优化，得到最终点云分

类结果。

[0010] 优选地，所述的步骤1具体包括：使用PointNet++的自动编码器部分对原始点云数

据进行预分类，获得点云预分类结果。

[0011] 优选地，所述PointNet++的自动编码器部分的输入为城市场景与预训练模型对应

的ShapeNet数据集。

[0012] 优选地，所述PointNet++的自动编码器部分的输出为城市场景与预训练模型对应

的ShapeNet数据集中每个类别的分类概率。

[0013] 优选地，所述步骤2包括以下分步骤：

[0014] 步骤21：将点云预分类结果细分为多个子点集，并对每个子点集进行基于图像的

正则化操作，获得多个经过基于图像的正则化操作的子点集；

[0015] 步骤22：针对每个经过基于图像的正则化操作的子点集构建加权图并进行图分割

操作，获得多个经过图分割操作的图模型；

[0016] 步骤23：针对每个经过图分割操作的图模型的能量函数进行求解并最终得到最终

点云分类结果。

[0017] 优选地，所述步骤22具体包括：针对每个经过基于图像的正则化操作的子点集构

建加权图并通过GraphCuts算法进行图分割操作，获得多个经过图分割操作的图模型。

[0018] 优选地，所述步骤23具体包括：针对每个经过图分割操作的图模型的能量函数通

过alpha扩展算法进行求解并最终得到最终点云分类结果。

[0019] 优选地，所述alpha扩展算法的求解过程具体包括：通过切割将所有alpha标记和

alpha未标记的节点分开，在每次迭代时改变alpha标签，并且当迭代期间出现两个相邻节

点不共享相同标签时插入中间节点，循环迭代至alpha的每个可能标签收敛时迭代结束。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1] (1)本发明方法提出了获取点云语义标签并改进分类结果的通用框架。在提出的

通用框架内，可以使用同类算法对现有步骤进行替换。

[0022] (2)本发明方法不是利用手工设计的特征作为分类和细化的输入，而是通过自动

编码器(PointNet++)将点的局部上下文嵌入到深维空间中，同时获得软标签作为下一个细

化的初始结果，分类精度得到提升。

[0023] (3)本发明方法对三维点云的初始标注结果进行了基于图结构正则化的优化方

法，实现了语义标注的空间平滑性。可以在实现相同点云分类结果的前提下，仅需求较少量

的训练数据。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原始数据的真实分类结果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使用PointNet++得到的预分类结果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使用图模型优化后得到的分类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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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4为本发明的方法过程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方法中的图模型优化过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

施例，都应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0] 实施例

[0031] 如图4所示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示意图，该方法具体可概括为：

[0032] 步骤1：使用PointNet++对原始点云数据进行预分类，获得点云预分类结果；

[0033] 步骤2：针对预分类结果使用全局空间正则化进行分类结果优化，得到最终点云分

类结果。

[0034] 在第一步中，通过将细分的点云馈送到PointNet++中来获得具有软标签的初始分

类结果。随后，通过构建用于全局正则化的加权图模型来优化初始标记，在这一步中考虑了

邻域中的点的空间相关性和初始标记。

[0035] (1)使用PointNet++进行预分类

[0036] 在点云的语义标注任务中，目标是为点云中的每个点获取唯一标签。因此，应用了

PointNet++的自动编码器部分。对于输入的每个点及其包含8096个点邻域集，自动编码器

提供的输出为该点对应的1088维的几何特征，其中包含64维的局部几何特征与1024维的全

局几何特征。这些点及其特征将在一个全连接网络层中完成分类。这里分类结果为每个点

对应不同类别的概率值，即软标签。

[0037] 同时，由于城市场景与预训练模型所使用的ShapeNet数据集中基于对象的输入之

间的区别，城市场景被细分为子点集，作为使用整个场景的体素化策略的网络输入。这里的

子点集即为完整城市场景数据集的抽稀与降采样，可以理解为把整个城市场景数据集分为

不同的组，分别投入PointNet++网络中进行点云分类处理，以提高计算效率，减少运算时

间，具体将在实验部分的预处理步骤中呈现细节。在该步骤中，以每个类别的分类概率的形

式产生软标签用于随后的正则化。

[0038] (2)使用全局空间正则化进行分类结果优化

[0039] 考虑到在该步骤中作为输入的分类概率，通过搜索具有空间规律性改善的最佳标

签来进行初始标记的细化。该步骤可以分为三个子步骤，即原始预分类点云的细分和细化，

加权图的构建和使用图切割的全局优化。

[0040] a)细分和细化

[0041] 由于点云的高密度和复杂城市场景的大量数据，在超过一千万个带标签的点被馈

送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进行基于图形的正则化。许多研究提出了基于体素或超体素的正则

化方法来对点进行下采样并减少馈入正则化方法的点数。受这种下采样策略的启发并保持

空间分辨率，本发明实施例提出了一种基于细化的方法，将预分类点细分为几个子点集。由

于每个子集的随机采样方式，每个点的几何上下文没有显着改变，并且维持了主要结构。因

此，可以对每个子集进一步进行基于图的正则化。在优化步骤之后，将合并这些子集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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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与原始点云和优化标签相同的点的分类点云。

[0042] b)加权图的构建

[0043] 图模型由顶点和边组成。具体地，图模型G＝(V，E)用于表示要分类的数据，并且V

和E分别是一组顶点和边缘。如果边缘具有方向，则这种图形称为有向图。否则，它们是无向

图。每个边缘都有权使用值，并且边缘的值根据与不同物理属性相关的不同权重而变化。在

GraphCuts算法中，图模型与普通的图模型略有不同。GraphCuts图表还有两个基于法线图

的顶点。这两个顶点s和t由符号“S”和“T”表示(参见图5)，它们统称为终点顶点。所有其他

顶点应连接并连接到两个顶点以构建边集的一部分。

[0044] c)使用图切割的全局优化，如图5所示

[0045] 图模型所构建的能量函数的解可以通过alpha扩展算法来实现。所使用的能量函

数如下：

[0046] ε(L)＝μR(L)+β(L)

[0047] 其中，L表示对应点可能获得的标签集，R(L)为该能量方程的惩罚项，用于施加给

定每个点的特定标签所需的惩罚权重，β(L)为边界项，用于对相邻两点的标签的平滑度进

行加权，即两个相邻点的标签一致时，权重较小，反之亦然。

[0048] 这里只有当边界项是度量时，才能应用alpha扩展算法。alpha扩展算法的一般思

想是用“切割”将所有alpha标记和非alpha标记的节点分开，算法将在每次迭代时改变

alpha的标签。在每次迭代时，标记为alpha的节点附近的区域被扩展，图形权重被重置。在

迭代期间，如果两个相邻节点不共享相同的标签，则插入中间节点，其中加权链接到到具有

标签alpha的节点的距离。该算法将迭代alpha的每个可能标签，直到它收敛为止。

[0049] 如图1、图2、图3和表1所示为本发明方法达到不同阶段步骤对应的结果示意图，从

三张图中结合可知：使用本发明算法在车载LiDAR点云数据上的实验结果，从实验结果可以

看出，本发明算法相比传统的使用随机森林和多尺度特征算法，在分类精度方面，有极大的

提升。同时，和传统的基于PointNet++的深度学习点云分类算法相比，本发明算法在使用图

模型进行全局优化后，分类精度亦有提升。

[0050] 表1同一点云数据采用不同点云分类方法的分类正确率结果

[0051]

[0052] 附录：

[0053] 图1、图2、图3、图4、图5及表1中的英文含义解释：

[0054] CLASS表示项目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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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HF+Random  Forest(随机森林)表示分类方法1名称；

[0056] PointNet2表示分类方法2名称；

[0057] PointNet2+Global  Regularization(全局空间正则化)表示本发明分类方法；

[0058] Man‑made  terrain人造地形，表示分类类别；

[0059] Natural  terrain自然地形，表示分类类别；

[0060] High  vegetation高植被，表示分类类别；

[0061] Low  vegetation低植被，表示分类类别；

[0062] Buildings建筑物，表示分类类别；

[0063] Hard  scape硬景观，表示分类类别；

[0064] Scanning  artifacts扫描伪影，表示分类类别；

[0065] Vehicles汽车，表示分类类别；

[0066] Cutting表示图的切割；

[0067] OA表示总体精度；

[0068] AA表示平均精度；

[0069] Kappa表示一致度检验；

[0070] Set  abstraction、pointnet、Sampling&Grouping、Skip  link  concatenation、

Unit  pointnet、Interpolation均为PointNet++网络结构中的专有词；

[0071] per‑point  scores表示预分类结果；

[0072] subdivision&thinning表示细化&细化；

[0073] Graph  construction表示图模型构造；

[0074] Graph  Optimization表示图模型优化；

[0075] Grouping表示组合。

[007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各种等效的修改或替

换，这些修改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

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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