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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光達資料與高解析衛星影像於建物偵測 

張智安
1    

陳良健
2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為整合光達資料與高解析衛星影像於建築物偵測。工作重點包括資料前處理、區塊

分割及建物偵測等三個部分。資料前處理包括點雲分類、網格化及空間套合，研究中使用有理函數轉

換模式配合地面控制點進行空間套合，將光達資料與高解析衛星影像轉換到一致的坐標系統中。在區

塊分割中，針對網格化光達資料及正射化高解析衛星影像進行區域分割，產生高程及光譜性質相似的

區塊。在建物偵測部份，以區塊為單元進行決策樹分類，決策樹分類所使用的分類準則包括：高程、

光譜、紋理及形狀特徵。研究中使用新竹科學園區之 Leica ALS40 光達資料及 QuickBird 衛星影像進行

測試，並使用一千分之一數值地藉圖做為檢核。實驗結果顯示，結合光達資料及高解析衛星影像於建

物偵測之精度優於 89%。 

關鍵詞︰光達、高解析衛星影像、區塊分割、決策樹分類、建物偵測 

1. 前言 

建築物在人類生存空間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

色，因此建築物是土地利用圖中不可或缺的空間資

訊。建築物資訊廣泛運用在各種領域上，例如：環

境規劃、防災計劃、虛擬城市建置等等，特別是都

市區，建築物的空間資訊更是都市空間分析的必要

單元，因此萃取建築物是空間分析的重要工作。傳

統上，建築物資訊是透過航照立體像對，經由人工

量測而得，但此過程須耗費大量人力與時間，耗時

且昂貴。除人工量測外，亦可使用立體像進行影像

匹配技術產生數值地表模型，藉由數值地表模型取

得建物資料。但數值地表模型受限於影像匹配之精

度，在複雜地表其可靠度較低。隨著遙測影像的普

及化，利用全色態或多光譜遙測影像，配合影像分

類技術資料可取得建築物之空間資訊，但受限於遙

測影像精確三維資訊不易取得，所得建築物缺乏三

維資訊。為了能有效萃取建築物平面及高程資訊， 

 

整合不同型態的感測器是必須的(Hoffmann and 

Van, 2001; Schiewe, 2003)。 

近年來，空載雷射掃描系統(Airborne Laser 

Scanning System) 或 稱 光 達 系 統 (LIDAR, LIght 

Detecting And Ranging)技術漸趨成熟。光達系統可

快速取得地表物之三維坐標，提供高密度及高精度

之 三 維 坐 標 ， 籍 由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以及慣性導航系統(INS,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之輔助，此類系統高程精度可達

15 公分(Leica Geosystems, 2005)。光達系統有別於

遙測影像，此類感測器使用連續雷射波，由相位差

獲得距離，再由距離推導出地表物之三維坐標。因

此光達僅能提供地表物之三維離散點坐標，無法提

供地表物的光譜反應。而遙測影像可提供地表物之

光譜反應，故遙測影像可補其不足，整合這兩種感

測 器 的 特 性 將 有 助 於 資 訊 萃 取 (Baltsavias, 

1999;Ackermann, 1999)。因此本研究將從資料融合

的角度出發，融合光達資料及高解析衛星影像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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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偵測。 

近年來應用光達資料於建築物偵測之研究文

獻有許多，從資料面做分類可以分成兩大類，第一

類是以光達離散點資料進行處理，第二類則是光逹

網格式資料進行處理。在光達離散點的處理方式

中，首先針對光達點雲進行結構化的處理（如三角

網或八分樹），接著對結構化的光達點雲進行平面

分析，利用建築物之平面特性進行偵測(Roggero, 

2001; Morgan and Habib, 2002)。使用離散點光達的

優點在於避免網格化所產生的誤差，但在資料處理

上較為複雜，且不易與網格式的遙測資料進行結

合。在光逹網格式資料的處理方式中，以影像分類

的技術為基礎，影像分類所使用的特徵包括：光達

之高程、光達之多重回波、光達之反射值、地表粗

糙度、影像光譜資訊等。依其所引用的分類方法

大 致 可 分 成 以 下 幾 類 ： (1) 階 層 式 影 像 分 類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Rottensteiner and 

Briese,2002) ， (2) 多 重 解 析 力 影 像 分 類

(Multi-Resolution Classification)(Thuy and Tokunaga, 

2000) ， (3) 最 大 適 然 法 影 像 分 類

(Maximum-likelihood Classification)( Zeng et al., 

2002) ， (4) 模 糊 影 像 分 類 (Fuzzy 

Classification)(Samadzadegan, 2004 ; Tovari and 

Vogtle, 2004)，(5)類神經網路影像分類(Shao and 

Chen,2003)等。使用網格式光達資料的優點在於其

資料處理上較為簡易，且有易於資料融合，因此研

究中將以網格式資料進行處理。 

在傳統的影像分類技術中，大多著重於對像元

屬性值的分析，以像元為單元進行分類，並未考慮

相鄰像元中彼此間的相關性。然而具有意義的地物

大多是由多個像元所組成，相鄰像元間的相關性

高，所以將彼此間具有高相關性的像元融合成一個

區塊，採用以區塊為單元進行分類，把每一個區塊

視為一物件，以物件的概念來進行影像的分析，將

有助於地物分類。以物件來分析影像的優點在於區

塊可以提供形狀的因子，諸如區塊的長寬比、緊密

度、面積等，對於具有形狀特性的建築物，形狀因

子將有於建築物之分類。同時，利用區塊整體的形

狀來幫助識別地物，也較接近人類辨識的過程。由

於以像元為單元的分類方法，僅能提供單一像元屬

性值資訊，而區塊分類方法可提供多個像元屬性值

資訊，更有利於地物的辨識與分類。因此，本研究

中將結合光達與高解析衛星影像以區塊為單元進

行建築物偵測。 

本研究之目的為結合光達與高解析衛星影像

偵測建築物區域。研究中使用以區塊為單元的決策

樹分類法進行分類，同時使用光達資料與高解析衛

星影像之多種特徵進行分類，包含：光達高程特

徵、影像光譜特徵、光達紋理特徵、區塊形狀特徵

等等，以提升分類的結果。其主要工作項目包含：

(1) 區塊分割，將同性質的像元分割成相同的區

塊，及(2)決策樹分類法，建立區別建物與非建物

的特徵，使用模糊邏輯進行分類，將資料分成建物

區域及非建物區域，最後以一千分之一地藉圖進行

驗證及分析。 

2. 資料前處理 

資料前處理主要包含三項工作，即光達資料地

表點與地面點分類、網格化光達資料及空間套合。

分述如下： 

2.1.光達資料地表點與地面點 

分類 

光達點雲中包含地面點(Ground points)與地表

點 (Surface points) ， 研 究 中 使 用 曲 面 近 似 法

(Surface Approximation)(Axelsson,2000) 於 地表

點與地面點分類。首先在光達資料中等間距挑選

局部最底點視為起始地面點，使用這些起始地

面 點 建 立 不 規 則 三 角 網 (Triangular Irregular 

Networks, TIN)表示地面，接著循序加入其他光

達點將三角網細化，並在三角網內判斷加入的

光達點是否為地面點，判斷的依據是點到三角

網平面的距離或點到三個角點的向量與平面的

夾角，若判斷為地面點則加密三角網，否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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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下一點，直到所有點都完成判斷，即可將光

達點初步分類為地表點與地面點。 

2.2.網格化光達資料 

光達之原始資料為三維離散點，在進行處理時

將之轉換成為規則之網格化資料，以利後續之分

析。且由於光達資料已經初步分類為地面點與地表

點，因此可網格化得數值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 及 數 值 表 面 模 型 (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研究中使用三角網內插方式將地面

點及地表點內插為網格式之數值地形模型及數值

表面模型(Briese et al., 2000)。使用三角網內插後的

網格化光達資料，需進行平滑化處理去除雜點。為

保持較佳的邊緣輪廓特性，研究中使用中值濾波

(Median Filter)進行平滑化。 

2.3.空間套合 

光達資料與高解析衛星影像必須經由空間套

合建立兩者之關係。首先將光達資料轉換到物空間

中，接著利用地面控制點，對高解析影像進行幾何

改正，建立影像空間與物空間之關係，將光達資料

與高解析衛星影像投影到相同的物空間系統中，即

可完成空間套合。一般而言，高解析衛星的視角都

很小，且衛星的定位系統及姿態系統有很高的相對

精度，可使用有理函數模式進行幾何改正，因此研

究中使用有理函數幾何改正模式進行高解析衛星

影像之幾何改正(Mayumi et al., 2004)。 

3. 研究方法 

完成資料前處理後，光達及高解析衛星影像將

使用共同的坐標系統，將光達資料及高解析衛星影

像視為具有空間關係的不同圖層進行建物偵測，主

要工作包括區塊分割及決策樹分類。首先進行影像

分割，產生性質相似的區塊，接著針對光達及高解

析衛星影像進行特徵分析，其中包括光達高程特

性、影像光譜特性、紋理特性及形狀特性，最後以

區塊為單元進行決策樹分類。 

3.1.區塊分割 

區塊分割之目的是把同質性的網格點合併為

同一區塊，研究中將光達資料及高解析衛星影像視

為空間相關的兩個圖層，再進行區塊分割。區塊分

割同時考量屬性因子及形狀因子。在此屬性因子是

指網格點的屬性值，而形狀因子則是指分割後區塊

的形狀，分割機制是藉由計算影像中每個物件的異

質性(Heterogeneity)指標，來完成區塊分割的目

標。最初的層級是以像元為基礎，將每一個像元視

為一個區塊，然後進行區塊合併，將小區塊聚合成

大區塊，每加入一個小區塊，即計算整個大區塊的

異質性指標，若小於異質性的門檻值，則視為同一

區塊，若超過異質性門檻值，則視為不同的區塊。

藉由這樣的方式進行影像分割，最後產生影像區

塊。這種分割的方式有兩個優點：(1)可以對不同

的資料給予不一樣的分割權重，(2)分割時可同時

考慮區塊的形狀特性。 

影 像 分 割 中 需 使 用 三 種 異 質 性 指 標

(DEFINIENS,2003)，即 1. 屬性值(Attribute)異質性

指標，2. 形狀(Shape)異質性指標，3.整體異質性

指標，分述如下： 

1. 屬性值異質性指標 

屬性值異質性指標是使用每個圖層中之屬性值

權準差，做為分割的指標。公式如下：  

∑
=

=
c

i
iiwh

1
attribute σ  (1) 

其中， 

hattribute ：屬性值異質性指標； 

wi  ：第 i 個圖層之權重； 

σi  ：第 i 個圖層之權準差； 

c  ：圖層總數。 

2. 形狀異質性指標 

形狀異質性指標是由每個區塊之平滑與緊密度

所構成，使用平滑與緊密之合量做為分割的指

標。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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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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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
(3)
(4)

其中， 

hshape ： 形狀異質性指標； 

wsmoothness ：平滑度之權重； 

wcompactness：緊密度之權重； 

hsmoothness ：平滑度異質性指標； 

hcompactness ：緊密度異質性指標； 

l  ：區塊邊長； 

b  ：區塊最小邊長； 

n  ：區塊面積。 

wsmoothness 與 wcompactnes 代表平滑與緊密間的權

重調配，兩者的總和為 1。若平滑指標之權重較

高，分割後的物件邊界較為平滑，反之，若緊密指

標之權重較高，分割後的物件形狀較為緊密，較接

近矩形。 

3. 整體異質性指標 

整體異質性指標是屬性值異質性指標與形狀異

質性指標之總合。 

shapeshapeattributeattribute hwhwh ×+×=  (5)

其中， 

h  ：整體異質性指標； 

hattribute ：屬性值異質性指標； 

hshape ：形狀異質性指標； 

wattribute ：屬性值異質性指標之權重； 

wshape ：形狀異質性指標之權重。 

物件整體的異質性指標是由上述的屬性值異

質性指標與形狀異質性指標所構成，wattribute 與

wshape 代表屬性值與形狀兩者間的權重調配，兩者

之總和為 1。 

3.2.決策樹分類 

決策樹分類是使用樹狀圖的概念進行分類

(Brown et al., 2003)，樹狀圖是由許多枝幹(Branch)

連結節點(Node)所組成，其中最上層的節點稱為根

(Root)節點，而最下層的節點稱為葉(Leaf)節點。

決策樹分類是由根節點經由分類準則分裂(Split)為

節點，藉由分類準則分裂為許多葉節點，最後得到

的葉節點即為分類類別。研究中決策樹分類針對給

定的光達及影像資料，利用歸納的方式產生樹狀結

構的模式，為了要將輸入的資料分類，決策樹的每

一個節點即為一個分類準則，分類準則判斷輸入資

料的特性，每一個節點因而可以將輸入的資料分成

若干類。相較於其他分類方式，如類神經網路等，

決策樹分類簡單易懂，且很容易讓人了解其內部的

分類準則之特性。 

決策樹分類的關鍵在於如何使用資料之特性

建立分類準則，研究中使用的分類準則包括地物高

程特性、光譜特性、紋理特性及形狀特性，利用這

些特性區別建物與非建物。對光達資料而言，若祇

包含地形起伏則高程變化較為和緩，若包含建物及

樹木則地表高度變化會較大，因此研究中將分析光

達的高程變化，以偵測建物的候選區域。由於建物

及樹木的高度變化都是較大的，為能分辨及濾除樹

木區域，首先進行光譜分析，利用植生指標濾除樹

木區域。接著進行紋理分析及形狀分析濾除將非建

物區塊，得到建物候選區域。決策樹分類圖如圖 1

所示。各項分類特徵分述如下： 

 

圖 1.決策樹分類圖 

3.2.1.地物高程特性 

光達資料提供數值地表模型及數值地形模型

的高程資訊，其中數值地表模型包含地表物之高程

資訊，如建物、植物等等，而數值地形模型僅包含

地面資訊。利用數值地表模型減去數值地形模型可

得正規化數值地表模型(Normalized Digital Surface 

Model, NDSM)，NDSM 代表扣除地面高度後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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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高度資訊，因此使用 NDSM 可區分地面及地上

物之區域。 

3.2.2.光譜特性 

多光譜高解析衛星影像可提供藍、綠、紅及近

紅外光的光譜資訊。多光譜資訊可應用於區別植生

及非植生，近紅外光與紅光是典型的波段值於區別

植生及非植生。近紅外光波段為植物生長狀態的指

標，它對植被差異及植物生長趨勢反應相當敏銳，

而紅光波段會被植物葉綠素吸收。因為綠色植物具

有吸收紅光和反射紅外光的特性，所以這兩個波段

是植物綠度分析的核心。研究中使用常態化差異植

生指標(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區分植生與非植生之區域。NDVI 是紅外光

與紅光差值及紅外光與紅光總合之比值，適用於監

測植生，NDVI 值之計算方式如式(6)所示。 

RNIR
RNIRNDVI

+
−

=  (6) 

其中， 

NIR ：近紅外波段； 

R：紅色波段。 

NDVI 數值可正規化至-1~1 之間，如 NDVI 

值越趨近於 1，代表綠色植物覆蓋率愈高，反之，

裸露地、水體、陰影等，該 NDVI 值則趨於 0 或

負數，因此可使用 NDVI 區分植生與非植生之區

域。 

3.2.3.紋理特性 

光達資料可提供地物表面粗糙度的資訊，由於

人工建物之表面多為平面，其表面較為平整，而自

然生長的的植物表面，其表面粗糙度則較為混雜。

當植生之光譜反應不顯著時，可使用表面粗糙度區

別人工建物與植物。研究中使用灰階共現矩陣

(Grey 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 GLCM)分析紋

理特徵(Haralick,1973)，在數值地表模型中設定移

動視窗大小及像元對組合，接著分析像元對中高度

值共同發生之次數，以產生 GLCM 矩陣。並使用

熵(Entropy)及均調性(Homogeneity)量化 GLCM 矩

陣。熵是用以描述地表高度混雜的程度，若地表變

化越混雜(隨機)則熵的值也越大。而均調性則是在

探討地表高度之均調程度，若地表越均調則均調性

也越大。兩者之數學式如式(7)及式(8)所示。 

∑∑ ×−= )(log ,, jiji ppE  (7)

∑∑ −+
−= 2

,

)(1 ji
p

H ji  (8)

其中， 

E：熵； 

 

H：均調性； 

Pi,j：GLCM 矩陣元素。 

3.2.4.形狀特性 

由於人工建物具形狀之特性，因此分類時將考

慮形狀特性於建物偵測，研究中所使之形狀特性包

括區塊面積及長寬比。首先針對區塊面積進行分

析，因建物具有一定面積之大小，故可藉由區塊之

面積大小來確立屬於建物之區塊。接著長寬比分析

區塊形狀，若區塊過於狹長則視為非建物。 

4. 實驗成果 

研 究 中 使 用 Leica ALS40 之 光 達 資 料 及

QuickBird 衛星影像進行建物偵測。測試區位於新

竹科學園區，實驗區大小為 590m *1020m，Leica 

ALS40 之取樣日期為 2002 年 4 月 14 日，光達原

始點雲解析力度約 1.6 point/m2，高程精度大約

15cm，平面精度大約 30cm，且包含經過分類之地

表點與地面點，並網格化成 50cm 解析力的數值地

表模型及數值地形模型，實驗區光達資料 DSM 及

DTM 如圖 2 及圖 3 所示。QuickBird 衛星影像成像

日期為 2002 年 8 月 24 日，入射角為 21 度，

QuickBird 多光譜影像資料如圖 4 所示。相關資料

參數簡介如表 1 及表 2。地真資料使用一千分之一

向量圖中建物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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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QuickBird Image Copyright 

2002 DigitalGlobe 
圖 2.數值地表模型 圖 3.數值地形模型 圖 4.高解析衛星影像 

表 1. 測試區光達資料相關參數 
 

表 2.測試區影像資料相關參數 

取樣時間 2002.04.14  取樣時間 2002.08.24 

點位密度(pts/m2) 1.6  底點解析度(m) 2.8 

視場角(deg) 35  入射角(deg) 21.8 

掃描頻率(Hz) 29.4  控制點及檢核點來源 1/1000 地藉圖 

雷射脈衝率(KHz) 38  控制點及檢核點 9/11 

航高(m) 1200-2000    

空間套合中使用有理函數幾何改正模式，利用

控制點產生的六參數轉換係數修正有理函數係數

之誤差，利用光達所產生之數值地表模型進行正射

化處理。研究中以檢核點檢核物空間與像空間之轉

換關係，使用 9 個控制點時，控制點均方根誤差在

兩軸方向分別是 0.64 及 0.39 個像元，檢核點之均

方根誤差分別為 1.00 及 0.98 個像元，定位精度優

於 1 個像元。 

實驗中以光達資料及 QuickBird 多光譜影像進

行區塊分割，研究中使用 eCognition 影像處理軟體

進行區塊分割，區塊分割所使用的分割參數設定如

表 3 所示，其中光達與多光譜影像所佔的權重設定

為 2 比 1，表示光達所占的權重較多光譜影像大。

屬性因子與形狀因子所佔的權重分別為 0.8 及

0.2，其中屬性因子包含光達高度值及多光譜影像

灰度值，而形狀因子是指區塊分割後的形狀特性，

包含平滑度及緊密度兩項要素。圖 5 區塊分割的成

果，圖中的線條為區塊邊界，影像中方框為局部放

大區域，局部放大如圖 5b 所示，圖中可以明顯的

看出，同質性高的均調區會分割成同一區塊。 

光達資料的高程特徵則使用 DSM 及 DTM 計

算 nDSM，nDsm 代表地表物高度減去地面高度後

的高度值，即地表物高於地形的高度值，nDSM 影

像如圖 6 所示，影像中越亮的區域代表高度越高。

減去地形高度後，DSM 高度範圍由原本的 92~172

公尺變成 0~56 公尺。研究中使用影像之紅色波段

及近紅外線波段計算 NDVI 指標，NDVI 影像如圖

7 所示，影像中越亮的區域 NDVI 值越大，即代表

屬於植生的機率越大。光達資料的紋理特徵來自

DSM，使用 7*7 (3.5m*3.5m)移動視窗計算 GLCM

矩陣，並分別計算熵和均調性，紋理影像如圖 8

及 9 所示。決策樹分類之分類參數設定如表 4 所

示，其中分類參數的給定是以人工圈選訓練區，觀

查這些訓練區的特性，以給定其參數值，利用這些

參數進行決策樹分類，可將每一個區塊分為建物或

非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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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5.區塊分割結果 a.區塊分割結果 b.區塊分割結果局部放大 

表 3.區塊分割參數 

權重 異質性指標 

光達 影像 屬性因子 形狀因子 平滑因子 緊密因子 

2/3 1/3 0.8 0.2 0.8 0.2 

 
 

 

0m         56.05m 

圖 6.地物高度模型 圖 7.植生指標影像 圖 8.紋理影像(熵) 圖 9.紋理影像(均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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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分類參數設定值 

特徵 特徵來源 特徵指標 參數值 

高程 光達 nDSM 2.5m 

光譜 影像 NDVI 0.1 

光達 熵 4.50 
紋理 

光達 均調性 0.05 

區塊 面積 16 m
2

 形狀 
區塊 長寬比 10 

最後的建物偵測結果如圖 10 所示，每一個獨

立的區塊給於不用亮度。實驗中以新竹科學園區一

千分之一的地藉圖進行驗證，地藉圖中的建物區域

如圖 11 所示。比較建物偵測的成果及地藉圖，大

部份的建物都能正確地被偵測出來，祇有小部份面

積較小的建物無法被偵測，失敗的原因是小面積的

區塊，其特徵較不明顯，干擾源過多，不易進行分

類。量化的分析分成兩部份，第一部份以像元為單

位進行分析，將建物向量圖網格化後，使用建物偵

測結果與網格化建物圖層上每一個像元進行比

較，表 5 是量化的分類成果，所使用的單位為像

元，屬於建物並正確分類成建物的精度為 89%，在

祇考慮建物與非建物分類的情況下，其整體分類精

度為 91%。第二個部份則是以獨立建物區塊為單元

進行分析。每一個建築物單元中，其 80%以上的面

積被正確分類時，則被判斷該建築物為被正確分

類。測試區內共有 136 棟建物，其中有 108 棟被正

確分類為建物，遺漏 28 棟建物，建物偵測之成功

率為 79%，整理如表 6 所示。觀察遺漏之建物，有

14 棟其中面積小於 40m2，因高程及光譜特性不顯

注以致被遺漏。 

5. 結論 

本研究利用光達資料及高解析衛星影像進行

建物偵測，經由區塊分割及決策樹分類，得到建物

區域，分類成功率為 89%。茲就測試成果提出結論

及建議如下：(1)利用區塊為單元進行分類，可避

免像元混雜的問題，同時可加入形狀特性進行分

類。(2)面積太小的建物其特徵不明顯，故不易被

偵測，若光達及影像之空間解析度提升，將有助此

小面積建物之偵測。(3)研究中在進行高程分析

時，使用光達所產生之數值地形模型，其精度間接

影響分類成果，因此如何產生高可靠度之數值地形

模型為未來重要之工作項目。(4)本研究之成果可

提供建物之區域位置，因此可做為自動化三維建物

重建之初始位置。(5)本研究所提出之分類方法，

目前僅考慮建物與非建物兩類，若改變決策樹的分

類法則，在分類類別較多的情況下亦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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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建物偵測成果     圖 11.建物向量圖層 

表 5. 建物區塊偵測成果分析(以網格為單位) 

分類資料 
參考資料 

建物 非建物 列總合 

建物 a=653218 b=74227 e=727445 

非建物 c=97246 d=1585730 f=1682976 

行總合 g=750464 h=1659957 i=2410421 

 對角線總合 2238948 

生產者精度 a/e=89% d/f=94% - 

使用者精度 a/g=87% d/h=95% - 

全區精度  - - (a+d)/i=92% 

 

表 6. 建物區塊偵測成果分析(以棟數為單位) 

項目 建物總數 分類正確 
分類錯誤 

(Commission error) 

分類遺漏 

(Omission error) 

建物(棟) 136 108 2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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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of Lidar data and high 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ry for building detection 

Tee-Ann Teo1   Liang-Chien Chen2 

ABSTRACT 

This investigation is to integrate the Lidar data and high 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 for building 
detection.  The proposed scheme includes preprocessing, segmen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The 
preprocessing includes point cloud classification, rasterization, and spatial registration.  We employ 
ground control points and rational polynomial coefficients in spatial registration.  Thus, the two 
data sets are unified in the same object coordinate system.  In the segmentation, we combine the 
raster form Lidar data and high resolution satellite orthoimages.  The data with similar heights and 
spectral attributes are merged into a region.  In the classification, we use the region-based decision 
classification to separate the building and non-building regions.  The attributes considered in the 
classification include: elevation, spectral, texture and shape of regions.  LIDAR data acquired by 
Leica ALS 40 and QuickBird satellite images were used in the validation.  A 1/1000 scale 
topographic map was used as ground truth.  The experiment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uilding 
detection may exceed 89% of accuracy. 

 
Key Words: Lidar, high 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 segmentation, decision tree classification, 

building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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