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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激光雷达的海滩垃圾快速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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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华东师范大学 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241；2.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全球日益增多的海滩垃圾，不仅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严重威胁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也对生物栖
息地有着不可估计的影响。如何高效准确地对海滩垃圾进行监测和识别，是处置海滩垃圾过程的技
术难点之一。基于此，本文以长江口南汇边滩为实验区，通过在海滩上设置常见垃圾样品，随后利用
激光雷达记录的全波形数据和 BP 神经网络模型，以快速鉴别海滩垃圾类型。结果表明：基于激光雷
达提取的垃圾全波形数据中回波振幅和回波宽度的差异，可用来识别海滩垃圾。构建的 BP 神经网络
可有效将海滩垃圾分为泡沫类、布类、金属类、纸类及塑料类，最高识别率达到 79%。此外，由于不同
材质海滩垃圾的原材料成分存在相似或同质，会对精确识别区分垃圾类型造成一定的干扰，从而影响
神经网络的识别率。可见，将激光雷达应用于识别海滩垃圾，为海滩垃圾的监测提供了新的方法。
关键词：激光雷达；BP 神经网络；海滩垃圾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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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取也有诸多要求，在一些不开放或难以建立采样

引言

点的海域就无法进行监测。近年来，研究人员开发了

具有持久性、累积性污染的海洋垃圾广布于海洋

一种图像分析技术来识别海滩垃圾。Kako 等 [5] 使用

和海滩中，危及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 [1– 2]。

建立在日本 Ookushi 海滩上的网络摄像机连续监测

据 1997 年美国科学院估计，全球每年约有 640 万 t 垃

海滩垃圾，以确定一年半期间每 90 min 海滩垃圾量随

[3]

圾进入海洋，而每天约有 800 万件垃圾进入海洋 ，目

时间的变化；随后，Kako 等 [6] 利用悬挂在气球上的遥

前海洋垃圾正以指数形式增长 [4] 。海洋垃圾主要来

控数码相机建立了一个低空遥感系统，结合投影变换

源包括陆源和海源两部分，海滩处于陆海交界地带，

方法和均匀颜色空间（CIELUV）中的色差来处理所得

受流域、海域潮波作用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海滩累积

图像从而识别海滩或海洋垃圾；又如 Kataoka 等 [7] 利

了大量人造或经加工的固体废弃物，治理海滩垃圾污

用日本 Ookushi 海滩上的网络摄像机图像和 CIELUV

染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如何

检测海滩上的彩色大型塑料碎片。这些技术基本上

快速鉴别或识别海滩垃圾是治理垃圾污染和分类处

是通过成像技术和投影变换方法来监测海滩垃圾，但

置的技术关键之一。然而，目前海滩垃圾监测大多是

仍停留在对海滩垃圾数量上的监测，并未实现海滩垃

基于人工手段，例如建立采样点，采用基线调查

[2]

，

利用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而且对采样点

圾的具体识别。选用合适的仪器快速监测海滩垃圾，
并找到分类依据是解决海滩垃圾高效识别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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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2016YFC14022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57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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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雷达（LiDAR）技术是一种新兴的能够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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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获取目标物精确三维空间信息的观测手段，可以实现
全天候全天时的测量，已被广泛应用于地形测绘、环
境监测、数字城市建设、文物古迹保护等方面 [8]。其
中，全波形激光雷达对发射脉冲和后向散射脉冲进行
小间隔采样，几乎能记录整个波形。对波形数据进行
去噪平滑、波形分解等处理，提取各组分的距离、回
波振幅、波宽和后向散射截面特征等，可作为目标地

b

[9]

物识别分类的依据 ，已被应用于不同的领域，特别
是在林业方面的研究应用。例如根据 LiDAR 的回波
信息来分类不同的树种 [10]，对单个玉米植物性状（位
置和高度）进行评估

[11]

图1

，利用车载 LiDAR 对建筑物、

Fig. 1

南汇边滩的实验区域

Experimental area of Nanhui Beach

行人、线杆、树木进行识别区分 [12]，Ge 等 [13] 利用全波

a.实验全景图；b.Riegl VZ-4000 扫描仪

形 LiDAR 系统，并结合 SVM 分类方法实现了海滩垃

a. Photo of the experiment; b. Riegl VZ-4000 terrestrial laser scanner

a

圾的半自动识别等。全波形激光雷达技术对目标地
物识别分类的研究和应用虽然已取得诸多成果，但在
海滩垃圾识别分类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本文利
用 LiDAR 技术，扫描记录不同垃圾的全波形数据，分
析回波波形的各组分特征，作为垃圾分类的依据，结
合采用 BP 神经网络来识别不同类型的海滩垃圾，为
高效识别海滩垃圾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2

研究区域与数据收集

b

南汇边滩位于长江口和杭州湾的海陆交汇地带，
是上海陆缘边滩中淤长最快的区域，属于淤泥质海
滩 [14–15]。受陆域河流和海域潮波动力作用的影响，海
滩经常会出现不同属性的垃圾。为客观而全面反映
海滩垃圾的类型，实验于 2017 年 1 月在南汇边滩开
展，仪器为 Riegl VZ-4000 三维地面激光扫描仪（图 1）。
Riegl VZ-4000 由奥地利公司生产，其测程范围可达
4 000 m，视场角范围为竖直 60°，水平 360°，精度达到
15 mm，水平和垂直的角分辨率都优于 0.000 5°，分辨

图2

不同类型的海滩垃圾

Fig. 2

The typical beach debris

a. 原实验中不同类型的海滩垃圾样品；b. 野外验证实验中不同类

率随着距离增大而减小。通过长期观测，南汇潮滩垃

型的海滩垃圾样品

圾主要有塑料（如矿泉水瓶及塑制渔具）、金属（如可

a. The typical beach debris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b. the typical beach

乐罐、茶叶罐）、纸类（如纸箱、纸板）、玻璃（如酒瓶）

debris in the verification experiment

和泡沫等，且海滩垃圾中塑料类垃圾最多，其次是泡
沫类、布类和木制品类 [2]。因此在此实验中，主要设

湿，有少量积水。整个扫描过程花费约 10 min，共获

置了类似海洋垃圾中常见的泡沫类、布类、金属类、

取点云数据大约 2.5×107 个点。此外，为了检验 LiD-

纸 类 和 塑 料 类 等 的 样 品 （ 图 2a）， 分 别 对 其 标 号 并 记

AR 分类海滩垃圾方法的准确性和适用性，重新设置

录 ， 散 乱 放 置 于 海 滩 上 （ 图 1）。 实 验 期 间 ， 将 Riegl

不同的实际海滩垃圾进行野外验证实验。在野外验

VZ-4000 扫描仪固定在三脚架上，置于南汇海滩的海

证实验中，保证 Riegl 扫描仪的扫描参数不变，即脉冲

堤上，脉冲频率设置为 150 kHz，水平角分辨率设置

频 率 为 150 kHZ， 水 平 和 竖 直 角 分 辨 率 分 别 设 置 为

为 0.02°，竖直角分辨率设置为 0.005°。扫描进行时的

0.02°和 0.005°，扫描更多实际环境中不同类型的海滩

天气情况为阴天，温度为 10～14℃，海滩淤泥比较潮

垃圾（图 2b），如塑料袋、玻璃酒瓶、烟蒂、泡沫饭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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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我们把回波波形看作是一般高斯波，每个

3

研究方法

回波的振幅乘以 Ri2/Rd2 用于辐射校正。

经 Riegl VZ-4000 扫描得到的全波形数据，记录
了目标物的后向散射回波波形。波形刻画的采样点
强度值由激光雷达能量方程来表达 [9] 。数据处理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数据过滤、波形去噪、波形分
解、辐射校正，最后提取回波振幅、波宽等特征信息
用于目标物的分类。

3.4

BP 神经网络
BP 神 经 网 络 是 一 种 误 差 反 向 传 播 的 神 经 网 络 ，

包括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BP 神经网络的基本
原理为：在某一训练中，将 X 作为输入矢量，带有
N 个特征值，隐含层传递函数用 transing 函数，输出层
选用 purelin 激活函数。在输入样本训练学习多次，降
低误差，最后得到输出值 Yi，判断依据为：若Y j = max {Yi }，

3.1 波形去噪

i

全 波 形 LiDAR 系 统 的 波 形 数 据 中 存 在 系 统 噪
声，需要通过计算每一个波形的阈值来消除噪声，阈
值是基于计算噪声的标准偏差。本实验采用计算每
一个回波波形的绝对标准差的中值（Median Absolute
Deviation，MAD） [16] 来获得波形数据中存在的噪声：
σnoise = k · median (| f (t) − m|) ,

（1）

m = median ( f (t)) ,

（2）

那么将 X 归属为第 j 类 [19–20]。

4

结果分析

4.1

海滩垃圾的波形特征
Riegl-VZ4000 扫描获得海滩垃圾的点云数据和

全波形数据，在 RiSCAN PRO 软件中对原始数据作过
滤处理，由此将海滩滩面和设置的样品进行分离（图 3），
高于滩面的白色部分即为疑似垃圾样品。

式中，σnoise 是波形数据中的噪声；f(t) 是波形的回波强
度；k 是一致性因子，通常取 1.482 6。获得了每个波
形的噪声之后，按照加常数融合到波形分解中，对波
形中的异常回波强度值采用均值平滑去除。
3.2 波形分解
本文采用 Wagner 等 [17] 提出的高斯函数拟合分解
波形数据的方法来处理全波形数据。由于激光发射
脉冲是高斯脉冲，假设目标的后向散射是各向同性，
那么目标的后向散射回波波形同样是满足高斯函数
的。因此假定全波形 LiDAR 系统的波形数据是理想
条件下的多个高斯函数叠加，可通过广义高斯函数来
拟合后向散射的回波，获得每个波形的高斯函数参
数，比如振幅、峰值等。在实验中，海滩垃圾样本是
彼此分开放置的，互不干扰，而且海滩上没有其他植
被遮挡，每个点云的波形数据基本只有单个回波信息。
3.3 辐射校正
当 Riegl 扫描仪扫描物体时在不同距离上有不同
的回波，因此需要通过辐射校正以消除距离对回波能
量的影响。由激光雷达能量方程可得知，对于地面激
光扫描仪，接收能量 Pi 必须要考虑 1/R2 的影响，R 为
系统与目标物之间的距离。在这个研究中，扫描仪位
于离最近的海滩垃圾 25 m 处，接收能量 Pi 做基于辐
射校正方程的简单距离校正 [13,17–18]，
P′i =

R2i
Pi ,
R2d

（3）

图3
Fig. 3

过滤后获取的疑似垃圾点

The debris point-cloud after filtering

随后，提取这些疑似垃圾点的波形图像，进行波
形去噪、波形分解、辐射校正等处理。综合利用波形
数据处理后提取的组分距离、回波振幅及波宽信息，
分别获得不同类型海滩垃圾样品的波形特征频率直
方图（图 4，图 5），其回波振幅和波宽都进行了最大值
归一化。由不同类型垃圾的回波振幅频率分布（图 4）
可见，布类、金属类、纸类的回波振幅范围分别在
0.6～0.9、0.5～1.0、0.4～0.8 区间内，各自的主要集中
范围分别是 0.7～0.8、0.8～0.9、0.5～0.7 内。此外，泡
沫类和塑料类垃圾的回波振幅分别分布于 0.4～0.7、
0.3～ 0.8 内 ， 其 主 要 集 中 区 间 都 是 在 0.4～ 0.6 范 围
内。由此可见，虽然不同类型垃圾的回波振幅的整体
范围分布存在一定交叉相似，但其主峰范围有较为明
显的差异。此外，泡沫类和塑料类的回波振幅主峰频
率分布极为类似。
不同类型海滩垃圾的回波宽度频率分布直方图
（图 5）表明，泡沫类、布类、金属类垃圾的波宽范围

式中，Pi 是回波 i 的能量；Ri 是基准距离；Rd 是每个点

基本在 0.7～1，其主峰范围略有不同，泡沫类和金属

云 数 据 的 距 离 ； Pi′ 是 Pi 的 校 正 能 量 （ 基 准 点 的 校

类明显集中在 0.75～0.8，而布类在 0.8～1 区间内分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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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属性，分别取泡沫类、布类、金属类、纸类和塑料

塑料类

类的点云样本各 45 个，共计 225 个点云作为训练集，
依次记为类别 1～5，剩余 100 个点云样本作为测试
集。建立 BP 神经网络，训练次数设置为 500 次，最后
得到正确识别率保持在 60%～79%，其中最高识别率
0.4

图4

0.5

0.6
0.7
回波振幅

0.8

达到 79%（图 6a）。由图 6a 可知，金属类垃圾的识别

1.0

0.9

正确率高达 100%，而布类、纸类和塑料类的识别率
为 80%～90%，远高于整体的识别率，而泡沫类垃圾

海滩垃圾的校正回波振幅的频率分布直方图

Fig. 4

40% 的识别率导致整体识别率降低。

Frequency histogram of the corrected amplitude of the

基于构建的垃圾分类技术，通过野外现场实验进

频率

beach debris

一步验证，结果表明玻璃类点云的回波振幅在

1.0
泡沫类
布类
金属类
纸类
塑料类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0.50 0.55 0.60 0.65 0.70 0.75 0.80 0.85 0.90 0.95 1.00
波宽

图5

海滩垃圾的校正回波宽度的频率分布直方图

Fig. 5

Frequency histogram of the corrected width of the

0.4～0.8 范围内，其回波宽度范围在 0.65～1。由于
LiDAR 的分辨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在距离 Riegl 仪器
100 m 处分辨率为 2.6 cm，分辨率随着扫描距离增大
而减小，此次扫描的海滩垃圾主要集中在距离 Riegl
扫描仪 35～50 m 处，烟蒂横放在南汇淤泥质海滩上，
其直径超过了 LiDAR 在此处的分辨率，因此类如烟
蒂大小的垃圾并未被很好地识别。通过建立 BP 神经
网络模型识别验证实验中不同类型的海滩垃圾点云，
其正确识别率可达到 73.33%（图 6b）。

beach debris

布较为均匀。此外，纸类的波宽范围在 0.85～1，主峰
范围在 0.9～0.95 之间，塑料类的波宽主要分布于 0.55～

5

讨论

5.1

海滩垃圾属性鉴别

1 范围内，主要集中于 0.6～0.85 之间。

海洋垃圾正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人工分类大

4.2 神经网络分类结果

量的海滩垃圾耗时且繁琐 [2] ，本文利用 Riegl 扫描海

由海滩垃圾的波形特征信息可知，不同类型垃圾

滩垃圾得到全波形数据，分析其波形特征信息，以此

的回波振幅和波宽大小都有所不同，故可根据海滩垃

来识别分类不同类型的海滩垃圾。由于不同类型的

圾的回波振幅和波宽用于样品的分类识别。但有必

海滩垃圾的固有属性不一样，如金属和塑料的材质完

要指出的是，由于不同样品的回波振幅和波宽都存在

全不同，因而在 Riegl 接收两者的回波信息就不同，即

相似重叠部分，对分类存在一定干扰。考虑到 BP 神

这些海滩垃圾的回波振幅、回波宽度所分布的范围

经网络强大的学习分类能力，在此文中被应用于垃圾

有差异，频率峰值所在范围也不一样，这可以作为海

分类。其中把距离校正后的回波振幅和波宽作为分

滩垃圾分类的有效依据（图 4，图 5）。同时，海滩垃圾

5

5

预测类别
实际类别

4
类别

类别

4

预测类别
实际类别

3

3
2

2

b

a
1

0

10

20

30

40

50
样本

60

70

80

图6
Fig. 6

90

100

1

0

10

20

30

40
样本

50

60

70

海滩垃圾测试集的识别结果

Recognition results of debris point-cloud

a. 原实验的识别结果；b. 野外验证实验的识别结果；1.泡沫类，2.布类，3.金属类，4.纸类，5.塑料类
a. Recognition results of the first experiment; b. recognition results of the verification experiment ；1.foam，2.cloth，3.metal；4.paper，5.pl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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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与塑料类垃圾点云互相会被错误识别，其本质是由

沫类垃圾与布类、金属类垃圾的点云数据存在较为

于两者的原材料有相似成分，大多数泡沫多为泡沫塑

明显的区分度，塑料类与泡沫类、布类与金属类的点

料，与塑料的原材料相似 [21]，从而导致激光记录的波

云回波振幅及波宽区间分布较为近似。此外，值得提

形及接收能量类似，容易被错误识别分类。因此，本

及的是，塑料类与泡沫类垃圾的回波振幅分布范围和

实验中正确识别率高达 79%（图 6a），但仍有 21% 会

频率峰值极为相似（图 4），这可能是与两者的原材料

被错误识别，这可能归因于不同材质的海滩垃圾的组

类似有关，都是以树脂为主要组成成分。

成成分或有类似，导致 LiDAR 系统扫描记录的接收

波宽

回波振幅与波宽的散点分布（图 7）表明，塑料类、泡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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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类

金属类

纸类

能量相似，分析得到不同类型垃圾的回波振幅和波宽

塑料类

存在一定的交叉类似（图 7），从而影响识别分类的准
确性和绝对性。
有必要提出的是，将 LiDAR 技术运用于海滩垃
圾识别中，不仅能节省人力和时间，还能对难以抵达
的海滩区域进行扫描分析，准确识别垃圾种类，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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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海滩环境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能够带来诸多社会
经济效益。然而，目前利用 LiDAR 技术识别海滩垃

海滩垃圾的回波振幅与波宽的分布

圾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由雷达激光能量方程可

The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corrected amplitude and

知，其接收能量除了与目标物材质有关，还与接收器

图7
Fig. 7

布类

the corrected width

5.2 海滩垃圾技术的比较分析
到目前为止，人工识别垃圾在人力、物力与财力
上都存在耗时耗费等不利因素，而且在海滩人为识别
垃圾随后进行分类处理，容易出错且对人体自身产生
污染影响 [1– 2,13]。因此，较多学者利用遥感影像、视频

光学器件的孔径直径、激光入射角度、发射功率有
关，因此要想建立一个能适用于任何 LiDAR 扫描仪
的识别系统，仍需进一步研究。

6

结论
利 用 LiDAR 技 术 识 别 分 类 不 同 材 质 的 海 滩 垃

圾，对全波形数据进行波形去噪、波形分解、辐射校

监察相机或数字化相机反演海滩垃圾 [5– 7]。当前现有

正等处理，获得回波振幅、回波宽度等信息用作识别

的海滩垃圾识别技术主要是通过相机将垃圾拍摄，随

分类垃圾的依据，分析其波形特性并利用 BP 神经网

后基于形态或颜色进行垃圾识别，在此基础上仍然需

络识别分类垃圾，主要结论包括：

要人工目测解译以进一步区分是何种垃圾。可见，在
技术上有所进步，但较难分析垃圾的种类或属性。
与 现 有 垃 圾 甄 别 技 术 比 较 [5– 7]， 本 文 充 分 借 鉴

（1）Riegl VZ-4000 记录不同类型海滩垃圾的全波
形数据，提取的海滩垃圾回波振幅与回波宽度可作为
垃圾分类依据，是有效识别海滩垃圾的核心。

LiDAR 探测中的地物后向散射回波波形，由此将不同

（2）基于海滩垃圾属性构建的 BP 神经网络能有

海滩垃圾的回波信息作为分类属性，以反射回来的地

效对海滩垃圾点云进行分类和海滩垃圾识别，有效识

物形态作为辅助技术，这在较大程度优于前人所做工

别率为 60%～79%。

作。与此同时，研究进一步利用 BP 神经网络测试识

（3）不同材质海滩垃圾的原材料成分存在相似或

别分类结果，最终可将海滩垃圾主要分为泡沫、布、

同质，这将导致提取的垃圾波形各组分特征存在交叉

金属、纸和塑料 5 类，识别率最高达到 79%。这又在

相似情况，对精确识别区分垃圾类型造成一定的干

一定程度避免了人为目测解译干扰，由此保证海滩垃

扰，从而影响神经网络识别率。

圾识别的客观性。
5.3 海滩垃圾技术识别的不确定性
基于 LiDAR 探测的海滩垃圾中，泡沫类垃圾点

（4）LiDAR 技术和 BP 神经网络结合对海滩垃圾
进行识别和客观分类具有重要的潜力和优势价值，能
有力地推动和提升海滩垃圾自动识别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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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AR-based quickly recognition of beach debris
He Yuying 1，Ge Zhenpeng 1，Li Daoji 1，Shi Huahong 1，Han Zhen 2，Dai Zhijun 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stuarine and Coastal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beach debris worldwide which have serious impacts 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o the marine ecosystem health and biological habitats. It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 technological difficulties on how to monitor and identify beach debris efficiently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accurately disposing beach debris.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a new recognition method of beach debris was proposed based on field
beach debris experiment on Nanhui Beach by combination of LiDAR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with record full
waveform data and the Back Propagation (BP) neural network model.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echo amplitude and
width extracted from full-waveform data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beach debris because of their distinct waveform
features. Meanwhile, beach debris can be effectively classified into foam, cloth, metal, paper and plastic with the
highly accuracy rate of 79% by the BP neural network recognition. Moreover, it can be found that some beach
debris are difficult to identify owing to the same material composition for these debris, which may disturb the recognition rate of BP neural network to great degree. Therefore, it can be expected that a new monitoring tool for beach
debris identification by LiDAR will be popular in future.
Key words: LiDAR；BP neural network；beach debris recogn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