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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介绍 

由于机载激光雷达设备传感器存在安置误差，激光雷达扫描设备采集的数

据常常需要被修正，从而提高原始激光点精度和质量。航带拼接系列工具是

针对原始点云数据处理的复杂工具，支持基于航迹线时间裁剪对应激光点云

数据的裁剪导出，并对裁剪的较高质量的数据进行航带拼接，去除航带间冗

余数据，进而增加原始激光点云数据的精度及质量，达到数据获取的质量要

求。 

本教程从原始航线及点云数据裁切开始，到前期航线及点云数据的质量检

查，再到航带拼接及拼接质量评估，提供系统而全面的点云数据航带拼接预

处理教程。 

软件安装 

从数字绿土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的 LiDAR360 软件，参照 LiDAR360 用户手册

安装部分内容进行安装授权。 

教程所需数据 

下载数据“StripAlignmentSampleData.zip”用于本教程。 

 

  

https://www.lidar360.com/%e4%b8%8b%e8%bd%bd%e4%b8%ad%e5%bf%83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Introduction/Install.html
https://lidar360online.com/api/v1/softwares/14/package


第一章: 裁切航线及点云数据 

在进行数据质量检查之前，需要对航线及点云数据进行裁切。 

1 裁切航线。 

1.1 点击航带拼接 > 航带拼接，软件界面左下角弹出如下界面。

 

1.2 点击按钮  设置工作目录。后续流程中产生的中间文件都会

存放到该文件夹中。 

1.3 点击按钮 加载航迹线文件。若用户没有设置工作目录，将先弹出对

话框设置工作目录。LiDAR360 软件目前支持的航迹文件数据类型包括

*.OUT 及*.pos格式文件。 

 

1.4 投影信息的选择。点击确定加载航迹线之后，会弹出有关航迹信息的

列表。当列表不包含 GridX,GridY 两列信息时，需要选择投影坐标

系，投影坐标系的选择需要与点云相同。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StripAlignment/StripAlignment.html#2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StripAlignment/StripAlignment.html#2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StripAlignment/StripAlignment.html#2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StripAlignment/StripAlignment.html#2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Appendix/OUTFile.html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Appendix/POSFile.html


 

 

 

1.5 点击应用，加载航迹线到窗口如图。 

若加载的航迹文件为 SBET（*out）文件。在此对话框中，你不会看

到关于有关航线的具体信息，因为它是以二进制形式储存的。如果

SBET 文件没有坐标系，应在加载时选择一个与点云数据对应的坐标

系。 

 



 

1.6 点击按钮 。开启绘制裁剪多边形。使用绘制多边形工具前，用户将

视图模式设置为正交投影，对于精确的选择航迹线更有帮助。多边形

内的航迹线数据被认为是要保留的数据。右键单击清除当前绘制多边

形，左键双击结束绘制多边形。点选拖拽可修改多边形顶点位置。 

 

1.7 点击按钮 。裁切航迹线。被裁切的航迹线将以不同的颜色显示，裁

切出的每条航迹线自动加载到航迹线列表中，文件名格式为“开始

GPS时间_结束 GPS时间.POS”。将不在正常航飞工作路线的杂乱航迹

线进行删除，在航带拼接航迹线列表中通过单选或多选航迹线，右键

删除或者通过工具栏中的 进行删除。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StripAlignment/StripAlignment.html#7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StripAlignment/StripAlignment.html#7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StripAlignment/StripAlignment.html#7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StripAlignment/StripAlignment.html#7


 

 

2 裁切点云。 

2.1 点击按钮 根据航迹线裁切点云。通过航迹线与点云数据的 GPS时间

戳信息可以裁切出对应点云数据。点云数据的名称与对应的 POS文件

名称相同。点云文件也保存在 1.2所设置的路径当中。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StripAlignment/StripAlignment.html#8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StripAlignment/StripAlignment.html#8


 

至此，航线与点云数据都已经裁切完，接下来进行的是对航飞数据的质量

检查工作。 

 

  



第二章: 数据质量检查 

为对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成果的生产质量进行有效控制，合理评价机载

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成果的质量，LiDAR360 软件提供了一系列针对外业数据

质量检查的相关工具。 

航线数据质量检查 

1. 点击航带拼接 > 航线质量检查，弹出航线质量检查功能界面。 

2.  加载待检查航迹线数据。点击 加载待检查的航线数据，数据出现在航迹

线列表中。也可点击 对航接线列表中加载的数据进行删除。 

 

3. 用户根据具体航飞情况设置航高、航速与飞行姿态的参数，根据《机载激

光雷达数据获取规范》相关标准，实际航高变化不应超过设计航高的 5%-

10%。航线弯曲度不应超过 3%。点击生成报告可查看相关报告，也可点击完

整报告，生成航迹数据分析的完整报告。 

 

 



 

点云数据质量检查 

1. 航带重叠分析 

1.1  将待检查的裁切后的点云数据加载到软件。点击航带拼接>航带重叠分

析，弹出航带重叠分析功能界面。 

1.2 加载点云对应的航迹线数据。点击 加载待检查的航线数据，数据出

现在航迹线列表中。也可点击 对航接线列表中加载的数据进行删除。 

 

1.3 根据相关标准，相邻航带重叠率应达到 20%，最少为 13%。点击确定，

生成对应的航带重叠分析 HTML 报告。 



 

2. 密度质量检查 

机载激光雷达获取的点云数据密度应能满足内插数字高层模型数据的需

求，平坦地区点云的密度适当放宽，地貌破碎地区适当加严。 

点云密度要求 

分幅比例尺 数字高程模型成果格网间距/米 点云密度/(点/米²) 

1:500 0.5 ≥16 

1:1000 1.0 ≥4 

1:2000 2.0 ≥1 

1:5000 2.5 ≥1 

1:10000 5.0 ≥0.25 

按不大于 1/2数字高程模型成成果格网间距计算点云密度 

 

2.1 将待检查的裁切后的点云数据加载到软件。点击航带拼接>密度质量检

查，弹出密度质量检查功能界面。 



 

2.2 根据实际航飞情况设置相关参数，点击确定，生成密度质量检查 HTML

报告。 

 

除了以上的点云数据检查之外，还需要检查航带之间是够存在绝对漏洞，

点云数据的覆盖范围是否满足要求，点云的噪声情况等。对于质量不合格的数

据，决定是否需要补飞或者复飞。 

  



第三章: 航带拼接 

航带拼接工具（包括手动拼接和自动拼接）将根据比较传感器飞行路线获

取重叠区域的激光点云数据，计算安置角误差以及 XYZ 方向位移误差。修正

误差值可以是基于表面（如：地形表面、房屋等硬表面）匹配，也可以基于

不同类型的线（如：屋脊线等）。这些匹配的表面或线可以是水平、垂直或

倾斜的。 

自动拼接 

1. 点击航带拼接 > 航带拼接，软件左下角弹出航带拼接界面，设置工作目

录，操作与第一章 1.1-1.2相同。 

2. 加载裁切后的航迹线数据与点云数据。点击点云与航迹线匹配按钮 将点

云数据与航线进行匹配，点云数据和相对应的航迹线将会在窗口中以相同

的颜色显示。 

 

3. 若存在航线之间不容易分辨的颜色，可通过按航迹线显示点云按钮 设置

点云及航迹线的颜色。 

 



4. 点击变换  按钮。弹出如下界面。变换主要是设置安置误差修正值，点云

数据根据该修正值进行相应的变换操作，以实现最终基于航带的点云拼

接。 

 

5. 点击工具条按钮 使用剖面工具进行数据浏览，可对比变换前后的点云拼

接效果。观察时，可尽量选取房屋等有规则形状的建筑物或物体进行查

看，更容易观察出拼接效果。 

 

6. 点击计算，将自动计算变换参数。样例数据计算结果如下。点击应用，将

对点云数据进行变换。值得注意的是，界面上方的参数变换类型，当其为

加载的点云时，是指将加载到窗口的点云进行变换，变换后的点云并不进

行存储。用户可通过开启剖面观察点云拼接的质量，并可调整相关参数。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StripAlignment/StripAlignment.html#安置误差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StripAlignment/StripAlignment.html#安置误差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ProfileTools/Index.html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ProfileTools/Index.html


当参数调整到最佳时，可将变换类型调整为选择的点云文件，并通过勾选

点云文件对点云进行航带拼接，结果会自动保存到点云文件中。LiDAR360

会统计对齐质量，点击“对齐质量”标签页可查看该统计信息，点击“导

出”按钮可保存对齐质量信息。 

 

7. 变换之后的点云拼接效果如图，可与第 5步中剖面数据进行对比。同时，

对于利用自动拼接没有达到期望拼接效果的，可继续采用手动拼接微调相

关参数，以达到既定要求。 

 

手动拼接 

手动拼接与自动拼接相比，除了步骤 6中的变换参数需要手工量测计算，

其他步骤与自动拼接相同。选择两条相邻的、相反方向的航线来进行航带拼

接；可以根据每个点的采集时间辨别飞行方向。 

https://www.lidar360.com/wp-content/LiDAR360-zh/ToolReference/StripAlignment/StripAlignment.html#对齐质量


根据下图中航线的起始结束时间可判断出飞行的时间先后。 

 

 利用航迹线点选按钮 在场景中点击航迹线上某点，该点对应的信息会展

示出来，可判断航线飞行的方向。 

 

 

 

 通过以上的观察和量测，可确定样例数据的飞行轨迹为： 



 

1. 横滚角（∆Roll）计算 

1.1 首先点击工具栏的 打开剖面窗口，对建筑物或易于观察的地物画剖

面。量测同一地物往返航飞扫描之间的高差∆h 

 

1.2 在 2D视图中量测近似同名地物与两条航带中心线的水平距离 r。 

1.3 利用以下公式计算横滚角（∆Roll） 

 



2. 俯仰角（∆Pitch）计算。 

量测方法同横滚角，需要量取的参数为：平行于飞行方向开启剖面，量测

同一地物中心位置沿飞行方向的距离差 D，根据轨迹计算平均飞行高度 H

（往返飞行高度尽量保持一致）。 

则俯仰角误差的估算公式如下： 

 

3.  航向角（∆Heading）计算。 

量测两次地物激光脚点平均中心位置之间的距离 S，地物中心位置与距离

中心点最近的航带之间的距离 D 

则航向角误差的估算公式如下： 

 

 

拼接后处理 

 利用手动或自动对点云拼接之后，可使用剖面工具进行数据浏览，查看拼

接结果。也可通过软件中高差质量检查工具对拼接质量进行检查。 

1. 高差质量检查。 

1.1 点击航带拼接 > 高差质量检查。 



 

1.2 点击确定，生成高差质量报告，可根据报告内容对拼接质量进行评估

及改进。 

 

2. 去冗余 

通过航带拼接工具面板上的去冗余 功能对重叠航线之间的冗余点进行分

类/删除。 



 

3. 点云合并 

3.1 通过点击数据管理 > 点云工具 > 合并，对拼接后点云数据进行合

并。 

 

3.2 将合并后的点云加载到窗口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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