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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維房屋模型可提供真實物空間三維資訊與決策支援。針對有變遷的房屋區域進行重新建置，將可

減少資料更新所需成本且提升效率。傳統上常利用多時期影像之光譜差異進行變遷偵測，此方法僅有二

維光譜資訊而缺乏三維形狀資訊。隨著空載光達系統成熟，使三維形狀資訊取得容易。本研究使用後期

空載光達點雲及航照影像進行前期房屋模型之變遷偵測。主要工作項目包含資料前處理及判定房屋模型

變遷型態。資料前處理工作包括資料套合、偵測地面與植生區域、剔除地面與植生區域之光達點雲、且

計算前後期高程差。判定房屋模型變遷型態工作主要是結合光譜及形狀資訊進行判定；本研究設定五種

變遷型態，分別為未改變、主結構改變、副結構改變、拆除、及植生遮蔽。本研究成果於判定房屋模型

變遷型態可達 85%整體精度。為詳細了解影響研究成果的因素，文中針對錯誤例進行分析。造成錯誤的

原因中，研究方法的限制佔 38%、資料本身之限制佔 11%、資料品質造成的影響佔 51%。 

關鍵詞：變遷偵測、房屋模型、空載光達點雲、航照影像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房屋對人類極為重要，不論在傳統類比式地圖

或現今數位式地理資訊系統中皆常見標示房屋位

置的圖層。隨著電腦運算能力的提升，地理資訊系

統從二維邁向三維是現今發展的趨勢，房屋圖層開

始轉變為具有形狀資訊的三維房屋模型。三維房屋

模型在一般的應用相當廣泛，如電信通訊在規劃基

地台位置時，可模擬電波的傳遞，以期得到最佳化

成果(Siebe and Buning, 1997)；於都市規劃方面，

可便於得知現有的房屋地理狀況，則有利後續規劃

(Danahy, 1999)；且可在房屋模型面上浮貼紋理資

訊以模擬實境(Volz and Klinec, 1999)。而三維房屋

模型在遙測領域上常用於影像的真實正射校正

(Rau, 2002)。 

由於房屋的多樣性及複雜度高，以全自動的方

式 產 生 三 維 房 屋 模 型 會 有 不 可 靠 的 結 果

(Taillendier and Deriche, 2004)。因此目前許多研究

仍傾向以人工輔助的半自動化方式，重建三維房屋

模型(Gruen and Wang, 1998)。如以人工選取影像上

屋角點後產生房屋模型；人工挑選房屋模型元件，

調整參數及布林運算子組成房屋(Tseng and Wang, 

2003)；及於航照立體對人工量測特徵線，再經分

割、合併與模塑建立模型(Rau and Chen, 2003)。 

不可避免地，房屋模型也具有與傳統地圖相同

的時效性問題，故需要進行房屋模型的更新。資料

的更新可分為兩種方式，第一種為重新建置，第二

種為僅對改變的地方進行修測。但由於房屋模型的

建構目前仍難以完全自動化，故若能偵測變遷，僅

針對有變遷的房屋區域進行重新建置，將會減少資

料更新所需的成本且提升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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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獻回顧 

探討變遷偵測，可分為判定變遷的方法、使用

的資料、及採取的基礎單元進行分析，以期整合不

同資料與方法提出更完整的變遷偵測程序。以下分

為三節進行文獻回顧，第一節將變遷偵測各研究方

法進行分類與比較；第二節回顧常使用的資料及分

析其優缺點；第三節探討以像元、線段或區域為變

遷偵測單位之差異。 

1.2.1 判定變遷的方法 

傳統上，變遷偵測的方法極為多樣，略可分為

兩類策略，第一類為先分類再比較前後期地表類別

的差異(Knudsen and Olsen, 2003)，第二類為由前後

期 資 訊 的 差 異 判 定 變 遷 (Ceresola et al., 2005; 

Girardeau-Montaut et al., 2005)。此兩種策略各有其

優缺點。第一類策略的優點有(1)若前後期分類的

單元一樣，僅需比較類別即可判定變遷、(2)常可

由前期資料取得訓練區進行分類。缺點包含(1)變

遷偵測結果與分類成果有很高的相關性、(2)判斷

前後期資料一致性之門檻取定困難、(3)以光譜資

訊分類時，地面區域常誤判為房屋、(4)同一類別

但性質改變的變遷無法找出(如：增建)。第二類策

略的優點有(1)可避免設定前後期疊合程度門檻判

定變遷、(2)不受分類影響，較無遺漏的變遷。其

缺點包括(1)未經分類故無法得知地物類別變遷情

形、(2)以高程差異判斷時，植生區域常造成錯誤。

由上述分析可看出，第二類策略的缺點較少。此外，

由文獻中可知地面與植生區域常在偵測變遷時造

成錯誤(Knudsen and Olsen, 2003)。 

1.2.2 使用的資料 

變遷偵測使用的資料直接對應擁有的資訊種

類，一般可分為光譜資訊及形狀資訊。光譜資訊常

儲存於影像，但因透視投影，故需經正射校正。不

同地表覆蓋物在各波段反射的能量強度皆不同，可

利用此特性產生存在的可能性指標如常態化差異

植生指標(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而形狀資訊可分為二維及三維形狀資訊，

如由影像資料進行邊界偵測所得屬二維形狀資訊；

而描述物體在真實空間中涵蓋範圍屬三維形狀資

訊。但事實上，地表高度變化複雜且不具規則性，

難以參數化，較實際的方法為使用簡化的模型描述，

有 表 示 地 形 高 程 起 伏 的 數 值 高 程 模 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記錄地表覆蓋面高程的數

值地表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一般認

定為 2.5 維的資料。此外、前述多次提及的記錄房

屋 高 度 的 三 維 房 屋 模 型 ， 或 稱 數 值 房 屋 模 型

(Digital Building Model, DBM)即包含三維形狀資

訊。地表模型可由航空攝影測量或空載光達資料取

得，其中空載光達系統可快速得到描述真實世界中

地物外圍輪廓的三維離散點雲，應用其多重回波特

性可進一步產生 DSM 與 DEM。而使用 DSM 減去

DEM 可得到表示地表物體高度的正規化數值地表

模型(normalized Digital Surface Model, nDSM)。 

除上述特點外，由變遷偵測觀點來分析不同資

料。由於資料在不同方法中也扮演不同的角色，故

以下所提數點為較常見的特性。若單獨使用光達點

雲偵測變遷，可能會有點雲密度不足、無法得到準

確房屋邊界及網格化時內插的問題。其好處是可由

光達點群產生 DSM 及 DEM，兩者相減為零即代

表無地表覆蓋物的區域，由此特性可偵測出對變遷

偵測造成不良影響的地面區域。雖地面區域可由光

達資料進行偵測，只使用此資料卻難以偵測植生區

域，故在文獻中顯示若僅用光達資料進行變遷偵測

常會因此發生錯誤(Vu et al., 2004)。 

單獨使用影像於變遷偵測時，若使用前後期兩

張影像光譜值差異進行變遷偵測時，會因透視投影

在不同外方位參數時造成房屋傾倒現象不一致，而

需進行正射校正，且遮蔽區無資訊；而前後期影像

會因天氣或拍攝時間不同造成光譜值改變。優點為

房屋邊界明確，且對於植生區域可利用多光譜資訊

產生植生指標(如 NDVI)，以進行植生區域偵測。

但若將影像光譜資訊用於分類找尋房屋區域，會因

為地面區域光譜值與房屋光譜值相近造成錯誤

(Knudsen and Olsen, 2003)。由以上分析可知，若整

合影像與光達資料可找出植生與地面區域，使此兩

區域不影響變遷判定，並可應用於房屋區域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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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光達及影像資料外，變遷偵測研究中也常使

用具有房屋位置的向量圖與不同類別的 GIS 圖層，

此種資料常為前期資料，可利於產生訓練區域，但

無法直接尋找房屋區域。房屋模型也屬於此種資料，

但除房屋位置資訊外，其三維高程精度較向量圖為

佳，可提供偵測變遷時更多資訊。 

1.2.3 採取的基礎單元 

判定變遷屬於分類的一種，而基礎單元的選擇

為分類常見的考量項目，其意義為在判斷時以何種

特徵為單位。可使用的基礎單元可有點、線、及面

三種，其中以點及面的研究較多。 

文獻中使用點為單元有像元或點，如：利用光

譜資訊分類進行前後期像元類別比較(Knudsen and 

Olsen, 2003) ， 前 後 期 離 散 點 雲 位 置 比 較

(Girardeau-Montaut et al., 2005)，兩時期 DSM 相減 

(Vu et al., 2004)，兩時期影像像元值相減與相除

(Metternicht, 1999)。以點為基礎單元可找出較細部

的變化但難以連接鄰近的屬性，多僅能利用像元本

身資訊，故無整體性。以線為單元的研究有利用兩

時 期 影 像 產 生 的 線 特 徵 進 行 匹 配 以 判 斷 變 遷 

(Rowe and Grewe, 2001)。以線為基礎單元較以點為

單元具整體性；但兩時期的線特徵常破碎且不一致，

也可能會受許多非三維結構的線特徵影響。以面為

單元，如：利用影像或光達產生均質區塊後判斷屬

於房屋之區塊(Vu et al., 2004)，於設定區域範圍內

前後期高程中間值差異判定變遷(Jung, 2004)，使用

區域內光譜平均值、房屋平均面積、屋頂平均斜率、

及樹木與地面像元比率進行分類(Walter, 2004)，由

GIS 圖 層 與 影 像 產 生 前 後 期 區 塊 判 斷 變 遷

(Bailloeul et al., 2003)。以面為基礎單元可納入較多

資訊，且具整體性；但過於整體的判斷，會使區域

內佔少數的類別無法偵測出，且若原始資料無區域

資訊時，需先產生區塊。 

基礎單元間可互相結合，以面為基礎單元時整

合不同基礎單元最為直接，如點、線與面三個單元

的結合(Ceresola et al., 2005)。此外，基礎單元之選

擇會依使用資料而考量，如使用如影像、DSM…

等以像元為單元資料時，採取以點為基礎單元的方

式較方便；若使用資料包含以區塊為單元之資料如

向量圖或 GIS 圖層，則欲以面為基礎單元的方法

時會較為便利。房屋模型為較具高程精確度的房屋

向量圖，故使用此資料進行以面為基礎單元的判定

較為便利，亦可便於整合不同單元之資訊。故使用

房屋模型於變遷偵測時，以面為基礎單元可說是最

便利且良好的方式。 

1.3 變遷型態 

在文獻中，常將變遷型態分為改變及未改變兩

類(Yamamoto and Hanaizumi, 2001)；但發展更多元

的變遷型態已是未來的趨勢。在台灣，房屋上常有

屋頂附加物，所謂屋頂附加物即為屋頂上的副結構

體，但涵蓋偵測此種屋頂附加物改變的研究卻相對

少見。前期為房屋時常見的改變情形有房屋拆除後

蓋新房屋(主結構改變)、房屋屋頂加蓋或原有屋頂

附加物拆除(副結構改變)、及房屋拆除為平地。且

若房屋受遮蔽則資訊不足，以植生遮蔽房屋最常見。

故在前期房屋的變遷型態中包含了未改變、主結構

改變、副結構改變、房屋拆除、及植生遮蔽。圖 1

紅色框起的五項即為前期房屋之變遷型態。 

 

圖 1 變遷型態 

一般情形下，常以一棟房屋的形狀變化判斷是

否發生變遷，而非由房屋外表顏色的改變判定，故

本研究主要使用形狀資訊判定變遷。欲分類出原房

屋之上述五項變遷型態需先瞭解彼此性質的差異，

如表 1 所示。比較四種屬性：後期高程、後期 NDVI、

大高程差佔房屋的比率、及大高程差所佔面積，表

前期房屋模型 

改變 未改變 植生遮蔽 

房屋拆除 主結構改變 副結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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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高、中、低之意思為五種變遷型態之相對特性。

其中符號『-』表示無特定的性質，可能高也可能

低。 

表 1 變遷型態屬性差異表 

 未改變 
主結構

改變 

副結構

改變 

植生

遮蔽
拆除

後期高程 高 高 高 高 低 

後期

NDVI 
低 低 低 高 - 

大高程差

所佔比率 
低 高 低 - 高 

大高程差

所佔面積 
低 高 中 - 高 

 
表 1 顯示，拆除的房屋可由後期高程分類出；

而植生遮蔽的房屋所具有的後期 NDVI 會與他者

差異較大；欲將主結構改變及副結構改變分類可使

用大高程差所佔房屋的比率；且未改變的房屋之大

高程差所佔面積最小。表 1 卻難由傳統的統計分類

方法得到良好成果，其原因為具有無特定性質的『-』

會使分類發生問題。由於傳統的統計分類方法多為

整體判斷屬於各種類別的可能性，若同一類別內屬

性差異過大，則會分類錯誤。如房屋拆除後可能種

植樹木或植草，但也有可能是裸露土壤或其他地物，

故拆除的房屋在後期 NDVI 無一定的特性；若使用

傳統監督式分類，可能會 NDVI 值偏高而誤判為植

生遮蔽的房屋。並且房屋可能受高大樹木遮蔽，或

僅剛好較房屋稍高的樹木遮擋，故植生遮蔽的房屋

在大高程差所佔比率及面積上皆無特定的情形；若

使用傳統監督式分類，可能會將植生遮蔽的房屋誤

判為未改變、主結構改變或副結構改變。由於使用

傳統分類方法可能產生問題，故本研究採取階層式

的判斷方式進行分類。所謂階層式判斷為利用單一

類別的顯著屬性於每一階判斷時將該類別分類，經

由類別判斷的排序可避免類別間屬性之模稜兩可

造成的錯誤。例如先利用後期高程判斷出拆除的房

屋，再利用後期 NDVI 判斷植生遮蔽的房屋時即可

避免拆除房屋後期 NDVI 的不確定性之影響。 

1.4 研究目的 

隨著遙測技術進步，三維房屋模型不僅於建置

方法、各種領域的應用及需求量皆與日俱增。但由

於房屋的多樣性及複雜程度高，自動化建置的三維

房屋模型仍未能達到良好的精度；且在生活步調快

速的都市區，房屋的改變快速，三維房屋模型資料

更新講求效率。故此，先偵測變遷再針對改變的區

域進行建置可減少所需的成本且符合快速更新的

需求。 

由文獻回顧第一節探討變遷偵測使用的方法

中，可得知經前後期資訊差異判定變遷的第二類策

略較佳，且房屋模型具有三維高程資訊可供利用，

故使用房屋模型於變遷偵測時可採取第二類策略。

其中會造成無法得知類別變遷的情形及植生區域

造成的錯誤，本研究將嘗試利用光譜資訊及形狀資

訊的整合克服此些問題。於文獻回顧第二節分析變

遷偵測常使用的資料中提出，空載光達資料可產生

DSM 及 DEM，此二者相減可得 nDSM 且偵測出地

面區域；而多光譜影像於植生偵測可得良好成果。

故本研究整合空載光達資料的形狀資訊及多光譜

影像的光譜資訊，針對會影響變遷偵測成果的地面

與植生區域進行處理。在基礎單元的選擇上，於文

獻回顧第三節中可知，以面為基礎單元的變遷偵測

具有較多的優點，且使用房屋模型於變遷偵測時，

可直接以面為基礎單元。但其重要缺點為，過於整

體性的判斷會漏失少數的變遷，此種情形在房屋變

遷偵測中即為少被探討的屋頂附加物改變，本研究

期望克服此缺點而偵測出屋頂附加物的改變。 

本研究主要使用形狀資訊進行判定變遷，其主

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同文獻回顧第二節所探

討，使用影像時需經正射化，但影像上遮蔽區無資

訊以供處理；第二個原因為，形狀改變與否為一般

情況下判斷房屋是否改變的主要因素，而非房屋外

表顏色的改變；第三個原因是房屋模型未必具有光

譜資訊，若房屋模型無進行影像敷貼，則無光譜資

訊，但其形狀資訊是必然存在的。綜合以上三個原

因，選擇使用前期房屋模型及後期空載光達點雲計

算前後期形狀差異為主要的判斷標準，但光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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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研究中植生偵測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故本

研究為整合形狀資訊及光譜資訊進行房屋模型之

變遷偵測。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為使用前期房屋模型、

後期空載光達點雲、及後期多光譜影像利用形狀資

訊及光譜資訊的整合進行房屋模型的變遷偵測。原

房屋判定變遷以面為基礎單元，使用前後期高程差

異、地面及植生偵測成果進行判定，且將房屋分類

為五種變遷型態，分別為未改變、主結構改變、副

結構改變、植生遮蔽、及拆除。研究中假設房屋模

型可正確描述屋頂表面。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資料有前期房屋模型，包含三維

形狀資訊但無影像敷貼；後期空載光達點雲及航照

影像，包含可見光及紅外光波段資訊。房屋模型為

區塊所組成的向量式資料，空載光達資料是空間中

的離散點雲，而航照影像為網格式資料。由於研究

中採取以面為基礎單元的方式，在判定變遷時的單

元即利用原房屋模型的區塊。研究主要分為二個步

驟，分別為前處理及判定房屋模型變遷型態。 

2.1 前處理 

主要包含資料套合、偵測地面區域、偵測植生

區域、於光達點雲剔除地面與植生區域、及計算前

後期高程差異。由於房屋模型、空載光達點雲與航

空照片三者為不同坐標基準，故需先套合至相同坐

標基準。利用光達資料進行地面區域偵測，且使用

影像多光譜資訊找出植生區域。但因影像位於像空

間而非光達及房屋模型所處的物空間，故需經真實

正射程序，而真實正射時會產生重覆映射現象，需

偵測遮蔽且剔除。由於植生與地面點常會造成變遷

偵測結果錯誤，故於光達點雲剔除屬於地面或植生

的部份。由房屋模型角點坐標得描述屋頂面的方程

式，再利用後期空載光達點雲至前期房屋模型屋頂

面的距離得前後期高程差異。 

套合的部份以人工量取未改變區域的控制點，

設計套合方程式將三組資料套合至相同坐標基準。

由航照立體對量取之航照影像控制點、房屋模型角

點、及於光達點雲判定位置的三維控制點坐標進行

套合。地面區域偵測部份，由光達點雲產生 DSM

及 DEM 後，再使用 DSM 扣除 DEM 可得 nDSM，

其高程為零的部份即為地面區域。但事實上在處理

時會設定一個較小的高程門檻δg，如公式(1)所示。

地面區域偵測的成果可得 nDSM 及地面區域索引

圖。 

地面像元∈≤−= forDEMDSMnDSM gδ  

植生區域偵測可分為三個流程，順序如圖 2、

圖 3、及圖 4 所示。圖 2 為由航照影像產生植生區

域 buffer，其意義為於像空間中標註屬於植生區域

的矩陣。而由於房屋模型與光達點雲為物空間資料，

故需將植生區域 buffer 轉至物空間，此步驟即為正

射化，其詳細流程如圖 3 所示。但如前言所述，因

為航照影像為透視投影，會造成遮蔽區；且即便使

用多張影像進行遮蔽區補償仍難免會存在，故本研

究為了使植生區域偵測更加完整，使用 nDSM 之

紋理資訊以監督式最大似然法分類成果再次補償

遮蔽區域，如圖 4 所示。 

 

圖 2 航照產生植生區域 buffer 流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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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正射化流程 

 

圖 4 nDSM 紋理分類補償遮蔽區流程 

首 先 以 航 照 影 像 紅 光 及 紅 外 光 波 段 計 算

NDVI，再將 NDVI 影像進行 ISODATA 非監督式

分類後，由人工判別何類別屬於植生。得到像空間

的植生區域 buffer 後，需轉為物空間以配合光達資

料及房屋模型，故需進行真實正射。但由於影像的

遮蔽區在正射過程中若未進行處理則會產生重複

映射(Double Mapping)現象，故需進行遮蔽區偵測

並於正射影像中標示出遮蔽區域。本研究使用

H-buffer 偵測遮蔽區域(李訢卉, 2007)，如流程圖 3

所示。使用植生區域 buffer 及航照影像進行此步驟，

故可得到流程圖3中正射影像、植生區域索引圖a、

及遮蔽區域索引圖。 

由於航照影像為透視投影，造成在遮蔽區無資

訊供植生區域偵測，雖本研究使用多重疊影像進行

遮蔽區補償但仍可能有遮蔽區存在。而空載光達點

雲由於掃描角度較小，遮蔽情況較不嚴重，因此本

研究使用光達資料之紋理特徵進行植生偵測補償

剩餘的遮蔽區域。處理的流程如圖 4 所示，使用僅

具地表物體高程的 nDSM 經由半變異元分析出最

佳 移 動 視 窗 大 小 產 生 GLCM(Gray 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紋理(Curran, 1988)。產生

nDSM 紋理影像後，利用上步產生的植生區域索引

圖 a 為訓練區，進行監督式最大似然法分類。由所

得到的分類成果及遮蔽區域索引圖進行遮蔽區域

補償後，即可得到植生區域索引圖 b 即為後續文章

中所提植生區域索引圖。 

得到地面區域索引圖及植生區域索引圖後，為

避免此兩區域造成判定變遷之錯誤，故先移除光達

點雲中地面及植生區域的點，即可得到移除後的光

達點雲。此步驟對於判定變遷的影響巨大，由於剔

除了地面及植生區域的光達點雲，計算出之高程差

異即為前後期房屋的差異，因此排除了傳統變遷偵

測時地面與植生區域常造成錯誤的情形。 

由於可能的套合誤差或有牆面上的光達點雲，

會有些許較屋頂平面低的點位於多邊形內，如圖

5(a)所示，而此種非屋頂面之光達點會造成錯誤，

因此需進行濾除。本研究先將移除地面及植生區域

後的離散點群組成三維的迪氏三角網(Delaunay 

Triangulation)，再計算各個三角形法向量與鉛直向

量之夾角，若夾角接近 90 度，即表示此三角形過

於垂直可能具有牆面上的點，因此將此三角形中最

低的點濾除，其示意成果如圖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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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5 濾除非屋頂面光達點示意圖 

本研究利用前後期形狀資訊的差異判定變遷，

故由前期房屋模型與後期移除後的光達點雲計算

前後期高程差異。處理的方式為，先由房屋模型角

點坐標計算得到描述屋頂面的面方程式。如公式(2)

所示，X、Y、Z 為物空間坐標，將房屋模型角點

坐標利用最小二乘求解 A、B、C 三個參數，即可

得到屋頂面方程式。得面方程式後，先搜尋判斷光

達點在二維平面位於屋頂面上，處理方法為常見的

點位於多邊形內(point in polygon)技術(Mortenson, 

1999)。再利用公式(3)計算光達點到面的鉛垂距離

△Z，式中下標 LIDAR 為光達點的坐標；而△Z 即

為前後期的高程差異，△Z 為正表示高程升高，負

則為高程降低。但由於在房屋內部可能會有附加結

構物，如圖 6 橘色區塊所示，故光達點雲不可重覆

計算，且需由較高的屋頂面先進行處理，且各光達

點僅計算一次。計算後即可得代表前後期高程差異

的點雲。 

 

CBYAXZ ++=                         
( )CBYAXZZ LIDARLIDARLIDAR ++−=Δ      

2.2 判定房屋模型變遷型態 

此步驟為判定原房屋模型之變遷型態。如前述，

本研究使用前後期形狀資訊的差異結合光譜資訊

進行判斷，而本研究將上步前處理中計算出之前期

房屋模型與後期光達點雲的高程差異屬性化，以進

行判斷程序。此屬性化的意思為，判斷各點屬於有

變遷點或無變遷點，故本研究使用高程門檻 將前

後期高程差異的點雲進行分類，分類的方式如公式

(4)所示。進行有變遷點及無變遷點分類後，且由

point in polygon 可得知各屋頂面之點雲密度，使用

上述二者可以公式(5)及(6)推得屋頂面中有變遷的

面積及比率，即為在 1.3 節中比較各種變遷形態的

其中兩個屬性。 

|高程差異|>δH  for 點∈有變遷點,or 點∈無變遷點 

有變遷比率=有變遷點數/總點數×100%       (5) 

有變遷面積=有變遷點數/點雲密度           

本研究判定變遷所選擇的基礎單元為原房屋

模型的各個區塊，如圖 7 中每種顏色代表一個區塊，

故一棟房屋可能擁有許多區塊。故此，各種變遷型

態以每個區塊為個體，而非整棟房屋。例如，主結

構改變表示該區塊大部份具有高程變化，副結構改

變代表該區域有些許部份變遷，其餘如此類推。 

 

△Z 

房屋模型 

移除後的光達點雲 

圖 6 計算前後期高程差異示意圖 

(4) 

(6)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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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房屋模型示意圖 

本研究分類的變遷型態包含 1.3 節中五種房屋

變遷型態。如前述，由於在使用傳統分類方法上會

有漏洞，故採取階層式的判斷方式進行分類。由於

拆除的房屋在後期 NDVI 無一定的特性，且拆除的

房屋可經由後期高程直接分類，故判斷拆除的房屋

需在判斷植生遮蔽房屋之前進行。而由於植生遮蔽

在大高程差所佔比率及面積上無特定的情形，故植

生遮蔽的房屋需在判斷未改變、主結構改變、及副

結構改變前判斷。 

由於未改變及主結構改變屬於整體性的判斷，

故使用房屋內有變遷的比率進行判斷。而副結構改

變則非整體性判斷，因此使用房屋內有變遷的面積

為判斷依據。利用房屋內有變遷比率找出主結構改

變及利用有變遷的面積找尋副結構改變的房屋時，

主結構改變的判斷需在判斷副結構改變之前。否則，

當一棟主結構改變的房屋利用有變遷的面積先判

斷是否為副結構改變時，會因為有變遷面積通過門

檻而分類為副結構改變而造成錯誤。並且會有較大

面積房屋之屋頂附加物改變，因房屋面積大，造成

改變的比率相對較低；因此，需先利用有變遷的面

積判斷副結構改變後，再判斷未改變的房屋。 

判斷變遷型態的順序於此統整，有(1)拆除須

在植生遮蔽前，(2)植生遮蔽須在未改變、主結構

改變、及副結構改變之前，(3)主結構改變須在副

結構改變之前，(4)未改變須在副結構改變前。故

此，判斷的流程如圖 8 所示，先判斷拆除，接著判

斷植生遮蔽，再主結構改變，副結構改變，最後是

判斷未改變的區塊。 

如前述，拆除的房屋在後期屬於地面，故可利

用前處理中所產生的地面區域索引圖進行判斷；在

判斷區塊是否拆除時，即利用區塊內屬於地面區域

的像元是否大於比率門檻 進行判斷。而植生遮蔽

之房屋即表示該屋頂大部份表面屬於植生區域，故

也可利用植生區域索引圖進行判斷；同樣可由區塊

內屬於植生區域的像元是否大於比率門檻  進行

判斷。本研究判斷主結構改變的區塊時，使用區塊

內的有變遷比率是否大於門檻 進行判斷，而副結

構改變的區塊利用區塊內有變遷的面積是否大於

面積門檻 進行判斷。在判斷未改變的區塊時，同

判斷主結構改變的區塊，使用區塊內有變遷的比率

是否小於門檻 進行判斷。而皆未能分類的區塊則

歸類為無法判定。 

本研究在進行圖 8 之判定變遷流程前，統計區

塊內未處理過的像元數量及點雲數量，若數量過少，

則將該區塊歸類為無資訊的區塊，而不進行判定變

遷流程。因此，本研究判定變遷的類別共有七種，

分別為主結構改變、副結構改變、未改變、植生遮

蔽、拆除、無法判定、及無資訊。 

3. 實驗成果分析 

本章內容為各步驟實驗成果的展示及分析，共

分為四節。分別為 3.1 測試區資料介紹、3.2 實驗

成果、3.3 精度分析、及 3.4 錯誤因子分析。 

3.1 測試區資料介紹 

本研究所使用之前期房屋模型為 2002 年資料，

後期資料為 2005 年空載光達資料及航照影像。房

屋模型為多面體模型，由 1/5000 航照立體對製圖，

比例尺為 1/1000，具有各屋頂角點高程資訊，完整

位於光達資料範圍內共有 4418 個區塊，其垂直投

影如圖 9 所示。光達資料為經 Leica ALS50 系統掃

瞄所得，日期為 2005 年 6 月，範圍大小為 1083

公尺*1963 公尺，全區點雲密度約 1.7pts/m2，高程

範圍在 87 公尺至 191 公尺，高程隨機誤差量約

15cm，平面精度約 60cm。圖 10 為光達資料產生的

DSM，其中色彩條塊單位為公尺。本研究共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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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航照影像，分別由兩個航帶拍攝，以 UltraCamD

系統拍攝所得，每張的維度同為 11500*7500，解

析度皆約 12cm，焦距為 101.4mm，航高約 1300m，

比例尺約為 1/130000，FOV(field of view)約為 62.7

度，同航帶影像重疊率約 60%，航帶間重疊率約

40%。拍攝日期為 2005 年 6 月 22 日，包含可見光

與近紅外光波段，八張影像如圖 11 所示。 

航照影像的外方位參數為使用房屋模型之平

面坐標配合光達點雲的高程當作控制點，並於航照

影像中找尋對應的像坐標，進行空間後方交會產生

影像外方位參數，其成果之均方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在平面為 0.3m、高程為 0.7m。

圖 12 為航照影像在光達範圍內利用 DEM 正射化

後的成果，於此僅提供參閱。由前後期資料的人眼

比對，可發現有明顯的房屋變遷，顯示此組資料對

於本研究的使用性良好。進行原房屋模型變遷型態

判定之驗證時的地真資料為使用前期房屋模型及

前後期航照影像挑選數個房屋區塊以人工進行判

定變遷型態，如圖 13(a)至(e)所示，分別為未改變

378 個、主結構改變 12 個、副結構改變 10 個、拆

除 15 個、及植生遮蔽 19 個房屋區塊。 

研究之測試區位於新竹科學園區，大型房屋散

佈，如工廠、商業大樓，及測試區右上的部份為小

型密集住宅區。且不論大小、形狀，此區域具有各

式的房屋以供測試。而本研究之測試區域為具有光

達資料及航照影像的部份，如圖 12 八張航照影像

鑲嵌圖中紅框所示區域。 

 

 

圖 8 判定房屋模型變遷型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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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測試區前期房屋模型資料 

 

圖 10 測試區後期空載光達資料 

    

    

191m 

87m 

圖 11 八張航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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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八張航照影像鑲嵌圖 

  

(a) 未改變                          (b) 主結構改變 

  

(c) 副結構改變                        (d) 拆除 

 

(e) 植生遮蔽 

圖 13 說明(a~e)原房屋模型變遷型態地真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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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實驗成果 

本節分為前處理及判定房屋模型變遷型態兩

部份，分別提出各步驟之成果。 

3.2.1 前處理之成果 

本研究使用 TerraScan 軟體自動產生 DSM 及

DEM，並以人工編修 DEM，以得到更佳的成果

(Terrasolid, 2004)。得到 DSM 及 DEM 後，在相對

應的像元中使用 DSM 扣除 DEM 可得 nDSM。如

研究方法中所述，nDSM 像元值小於高程門檻 g者

即屬於地面區域，如公式(1)所示。本研究設定 g為

2 公尺，表示當地表物高不超過 2 公尺者屬於地面

區域。地面區域索引圖如圖 14 所示，圖中白色部

份即為地面區域，黑色則為非地面區域。 

植生區域偵測之三個部份，如圖 2、3、4 所示，

先 由 八 張 航 照 影 像 的 紅 光 及 紅 外 光 波 段 計 算

NDVI，再進行非監督式 ISODATA 分類，並以此

分類結果由人工挑選屬於植生區域的類別，進而可

得到八張植生區域 buffer，如圖 15 所示，其中白

色區域屬於植生區域，黑色區域為非植生區域。得

到八張植生區域 buffer 後，即為完成植生區域偵測

的第一個部份，即圖 2。 

植生區域偵測的第二部份圖 3 之目的為將位

於像空間的植生區域 buffer 經過正射程序轉換至

物空間以配合房屋模型及光達點雲。由 DSM 利用

H-buffer 方法進行真實正射校正及遮蔽區域偵測，

即可得到植生區域索引圖 a、真實正射影像、及遮

蔽區域索引圖。 

植生區域偵測的第三部份圖 4，遮蔽區域的植

生偵測為使用 nDSM 產生之紋理影像進行最大似

然法的分類，使用分類成果補償此些遮蔽區域。在

產生 nDSM 紋理影像前，先利用半變異元分析其

所適用的移動視窗大小，再產生其紋理影像。使用

植生區域索引圖 a 當作訓練區進行最大似然法分

類。進行遮蔽區補償後的植生區域索引圖 b 如圖

16 所示，即為植生區域偵測的最終成果，其中白

色部份即為植生區域。 

3.2.2 判定房屋變遷型態之成果 

首先需設定高程門檻 H將高程差異離散點分

類為有變遷點及無變遷點，當高程差異的絕對值大

於高程門檻時，即屬於有變遷點，反之則為無變遷

點。研究中設定 H為 3 公尺後，由公式(4)將高程

差異離散點進行分類。分類完成後由公式(5)及公

式(6)即可求出區塊內有變遷的比率及面積。若區

塊小於 2 平方公尺或點數少於 4 個點(由於房屋內

點雲密度約每平方公尺 1.8 個點，故 2 平方公尺為

4 個點)，則判定該區塊屬於無資訊。 

判定變遷型態各門檻的取定為，地面及植生區

域門檻皆設定 50%( 1= 2 =50%)，其意義為當區塊

內地面區域為主體時即屬於拆除的房屋區塊，而當

植生比率最多時即認定所餘下的資訊不足以判斷

變遷型態，故歸類為植生遮蔽的房屋區塊。當區塊

有變遷的比率為主體時，即屬於主結構改變，故以

50%為門檻值進行判斷屬於主結構改變的房屋區

( 3=50%)。使用 25 平方公尺的門檻進行副結構改

變房屋區塊的判定，其概念為認定屋頂附加物的大

小在 25 平方公尺以上( 4=25m2)。而在判定未改變

的房屋區塊時，設定有變遷比率小於 20%( 5=20%)，

相對以上各項門檻較為嚴苛；由於偵測變遷主要的

目的是找出改變的區域，故在判斷未改變的區塊時

較為嚴格是合乎概念的。利用上述門檻進行原房屋

模型變遷型態判定之成果如圖 17 所示，其中深藍

色為未改變、紅色為主結構改變、褐紫色為副結構

改變、紫色為拆除、綠色為植生遮蔽、灰色為無法

判定、水綠色為無資訊的房屋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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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地面區域索引圖 

    

    

圖 15 八張植生區域 buffer 

 

圖 16 植生索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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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房屋模型變遷判定成果 

表 2 判定房屋模型變遷型態之錯誤矩陣 

實驗成果 

地真 

無法 

判定 
無資訊 未改變

主結構

改變 

副結構

改變 
拆除 

植生 

遮蔽 
總數 

未改變 23 22 288 10 19 0 5 367 

主結構改變 0 0 1 9 0 0 0 10 

副結構改變 0 0 0 0 9 0 0 9 

拆除 0 0 0 0 0 15 0 15 

植生遮蔽 0 0 0 0 0 0 19 19 

總數 23 22 289 19 28 15 24 420 

 分類正確數量 340 

表 3 分類精度指標 

 未改變 主結構改變 副結構改變 拆除 植生遮蔽 整體 

整體精度 - - - - - 85.43%

漏授率 16.52% 10.00% 0.00% 0.00% 0.00% 5.30%

誤授率 0.35% 52.63% 67.86% 0.00% 20.83% 28.33%

Kappa 0.3967 0.8950 1.0000 1.0000 1.0000 0.5991 

 

3.3 精度分析 

在原房屋模型變遷型態判定之驗證部份，使用

以人工挑選並判識的區塊為地真資料，如圖 13 所

示。經由判斷實驗成果與地真資料是否為相同變遷

型態，即可得到每個地真區塊相對應的實驗成果。

於比對實驗成果與地真資料後，可統計出判定原房

屋模型變遷型態的錯誤矩陣(error matrix)，如表 2

所示。而由表 2 中資訊即可計算出本研究判定變遷

型態之各種指標，本研究表列四種精度指標，分別

為整體精度(Overall accuracy)、漏授率(omission)、

誤授率(commission)、及 Kappa 值，如表 3 所示。

但由於無資訊的類別表示資訊不足以進行判定，故

在計算表 3 時不將無資訊的房屋區塊納入。公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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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8)分別為整體與單一類別之 Kappa 的計算方式， 

為錯誤矩陣中第 i 列 i 行，為類別 i 正確分類的數

量， 為錯誤矩陣第 i 列之和， 為錯誤矩陣第 i 行

之和， 為類別數， 為總數。(Cohen, 1960) 

整體精度=
−

−
=

∑

∑

=
++

=
++

Or

i
ii

r

i
iio

P
NXX

NXXP
Kappa ,

/)(1

/)(

2

1

2

1  (7) 

2

2

/)(/
/)(/

NXXNX
NXXNXKappa

iii

iiii
i

+++

++

−
−

=             (8) 

由表 2 及表 3 中可看出，由於本研究在判定未

改變的房屋區塊時所設定的門檻較為嚴謹，故容易

造成無法判定的情形，在地真資料中此類比率達

5%。即便受此因素影響，整體精度仍可達 85%，

然而誤授率為 28%及 Kappa 值為 0.6，其中未改變

的房屋區塊被誤判為其他變遷型態之影響甚巨。造

成誤授率偏高的原因為，原房屋模型無法完整描述

真實房屋，如大型儲槽、冷氣空調等具一定高度之

屋頂附加物；因此在使用高差資訊進行變遷判定時

會有誤判的情形。此些造成房屋變遷型態判定錯誤

的情形，於 3.4 節將詳細舉例說明。 

3.4 錯誤因子分析 

經由判定房屋模型變遷型態驗證之成果與前

後期航照影像、植生區域索引圖、地面區域索引圖、

有變遷點與無變遷點分佈圖、及原始光達點雲分佈

圖進行分析影響判定原房屋模型變遷型態之因素。

分析影響判定原房屋模型變遷型態成果並且進行

數量統計。錯誤因子有受相鄰較高牆面光達點影響

者 18 個、原房屋模型數化不完整 15 個、小面積區

塊造成無資訊 12 個、植生遮蔽無法判定 5 個、原

光達資料無資訊 1 個、房屋中庭 1 個、前後期高程

差異小的改變房屋區塊 1 個。 

由於在進行判定變遷前之前處理剔除牆面點

時，僅將過於垂直的三角形中最低的點剔除，而未

考量較高的牆面點，因此產生錯誤，如表 4 編號 1。

其中表 4 最右欄藍線表房屋模型邊線、紅點表有變

遷點、綠點表無變遷點。因原房屋模型數化不完整

造成判定錯誤者包含，原房屋模型無具屋頂附加物、

未考慮女兒牆所造成之影響、及過於簡化屋頂表面，

如表 4 編號 2 及 3。 

所謂屋頂附加物為屋頂上具高程之結構物，如

冷氣塔、水塔、樓梯間等。因區塊面積過小及區塊

內光達點數過少，而判定為無資訊之變遷型態，如

表 4 編號 4。由於先將植生及地面區域之光達點雲

剔除，因此若房屋區塊受植生遮蔽，則會造成資訊

不足的情況。由於地表物吸引雷射光造成光達點雲

中無資料使判定為無資訊之房屋模型。 

房屋模型中代表中庭的房屋區塊會因為剔除

地面與植生區域的光達點而造成資訊不足的情形，

如表 4 編號 5。由於本研究為避免使用即使無變遷

發生時前後期光譜差異仍容易較大之光譜資訊為

判定變遷主體，因此採取以前後期高程差異為主要

依據，但會有前後期高程差異小之改變房屋區塊，

如表 4 編號 6。 

以上錯誤因子可歸為三個類別，第一類為研究

方法本身的限制，第二類為資料的限制，第三類為

資料品質的問題。(1)受相鄰較高牆面光達點影響。

由於可經研究方法的改善而克服，例如在剔除牆面

點時將最高與最低的點一併剔除，故歸類為研究方

法的限制。(2)原房屋模型數化不完整。包含房屋

模型過於簡化及屋頂附加物數化的完整度，造成判

定前後期高程差異時的錯誤。由於房屋模型若能完

整描述屋頂表面，則預估可改善研究成果，故歸類

為資料品質的問題。換而言之，本研究的方法也可

評估房屋模型數化時的完整程度。(3)小面積區塊

造成無資訊。究其原因為，光達點雲密度不足，故

需設定面積門檻移除，以避免判斷時光達點過少。

因此，若光達點雲密度足夠，則可改善此錯誤因子，

故歸類為資料品質的問題。(4)植生遮蔽，由文獻

中已得知植生區域影響變遷判定及房屋偵測甚巨，

本研究將受其影響的房屋區塊標示出來，但仍未能

完全克服其影響，此為資料的限制。(5)原光達資

料無資訊。由於受到光達系統掃描時遮蔽的影響或

屋頂表面為無法反射紅外光的材質，因而造成原光

達點雲無資料。故此錯誤因子屬於資料本身的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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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錯誤因子例表 

 前期航照影像 後期航照影像 有變遷與無變遷點分佈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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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錯誤因子分類表 

類別 錯誤因子 數量 

研究方法限制 
相鄰較高牆面光達點影響。 
房屋中庭。 
前後期高程差異小的改變房屋區塊。 

20 
(38%) 

資料限制 植生遮蔽。 
原光達資料無資訊。 

6 
(11%) 

資料品質的問題 原房屋模型數化不完整。 
小面積區塊造成無資訊。 

27 
(51%) 

 
(6)房屋中庭。由於房屋中庭在研究中未經考量，

故會有代表中庭的房屋區塊判定為無資訊的情形。

此種情況屬研究方法的限制，所幸此種情形發生的

機率較低。(7)前後期高程差異小的改變房屋區塊。

由於一般在判別房屋是否改變時主要使用其形狀

資訊的差異進行判斷，故本研究使用前後期高程差

為變遷判定時主要依據。而此錯誤因子因而產生，

由於其或許可經由研究方法的改進而消除，故在此

歸類為研究方法的限制。 

以上分類及數量整理如表 5 所示。研究方法限

制，或許可由研究方法的改進而提升精度；第二類

資料的限制則為使用此些資料時會遇上的錯誤因

子；第三類資料品質的問題，則可經由加強資料的

品質，如原房屋模型數化完整及增加點雲密度，而

降低此些錯誤因子的影響。 

4.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由文獻回顧與分析，由前後期資訊差

異、光譜與形狀資訊的整合、及使用面為基礎單元，

利用階層式判斷的方式進行三維房屋模型變遷偵

測。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由實驗成果可觀察出數點

結論與建議： 

1. 由實驗成果顯示，可利用前期房屋模型、後期

空載光達點雲、及後期多光譜航照影像，經本

研究提出之判定原房屋模型變遷型態流程，得

到良好的成果。於後續房屋模型更新時，僅需

重建改變的區域，減少耗費的成本。 

2. 整合光譜及形狀資訊降低地面與植生造成的

影響，且利用偵測所得地面與植生區域進行更

多元的變遷型態判定。 

3. 本研究利用階層式判定的方式，得到更多元的

變遷型態。尤其文中副結構改變，在台灣常因

屋頂附加物的改變而發生。 

4. 判定房屋模型變遷型態之整體精度可達 85%，

但其誤授率為 28%，其中受未改變的房屋區塊

因為屋頂附加物而判定為主結構改變或副結

構改變影響顯著。此種錯誤為使用資料品質的

問題，若能加強原房屋模型的完整度，則預期

在判定變遷型態時能有顯著改善。 

5. 將造成實驗成果錯誤的錯誤因子分類後，可看

出 62%的錯誤非受研究方法限制。且若能針對

錯誤因子進行改善，預期可降低錯誤的機率。 
本研究後續發展可加入辨識屋頂上有變遷點

的分佈情況，進一步確認是否為結構體的改變，或

許可加入航照影像之二維形狀資料與房屋模型邊

界匹配或利用區塊增長法計算各區塊之面積及形

狀進行判斷。此外，在三維房屋模型的建置精度評

估中，若具同期資料，本研究方法有潛力進行房屋

模型完整度之評估。除變遷偵測方法的改善外，可

進一步發展連結更新房屋模型的方法，使房屋模型

的更新成本降低、效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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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Building Model Changes from LIDAR Data 
and Aerial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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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dimensional building models provide spatial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 support. It is more preferable to 

maintain a building database by the firstly detecting the changes followed by a reconstruction procedure. Change 
detection is traditionally done using multi-temporal images through the spectral analyses. Those images provide 
two-dimensional spectral information without including shape in the third dimension. As the availability and 
quality of emerging airborne LIDAR systems that make the acquisition of shape information convenient, we use 
new airborne LIDAR point clouds and aerial photos to detect changes for building models. The proposed scheme 
comprises data pre-processing and change detection on building areas. In the first step spatial registration is 
performed, ground area and vegetation area are detected, the Lidar points on the ground surface and in 
vegetation areas are removed, and height differences are calculated. In the second step, shape and spectral 
information are integrated to determine types of change. The validation for determination of change types shows 
that the results can reach 85% overall accuracy.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s, those unreliable results 
are scrutinized. The ratios of the “limitation of method”, “limitation of data”, and “data quality effect” categories 
are 38%, 11%, and 51%,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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