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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Sat-2 机载实验光子云数据
自适应去噪及分类算法
秦磊，邢艳秋，黄佳鹏，马建明，安立华
东北林业大学 森林作业与环境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40
摘 要： 第二代星载激光雷达冰、云和陆地测高卫星 ICESat-2 （The Ice，Cloud，and Land Elevation Satellite-2） 搭

载了先进光子计数式激光雷达，使用了全新的微脉冲多波束光子计数式激光雷达。由于光子计数式激光雷达的
自身特点，其光子云数据具有受噪声光子影响大、信噪比与扫描时间相关、光子分布密度不均匀等问题，目前
开发的去噪算法并不能很好的应用于不同的光子云数据。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去噪算法，首先
分析光子云内部特征并自适应选择最优参数进行粗去噪，然后进行两次精去噪，最后对光子云进行分类并拟合
出地面线及冠层顶线，为提取森林冠层高度提供基础。使用该算法对 MABEL 数据进行去噪实验，实验结果表
明：该去噪算法的一次去噪对不同环境下 MABEL 数据在夜间的去噪平均精确度为 94.5%，F1-score 为 96.3%，日

间平均精确度为 86.7%，F1-score 为 91.7%，且三次去噪算法完成后能够显著提升光子云去噪精度。实验证明该

算法对 MABEL 光子云数据具有较好去噪效果和稳定性，可为 ICESat-2 数据处理提供参考。本文的光子分类算法
能够从光子数据中提取冠层顶点、地面点及林内光子并在此算法中进一步精确去除剩余噪点，最终光子分类结
果显示该算法能够从复杂光子云数据中提取森林剖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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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激光雷达由于可穿透性、测量速度快、精度

高等优势，广泛用于植被结构探测和森林生态系

（Advanced Topographic Laser Altimeter System），配

备的微脉冲光子计数技术可以有效探测从地球表

面反射回来的光子，其激光发射频率为 10 kHz，
可 以 提 供 接 近 连 续 的 光 子 云 （Photon Cloud）

统监测 （Lefsky 等，2005），而新兴的光子计数式

（Jasinski 等，2016）。与一代不同的是，ATLAS 无

激光雷达技术的出现为未来森林参数提取提供了

需记录光子数量的累积和用于提取森林参数的波

更 广 泛 的 前 景 （Popescu 等 ， 2018）。 2018-09-15
发射的 ICESat-2 （The Ice，Cloud，and Land Elevation
Satellite-2） 搭载的光子计数式激光雷达，将用于

冰盖变化测量 （Bae 和 Webb，2017）、海冰厚度测

定 （Mcgill 等，2013）、森林生物量测定 （Magruder
和 Brunt，2018）、植被参数提取测量等任务计划。
ICESat-2 搭载了先进地形激光高度计系统 ATLAS

形数据，而是记录带有地理位置轮廓属性的返回
光子，依据光子的分布，获取真实区域的地理要
素。ICESat-2 采用与前一代完全不同的数据获取
方式，数据形式与以往不同，包含了非常复杂的
情况。因此在进行 ICESat-2 的开发工作时，还研
制了与 ATLAS 各方面参数相近的 MABEL 系统，并

在美国境内多个地区进行过多次机载测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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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了大量模拟光子云实验数据，以随时改进

ICESat-2 的卫星参数及数据处理算法。由于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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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密度为 95%），如将夜间处理算法推广到此无法

完全去除日间背景噪声且易去除地面的信号光子。

器自身的原理，返回的光子信号除包含所需要的

此外，由于在大气云层的光子云分布与地面稀疏

脉冲信号外，还包含了大气散射噪声、太阳辐射

冠层的光子云分布十分接近，单纯提出使用基于

噪声和仪器噪声等不同类型的背景噪声 （许艺腾，

密度的去噪算法不仅参数确定困难，且易将信号

2017）。因此开发了相应的滤波算法将光子云数据

光子识别为噪声点，影响树高反演的精度。在未

分类为信号光子与噪声光子，并将噪声光子去除

来光子云数据将覆盖全球大部分区域且各区域地

才能产生实际的地面光子云分布数据，并根据用

形复杂，获取的数据也各不相同。特别是在将光

户需求反演森林、冰盖、海洋等数据产品。将

子云数据应用于森林参数的提取上时，只有使用

ICESat-2 的数据应用于生态群落的研究关键也需

要从返回光子中区分出有用的信号光子与无用的

稳定、有效的去噪和分类算法获得真实的地形特
征后，才可以进一步精确反演森林参数。

噪声光子，并通过信号光子确定地面位置和树冠
表面，满足确定全球树高的科学目标。
传统的机载光子云数据处理算法已经能够对

MABEL 等机载光子云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如基于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开发一种
能够自适应选择参数的去噪算法，实现敏感检测
地面微小噪声点并进行去除，形成高精度的地面
点、林内信号点、冠层顶点的分类，为后续获取

直方图的滤波算法 （Gwenzi 等，2016）、基于密度

森林参数提供可靠的数据。

方法 （Wang 等，2016） 等。但是由于光子云数据

2

研究方法

2.1

MABEL 数据

的 去 噪 算 法 （Zhang 和 Kerekes， 2015） 和 贝 叶 斯

噪声大、受观测环境影响较大、背景噪声率极高，
且光子云数据是带状分布，对于三角网滤波或其
他滤波方法不能完全匹配光子云的数据模式。同
时，光子云数据的密度低，ICESat-2 的沿轨采样

密度低于 1.5 pts/m ，普通点云滤波算法并不能完
2

MABEL 数 据 由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和 宇 宙 航 行 局

NASA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在美国大陆进行过多次测量任务，同时还进行了

全适用于 MABEL 数据 （夏少波 等，2014）。为了

多次的机载测量任务。使用 NASA 的 ER-2 （Earth

分辨率量子激光雷达系统的数据，Tang 等 （2016）

ICESat-2 的数据搜集条件并产生了 MABEL 光子云

最大程度对 MABEL 数据进行去噪和分类，基于高
提出了一种基于体素的空间滤波方法，但此方法

主要适用高信噪比的光子云数据集，不能够完全
适用于未来的高背景噪声低信噪比的 ICESat-2 数

据。夏少波 等 （2014） 采用基于局部距离统计的
光子云精去噪算法及基于最小二乘局部曲线拟合
的 光 子 云 滤 波 算 法 完 成 了 MABEL 数 据 的 去 噪 处

理，选用的 MABEL 数据为夜间时间段的低太阳光
噪声光子云数据进行去噪处理，去噪后光子云分
类精度为 97.8%。Popescu 等 （2018） 基于窗格统
计 滤 波 GBSF （Grid-Based Statistical Filtering） 区

Resources-2） 飞 机 在 20 km 的 海 拔 高 度 模 拟
数据。且 MABEL 并不完全复制 ATLAS 的参数，由

于飞行高度的不同，NASA 设计了与 ATLAS 不同，
但能够模拟 ATLAS 探测任务的测试参数。两者参数

设置如表 1 所示。在 2010 年—2014 年间进行了多次

MABEL 机载实验，提供了不同等级的太阳光背景
噪声和大气条件的原始数据 （Gwenzi 等，2016）。
表1

ATLAS 与 MABEL 参数（Jasinski 等，2016）

Table 1

（Jasinski et al.，2016）

分信号光子及噪声光子，并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区

飞行高度/km

分地面点及冠层顶点，但未对聚类参数的选择作

脉冲重频/kHz

出更深的研究。
目前，针对夜间低背景噪声提出的去噪算法
基本可以满足需求，能够应用到实际夜间光子云
去噪及分类中。然而在日间观测获取的 MABEL 光

子云数据，信号的光子密度只有 60% （夜间的光

Parameters of ATLAS and MABEL
ATLAS
600
10

波长/nm

532

波束数量

3 对 6 波束

接收镜孔参数/m
望远镜视野/m
足印大小/m

MABEL
20

5—25

532/1064

16 个 532 nm 和 8 个 1064 nm 的
波束在两个线性组中

0.8

0.13

17

2

42.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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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EL 具有 16 个绿色 （532 nm） 通道和 8 个

近红外 （1064 nm） 通道，激光脉冲长度为 2 ns，
工作激光重复频率为 5—20 kHz （Forfinski-Sarkozi
和 Parrish，2016）。MABEL 光束配置在 532 nm 处

使用 16 个通道，在 1064 nm 处使用 8 个通道，图 2
是 MABEL 数据的在 532 nm 的通道配置，每个通道

有自己的通道号。此实验探究的是在不同测量环

2020, 24（12）

类似，对于开发算法识别出噪声光子并去除的挑
战性更大。
2.2

研究区域
为了验证去噪及分类算法的稳定性及有效性，

需 要 选 择 不 同 区 域 MABEL 数 据 导 入 算 法 进 行 测

试。MABEL 光子云数据的差异性主要是因为地形

境下光子云的去噪及分类算法，且因为 ATLAS 将只

特征及观测时间决定，在选择研究区域时，需要

作为实验数据，即以下的数据都是在通道 11 下使

将根据以上两个原则选择试验数据，以验证算法

在绿色波长下工作，所以在本研究中只考虑通道 11
用 532 nm 波长的激光波束产生的光子云数据。

考虑数据区域的多样性及观测时间的间隔。本文
的稳定性及适应性。如表 2 所示，选择了以下 8 个

研究区域。由于缺少地面实测数据，对验证数据
进行手工标注分类信号光子与噪声光子。
表2

研究区域

Table 2
图 1 MABEL 光束配置（Forfinski-Sarkozi 和 Parrish，2016）
Fig. 1 Beam configuration of MABEL（Forfinski-Sarkozi and
Parrish，2016）

数据类型 序号
1
日间

2

地区

观测时间

地面类型

Colorado

07：01

森林

Alaska

3

Langley/Vegetation_1

5

Modified Mid-Atlantic

4

夜间

Study area

6

Langley/Vegetation_1
mid Atlantic

7

Sierras

8

sierras

10：09

山地森林

15：00

水面

21：48

森林，水域

17：00
23：00
02：32
04：00

陆地

森林，裸地
森林，裸地
森林山地斜坡

共选取了 MABEL 数据 8 组，包含日间及夜间

（a）日间数据
（a）Daytime data

光子云数据。如图 3 所示，实验区域包含了植被

区域，裸地 （或水域），且实验区域跨越了不同纬
度不同经度地区，有利于验证算法的有效性与稳
定性。

（b）夜间数据
（b）Nighttime data

图 2 MABEL 日间与夜间光子云数据
Fig. 2 MABEL day and night photon cloud data

如图 2 所示为在日间及夜间的 MABEL 光子云

图 3 点位分布图
Fig. 3 Point distribution map

2.3

验证数据
目前针对光子云数据没有直接的真实结果进

数据，日间数据为沿轨距离 1000 m 的范围，夜间

行验证，针对此情况多数使用的人工目视标注的

声非常大，光子密度高，且地面与大气光子分布

入 matlab 软 件 显 示 为 可 编 辑 的 散 点 图 ， 并 配 合

数据为 12 km 的范围，可明显见到日间光子云的噪

光子云分类数据作为验证数据。将光子云数据导

秦磊 等：ICESat-2 机载实验光子云数据自适应去噪及分类算法

Google 地球获取的图像数据对其进行人工标注，将

其光子分类为噪声光子 （标注为 0） 与信号光子

（标注为 1），最后将所有试验区域的已经经过标注

的光子数据作为验证数据。但对于人工目视标注，
对于处于地面附近的光子，因为与冠层或地面光
子十分接近，仍然无法做到完美识别。本文的核
心算法是一次去噪算法中的自适应 DBSCAN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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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精度，使用指标 2 将反映该分类方法的有效性。
2.5

基于密度的空间数据聚类算法
本文算法框架包括转为剖面式的光子云、光

子云分析、粗去噪、精去噪、光子分类几个步骤，
具体流程见图 4。由于 MABEL 获得的是机载数据，
光子云以观测间隔、光子经纬度、飞行距离组成，

保证在不损失信号光子的前提下去除噪声光子。

需要将光子数据转化为类似于 ICESat-2 的沿轨距

为衡量算法的精度，对 8 组数据的一次去噪结果与

进行去噪，其结果可应用于森林参数的提取。

已经标注的验证数据进行精度评价，以验证该算

离，并形成剖面式光子云 （夏少波 等，2014），再

法在不同时间不同区域下去噪结果的精度。针对
整体算法的去噪效果精度评价，本文选择具有代
表性的一组光子云数据，其沿轨距离约为 12.5 km，
光子总数为 15573 个，且数据在水平方向光子密度

变化较大适合评判在不同光子密度下参数的选取。
算法去噪完成后得到各个区段的光子标注，将每
个区段去噪完成后得到的光子标注与验证数据的
标注计算精度，以判断各个区段每次去噪算法的
精度变化。
2.4

精度评价指标
因为 MABEL 观测时间的不同，产生的光子云

数据也有很大区别，日间的噪声光子将占很大比
例，但随着太阳高度角的降低，太阳光辐射的影

响将减少，随之而来夜间信号光子占很大比例。
将光子云数据中的信号光子比作正例，噪声光子
比作负例的话，即出现因为光子云数据集的不
同，正负例是不平衡的情况。文章选择精确度与
F1-score 作为精度评价指标。
指标 1 精确度

precision = 2TP/ (2TP + FP + FN )

(1)

F1 - score = 2TP/ (2TP + FP + FN )

(2)

指标 2 F1-score

式中，TP 为被正确地划分为正例的个数，即实际
为信号点且被分类划分为信号点的光子云数，FP
为被错误地划分为正例的个数，即实际为噪点但
被分类为信号点的光子云数，FN 为被错误的地划
分负例的个数，即实际为信号点但被分类为噪声
点的光子云数。
因为光子云数据集噪声光子与信号光子的不
平衡现象，且此算法目标是能够最大程度的找到
信号光子，因此选择指标 1 将更好的反映划分信号

图 4 算法流程图
Fig. 4 Algorithm flow chart

2.5.1

一次去噪
由 于 MABEL 光 子 云 数 据 有 较 明 显 的 密 度 差

异性，考虑使用聚类算法对数据进行处理。聚类

算 法 主 要 包 括 K-means、 DBSCAN （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meanshift、
BIRCH （Balanced Iterative Reducing and Clustering using
Hierarchies） 等 算 法 。 本 文 的 一 次 去 噪 算 法 使 用

DBSCAN 算法 （Ester 等，1996）。本文选择 DBSCAN
算法处理 MABEL 光子云数据主要考虑到数据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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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需要最大限度去除所有太阳光背景噪声，且对

2020, 24（12）

行聚类分析。聚类算法会对所有点分类出不同的

于日间数据挑战性更大。而此算法能够识别出噪

类别，分别标定为-1 或大于等于 0 的整数，将标

的。并且相较于其他聚类算法，DBSCAN 不需要事

属于不同的聚类的信号光子，但在此算法中视为

声 点 ， 很 好 的 切 合 需 要 识 别 MABEL 光 子 云 的 目

定为-1 的光子确定为噪声光子，大于 0 的标定是

先知道要形成的簇类的数量，对于大量未知的光

整体的信号光子。

子云数据来说，形成不定量的簇类是非常重要的。

2.5.2

DBSCAN 算法是一种基于密度的空间聚类算

法 ， 该 算 法 利 用 基 于 密 度 的 聚 类 （或 者 类） 概

念，即要求聚类空间中的一定区域内所包含对象
（点或其他空间对象） 的数目不小于某一给定阈
值。DBSCAN 算法的显著优点是聚类速度快，能够
有效处理噪声点发现任意形状的空间聚类 （冯少荣
和肖文俊，2007）。但是，由于它直接对整个数据
集进行操作，且进行聚类时使用了一个全局性的
表征密度参数，因此也具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弱点：
（1） 当空间聚类的密度不均匀，聚类间距离相差
很大时，聚类质量较差；（2） 参数的确定对聚类
的质量影响较大。

针对 DBSCAN 的算法本身的缺陷，解决方法

是根据光子云密度确定一个合适的窗口大小，分

窗口进行去噪处理，以解决密度不均匀对聚类质
量的影响。针对算法参数的确定，需要在对光子
云进行分析以确定一个合适的参数，且此算法确
定参数的方法需要适用于不同条件下观测的光子
云数据。
对于判定最佳 eps 参数的区间，将对光子云数

据 使 用 1—30 共 30 组 eps 参 数 分 别 计 算 去 噪 后 的

F1-score 的变化，并判定 F1-score 超过 0.9 的区间。
在此区间的去噪效果仍需要具体分析。对于参数

自适应选择，eps 的定义为 DBSCAN 算法内邻域半
径，可见 eps 与光子云的距离有很大相关性。这里
我们引入近似光子云密度参数。计算方法为：计

算每个点到最近 k 个点 （k 一般选取 50） 的欧几里
得距离，并求取所有点的 k 近邻距离的平均值，将
此视为近似光子云密度。对于参数的选取，eps 的
值定义为基于光子云密度的一元函数。此函数为
eps = int ( a·pd +b )

(3)

式中，eps 为最优参数，pd 为光子云密度，a、 b 为

二次去噪
对于二次去噪，需要分为全局离群点去噪与

局部离群点去噪两步，核心是基于距离的离群点
检测。基于距离的离群点检测能够给出对象离群
程度的度量，能够对不同密度区域中的数据都可
以进行处理 （薛安荣 等，2008）。对于光子云数
据，由于光子云密度的差异，日间数据执行全局
去噪与局部去噪，夜间数据只进行局部去噪。
（1） 全局去噪：对于日间低信噪比光子云数
据，在一次去噪过程中，在远离地面的区域仍然
会出现部分聚合的噪声点，仅仅使用一次去噪的
自动算法无法去除该类噪声点。这是因为日间大
气中的太阳光背景噪声非常大，在大气上空也会
出现类似地面的光子云分布，而 DBSCAN 算法会

将其视作信号光子保留下来，一次去噪处理过程
中，该处光子云刚好大于阈值，所以并未完全去
除。但若因为使用其较低 eps 参数，不仅无法去除
此处的噪声点，还可能去除位于地面区域的信号
点。因此此处使用两次去噪全局识别此类噪声点。
由于 MBAEL 数据默认 12 km 的窗口进行存储，此
处全局窗口定义为 12 km。根据光子云分布，计算

区域的光子云的 kdist，获得了每个光子的 kdist 值，
并判定光子的 kdist 值是否大于阈值。但是因为使
用文献内判定阈值的方法会将部分信号光子删除，
基于最大程度保留信号光子的原则，调整阈值确
定 方 式 。 此 处 定 义 如 下 阈 值 ， 阈 值 由 式 （6）
定义：

threshold = dist_mean + dist_4

(4)

式中，threshold 为阈值，dist_mean 为最近邻距离和
的均值，dist_4 最近邻距离和的上 1/4 位。基于以
上的阈值，将大于此阈值的光子全部去除，即存
在于大气内的光子即可完全去除。
（2） 局部去噪：完成二次去噪后，还需要分段

函数系数。在导入 MABEL 数据并转为剖面式光子

对局部窗口内光子云进行离群点检测。离群点检测

云数据后，将光子云数据划分为一定尺度的窗格，

的方法有很多，在这里使用箱线图判定离群点的

基于每个窗格内的光子云，计算其光子云密度，

方 法。设定离群阈值为 Q3+3IQR 和 Q1-3IQR，其

并根据模型确定 DBSCAN 核心 eps 参数，对光子进

中在 Q3 和 Q1 分别为上下四分位，IQR= （Q3-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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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载区段里光子高程超过上下离群阈值的将视为

高程值。通过上述的算法处理，重新得到的地面

噪点去除。

线，而处于地面线以下及冠层顶线以上的光子将

2.5.3

被去除，保留地面线及冠层线范围内的信号光子。

三次去噪及分类
完成两次去噪算法后，基本已去除大部分太

阳辐射噪声，但仍然有小部分噪声光子存在于地
表面面附近，在对地面与冠层顶进行曲线拟合过
程中仍然会出现极大的误差。因此需要在进行最
后一步精去噪过程，三次去噪将在光子分类的结
果上进行最后一步光子去噪。对于大范围高背景
光子云数据，由于光子只反映反射光子的坐标，
光子的其他信息依赖于光子的分布，因此将每一
个光子分类为地面发射光子或背景噪声光子是非

此方法能够精确去除剩余的少部分但极易影响反
演真实森林参数的噪声点，能够将因为噪声点导
致的地面线或冠层顶线变形，通过算法调整到正
确的位置。最后得到冠层顶线与地面线就时可以
反映真实地理剖面情况的光子云分布，并可以作
为提取森林参数的基础。

3

结果与讨论

3.1

一次去噪

常困难的。实际上不仅无法获取真实的已经分类

（1） 最佳参数的确定：选择最佳的 eps 值以获

的光子云数据用于验证分类精度，且树高的反演

得最佳的聚类结果是进行进一步去噪的基础，因

精度依赖于冠层顶光子与地面光子的正确分类，

此需要通过试验以确定最优参数的取值范围。选

因此本文光子分类主要将光子分类为地面光子、

择其中一段试验区域，将此数据使用不同的 eps 来

冠层顶光子与林内光子，且地面光子和冠层顶光

进行不同的聚类分析以验证此算法选择 eps 的正确

子的分类也是拟合冠层顶和地面以及在之后反演
森林参数的重要步骤 （Nie 等，2018）。光子分类
的目的是保证地面及冠层所在位置的正确识别，
且复杂的地形会导致森林冠层及森林地面的错误

性，如图 5 在 eps=12 时 F1-score 已经达到了最大值

98%，已经满足了分类要求，且在 eps=9 到 eps=23
之间 F1-score 都在 96% 以上。

识别，从而降低森林参数反演的精度，因此需要
针对光子云数据先进行分类，再针对分类结果并
进行三次去噪。
本文光子分类的原理为在森林区域对于已经
完成两次去噪算法的光子云数据，认为垂直方向
最低点为地表反射光子的所在位置，而最高点为
冠层反射光子所在位置 （Tang 等，2018）。对于光
子分类，为保证每个区段都有一定数量的点，以

10 个点为间隔，求取每 10 个点的高程最大值和最
小值，高程最大值的点作为暂定的冠层顶点，高

程最小值的点作为暂定的地面点。并将所有地面
点连接作为暂定的地面线，所有的冠层顶点作为
暂定的冠层顶线。由于算法误将噪声点视为信号

Fig. 5

图 5 随着 eps 变化粗去噪精度变化
Variation of coarse noise removal accuracy along with
eps changes

本文分别使用 eps=9 与 eps=23 的参数进行聚类

并 得 到 图 6 的 结 果 。 如 图 6 （a） 所 示 ， 当 eps=9
时，实际的去噪效果出现了错误的将信号光子分

点或此处窗格内缺失地面点而将林内点视为地面

类为噪声光子的现象，这是由于此处光子云密度

点，将导致暂定的地面线将因为小部分噪声光子

较地面其他区域更高，密度不均匀的原因所致。

的存在而出现明显的凸点或凹点。
为了防止出现上述情况，判断地面线需要通

在此处形成了长达 1 km 的断层，造成此段地面信

息缺失。因此在去噪过程中算法应尽量避免发生

过下面的额外的检测步骤：设 p（i）点集为暂定的地

将信号光子错分为噪声光子，而允许将噪声光子

面 线 ， 计 算 p（i）与 p（i-1）之 间 斜 率 及 高 差 设 为

分为信号光子，以保证观测地面信息的完整性。

slope（i）与 high（i），并判断 slope（i）与 high（i）是否
超过阈值。若超过将 p（i）点高程值赋值为 p（i-1）的

当 eps=23 时，如图 6 （b） 明显可见断层消失，但

出现了未分为噪声光子的情况，这在第 3 部分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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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噪算法可剔除。据以上 eps 的选择对去噪结果的

夜间与日间每个窗格内光子数相近，日间划分窗

所有值范围中，我们舍弃选择较小的 eps，而选择

格内光子计算其光子云密度 pd，然后进行 DBSCAN

影响可知，最优参数出现在精度范围达到 90% 的

范围内最大 eps 值，以确保不会出现信号光子错分

格大小为 20 m，夜间划分窗格为 500 m。对每个窗

算法去噪，eps 参数为 1—30 共 30 个参数，将聚类
结果与验证数据进行精度评价，并找到最优 eps 参

现象，最大可能保证光子云分类质量。
（2） 自适应选择最佳参数选取日间与夜间数
据各一组，对光子云数据进行窗格划分，为保证

数。日间与夜间光子密度与最优 eps 参数之间的一
元模型如图 7 所示。

（a）eps=9 的去噪结果
（a）The denoising result of eps=9

（b）eps=23 的去噪结果
（b）The denoising result of eps=23

图 6 不同 eps 对去噪效果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different eps on denoising effect

（b）MABEL 日间数据
（b）MABEL daytime data

（a）MABEL 夜间数据
（a）MABEL night data
Fig. 7

图 7 光子云密度与最优参数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photon cloud density and optimal parameters

建立的日间与夜间光子云数据最优 eps 参数与
光子云密度的一元模型分别为
eps = int ( - 0.07pd + 38 )
eps = int ( - 0.07pd + 55 )

(5)

的光子云数据的精确度平均为 0.824，F1-score 平

均为 0.89，可知算法在识别信号光子的精确度较
低，但分类模型整体精度较高。这是为了保证最

(6)

大程度将信号光子从光子云数据中提取出，而对

利用建立的光子云密度与 eps 的相关关系，分

于将噪声光子错分为信号光子的情况，可以在之

窗格对 8 组实验数据进行 DBSCAN 算法去噪，并与

验证数据进行精度评价。如表 2 精度评价所示，
由于夜间的信噪比更高，目标地物附近光子云明显

多于大气，该算法在夜间光子云数据 （序号 5—8）
的去噪精度明显高于日间光子云数据，如图 8 （a）
所示，夜间去噪效果已经基本满足要求，只存在

极少数的光子存在于地表面附近。对于序号 2—4

后的两次精去噪算法中精确去除。如图 8 （b） 所

示为 15：00 的日间光子云数据去噪，该算法在此数

据上的精确度只有 0.825，但可见算法完全将信号

光子保留下来，但因为大气中光子云分布与地面
十分接近，此算法原则上尽量保留信号光子的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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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able 3

次去噪后在大气中仍然存在部分噪声点的情况，

The accuracy evaluation results of first denoising

数据种类

序号

时间

精确度

1

07：01

0.996

3

15：00

0.844

2

日间

4
5
6

夜间

7
8

3.2

一次去噪精度评价结果

10：09
17：00
21：48
23：00
02：32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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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score
0.998

0.803

0.864
0.914

0.825
0.803
0.997

度相似，此处算法将大气云层反射的光子识别为
地面信号光子而被保留下。此方法使用基于距离的
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去除这些明显偏离地面的光子。

0.989

大小进行划分，分窗口进行局部去噪。如图 10 （a）

0.999

确定噪声光子未落在此窗口内，但如图 10 （b） 所

0.999

0.998

于大气环境中部分光子云的分布与地表类似，密

0.893
0.863

0.982

这种情况多出现在日间光子云数据中。如图 9 由

二次去噪
（1） 全局去噪。全局去噪主要适用于经过一

（2） 局部去噪。将此段光子云数据按 10 m 窗格

是未出现噪声点的区段的箱线图，在此区段基本

示，有一个明显偏离地面的噪声光子出现在 2740 m

的高程上，而大多数光子高程点落在 2715 m 附近，
因此判定此为噪声光子并去除。

（a）MABEL 夜间数据
（a）MABEL night data

（b）MABEL 日间数据
（b）MABEL daytime data
图 8 去噪结果
Fig. 8 The results of denoising

窗格内的矩形外的点，即为大于阈值的异常点，
并被标记为圆点，这类点将被视为噪声光子去除。
对于大部分噪声点，此方法识别出在该窗口内这
类噪声点的分布与其他点存在异常而去除。如窗
口号 70—82 为地面光子云，位于地面上的少部分噪

声光子在这一步局部去噪全部去除。窗口号为83—99
Fig. 9

图 9 二次去噪结果
The result of second step denoising

为了展示该算法在识别窗口内噪声点的能力，

显示基于高程值的箱线图。如图 11 所示，在每个

为一段林地光子云，且因为森林茂密导致地面反
射光子较少，出现了将此部分光子错误识别的情
况，但此处是为了保证在此步骤中能够最大去除
干扰分类的噪声点，且在之后的光子分类、拟合
地面线及冠层线中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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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地形剖面结构。如图 14 为低背景噪声的光
子分类结果，噪声光子的错误识别较少，未出现

异常的地面结构与冠层结构，地面线与冠层顶线
贴近真实地面结构。如图 15 为高背景噪声数据的

光子分类结果，已经基本完成了噪声去除得到了
（a）无离群点的箱线图
（a）Box diagram without
outliers

（b）有离群点的箱线图
（b）Box diagram with
outliers

图 10 离群点检测
Fig. 10 Outlier detection

真实地形剖面结构，相比夜间数据仍然存在一些
凹处和凸处，这是因为无法确定该光子是地形坡
度反射的信号光子还是未去除的噪声光子。因此
日间高背景噪声下森林区域的光子分类仍然是难
点，在接下来的还需要结合实际地形数据进行
研究。

图 11 离群点检测箱线图
Fig. 11 Line chart of outlier detection box

3.3

三次去噪及分类

Fig. 12

图 12 光子云分类后
After classification of photon clouds

第三次去噪算法将基于以上基本已完全去除
噪声的光子云进行最后一步精去噪，目的是去除
最后一部分将影响曲线拟合的小部分噪声点。为
了进行光子分类，需要将光子云划分窗格，此处
不以沿轨距离进行窗格划分，而是选择以固定光
子个数进行划分，这里选择 10 个点为间隔。接下

来，对窗格内的点分类如图 12 所示，出现了几个

凸处，如沿轨距离 1100—1500 m 处的出现了因为
地面点缺失导致的异常凸起。 在精去噪及分类步

骤中，算法将该点的高程值重新设定为前一点高
程值的平均值以消除凸处，并对之后的识别的潜
在地面光子进行同样的处理方式，如图 13 林下缺
失的光子已全部拟合为附近的光子高程值，以确
保该光子云数据能够反映真实的地表信息。得到
的最终的结果即是如完全去噪完成后的一段地形
剖面结构。
光子分类是在三次去噪算法中实现的，且随
着算法对新噪点的识别并去除不断更新光子分类
结果。噪声光子的存在对于地面线与冠层顶线的
影响很大，必须经过三次去噪算法中对凸点或凹
点的识别，并去除对应的噪声光子才能得到正确

Fig. 13

图 13 光子云分类去噪结果
Photon cloud classification and denoising

表 4 为 选 取 的 12.5 km 的 光 子 云 数 据 划 分 为

500 m 的窗口并执行去噪算法得到的每个窗口的精

确 度 及 F1-score 在 三 次 去 噪 后 的 精 度 评 价 结 果 。
从表中可以得到一次去噪算法在各窗口内 F1-score
就已经能够达到 0.89 以上，且窗口平均精确度能

够达到 0.95 以上，表明一次去噪算法就已经可以
将绝大多数信号光子标记正确。在二次去噪算法

完成全局去噪及局部去噪后，平均 F1-score 从 0.91
提升到 0.92。对于窗口索引号为 1，2 （沿轨距离

500—1500 m） 的 大 气 层 存 在 部 分 光 子 没 有 被 去

除，二次去噪中的局部去噪精确去除这一部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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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同时提升了 F1-score 值。在三次去噪算法完

别，选取了较小的识别窗口，位于冠层顶线以外

窗口内如 20，23，24 等，F1-score 提升到 0.98 以

高反演的影响较小。综上所述，该三次去噪算法

成后，平均 F1-score 从 0.92 提升到 0.95，且在部分
上，可见算法已识别大部分信号光子。而对于部

分窗口，出现了精确度下降，如窗口号 17 （沿轨

距离 8500—9000 m）。由于为保证冠层点的有效识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次去噪

将能够有效将噪声光子从光子云内去除且去噪精
度随着去噪次数得到有效提升，最终算法得到的
结果保留了可识别的最大数量信号光子。

Fig. 14

图 14 低背景噪声数据的光子分类
Photon classification of low background noise data

Fig. 15

图 15 高背景噪声数据的光子分类
Photon classification of high background noise data

Table 4
窗口

的信号光子被错分为噪声光子，但此处对森林树

二次去噪

表4

算法精度评价结果

The accuracy evaluation results of algorithm
三次去噪

precision F1-score precision F1-score precision F1-score

窗口

0.93

0.87

0.93

0.88

0.86

0.95

13

0.91

0.83

0.92

0.86

0.85

0.94

15

0.92
0.90
0.94
0.93
0.98
0.95
0.96
0.94
0.95
0.94
0.93

0.86
0.84
0.91
0.87
0.97
0.91
0.93
0.89
0.91
0.89
0.86

0.95
0.90
0.94
0.97
0.99
0.94
0.97
0.95
0.96
0.95
0.96

0.91
0.85
0.91
0.95
0.98
0.88
0.93
0.92
0.92
0.91
0.91

0.85
0.87
0.93
0.92
0.92
0.96
0.96
0.90
0.91
0.94
0.93

0.95
0.85
0.93
0.96
0.99
0.95
0.99
0.94
0.94
0.94
0.9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Mean

一次去噪

二次去噪

三次去噪

precision F1-score precision F1-score precision F1-score
0.96

0.91

0.96

0.91

0.93

0.93

0.96

0.91

0.97

0.95

0.96

0.98

0.97
0.96
0.97
0.99
0.95
0.97
0.97
0.94
0.99
0.94
0.95

0.94
0.93
0.94
0.98
0.91
0.94
0.97
0.88
0.97
0.89
0.91

0.95
0.96
0.99
0.97
0.98
0.98
0.97
0.95
0.97
0.98
0.96

0.90
0.93
0.97
0.94
0.95
0.97
0.95
0.90
0.95
0.95
0.92

0.92
0.90
0.91
0.91
0.92
0.96
0.89
0.93
0.91
0.94
0.91

0.94
0.95
0.98
0.96
0.96
0.98
0.96
0.94
0.98
0.99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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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算法从光子云数据去除噪声光子，并最
大程度保留包含真实信息的信号光子数据。由于
不同区域，不同光子分布的数据对算法去噪的精

2020, 24（12）

ICESat-2 数据后进行机理上的研究，开发适应性

更强、稳定性高、处理效率高的星载激光雷达数
据的去噪及分类算法。

度影响极大，本文的一次去噪算法相较于其他去
噪算法，直接从光子云密度直接确定算法参数，
能够在保证信号光子不丢失的情况下去除噪声光

志

谢

感谢 NASA ICESat-2 数据中心提供的

MABEL 数据。

子。试验结果表明参数确定的方法适应于不同测
量时间不同测量区域数据，有效解决了基于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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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 denoising and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for ICESat-2 airborne
experimental photon cloud data of 2018

QIN Lei，XING Yanqiu，HUANG Jiapeng，MA Jianming，AN Lihua
Center for Forest Operations and Environment,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NFU),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The ice, cloud and land elevation satellite-2 (ICESat-2) is equipped with advanced photon counting lidar. The system is a multibeam micro pulse photon counting radar, 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w energy consumption, high measurement sensitivity, high
repetition rate and high space operation altitude. However,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dar, the data returned is the elevation profile
photon cloud data.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instrument, the data is easily affected by noise photons, observation time, observation area and so
on. The photon cloud data contains a lot of background light noise. Before using the photon cloud data for canopy extraction, the efficient
and high-precision photon denoising and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is as follows It's very necessary.
Based on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mproved triple denoising algorithm. Firstly, DBSCAN clustering algorithm is
selected for the coarse denoising of photons. The eps parameters of clustering algorithm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it. In this paper, by
analyz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nsity of photon cloud and the parameters of the algorithm and the denoising results, it is proposed to
select the optimal eps parameters adaptively for rough denoising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oton cloud The signal
photons are not lost and the noise photons are removed effectively. Then, two fine denoising algorithms are carried out to remove the noise
photons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canopy and below the ground line. Finally, the optical cloud is classified and fitted to the ground line and
the canopy top line. Finally, the remaining noise photons are removed according to the fitting ground line and canopy top line interval.
In this paper, the algorithm is applied to ICESat-2 airborne test data (MABE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de-nois‐
ing accuracy of the algorithm is 94.5% for nighttime data, 96.3% for F1-score, 86.7% for daytime data and 91.7% for F1-sco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noising parameters can be selected adaptively according to the photon density of the data However,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it can not achieve good results in areas where the density of signal photons and noise photons is excessively similar. However, the over‐
all accuracy evaluation shows that the F1-score of all segments is 91%, 92% and 95% respectively in the three times denoising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llowing two denoising algorithms can accurately remove most of the remaining noise photons which are not com‐
pletely removed,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enoising accuracy of photon cloud, which provides a guarantee for the accurate extraction
of the subsequent photon categories. The overall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has good denoising effect and stability for
MABEL photon cloud data. In the section data of denoising, the qualitativ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hoton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in this paper
can select the canopy vertex, ground point and forest photons from the photon data based on the denoising results. The final photon classifi‐
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can extract the forest profile structure from the complex photon cloud data, and retain most of the sig‐
nal photons in the canopy, which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tree height extraction and biomass calculation of ICESat-2
data.
Key words：remote sensing, ICESat-2, MABEL, photon cloud, DBSCAN, denoising,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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