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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解析力衛星影像真實正射改正及遮蔽區域補償 

陳良健 1    溫仁佑 2 

摘要 

本研究目的乃利用高解析力衛星影像進行真實正射改正。主要研究工作包含四項：(1)建立物像關係，

(2)利用數值地形模型進行傳統正射改正，(3)校正房屋高差移位及(4)遮蔽區域處理。研究中利用有理函數

係數配合有理函數模式建立物空間與像空間之關係。利用此物像關係及數值地形模型進行傳統正射改

正。之後，並配合數值房屋模型，針對房屋之高差移位進行校正。為了避免重複映射問題產生，研究中，

需先偵測出遮蔽區域。由於高解析力衛星，視域小，研究中採取一有效率方式，偵測房屋之遮蔽區域，

以及房屋高差移位之校正。測試區域為新竹地區，測試影像為捷鳥衛星影像。 

關鍵詞：影像正射化、真實正射化、遮蔽區 

1. 前言 
本研究目的乃利用衛星影像進行真實正射

化。正射化影像是經過傾斜移位校正以及校正由地

形所引起的高差移位，由於只有數值地形模型

（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資料，對於地表上的

人造建築物、植被等地物所引起之高差移位，則無

法校正。而校正了傾斜移位以及地形、人造建物、

植被等地物所產生之高差移位，稱之為真實正射影

像。 

以往，由於衛星解析力不高，對於地表上的建

築物並不明顯，因此，在做正射化的時候，將建築

物視為地表上的一部份，將之忽略。而今，拜科技

之賜，已有高解析力的衛星，對於地表上的建物，

已不能忽視，因此在正射化的過程中，不能只校正

地形之高低起伏所造成的高差移位，更要包含建

物、植被等地表物所造成的高差移位。本文真實正

射化影像僅處理傾斜移位及房屋與地形所引起之

高差移位，使用了數值地形模型以及數值房屋模型

（Digital Building Model, DBM），使的地形以及人造

建物所引起的高差移位得以修正。與傳統正射化過

程不同之處係真實正射化影像需先判斷出遮蔽區

域，以避免重複映射(Double Mapping)發生。 

使用數值表面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

逐點進行真實正射改正是可行的。遮蔽區域之判斷

於真實正射改正過程中為重要的項目，否則會產生

重複映射問題。有房屋必有遮蔽，而數值表面模型

無法提供房屋之範圍，因此使用數值表面模型進行

遮蔽區域判斷係以逐點方式進行。由於影像中房屋

區域並非一定整張影像，針對非房屋區域可不需考

慮其遮蔽效應，為了提升整體流程效率，研究中加

入數值房屋模型，用以縮小遮蔽區域判斷之範圍。

因此，主要工作流程分為兩部分，第一部份，使用

數值地形模型進行傳統正射改正，第二部分，加入

數值房屋模型進行房屋遮蔽區域處理，進而完成真

實正射改正。除了觀測向量垂直於地表外，有房屋

必有遮蔽效應，因此在第二部分進行遮蔽區域處

理，加入數值房屋模型，優點為只針對房屋部分進

行遮蔽區的處理，而非整張影像逐點判斷是否為遮

蔽區域，進而減少判斷遮蔽區範圍，以增進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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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正射改正，主要內容為校正傾斜移位及由

地形所引起之高差移位。影像正射化可分為光線追

蹤 模 式 (Ray-tracing) 及 逆 轉 換 模 式 (Indirect 

method)。光線追蹤模式(O＇Neill & Dowman, 1988)

為計算二維像空間坐標所對應的三維物空間坐

標，逆轉換模式為計算三維物空間所對應之二維像

坐標。由於逆轉換模式較光線追蹤模式而言有較多

之優點(Kim et al, 2001)，因此傳統正射改正係以逆

轉換模式進行。 

傳統正射改正首要工作為建立物像關係。可由

下述三種方式：(1)光束法(Chen & Lee, 1993)，(2)

載體參數修正法(Chen & Teo, 2001)及(3)有理函數

模式(Tao & Hu, 2000)。其中光束法與載體參數修正

法乃求解感測器方位參數進而建立物像關係，而有

理函數模式乃直接建立物像關係，並無求解感測器

之方位參數。建立物像關係後，逆轉換模式便能從

物空間三維座標利用數值方法，獲得影像空間二維

座標，經重新取樣後便可得正射影像。本研究乃利

用有理函數模式進行傳統正射改正。  

目前高解析力衛星中如 IKONOS 及捷鳥衛星

提供有理函數係數(Rational Polynomial Coefficient，

RPC)。其中，IKONOS 衛星只提供有理函數係數，

並無原始衛星姿態等相關資料。捷鳥衛星基本模式

影像（Basic Mode）提供衛星成像時相關資料及有

理函數係數，標準模式影像（Standard Mode）只提

供有理函數係數。有理函數係數部分，Tao & Hu 

(2000) 提出有理函數模式用來校正 IKONOS 影

像。有理函數係數係指有理函數模式中多項式之係

數。有理函數模式為兩個多項式比值關係，從三維

地面座標計算出二維影像座標(Tao & Hu,2000)。由

於有理函數模式不需投入動態取樣之複雜模式，對

使用者而言，利用有理函數模式配合有理函數係數

為一簡潔方式，進行傳統正射改正。由於有理函數

模式對於高解析衛星視域(Field of view)小之特

性，且衛星公司提供之有理函數係數有很高之相對

精度(Grodecki & Dial, 2003)，使模式誤差小，而提

供甚佳之近似。  

圖 1 為研究流程，主要研究工作包含，建立物

像關係，衛星影像幾何改正，遮蔽區域處理，陰影

區域增揚，增進產生真實正射影像之效率。 

  
 

捷鳥衛星影像

傳統正射影像

真實正射化影像

房屋遮蔽區域處理 補償來源影像

數值地形模型

數值房屋模型

 

圖 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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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像傳統正射改正 
大多數資源衛星只提供感測器載體參數，許多

文 獻 提 供 感 測 器 方 位 重 建 之 方 法 (O＇Neill & 

Dowman,1988; Chen & Chang, 1998)，但對於非遙測

領域之使用者欲根據載體參數進行衛星載體方位

重建較不熟悉。捷鳥衛星公司提供了第二個選擇，

該衛星公司提供衛星載體參數以及有理函數係

數，提供使用者建立像空間及物空間之關係，以進

行幾何校正。由於有理函數模式不需投入動態取樣

之複雜模式，對使用者而言，利用有理函數模式配

合有理函數係數為一簡潔方式，進行幾何校正。 

有理函數模式乃共線條件式之簡化，將共線條

件式以泰勒多項式展開，並以有理數之形式表示。

其數學形式為方程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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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x,y 為 影 像 座 標 ， XYZ 為 地 面 座 標 ，

aijk,bijk,cijk,dijk 為有理函數係數，由衛星公司提供。Tao 

& Hu (2000) 認為，函數一階項可消除光學投影產

生的扭曲誤差，二階項可消除因地形曲率、大氣折

射及透鏡扭曲等變形，而其他未知因素所產生的變

形則可由三階項來消除。一般而言，模式之冪次為

三次。 

有理函數係數由衛星公司所提供，該係數之求

解過程，並非利用大量控制點求解而得。該係數係

像座標與物空間網格點之間轉換係數。其中，衛星

之原始觀測向量配合地表一高程交於一點，可得一

物空間座標。有理函數係數求解方式，如圖 2 所

示，乃利用大量像空間座標，利用其觀測向量配合

N 個高程，可於物空間中獲得大量密集之網格點，

再利用最小二乘法計算物空間與像空間兩座標之

轉換係數即有理函數係數(Grodecki, 2001)。有理函

數係數本身存在系統性偏差，因此需配合地面控制

點，以消除系統性偏差，研究中利用簡單仿射轉

換，以消除有理函數係數之系統性偏差(Fraser & 

Hanley, 2003)。 

 
圖 2 有理函數係數求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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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鳥衛星提供40個有理函數係數，如方程式2

所示，利用此40個係數，可建立影像空間與物空間

之關係，由於有理函數係數仍有系統性誤差，因此

以地面控制點進行修正。首先，以有理函數模式配

合有理函數係數計算地面控制點之影像座標，如方

程式3所示，當控制點數大於3時，利用計算得到之

影像座標與人工量測地面控制點之影像座標，求解

仿射轉換之六參數，以此六參數修正有理函數係數

之系統性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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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0~a19，b0~b19，c0~c19，d0~d19 為衛星公司提供之

有理函數係數 

XGCP，YGCP，ZGCP 為控制點地面座標 

xRFM，yRFM 為由地面控制點利用有理函數模式與

有理函數係數計算而得知影像座標 

xGCP，yGCP為控制點影像座標 

e1~e6 為仿射轉換之六參數 

vx，vy 為殘差 

影像正射化可分為光線追蹤模式及逆轉換模

式。光線追蹤模式(O＇Neill & Dowman,1988)為計算

二維像空間坐標所對應的三維物空間坐標，逆轉換

模式為計算三維物空間所對應之二維像坐標。由於

逆轉換模式較光線追蹤模式而言有較多之優點

(Kim et al, 2001)，因此傳統正射改正係以逆轉換模

式進行。 

經由逆轉換模式所得像坐標並非整數像元，故

需要進行重新取樣，以取得非整數值的灰度值。本

研究中使用Cubic Convolution (Richards,1986)進行灰

度值內插，沿著網格化之地面坐標以前述方法運

算，最後可得所需地面範圍之正射影像。 

3. 房屋遮蔽區域處理 
房屋為地表上垂直立面之建築物，故房屋所產

生之高差移位及遮蔽現象是必然的。SPOT1~4衛星

影像解析力不足以辨別各個房屋，因此於幾何校正

模式中，不處理房屋，將房屋視為地表的一部份，

即以忽略房屋的方式來處理。此種幾何校正方式，

在有人工建築物處會有幾何上的校正誤差存在，在

衛星影像解析度較差時，所造成的誤差影響小。而

在高解析度衛星影像的幾何校正上，人工建物特徵

明顯，則不能忽略人工建築物的存在，故必須改變

幾何校正的模式，也就是必須考慮人工建築物的存

在及遮蔽。 

完成傳統正射改正後，本章將針對房屋遮蔽區

域進行處理。人工建築物的牆面在地表上是垂直立

面，研究中假設只要有人工建築物存在，即會產生

遮蔽現象。因此遮蔽區偵測的判斷機制是判斷處理

區域中是否有人工建築物的存在，當人工建築物存

在時，就必須做遮蔽區域處理。以航照進行遮蔽區

域 處 理 ， 往 往 逐 點 判 斷 是 否 被 遮 蔽 (Fahmi & 

Christine,1998;Rau & Chen, 2002)。有鑑於使用數值

表面模型逐點處理遮蔽區域效率不佳，因此在房屋

遮蔽區域處理，首先預估處理資料範圍以避免在處

理區以外的地方浪費計算時間，以提升衛星影像幾

何校正的效率。加入數值房屋模型，針對房屋進行

處理，以減少處理範圍。 

房屋遮蔽區域處理主要工作為：1.校正房屋高

差移位，2.遮蔽區域周圍不合理像元修正，3.遮蔽

區域補償，以及4.陰影區域增揚。其中工作項目1

與3為真實正射改正必要程序而工作項目2與4目的

僅增加視覺上之效果。 

3.1校正房屋高差移位 
此階段目的為校正房屋之高差移位。校正房屋

高差移位，在航照影像上係利用z-buffer技術判斷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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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區域，再進行房屋高差移位校正。z-buffer技術係

整張影像逐點進行遮蔽區域判斷，為以像素單元為

基礎（pixel base）之技術。由於有房屋地區必有遮

蔽現象，因此研究中加入數值房屋模型，便能在整

張影像中找出房屋區域而減少判斷遮蔽區域之範

圍。由於衛星視場角小(Field of View)，因此小區域

之高差移位可視為線性變化。由圖3與圖4可知，同

一棟房屋內之高差移位變化量於像座標sample方

向與line方向最大分別約為1.0x10-4與1.5x10-4像

元，由於變化量小可將之忽略，即同一棟房屋內所

有像元之高差移位量可視為一常數，故研究中以房

屋單元為基礎(building primitive)進行房屋高差移位

校正。 

房屋高差移位校正細部流程可分為四步驟：1.

於正射影像上利用數值房屋模型資料找出房屋屋

頂資訊，如圖5 (a)所示，2.配合數值房屋模型將屋

腳面積鏤空，如圖5 (b)所示，3.配合數值房屋模型，

考慮房屋高差移位之影響，將整棟房屋鏤空，如圖

5 (c)所示，4.將房屋之屋頂整體平移至屋腳，如圖5 

(d)所示。完成以上步驟，則完成房屋高差移位校

正，而剩餘鏤空區域則為房屋之遮蔽區域。 

 

 
圖 3. 像平面 X 方向高差移位變化量統計圖 

 

圖 4. 像平面 Y 方向高差移位變化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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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5. 房屋高差移位校正及遮蔽區域偵測示意圖 

(a).正射影像中偵測房屋屋頂示意圖  

(b).房屋屋腳鏤空示意圖  

(c).整棟房屋鏤空示意圖 

(d).完成房屋高差移位校正與遮蔽區域偵測示意圖  

3.2遮蔽區域周圍不合理     

像元修正 

完成房屋高差移位校正後，發現位於遮蔽區域

外圍仍有不合理像元存在。以圖 6 所示，綠色圈內

之房屋遮蔽地表，而該房屋經過高差移位校正後，

遮蔽區域外圍應屬於地表，但仍有房屋像元之存

在，此即不合理像元。構成不合理像元存在之因素

包含：1.有理函數模式誤差，2.有理函數模式係數

誤差，3.控制點誤差，4.數值地形模型誤差，5.房

屋模型誤差，及 6.攝影成像時之點散(Point Spread)

影響。 

此不合理像元均出現於遮蔽區域外圍，且大部

分房屋有著較高反射率，因此可沿遮蔽區域外圍邊

緣設置一緩衝區，並配合一閥值判斷是否為房屋，

若是，則回填附近非房屋之像元。 

 
    圖 6. 不合理像元 

3.3遮蔽區域補償 
人工建築物的牆面在地表上是垂直立面，研究

中假設只要有人工建築物存在，即會產生遮蔽現

象。而遮蔽區域補償需另一觀測角度之影像予以補

償。研究中遮蔽區域只考慮兩種遮蔽型態：1.房屋

遮蔽房屋，及2.房屋遮蔽地表。首先建立兩個索引

檔。圖7中，索引檔1為物空間座標，內存房屋編號。

索引檔2為像空間座標，於像空間中內存房屋編

號。於遮蔽區域內，配合索引檔1可判別為何種遮

蔽型態，若為房屋遮蔽地表，則於索引檔2檢驗是

否為房屋，若否，則取副影像之灰度值予以補償，

若是，則代表於副影像中仍被房屋遮蔽。若以索引

檔1判別屬房屋遮蔽房屋型態，則於索引檔2中檢驗

其房屋編號是否相同，若是，則取其灰度值進行補

償，若否，則代表於副影像中仍被其他房屋遮蔽。 

3.4.陰影區域增揚 
由於捷鳥衛星影像係 11 位元(Bit)資料，因此

為了於陰影區域內使肉眼獲得更多資訊，提高陰影

區域內辨識能力。主要工作內容包含：1.鎖定陰影

區域範圍，及 2.針對陰影區域進行影像直方圖匹配

(Histogram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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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遮蔽區域補償示意圖 

3.4.1.鎖定陰影區域範圍 

如圖 8 所示， 1θ 與 2θ 分別從衛星公司提供之

太陽入射光之仰角與方位角推得，A 為屋頂之角點

B 為屋腳點，D 點為太陽光將 A 點投影至地面之點

位。由式 4、5、6 並配合數值房屋模型則可求得 D

點之座標，同理，可推得其他屋頂角點所對應陰影

區域角點，進而鎖定整個陰影區域範圍。 

由於衛星公司所提供之太陽光之仰角與方位

角不一定相當精確，故預估陰影之範圍，研究中會

稍微向外開一緩衝區，以包含所有陰影區域。 

DBAB
=

1tanθ
……   ………………………..…(4) 

BCDB =× 2sinϑ …………….………………(5) 

DCDB =× 2cosϑ ……………………………(6) 

3.4.2.針對陰影區域進行影像 

直方圖匹配 

為讓陰影區域增揚後與周遭環境之灰度值盡

可能連續，因此影像直方圖匹配之參考灰度值為陰

影區域外圍之環境灰度值，來源灰度值為陰影區域

內之灰度值。將此二灰度值之直方圖進行匹配，增

強陰影區域內之對比，進而令肉眼獲得更多之資訊

(Richard, 1986)。 

 

索引檔2 

副影像

數值房屋模型 

索引檔1 

真實正射影像 

房屋遮蔽地表 

房屋遮蔽房屋 

遮蔽區域補償 

主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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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預估陰影示意圖 

(a) 垂直剖面圖 (b)水平剖面圖 

4. 實驗與成果分析 

4.1試驗資料說明 
試驗影像為兩張捷鳥衛星影像。捷鳥衛星影像

等級標準模式，其方位角、仰角及地面控制點來源

如表 1 所示。新竹測區使用兩張捷鳥衛星影像，影

像等級為標準模式。2002 年 8 月 24 日所拍攝(稱新

竹 A 影像)，太陽之方位角為 119.7 度仰角為 65.7

度，衛星之方位角為 39.0 度，仰角為 66.9 度，地

面解析力為 0.7 公尺，平行軌道觀測角度(in Track 

View Angle)為 18.4 度，垂直軌道觀測角度(Cross 

Track View Angle)為 11.6 度。另一影像為 2002 年 11

月 9 日所拍攝(稱新竹 B 影像)，太陽之方位角為

158.6 度，仰角為 46.0 度，衛星之方位角為 258.3

度，仰角為 77.4 度，地面解析力為 0.63 公尺，平

行軌道觀測角度為-3.9 度，垂直軌道觀測角度為

-11.1 度。 

表 1 測區資料簡介 

測區
使用衛星/產

品等級 

衛星方

位角 

衛星

仰角 

地面控制

點來源 

捷鳥衛星/標

準模式 
258.3 77.4 

房屋模型

角點 新竹

測區 捷鳥衛星/標

準模式 
39.0 66.9 

房屋模型

角點 

4.2成果 
真實正射影像之產生，研究中先以新竹 A 影

像進行傳統正射化，再針對此影像中之房屋進行校

正，並對遮蔽區域配合新竹 B 影像進行補償。首

先利用有理函數模式以及有理函數係數進行傳統

正射改正如圖 9 所示。配合數值房屋模型針對正射

影像上之房屋高差移位進行校正，如圖 10 所示，

黑色區域即為遮蔽區域，圖 10 中虛線圓圈內可發

現不合理像元存在，圖 11 為修正不合理像元後。

圖 12 為利用補償來源影像，針對遮蔽區域進行補

償後之影像。由於衛星影像為 11 位元資料，針對

陰影區域進行增揚。圖 13 與圖 14 為陰影增揚前後

對照圖。 

           
      圖 9. 正射影像                          圖 10. 房屋高差移位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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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不合理像元修正後                     圖 12. 遮蔽區域補償後 

 

 

           
圖 13. 陰影區域增揚前                     圖 14. 陰影區域增揚後 

 
 

 

圖 15. 新竹地區定位精度 

(a) 新竹 A 影像(b)新竹 B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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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新竹測區真實正射影像誤差向量圖 

4.3. 精度評估 
圖 15 叉號為控制點之位置，圓圈為檢核點位

置，箭號為檢核誤差方向與大小。新竹 A 影像加

入 10 個控制點進行有理函數係數系統性誤差補償

後並以 10 個檢核點進行檢核，其定位誤差分別於

影像座標 x 與 y 方向分別為 0.91 與 2.01 像元，影

像解析度約為 0.7 公尺，故其定位誤差約為 0.64 與

1.41 公尺如圖 15(a)所示。新竹 B 影像加入 10 個控

制點進行有理函數係數系統性誤差補償後並以 10

個檢核點進行檢核，其定位誤差於影像座標 x 與 y

方向分別為 1.51 公尺與 1.01 公尺，如圖 15(b)所示。

其中實線方形內即為有房屋模型測區，該地區真實

正射影像利用 18 個檢核點進行檢核，精度於 E 與

N 方向分別為 1.96 與 2.95 公尺，該區誤差向量圖

如圖 16 所示。 

5. 結論 
本研究針對高解析力衛星影像進行真實正射

改正。首先利用有理函數模式進行傳統正射。針對

傳統正射影像，研究中就房屋之高差移位進行校

正，並對於遮蔽區域進行補償。使用影像直方圖匹

配方式進行陰影區域增顯。茲就測試成果提出結論

如下： 

有理函數模式由於不需動態複雜取樣，為一簡

潔之方式進行影像校正。 

真實正射影像精度於 E 與 N 方向約為 2 米至 3

米，其誤差來源可能為有理函數模式誤差，有理函

數係數誤差，控制點誤差，房屋模型誤差數值地形

模型誤差，人工檢核上誤差。 

11 位元之資料於陰影區域進行影像直方圖匹

配，能增加肉眼辨識能力。 

不合理像元必定存在，若房屋模型精度較高，

研究中之方法能簡單予以修正，增加視覺上可看性 

高解析力衛星影像幾何相似，本研究提出之方

法，應能運用於其它衛星影像，如華衛二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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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Orthorectification and Occlusion Compensation for 

High 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s 

Liang-Chien Chen 1    Jen-Yu Wen 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investigation is to generate true orthophotos from high 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s.  The major work includes 4 parts: (1) determinate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object space 
and image space, (2) generate the traditional orthophotos using terrain model, (3) correction of relief 
displacement, and (4) compensate the hidden areas.  We use Rational Polynomial Coefficients (RPCs) 
to determinate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object space and image space.  In the 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orthophotos, we employ RPCs and 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 to rectify tilt 
displacements and relief displacements for terrain.  We, then, compute relief displacements for 
buildings with Digital Building Model (DBM).  In order to avoid double mapping, we detect hidden 
areas caused by buildings.  Due to the satellite’s small field of view, an efficient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hidden areas and building rectification will b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est areas cover 
the city of Hsin-chu in northern Taiwan.  The test images are from the QuickBird satellite. 

Key Words: High 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s, DTM, DBM, Hidden areas, and True 
ortho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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