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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房屋、道路及地型模型之航空影像真實 

正射校正 

李訢卉
1
  陳良健

2 

摘  要 

遙測影像幾何校正是資料整合應用前的必要工作。傳統正射改正程序僅處理傾斜移位以及地形起

伏所產生的高差移位。對於高空間解析度影像，含有更細微的地表資訊，地表物高程在影像會產生高

差移位及遮蔽現象。在都市區影像中，高樓和多層道路系統於正射影像中仍有嚴重的幾何變形。真實

正射校正考量地表物，依序改正高差位移和遮蔽，使真實正射影像呈現目標物的正確位置。本研究之

目標物為人工建物 (房屋及道路)，故研究中整合房屋、道路和地形模型產生真實正射影像。研究中所

使用的資料包括：三維房屋模型、三維道路模型和數值地形模型以描述物空間地表不同區塊的高低起

伏，研究中使用多視角的高解析空照影像。其中研究主要程序有：(1)視線分析，(2)遮蔽偵測，(3)遮蔽

區補償，及(4)陰影區增揚。研究中使用 UltraCam-D 數位空照影像進行校正。實驗成果顯示本方法可有

效的偵測和補償遮蔽區，其成果精度介於 1~2 像元。 

 
關鍵詞：真實正射影像、都市、遮蔽區、陰影區增揚 

1.前言 
人工繪製地圖成本高而且耗時，造成地圖更新

緩慢。對航遙測影像進行正射校正，可使正射影像

(orthoimage)與地圖同樣具備正射投影及單一比例

尺之幾何特性。正射影像可展示地表覆蓋物正確的

形狀、位置和地理坐標。在數位時代中，正射影像

可與地理資訊系統做整合，作為影像地圖、數化地

圖、變遷偵測、三維仿真城市地景材質，應用甚廣。

因此，航遙測影像幾何校正是資料整合應用前的必

要工作。 

傳統作法所謂的正射改正乃設法移除因傾斜

攝影及地形起伏所產生的像點位移，本文中稱為傳

統正射校正(Conventional Orthorectification)；另有真

實正射校正(True Ortho- rectification)，對地形及地表

物進行改正。諸多文獻皆指出，相較於地形，地表

物(如:高樓)的高程不連續性在高解析影像中產生

更大的高差移位(Chen and Lee, 1993; Höhle, 1996)。

傳 統 正 射 改 正 程 序 以 數 值 高 程 模 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s, DEM)進行正射改正，不僅會發生

影像變形，並且會有遮蔽(Occlusion)與其他不合理

現象產生。有別於傳統作法，真實正射校正考量地

表物體在影像的幾何變形與遮蔽，經過校正之成果

影像可以展示所有地表覆蓋物的『真實位置』，故

稱為真實正射校正。然而，真實正射的改正程序若

僅根據地表物的高度起伏進行校正，會顯不足，因

為地物高度的驟變，在成像過程地表物必然會造成

遮蔽。若未對遮蔽區進行偵測而直接從原始影像擷

取光譜值，則有圖 1(a)重複映射(Double Mapping)

的情況發生，使成果影像產生殘影(Ghost Image)，

如圖 1(b)紅色框線內的屋頂殘影。因此，真實正射

校正之核心技術尚包含遮蔽區之偵測與處理。 

真實正射相關研究甚多，本文將從策略面及資

料面進行討論。校正策略上，影像正射化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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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Down 之 光 線 追 蹤 模 式 (Ray-Tracing) 及 Bottom-Up 之逆轉換模式(Back-Projection)。上述兩

種方式，逆轉換模式較光線追蹤模式而言有較多優

點(Kim et al., 2001)，因此正射改正多以逆轉換模式

進行，本研究係屬於逆轉換模式。在真實正射程序

中，為處理遮蔽區及重複映射問題，會建立索引圖

記錄遮蔽區之位置與範圍。在遮蔽判斷之策略分為

兩大類，(1)距離為基準(Distance-based) (Amhar et 

al.,1998)，和(2)角度為基準(Angle-based) (Habib et al., 

2007)。距離為基準之方法，其代表為 Z-buffer 演算

法。該演算法之概念為，當兩物空間點對應至相同

之的像平面坐標，如圖 2(a)所示，與成像中心距離

較近之 A 點必然遮蔽距離較遠之 B 點。其作法在

影像空間建立影像矩陣(Z-buffer)記錄與成像中心

最近點集合，接著比較物空間各點至成像中心之距

離是否大於影像矩陣所紀錄值以判斷遮蔽。但此方

法其成果品質對於 GSD (Ground Sampling Distance)

大小敏感；物像轉換過程中次像元取樣亦會產生不

良的遮蔽偵測成果。因此，Habib et al., (2007) 提出

角度基準法以避免錯誤發生，以物空間角度作為判

斷準則。在同一輻射方向上，當輻射距離遞增，視

線向量與鉛錘線之夾角(Off-nadir angle)應隨之遞

增；隨著輻射距離增加、夾角卻減少，則表發生遮

蔽，如圖 2(b)所示。 

 
(a)遮蔽區示意圖 

 
(b)正射影像中遮蔽區產生重複映射 

圖 1 遮蔽區與重複映射 

 
(a) 距離為基準 (b) 角度為基準 

圖 2 視線分析方法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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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面之分類可分成幾部分。首先是校正影像

可分為航空照片與衛星影像。航空照片過去使用類

比式底片相機拍攝，若欲拍攝高重疊影像，會大幅

提高成本。在航空攝影進入數位時代後，數位攝影

機在任務中不僅可拍攝高重疊、多航帶影像，並且

可獲得較佳品質之影像。由於衛星影像視場角

(Field of View, FOV)小、拍攝傾斜角大，因此校正

策略會有不同。兩者最大差異在物像轉換模式，航

空照片大多使用姿態參數做物像空間轉換並進行

嚴密幾何改正；而衛星影像可分為嚴密幾何改正模

式及有理函數幾何改正模式。目前國際上的趨勢是

由衛星公司提供有理函數轉換係數，以便進行有理

函數幾何改正。使用模型則是依照研究目標物而

定，由於房屋有最大的高程落差，目前相關研究仍

以針對房屋進行改正為多(Schicker and Thrope, 1998; 

Rau et al.,2002; Albertz and Wolf, 2004)。部分研究中

結合 DBM(Digital Building Models)與 DEM (Zhou et 

al.,2005)分別對房屋與地表區塊進行處理，或使用

DSM(Rau et al., 2002; Qin et al., 2003)對各種類別區

塊一併處理。另有相關研究，使用 DBM 和樹冠表

面模型(Canopy Surface Models, CSM)分別對房屋、

樹林區塊進行影像改正(Sheng et al., 2003)。隨著多

層道路系統在都市逐漸普及，Braun(2003)說明除了

房屋，改正程序中有必要考量道路和橋樑區之影像

變形和重複映射等現象。 

早期的模型獲取利用航照立體像對，由人工測

量或影像匹配技術自動化產生影像共軛點，前方交

會共軛點以製作模型(Wolf and Dewitt, 2000)。隨著

光達技術成熟，該系統可自動化、大量且快速獲得

地表模型，故後有許多研究使用光達產生之表面模

型製作真實正射影像(Habib et al, 2007)製作真實正

射影像。光達掃描特性包括：不具目標針對性、可

大量獲得掃描點。其雷射光束在掃描時，不必然落

在建物邊緣，將離散點雲網格後的 DSM 在建物邊

緣會有抖動的情況，無法得到房屋邊界的準確位

置。未避免此一現象，本研究使使用向量式之建物

資料，其優點在於向量式資料可明確界定房屋、道

路之邊緣。 

本研究將目標物著重在房屋及道路，研究重點

在整合多種模型進行改正，對於台灣地都市區具有

高適用性。研究目的為，整合房屋、道路、地形模

型以及高解析空照影像，產生真實正射影像。研究

探討的情況乃針對都市區，ㄧ般而言，都市區地形

相對平坦，但會有多層道路系統、高大房屋、複合

屋頂結構。因此，研究中假設地形平坦不會造成遮

蔽，遮蔽由建物所造成。使用資料包括：DEM、三

維 房 屋 模 型 (Three Dimensional Digital Building 

Models, DBM)、三維道路模型(Three Dimensional 

Digital Road Models, DRM)和高解析空照影像。DEM

和影像屬網格式資料； DBM、 DRM 為多面體模

型或稜柱體模型，屬三維向量式資料。運算時，地

表區、房屋區、道路區，可分別由 DEM、 DBM、 

DRM 描述其物空間幾何與高程變化。資料中以許

多區塊(Patch)組成道路系統、房屋模型。因此，房

屋 區 及 道 路 區 之 運 算 則 以 區 塊 為 單 元

(Patch-based) ， 地 表 區 之 處 理 則 是 逐 點 運 算

(Pixel-based)。 

2.研究方法 
相較於傳統幾何改正程序，真實正射校正偵測

資訊不足之遮蔽區，並以多視角之副影像補償。本

研究之兩個主軸分別為幾何改正與輻射平衡。幾何

改正包括視線分析、遮蔽偵測及遮蔽區補償；輻射

平衡則包含陰影區增揚。研究首先對資料進行前處

理，了解其位相關係以建立區塊處理順序如下：(1)

視線分析中、建立屬於主影像之影像矩陣，用以記

錄主影像可視點之集合。步驟(2)遮蔽偵測中、反投

影所有物空間點，並且由主影像擷取光譜值，若該

點並非步驟(1)所記錄之點集合，則判定為遮蔽區。

步驟(3)，將上一步驟所偵測之遮蔽區，投影至其他

副影像擷取光譜值，以填補主影像不可視之遮蔽

區。步驟(4)，對影像的陰影區塊與非陰影區塊，採

直方圖匹配以增揚陰影區塊。研究流程圖如圖 3

所示，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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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研究流程圖 

2.1 視線分析 

本研究之演算法 H-buffer，改良自 Z-buffer。概

念在於接近垂直攝影時，高度大之物體會遮蔽高度

小者，故利用物體高度作為判斷依據。程序上，先

建 立 一 個 大 小 與 空 照 影 像 相 同 的 影 像 矩 陣

(H-buffer)，其像元儲存各物空間點的最大高度。目

前常用的 Z-buffer 須計算物點至成像中心的距離，

而 Angle-based 則需紀錄物點視線向量與鉛錘線之

夾角。與上述兩方法相比較，H-buffer 利用高度判

斷的好處在於減少運算角度、距離。在衛載系統

中，部分衛星公司不提供衛星姿態參數而是提供影

像有理函數轉換係數，在此一缺乏方位參數而僅有

轉換係數的情況，本方法仍可行。 

本研究假設地形平坦，演算法僅考量地物所造

成的遮擋，運算過程以區塊為單元(patch-based)。

先建立影像矩陣 H-buffer，其解析度與陣列大小與

影像相同，並於建物像空間對應區塊儲存高度值。

為避免 Z-buffer 演算法因取樣而產生不良的遮蔽偵

測成果，H-buffer 演算法以區塊為單元。本研究討

論的建物，包括道路與房屋，前者由 DRM 計算各

路段於像平面之對應位置，並在區塊內由多邊形角

點內插高度值，如圖 4(a)；在房屋區則使用 DBM

計算其影像對應區塊。房屋處理須考量屋頂面、牆

面的遮蔽，於 H-buffer 分別記錄內插所得之高度，

如圖 4(b)及(c)。在 H-buffer 運算時，多邊形高度內

插以距離倒數為權，此適用於屋頂面、道路區塊、

牆面區塊。由前述演算法可得知，本論文以高度作

為遮蔽判斷之依據，各物點間競爭其高度值，高度

較大者為非遮蔽區。但在大型牆面的極端例子，牆

面頂與底之高度差達 400m，若以距離倒數為權將

導致遮蔽區錯誤判斷之情況。經由多次實驗，本研

究在大型牆面內插時，以距離倒數之 1.4 次方為

權，可避免錯誤情況發生。上述討論僅針對本實驗

測試例，而牆面高度與內差函數之關係，尚待分

析。 

 
(a) 逐區記錄道路區高程 (b) 逐區記錄屋頂面之高程 (c) 逐區記錄房屋牆面之高程 

圖 4 本研究視線分析方法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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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遮蔽偵測 

遮蔽偵測所使用之資料包括遮蔽分析所產生

的 H-buffer、DEM、 DBM、 DRM。首先建立索引

圖，其坐標系統及大小與正射影像相同，用以記錄

各地元所屬類別，包括：道路區、房屋區、地表區、

遮蔽區。執行時針對物空間網格逐點內插其高度，

若該點屬地表區則其高度即內插自 DEM，若該點

為房屋區或道路區則其高度即內插自 DBM 或 

DRM，如此即可獲得地表物點之三維坐標。接著

利用共線條件式，計算其像空間對應之坐標，並比

較處理地物點高度與 H-buffer 對應位置內之儲存

值。當 H-buffer 內的值較大，表示處理中之物點被

遮蔽，將索引圖之該元素註記為遮蔽區；若 H-buffer

內的值較小或相等，則表示處理中的地元為可視

區，擷取光譜值自主影像填入工作影像中。 

2.3 遮蔽區補償 

在上步驟所偵測之遮蔽區，即為影像拍攝時建

物遮蔽的區塊。遮蔽區在受到建物遮擋，若不經過

視線分析就擷取，錯誤擷取會在成果影像產生殘

影、重複映射。同樣，在補償遮蔽區時，必須先判

斷這些區塊在副影像是否有遮蔽。圖 5 為本步驟之

流程圖，處理與主影像之遮蔽偵測相同，必須經過

視線分析及遮蔽偵測，唯有可視區塊方可由副影像

進行填補，避免錯誤發生。在真實正射影像中，大

部份的影像資訊是來自主影像，而遮蔽區的影像資

訊則是擷取自副影像，填補區周圍會因光譜值不連

續而造成接縫線。可能原因有三，一是因為資料間

的套合誤差，二是模型誤差以及模式中未考慮高架

橋護欄、隔音牆、房屋女兒牆與細部結構，三則是

Blending 效應所產生。Blending 係指影像在進行拍

攝時，因拍攝位置和角度不同，造成相同區域的影

像光譜值有些許的差異，影像也會有不同的亮度及

對比。這些接縫線會造成影像品質下降，甚至造成

誤 判 ， 因 此 本 論 文 採 用 漸 層 補 償 (Gradational 

Compensation)消除接縫線以提升影像品質。 

圖 6(a)顯示，前述之索引圖可提供遮蔽區範

圍，並進行本步驟。當填補區周圍接縫光譜不連

續，僅需在填補周圍進行漸層處理即可。但在橋樑

周圍填補區，隔音牆和橋樑護欄所產生的接縫線寬

度較大，若僅使用漸層處理，只能使得接縫線淡化

並無去除之效果。因此，為消除寬度較大之接縫

線，利用索引圖提供遮蔽區範圍，使用形態學

(Morphology)之擴張(Dilation)運算子擴大欲填補之

範圍，如圖 6(b)。得到擴大後的填補區，使用擴張

運 算 子 預 估 漸 層 範 圍 ， 產 生 一 漸 層 權 重 環 域

(Buffer)，此環域之影像將來自主影像及副影像，根

據距離給定權重(Weighting)，進行加權平均得到最

後的光譜值。漸層權重環域之範圍以人工給定。 

 
圖 5 遮蔽區補償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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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遮蔽區 

 
(b)利用擴張運算元擴大填補範圍

 
(c) 根據距離給權重 

圖 6 漸層補償之示意圖 

2.4 陰影區增揚 

本研究程序包含兩步驟:(1)陰影區偵測及(2)直

方圖匹配。在陰影區偵測中，利用太陽方位角及仰

角，自動偵測工作影像中陰影區位置。再以直方圖

匹配法，對影像中的陰影區塊與非陰影區塊，進行

自動化增顯，以得到最終之真實正射影像。 

2.4.1 陰影區偵測 

陰影區偵測必須藉由太陽方位角及仰角，預

估陰影區在工作影像之範圍，本研究係利用正射影

像在影像處理軟體量測太陽方位角 α，α 即為工

作影像中陰影方向與正北方之夾角。再利用測區內

最高建物，分別從正射影像得到陰影長度 L，從房

屋模型得到房屋高度 H，便可求得太陽仰角 θ。

利用此方式僅利用原本既有之資料，便可求得太陽

角度的資訊，好處在於不需另外求知拍攝時的時間

或星曆資料。陰影區偵測延續 H-buffer 觀念於平行

投影，偵測影像中被建築物遮蔽光線所產生的陰影

區域。圖 7 及圖 8 所示為偵測陰影區之示意圖，此

方法與遮蔽區域偵測不同的是，在此假設太陽在無

限遠處，採用平行投影。對透視投影之航照影像而

言，不可視之區域為遮蔽區；對平行投影之虛擬像

平面而言，不可視之區域為陰影區。而 H-buffer 內

所記錄的是零高程面(H=0)到地表面之距離，稱為

物高斜距。 

首先我們將 H-buffer 矩陣轉至背向太陽的方

向(如圖中之 N’軸)，此時將 H-buffer 矩陣面與太陽

日照方向呈九十度。假設太陽仰角為θ，某一建築

物高度為 H，則物高斜距即為沿著太陽光方向到零

高程面之距離 H’=H*csc(θ)。零高程面之選擇，必

須低於處理範圍內高程之最低點。在實際操作時首

先必須預估足夠的 H-buffer 矩陣，然後逐區計算每

一地物點之物高斜距，並將之記錄於 H-buffer 中。

當有兩個以上之地面點座落在相同 H-buffer 矩陣

時，即將較大之物高斜距記錄於 H-buffer 中。而物

高斜距較小點即為陰影，這些陰影區域位置則另外

記錄在正射影像坐標系統之索引圖上。 

 

圖 7 示意陰影區之上視圖 

 

圖 8 示意陰影區之縱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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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陰影區增揚 

陰影區增揚，可採用全區(Global)或是局部

(Local)處理(Rau et al., 2002)，在全區處理中，影像

中所有陰影區塊使用同樣的增顯模式，而局部處理

則針對各陰影區塊分別使用各自的增顯模式。在本

研究採用全區處理，假設陰影區內的地物特性與非

陰影區的地物特性類似，兩者區塊之影像直方圖會

近似。故以非陰影區為參考區(Reference Area)，陰

影 區 為 目 標 區 (Target Area) ， 進 行 直 方 圖 匹 配

(Histogram Matching)，將陰影區域之光譜分佈映射

到非陰影區之光譜分佈，以達到陰影資訊回復與增

顯。 

3.實驗成果 
實驗中有三測試區，包括一道路測試區與兩

個房屋測試區。測區 I 位於桃園，為三層道路之測

區，包含緩坡、立體交會之路段。測區 II 位於中

央大學，屬房屋測區，屋型較單純，在台灣屬房屋

密集度較低之區域。測區 III 位於臺北市，測區內

房屋高大、密集且具有複雜屋型之測試例。 

3.1 測區 I 資料 

本測區實驗資料有三筆: 數位空照影像 DEM

和 DRM。道路模型是人工在數位攝影工作站量

測，利用道路邊界線折點建模得到 DRM(羅詔元，

2006)如圖 9。而 DEM 是經由人工於立體像對量測

而得，空間解析度為兩公尺，如圖 10。空照數位

影像由中華民國航空測量及遙感探測學會提供，圖

11 為主影像，圖 12 為副影像，影像重疊百分比約

為 60%，紅色框線為測區範圍。 

3.2 測區 II 資料 

本測區實驗資料有三筆: 數位空照影像、

DEM、 DBM。DBM 乃利用人工在數位攝影工作

站量測，利用房屋結構線重建房屋模型(Rau and 

Chen, 2002)，如圖 13。而 DEM 空間解析度為二十

公尺，如圖 14。數位空照影像使用兩個航帶之影

像。使用的影像，圖 15 為主影像，圖 16～18 三張

為副影像。影像前後重疊百分比(End lap)為 63%，

航帶間重疊百分比(Side lap)為 47%，紅色框線為測

區範圍。 

 
圖 9 測區 I 之 DRM 

 

圖 10 測區 I 之 DEM 

 

圖 11 測區 I 之主影像 

 
圖 12 測區 I 之副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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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測區 II 之 DRM 

 
圖 14 測區 II 之 DEM 

 
圖 15 測區 II 主影像 圖 16 測區 II 副影像 1

 
圖 17 測區 II 副影像 2 圖 18 測區 II 副影像 3

3.3 測區 III 資料 

本測區實驗資料有三筆: 數位空照影像、

DEM、 DBM。 DBM 是利用臺北市大比例尺向量

圖獲得房屋二維資訊，配合 UltraCam-D 影像提供

房屋高度而重建，如圖 19。而 DEM 是臺北市都市

發展局提供，空間解析度為四公尺，如圖 20。數

位空照影像由臺北市政府提供，使用兩張航帶 I 之

影像、兩張航帶 II 之影像。使用的影像，圖 21 為

主影像，圖 22～24 為副影像。影像前後重疊百分

比(End lap)為 95%，航帶間重疊百分比(Side lap)為

55%，紅色框線為測區範圍。 

 
圖 19 測區 III 之 DRM 

 

圖 20 測區 III 之 DEM 



李訢卉、陳良健：整合房屋、道路及地型模型之航空影像真實正射校正 109

 

圖 21 測區 III 主影像 圖 22 測區 III 副影像 1

 
圖 23 測區 III 副影像 2 圖 24 測區 III 副影像 3

3.4 測試成果 

為進行本研究之成果與傳統校正成果比較，測

區影像將分別進行傳統正射糾正和本研究之真實

正射糾正。為方便成果觀察，將各測區中放大一測

試例，以下步驟將遮蔽區標示為紅色。 

3.4.1 測試例 I 之成果 

本小節展示測試例 I 之於各研究流程之成

果，圖 25 為傳統正射影像，圖 26 則展示重複映射，

圖 27 及圖 28 為補償、漸層補償之成果影像。成果

發現，本研究方法可正確偵測遮蔽區域並予以補

償。橋樑填補區周圍之接縫線，由實驗成果發現本

文提出之漸層補償，可以改善此問題。 

 
 

 
圖 25 試例 I 之傳統正射影像 

 
圖 26 測試例 I 重複映射 

 
圖 27 測試例 I 之遮蔽區補償成果 

 
圖 28 測試例 I 之漸層補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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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測試例 II 之成果 

測試例 II 中，左右之兩棟房屋分別為中央大

學舊圖與圖書館。圖 29 為傳統正射影像校正成

果，過程中未考量建物所造成之影像變形，在成果

可見到房屋傾倒與牆面。圖 30 為使用本方法進行

單張影像之改正成果，紅色區塊為所偵測之遮蔽

區。圖 31、圖 32、圖 33 分別為使用一張、二張及

三張副影像進行遮蔽補償的成果。由成果發現，利

用多視角之副影像，可填補建物在不同方向的遮

蔽，隨著使用副影像數量增加，遮蔽區逐漸減少，

但最後成果中仍有少部分無法完全被填補。接著本

研究利用圖 33 之成果進一步進行陰影區偵測及影

像增揚，成果如圖 34 所示。可發現，本方法可有

效的偵測陰影區域，並以直方圖匹配進行影像增

揚，提升陰影區資訊的判釋能力。 

 

圖 29 測試例 II 之傳統正射影像 圖 30 測試例 II 之遮蔽區偵測成果 

 
圖 31 測試例 II 以一張副影像補償成果 

 
圖 32 測試例 II 以二張副影像補償成果 

 
圖 33 測試例 II 以三張副影像補償成果 

 
圖 34 測試例 II 之陰影區增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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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測試例 III 之成果 

測試例 III 為台北測區的中國信託大樓，該測

試例含有多層屋頂之複雜結構。圖 35 為傳統正射

影像校正成果，過程中未考量建物所造成之影像變

形，在成果可見到房屋傾倒與牆面。圖 36 為使用

本方法進行單張影像之改正成果，紅色區塊為所偵

測之遮蔽區。圖 37 為使用三張副影像進行填補之

成果。由成果發現，利用多視角之副影像，但最後

成果中仍有少部分無法完全被填補。接著本研究利

用圖 37 之成果進一步進行陰影區偵測及影像增

揚，成果如圖 38 所示。可發現，本方法可有效的

偵測陰影區域，並以直方圖匹配進行影像增揚，提

升陰影區資訊的判釋能力。 

3.5 精度分析 

本節對研究成果做精度評估，包括誤差向量圖

計算檢核點中誤差。誤差向量圖中，青綠色線條為

道路模型之兩側邊界線段或房屋模型之房屋邊

界，以藍色圓形標示者為檢核點位置，紅色箭頭為

其誤差向量。 

 
圖 35 測試例 III 之正射影像 

 
圖 36 測試例 III 遮蔽區偵測之成果 

 
圖 37 測試例 III 以三張副影像補償成果 

 
圖 38 測試例 III 陰影區增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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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測區I之精度評估 

本測區使用48個檢核點，人工自道路模型邊界

線折點挑選作為檢核點。圖39為成果之誤差向量

圖，成果影像解析度0.15m，檢核點之中誤差在E

方向與N方向分別為0.25m與0.29m。 

 

圖 39 測區 I 真實正射影像之誤差向量圖 

3.5.2 測區II之精度評估 

本測區使用 63 個檢核點，來源係從房屋模型

中，人工挑選屋角點作為檢核點。圖 40 為成果之

誤差向量圖，成果影像之空間解析度為 0.2m，檢

核點之中誤差在 E 方向與 N 方向分別為 0.28m 與

0.22m。 

 

圖 40 測區 II 真實正射影像之誤差向量圖 

3.5.3 測區III之精度評估 

本測區使用51個檢核點，來源係從房屋模型

中，人工挑選屋角點作為檢核點。圖41為成果之誤

差向量圖。成果影像之空間解析度為0.15m，檢核

點之中誤差在E方向與N方向分別為0.16m與0.09m。 

3.6 失敗之測試例 

本研究僅考慮房屋和道路造成之遮蔽，其中，

道路之遮蔽由路面之產生。而房屋之遮蔽由屋頂面

與牆面產生，本研究使用之房屋模型，為垂直牆面

之多面體模型或稜柱體模型。失敗測試例為台北測

區 101 大樓，研究中所使用之房屋模型如圖 42，而 

 

圖 41 測區 III 真實正射影像之誤差向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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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為 101 大樓之側視圖。 

由圖 43 可發現，台北 101 大樓其屋頂有尖塔

和景觀台等屋頂結構物，無法以多邊形描述其屋頂

面。其次，101 大樓之主樓牆面並非為垂直牆面，

且牆面上含有裝飾性結構物。上述之現象，與本研

究之假設相悖，導致改正成果錯誤。圖 44 為 101

大樓之傳統正射影像，圖 45 為使用本研究方法進

行單張影像改正之成果。圖 46 則是利用三張副影

像填補之成果，實線箭號所指區塊，為本方法闕漏

偵測之遮蔽區，該區殘影乃由主樓傾斜牆面所造

成，虛線箭號則為錯誤偵測之遮蔽區。接著利用圖

46，進行陰影區增揚，成果為圖 47。成果顯示，

所偵測之遮蔽區範圍與影像陰影區塊略有出入，藍

色箭號所指區塊為陰影區偵測不正確之區域。 

 
圖 42 台北 101 大樓之使用模型 

 

圖 43 台北 101 大樓之側視圖 
 

 
圖 44 101 大樓之傳統正射影像 圖 45 101 大樓遮蔽偵測之成果 

 
圖 46 101 大樓之補償成果 圖 47 101 大樓之陰影區增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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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論 
本研究以區塊為單元描述房屋、橋樑等建物

以校正幾何變形，並以多視角數位空照影像進行遮

蔽區域的補償。一般傳統正射影像上具有的房屋傾

倒、高架道路扭曲以及地物遮蔽現象。在本研究之

成果，真實正射影像中已被消除，成果可提供作為

影像地圖及各方面應用。結果顯示，利用高度作為

遮蔽判斷準則，在接近垂直攝影的條件下，可正確

判斷遮蔽區範圍。相較於以深度或角度為判斷準

則，以高度為準則可減少運算，在方位參數未知的

情況下仍具適用性；而此視線分析之演算法所指高

度由基準面起算，因此，不適用於近景攝影測量。 

由精度分析成果發現，檢核點之中誤差在 X

和 Y 方向可控制在 1~2 個像元間。成果顯示，幾

何校正後的影像具有足夠之精度可以作為影像地

圖或與其他資料整合應用。本研究將完成幾何校正

之成果影像，針對陰影區偵測、增揚處理後，可提

升陰影區資訊的判釋能力，進而提升真實正射影像

的整體品質。本研究在資料一致性之前提下，研究

使用垂直牆面之多面體模型，當測試區物件有其他

複雜結構物時，校正範圍與陰影區預估範圍會產生

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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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Ortho-rectification for Aerial Photos by the 

Integration of Building, Road, and Terrain Models 

Shin-Hui Li1  Liang-Chien Chen2 

ABSTRACT 
Geometric correction of remote sensing imagery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purpose of data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s. Conventional ortho- recti-fication only considers the correction of tilt 
displacements and terrain relief displacements. Since high-resolution imagery captures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the abrupt changes of object elevation result in the relief displacements and 
occlusions in images. In urban areas, high-rise buildings and multi-layer road systems of 
orthoimages cause serious image deformation. True-orthorectification procedures take account of 
ground objects for the correction of relief displacements and compensation of the hidden areas. 
Accordingly, the true orthoimages provide the exact position of land object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man-made constructions, including buildings and roads. Thus, the generation of true 
orthoimages is done by the integration of building, road, and terrain models. The test data comprises 
three dimensional building models, road models and digital terrain models. Multi-view aerial images 
are employed for the compensation of occlusions. The proposed scheme includes: (1) visibility 
analysis, (2) hidden detection, (3) hidden compensation, and (4) shadow enhancement. UltraCam-D 
imagery is used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schem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s may produce quality true-ortho images with the accuracy between 1 and 2 pi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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