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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數碼城市是真實城市於資訊系統中建構的數位式虛擬版，數碼城市可應用於城市之規劃、設計、建

設、及管理等。房屋模型為數碼城市中重要的元件之一。在傳統航測製圖作業中，使用航空影像立體對

重建房屋模型。近年來，光達系統技術漸趨成熟，提供了另一類資料進行房屋建模，因此，本研究之目

的為使用空載光達點雲進行房屋重建。本研究的主要貢獻提出以分治策略進行複雜房屋模型之重建，研

究中結合空載光達點雲及地形圖重建房屋模型。主要工作包含三個步驟：(1)房屋分解，(2)房屋基元形塑，

及(3)房屋基元合併。在房屋分解時，使用空載光達資料偵測屋頂結構線，並利用該屋頂結構線分解地形

圖之房屋輪廓，以產生簡單的二維房屋基元。接著，使用每一個房屋基元內的空載光達點雲形塑平面或

圓弧面屋頂。最後，考量基元間之共面及共線特性將三維房屋基元合併為一房屋模型。實驗中使用台北

地區資料進行測試，重建之成功率可達 92%且漏授率低於 5%，房屋模塑誤差為 55 公分，房屋模型重建

之平面精度為 40 公分，高程精度為 70 公分。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可產生高可靠度之房

屋模型。 

關鍵詞：空載光達、地形圖、房屋重建、分治策略 

1. 前言 

「數碼城市」是真實城市於資訊系統中建構的

數位式虛擬版，數碼城市可應用於城市之規劃、設

計、建設、及管理等。「三維房屋模型」是數碼城

市之空間資訊的核心，由於都市化社會之迅速發展，

對於三維房屋模型的需求將更為迫切。 

在傳統航測製圖作業中，使用航空影像立體對

重建三維模型，以人工量測方式取得房屋模型，其

缺點是需要耗費大量時間及人力。此外，在資訊不

足處如特徵不明顯、遮蔽區域等，尚需人為的判斷

與推論予以補足，方可得到目標物之空間三維資訊。

利用航空立體對影像進行全自動化房屋重建，在資

訊不足或影像內涵複雜時，要將人為判斷與推論程

式化有其困難存在(Sahar and Krupnik, 1999)。 

空 載 光 達 (LIDAR, LIght Detecting And 

Ranging)所獲取的資料有別於航空影像，空載光達

系統可獲取地表物之三維坐標，提供高密度及高精

度之三維點雲，藉由全球定位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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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傳統航測立體對影像，空載光達

資料可直接提供地表物表面之三維資訊，可提升地

表物模型重建的自動化程度(Ackermann, 1999)。 

現有大比例尺數值地形圖具有相當高精度之

房屋邊界向量資料，且多數都會區已繪製大比例尺

數值地形圖，但由於傳統製圖大多數為圖紙輸出，

為了降低人工製圖編修作業之成本，一般都會捨棄

向量之高程資訊。現今為了利用此類資料加值生產

三維房屋模型，從效率與成本考量，大多利用地形

圖中房屋樓層數註記，推估約略之樓層高度，以產

生三維房屋模型。由於傳統製圖並未描述屋頂面之

內部結構線，例如雙斜面或多斜面屋頂之屋脊線，

或相鄰且不同高度之水平屋頂階梯線，因此這類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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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模型之精細程度不足。從精度、成本與效率上考

量，利用大比例尺數值地形圖加值製作三維房屋模

型，具有相當大的應用潛力。因此，本研究結合大

比例尺數值地形圖及空載光達點雲，進一步加值生

產具有較精細屋頂面內部結構，以及具有高精度之

三維房屋模型。 

空載光達提供地表物三維離散點坐標，這些點

雲具有豐富的屋頂面資訊，因此，空載光達資料具

有面特徵萃取之特性。然而，空載光達點雲是離散

點的資料，其線特徵較不明顯。大比例尺數值地形

圖可提供明確的房屋輪廓線，該房屋輪廓線除了可

以提供房屋位置的資訊，並提供房屋主軸方向。然

而，大比例尺數值地形圖缺乏房屋精確的高程資訊。

從資料融合的角度出發，可結合兩種資料的優勢，

由空載光達提供屋頂形狀，而地形圖提供房屋邊界

線及結構線可能位置，可結合這兩種資料進行房屋

重建。 

房屋模塑可分房屋偵測及房屋重建兩階段，房

屋偵測之目的是偵測房屋區域，再鎖定房屋區域進

行房屋重建(Brenner, 2005)。此兩階段的處理是一

種由粗至細(Coast-to-fine)的策略，先得到房屋概略

的區塊，再重建房屋的細部模型。相較於直接進行

房屋重建，此策略的優點是可加速房屋模塑之運算

效能，避免全區的大量運算。本研究從資料加值的

角度出發，由於大比例尺數值地形圖可提供明確之

房屋輪廓線及位置，可降低房屋偵測導致的遺漏。 

針對房屋重建的研究甚多，從策略面做分類可

以分為「資料導向」(Data-driven)(Rau and Chen, 

2003)和「模型導向」(Model-driven)(Tseng and Wang, 

2003)。「資料導向」是一種由下而上(Bottom-up)

的策略，先對資料進行特徵萃取，如特徵點、特徵

線等，再利用所得的特徵進行推論，將特徵聚合或

重組以產生房屋模型。「模型導向」則是一種由上

而下(Top-down)的策略，先從模型庫中選擇一個初

始模型，如矩形模型等，再將初始模型轉換到資料

中進行擬合，以修正該初始模型，最後產生房屋模

型。比較這兩種策略，模型導向的優點是房屋模型

推論機制較為簡易，因為模型導向中的初始模型是

明確的，在房屋特徵受干擾時，資料導向有可能會

無法推論出完整模型，但模型導向仍可藉由初始模

型提供較完整模型。而模型導向的缺點是需要預先

設定初始模型的模型庫，使用有限的模型庫，可能

無法處理邊界複雜的房屋模型。資料導向的優點是

自動化程度較高，因為資料導向不需選擇初始模型，

特徵萃取及模型推論可直接交由電腦處理，而資料

導向的缺點是房屋特徵受較多干擾時，可能無法推

論出模型。 

使用地形圖進行資料加值的重建方法，從資料

面做分類可以分成兩大類，(1)結合地形圖及多重

疊影像進行重建(Suveg, and Vosselman, 2004)，(2)

結合地形圖及空載光達點雲進行重建(Haala, and 

Brenner, 1999)。在使用地形圖及影像資料進行房屋

重建時，首先使用地形圖的房屋邊界預估影像中房

屋的概略區域，接著在區域內偵測特徵，再利用這

些特徵及房屋邊界推論或擬合，以產生三維模型。

在使用地形圖及空載光達點雲進行房屋重建時，首

先搜尋地形圖的房屋邊界內的空載光達點雲，再進

行特徵面或特徵線的萃取，組合特徵線及特徵面推

論或擬合，以產生三維模型。這兩種方法的共同性

是地形圖提供房屋的位置及房屋邊界線，經由特徵

萃取，結合特徵及房屋邊界線模塑模型。兩者的主

要差異在於影像多是萃取線特徵，而空載光達則多

是萃取面特徵。 

提升房屋重建自動化程度為一重要研究方向，

其發展方向主要可區分為「全自動」與「半自動」

兩種策略(Brenner, 2005)。就「全自動」的策略而

言，因房屋結構具多樣且複雜的幾何特性，故以可

靠度的層面加以評估，以航遙測資料進行全自動三

維房屋幾何模型重建之方法目前尚未達到實用的

階段，在資訊不足處如特徵不明顯、遮蔽區域等，

自動化成果可靠度較低；另一方面，在「半自動」

處理中，高階的辨識由人工決定，而低階計算的交

由電腦處理。因此，半自動化重建策略是較為實用

的策略。 

分 治 策 略 (Divide-and-Conquer Strategy) 

(Horowitz, et al., 1998)可應用於解決複雜問題，分

治策略的概念是將一個複雜的問題分解為多個較

簡易的問題，經由解決許多簡易問題而達到克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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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問題之目的，此一各個擊破的策略亦可引用到房

屋重建工作。在分解的過程中，將複雜房屋分解為

許多簡單的房屋單元，再對各個較簡易的房屋單元

進行重建，以重建複雜房屋。 

本研究使用分治策略結合地形圖及空載光達

點雲重建三維房屋模型。主要研究工作包含三個步

驟：(1)房屋分解，(2)房屋基元(Building Primitive)

形塑，及(3)房屋基元合併。在房屋分解時，使用

空載光達資料偵測屋頂結構線，並利用該屋頂結構

線分解地形圖之房屋輪廓，以產生簡單的二維房屋

基元。接著，使用每一個房屋基元內的空載光達點

雲進行擬合以形塑平面或弧面的多元屋頂面。最後，

考量三維房屋基元間之共面及共線特性將三維房

屋基元合併為一房屋模型。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分治策略結合數值地形圖之二維

房屋輪廓線及空載光達點雲重建三維房屋模型。利

用空載光達點雲偵測房屋結構線並對二維房屋輪

廓進行分解，以產生簡單的二維房屋基元。再以空

載光達點雲形塑各個房屋基元之屋頂形狀，以產生

三維房屋基元。最後組合三維房屋基元，建立三維

房屋模型。本研究假設空載光達點雲與二維房屋輪

廓線已完成套合，主要研究工作包含三項，(1)房

屋分解、(2)房屋基元形塑、及(3)房屋基元合併。

各項工作詳述如下。 

2.1 房屋分解 

房屋屋頂之幾何結構線可分為外部及內部結

構線，外部結構線來自數值地形圖之房屋輪廓線，

屋頂細部結構線則必須經由特徵線萃取而得。複雜

的房屋是由許多簡單的基元所構成，因此房屋區塊

萃取之目的是利用內部結構線將複雜的房屋分割

為許多簡單的房屋區塊。主要工作是屋頂細部結構

線萃取及房屋區塊分割。數值地形圖房屋輪廓線所

提供之資料屬於聚合線(Polyline)，因此必須進行位

相關係(Topology)重建，以得到封閉房屋輪廓多邊

形(Polygon)，接著再使用坐落在房屋多邊形內的空

載光達點雲進行結構線萃取。屋頂細部結構線萃取

可分為階梯線萃取及屋脊線萃取兩類。 

2.1.1 階梯線萃取 

階梯線介於兩個有高程落差的屋頂面間，研究

中階梯線萃取使用網格式空載光達資料進行邊緣

線偵測而得，使用網格式空載光達資料會較使用離

散點所產生的邊緣線完整。首先，在房屋區域內使

用邊緣線偵測以萃取高程差異大的邊緣線，並針對

概略邊緣線進行線追蹤，產生直線線段。接著，剔

除較短的線段，以產生較完整且可靠的邊緣線。因

為空載光達資料所萃取的直線特徵較不明確，可能

會有誤差，本研究提出一個使用地形圖房屋邊界做

為幾何約制的方法進行改善。地形圖幾何約制的概

念是使用原始房屋邊界線進行延伸，產生許多虛擬

的線段，再比較所萃取線段與虛擬線段之方向與距

離，對萃取線段進行幾何約制，微調萃取線段之位

置，若萃取線段與虛擬線段的差異過大則不進行調

整。 

階梯線的幾何約制使用房屋邊界產生之虛擬

線段進行調整，幾何約制之條件包含(1)萃取線段

與虛擬線段之夾角是否小於角度門檻，(2)萃取線

段之端點到虛擬線段的垂距是否小於垂距門檻，(3)

萃取線段之端點與虛擬線段之端點是否小於距離

門檻。同時滿足角度門檻及垂距門檻時，假設萃取

線段與虛擬線段高相似性，萃取線段可能是虛擬線

段的一部份，因此將微調萃取線段之端點，若該萃

取線段之端點滿足距離門檻，將該端點鎖點至與虛

擬線段之端點；反之，將該萃取線段之端點鎖點至

與虛擬線段垂距方向的交點位置。圖 1 為階梯線萃

取示意圖。 

2.1.2 屋脊線萃取 

階梯線萃取是從空載光達點雲中進行平面偵

測而得，首先對空載光達離散點雲進行資料結構化，

將原始空載光達點雲資料製作不規則三角網(TIN)，

考慮三角網之空間相鄰性進行區域成長(Region 

Growing)，當相鄰三角網之共面特性相近時，即視

為共平面。本方法使用三角網間之點到平面距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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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面特性，同時考量局部及整體之共面特性進行共

平面分析(Teo et al., 2007)。除共面特性外，尚需考

慮面積門檻，以刪除小面積之雜訊，完成三角網區

域成長後，可得共平面之三角網。搜尋每一共面三

角網之外圍三角網，若兩屋頂面之外圍三角網有相

鄰共用相同點群，代表此兩屋頂面相鄰需計算屋脊

線，利用相鄰兩組共面方程式計算屋脊線。屋脊線

之端點則由共用點群決定，由共用點群產生一包絡

矩形，計算屋脊線與包絡矩形之交點，以產生屋脊

線之兩個端點。圖 2 為屋脊線萃取示意圖。 

2.1.3 產生二維房屋區塊 

得到內部結構線後，使用內部結構線將原始房

屋外部輪廓分割為許多簡單的區塊。利用分割-合

併-模塑(SMS, Split-Merge-Shape)演算法(Rau and 

Chen, 2003)中的分割及合併兩步驟產生二維房屋

區塊。首先不考慮所有內部結構線之高度，將所有

內部結構線段依照長短排序，由最長之結構線開始

處理。第一條內部結構線將房屋外圍輪廓線之多邊

型分割成兩個屋頂單元，接著依序利用剩餘之內部

結構線分割房屋單元，產生許多房屋單元。之後判

斷兩兩相鄰房屋單元是否需合併，若兩房屋單元其

共同邊界於原內部結構線中不存在，則移除此邊界

並合併此兩房屋單元。依照此規則，即可建立結構

線之二維位相關係。完成將原始房屋外部輪廓分割

為許多簡單區塊之工作。圖 3 為產生二維房屋區塊

示意圖，圖 3a 包含一個房屋多邊形與四條萃取線

段，各別將線段延伸並把房屋多邊形分割為多個多

邊形如圖 3b 所示，最後檢驗多邊形之共用邊是否

存在，圖 3c 是多邊形合併成果。

 

 
(a) 萃取線段 (b) 虛擬線段 (c) 幾何約制線段 

圖 1 階梯線萃取示意圖 

  
(a) 空載光達三角網 (b) 共面分析成果 (c) 屋脊線 

圖 2 屋脊線萃取示意圖 

  
(a) 房屋多邊形與萃取線段 (b) 多邊形分割成果 (c) 多邊形合併成果 

圖 3 產生二維房屋區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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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房屋基元形塑 

房屋區塊形塑是利用空載光達點雲形塑二維

房屋基元，以產生三維屋頂面，經由空載光達點雲

計算屋頂面的幾何參數，再利用幾何參數計算每一

屋角高程(Teo and Chen, 2007)。屋頂面考量平面及

弧面兩類，平面包含水平面及斜面，而弧面則包含

圓弧及球面。 

2.2.1 平面形塑 

平面形塑包含水平面及斜面，首先萃取房屋區

塊內的三維離散點雲，使用三維離散點雲進行最小

二乘擬合，以求取形狀參數。平面形塑中使用平面

方程式進行面擬合，屋頂平面方程式如式(1)所示，

離散點到平面的距離方程式如式(2)所示。研究中

使用點到平面距離平方和最小進行最小二乘法擬

合，並以數據探測法 (data snooping)(Wolf and 

Ghilani, 1997)濾除非共面屋頂點，完成擬合後，使

用平面參數給定房屋區塊各角點之高程坐標。 

Z = a X + b Y + c (1)

222 )1(−++

−++
=

ba
ZcbYaXd  (2)

其中 

 X, Y, Z 是空載光達離散點坐標， 

a, b, c 是平面方程式參數，及 

d 是離散點到平面的距離。 

2.2.2 弧面形塑 

弧面形塑包含圓弧面及球面。圓弧面形塑中，

為簡化圓弧頂之擬合方程式，將圓弧頂之點雲投影

到房屋主軸方向的縱剖面，可降低維度及擬合方程

式，使用圓形方程式進行弧面擬合，圓形方程式如

式(3)所示。球面則使用圓球方程式進行擬合，圓

球方程式如式(4)所示。由於研究以多面體模型表

示房屋，弧面的形狀必須以平面來描述，因此藉由

分割圓弧面，由許多小的平面來逼近真實之圓弧形

狀。這一個約化的過程與電腦繪圖時，使用許多小

的平面逼近曲面的原理是一致的。在參數模型分解

為多面體模型的過程中，需設定容許誤差，以避免

形狀的過度變形，研究中容許誤差設定 15 公分，

與空載光達高程精度相呼應。圖 4 為弧面形塑示意

圖。 

r2 = (U – u0) 2 + (V – v0)2 (3)

2 = (X – x0) 2 + (Y – y0) 2 + (Z - z0) 2 (4)

其中 

 U, V 是投影後的空載光達離散點坐標， 

r 是半徑， 

u0, v0 圓心，及 

x0, y0, z0球心。 

2.3 房屋基元合併 

在房屋基元形塑的過程中，由於每一個房屋

基元是獨立的處理，可能會發生三維房屋基元間不

連續的問題，即相鄰區塊之共用邊界線不一致的問

題。本階段將考量三維房屋區塊整體的一致性，將

所有屋頂角點視為觀測量，以最小二乘法進行整體

性的改正，約制條件有兩個，(1)同一屋頂面多邊

形的屋角點必須共平面，(2)相鄰屋頂面的共用邊

必需共線。經由整體平差處理(張智安, 2008)，可

將所有獨立的房屋區塊合併為完整的房屋模型。圖

5 為房屋基元合併示意圖。 

 

 

 

 

(a) 空載光達三角網 (b) 投影後空載光達離散點 (c) 多面體圓弧頂模型 

圖 4 弧面形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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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成果 

本章節內容為測試成果與討論，分別為研究資

料簡介及房屋模型模塑之成果與討論。研究中之測

試資料為台北市東區 Leica ALS50 空載光達資料，

取樣日期為 2007 年 8 月，空載光達點雲平均密度

為 10 pts/m2，空載光達資料網格化成 30 公分解析

力的數值地表模型。而數值地形圖由航照測製，航

照拍攝日期為 2005 年 8 月，而地形圖測製時間為

2005 年 12 月，比例尺為 1:1000。研究中選取該測

試區的 39 棟不同形態之房屋進行分析，選取之房

屋類別包含複雜平頂屋、斜頂屋、圓弧及球頂房屋，

原始房屋多邊形數量為 158 個。實驗開始前，以人

工檢視套合之情形，確定空載光達資料與地形圖套

合情形良好，且重建目標沒有變遷，圖 6 為兩資料

之套合成果。 

使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進行房屋重建之成果

如圖 7 及圖 8 所示，比較原始房屋多邊形與重建成

果，重建成果較原始多邊形有更豐富的結構線，原

始多邊形共有 158 個，經房屋重建後，多邊形數量

增加至 557個，表1統計各類別房屋的多邊形數量。

本研究分析著重於最終重建成果之分析，分析項目

包含完整度分析及精度分析。研究使用的參考資料

為 2007 年 7 月拍攝之 DMC 航照立體對影像，影

像空間解析度約為 16 公分，並經由三位立體測量

人員進行獨立量測，共量得三組房屋邊界線。套疊

比較這三組參考房屋資料，這三組資料有很高的一

致性，符合 1:1000 製圖之需求，圖 9 三組參考房

屋資料套疊比較。 

 

圖 6 套疊空載光達點雲與地形圖房屋邊界 

 

 
(a) 直接合併三維房屋基元 (b) 三維房屋基元整體平差成果 

圖 5 房屋基元合併示意圖 

圖 7 房屋重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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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三維展示房屋重建成果 

圖 10 房屋重建過程的成果示意圖，此房屋為

複合式的平頂及斜頂屋，圖 10(a)為地形圖之房屋

輪廓線，該區域之數值地表模型及空載光達點雲如

圖 10(b)及圖 10(c)所示，利用房屋輪廓線進行線段

分解之房屋虛擬線段如圖 10(d)，圖 10(e)為使用數

值地表模型進行線段萃取之成果，將萃取線段及房

屋輪廓線進行分割產生二維房屋基元的成果如圖

10(f)，接著使用共面分析萃取屋脊線並分割房屋基

元如圖 10(g)，最後，將以房屋基元內的三維離散

點進行形塑及合併產生三維房屋模型，三維房屋框

線模型及三維房屋實體模型分別如圖 10(h)及圖

10(i)。實驗成果顯示，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在將房屋

模型分解成簡單的房屋基元，再對各個基元進行形

塑，以進行多元房屋模型之重建，最後將房屋基元

合併產生三維房屋模型。 

完整度分析指標包括遺漏率及正確率，遺漏率

是比較重建模型與參考資料，觀察重建模型是否有

遺漏，正確率則是分析被重建的模型形狀是否正確。

表 2 為完整度分析總表，由表可知，房屋重建之遺

漏率為 4.10%，正確率為 92.15%。觀察遺漏及不

正確之房屋多邊形，主要錯誤來源包括：(1)多數

是多邊形面積小於 16m2的多邊形。(2)有過多的非

屋頂空載光達點，干擾房屋重建。(3)缺少足夠的

空載光達點雲進行模塑，空載光達點可能穿透玻璃

或被特殊材質吸收，因此會有部份屋頂無法被重建。

圖 11 為完整度錯誤來源之示意圖。 

表 1 三維房屋模型多邊形數總表 

 平頂 斜頂 山形屋 圓弧頂 圖球頂 總計 

屋頂數量 262 7 30 9 2 309 

多邊形數量 262 7 66 73 149 557 

 

 
(a) 全區 (b) 局部放大 

圖 9 這三組參考房屋資料套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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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房屋輪廓 (b) 數值地形模型 (c) 空載光逹點雲 

  
(d) 房屋虛擬線段 (e) 階梯線萃取成果 (f) 房屋多邊形 

   
(g) 屋脊線萃取成果 (h) 三維房屋框線模型 (i) 三維房屋實體模型 

     圖 10 房屋重建成果 

表 2 完整度分析總表 

 
遺漏多邊形 重建邊形 正確多邊形

參考模型 
多邊形 

遺漏率 正確率 

( O ) ( T ) ( S ) ( GT ) ( O/GT ) ( S/GT ) 

總數 24 557 540 586 4.10% 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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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面積區塊 

(b) 植物干擾 

(c) 缺少足夠空載光達點雲 

圖 11 完整度錯誤來源 

 
(a) 平面誤差分佈 (b) 高程誤差分佈 

 

Legend Omission Polygon

 

Legend Omission Polygon

 

Legend Omission Polygon

圖 12 絕對精度分析誤差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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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絕對精度分析總表 

分析項目 檢核點數 
平均值(cm) 均方根誤差(cm) 

E N H E N H 

地形圖中既有的屋角點 5684 1.18 2.13 14.65 21.77 20.24 71.57 

新增的屋角點 836 6.42 5.88 16.09 38.82 39.83 68.36 

 

精度分析包含絕對精度分析及形塑誤差。絕對

精度分析比較重建模型及人工數化參考模型之屋

角點，計算兩組模型屋角點之誤差。重建模型的屋

角點可分為兩類，第一類來自於地形圖，應有較高

的平面精度；第二類是使用空載光達資料進行特徵

萃取新增屋角點。這兩類應分別進行評估。表 3

是絕對精度分析總表，第一類地形圖中既有的屋角

點，檢核點點數共有 5684 點，平面的平均誤差小

於 3 公分，高程平均誤差為 14.65 公分，平面的均

方根誤差在兩軸方向上為21.77公分及20.24公分，

約為產製參考模型航照影像 1 個像元，平面精度反

應地形圖的精度要求。高程的均方根誤差為 71.57

公分，因為航照立體對量測房屋邊界時，會量測女

兒牆的高度，而空載光達是形塑屋頂平面的高度，

因此會造成高程誤差大於 70 公分的原因。第二類

進行分析的新增屋角點共有 836 點，平面的平均誤

差小於 7 公分，高程平均誤差為 16.09 公分。平面

的均方根誤差在兩軸方向上為 38.82 公分及 39.83

公分，使用空載光達進行特徵線偵測的平面誤差約

為 40 公分。高程的均方根誤差為 68.36 公分，女

兒牆是造成高程誤差較大的主因。圖 12 是第二類

絕對精度分析誤差分佈圖。 

由於直接使用航照立體對進行高程精度分析

會導致高程誤差被高估，本文提出使用模塑誤差

(Shaping Error)進行高程精度之評估。模塑誤差的

計算方式是以人工方式對房屋內的原始空載光達

點雲進行判識，剔除非屋頂面之空載光達點，如水

塔等，保留屋頂面之空載光達點雲。計算屋頂面點

雲到產生的屋頂面之垂直距離，統計此距離做為高

程模塑誤差。本實驗區房屋區域內的原始空載光達

點雲共有 812389 點，經人工過濾非屋頂點後，空

載光達點雲數量為 639839 點，統計點到面的平均

誤差是 12 公分，中誤差為 55 公分，圖 13 是模塑

誤差之直方統計圖，圖中可知，有少數點雲的模塑

誤差超過 2 公尺，這是因為重建模型的平面誤差導

致邊界效應，邊界效應會造成邊緣線區域會有較大

的誤差發生。 

 

圖 13 模塑誤差直方統計圖 

4. 結論 

本研究以房屋重建為研究重點，研究中利用分

法策略結合空載光達點雲及地形圖房屋邊界線重

建房屋模型，本研究的主要貢獻提出以分治策略進

行複雜房屋模型之重建，研究方法可將房屋模型分

解成房屋基元，並對房屋基元進行平面及弧面之形

塑，最後以基元合併產生複雜房屋模型。實驗成果

顯示使用本方法應用於複雜房屋之重建，本研究就

最終的房屋重建成果進行完整性及精度分析，實驗

中使用台北地區資料進行測試，重建之成功率可達

92%且漏授率低於 5%，分析失敗案例，主要為房

屋區塊面積過小及非房屋點雲之干擾，導致資訊不

足無法重建。房屋重建之精度分析中，分別探討絕

對精度及模塑誤差，絕對精度分析使用人工數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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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立體對屋角點做為參考依據，地形圖中既有的

屋角點，其平面誤差約為 20 公分；空載光達特徵

偵測之新增屋角點，其平面誤差約為 40 公分，高

程誤差約為 70 公分。使用房屋屋頂面點雲進行高

程精度評估，其屋頂面模塑中誤差約 55 公分。本

研究假設地形圖與空載光達資料沒有變遷，後續研

究將使用空載光達點雲進行地形圖之變遷偵測。此

外，空載光達系統之發展趨勢為同時獲取空載光達

點雲及光學影像，未來將從資料融合的角度出發，

融合空載光達與影像資料，加入光譜資訊進行三維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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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yber city, a replica of the real one, has demonstrated its potentials in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Building mode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in a 
cyber city. Traditional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models is performed by using aerial photography. A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the airborne LIDAR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system provides a promising 
alternative. Hence, this investigation utilizes the airborne LIDAR point clouds for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The 
major contribution of this investigation is to propose a solu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plex buildings. This 
investigation presents a schem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models from airborne LIDAR point clouds and 
topographic maps by using a divide-and-conquer strategy. The proposed scheme comprises three major parts: (1) 
decomposition of building boundaries (2) shaping of building primitives, and (3) combination of building 
primitives. In the decomposition of building boundaries, the airborne LIDAR data is selected to extract the inner 
structure lines. Then, the split procedure divides the building boundaries into several building primitives using 
the extracted feature lines. In the shaping of building primitives, the parameters fitting is applied to shape the 
roof for each building primitive from airborne LIDAR point clouds. The roof shapes include both planar and 
circular types. Finally, a least squares adjustment considering the co-planarity and co-linearity is used to merge 
the 3-D building primitives into building models.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been tested with the data collected in 
Taipei city of Taiwan. The reconstruction rate is better than 92% while the omission error is smaller than 5%. 
The shaping error is 55cm. The planimetric and vertical accuracy of the reconstructed models are better than 
40cm and 70cm, respective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confirm that the proposed scheme produces high fidelity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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