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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立木樹冠植生情況為森林管理重要的參考指標，包含單株立木數量、立木位置、立木高度、材積與

樹冠涵蓋範圍等，為獲取上述資訊，除藉由現地量測、航照立體對與雷達回波等資料獲得外，亦可由空

載光達三維離散點雲萃取立木樹冠範圍與立木位置。由於森林區的特性，現地量測耗時費力，而航照影

像與雷達回波資料於樹冠密集處不易辨識邊界位置。隨著空載雷射掃描儀性能的提升，於三維物空間萃

取樹冠資訊具可行性，但現今光達資料多以網格式處理，萃取成果與網格大小與內插方式直接相關，且

內插會造成高程資訊的損失。因此，本研究擬使用三維離散點偵測高程不連續處萃取樹冠邊界，進而獲

得立木位置。由研究成果顯示，分析高程不連續處可有效獲取立木位置、立木高度與樹冠邊界。 

關鍵詞：森林、萃取、航照立體對、空載光達、雷達 

1. 前言 

於森林領域中一般多使用立木數量、材積、樹

冠覆蓋範圍與面積等參數描述立木生長情況，而這

些資訊可由傳統處理方法獲得，如現地測量(陳永

寬等, 2005)、航照影像(馬淑敏, 2006;Hirschmugl et 

al., 2007)、衛星影像(Gougeon and Leckie, 2006)與

雷達資料(Walker et al., 2007)等。然而使用上述資

料進行樹冠偵測各有其限制，如現地測量甚為耗費

人力物力，且測量範圍受目標區環境影響，另一方

面使用影像偵測樹冠範圍則亦受遮蔽與光影效果

而不易偵測邊界位置，尤以森林密集處甚為困難

(Næsset et al., 2004)，而雷達資料則因空間解析度

關係，不宜針對大比例尺之局部立木處理。因此，

由上述處理程序可知，使用光譜資料處理稀疏林區

可獲取較佳的成果，但森林密集區則較難將相鄰樹

冠分離。由於近年空載雷射掃描儀性能的提升，三

維離散點雲密度日益密集，為分離相鄰樹冠，本研

究擬使用高密度三維光達點雲從高程變化上進行

分析，尋找高程不連續處以偵測樹冠邊界。 

現今有相當多的文獻使用雷射掃描儀偵測樹

冠幾何資訊，其中，以 Nelson et al. (1984) 開始探

討雷射光束與樹冠葉子間之關係，如雷射光能量足

夠，則可穿透樹葉遮蔽，偵測下層物體資訊，如地

面高程。因此，使用空載雷射掃描儀偵測地面高程

資訊具可行性。另一方面，Maltamo et al. (2006)亦

針對寒帶地區森林樹種測試，使用空載雷射掃描儀

所偵測出之樹冠幾何資訊，與現地調查成果相較，

可獲得極為相近之成果。 

由於樹冠表層非平滑面，包含雜訊與樹冠幾何

外型，故大部分文獻多以內插函式將資料網格化，

以降低雜訊對成果偵測的干擾程度。Hyyppä et 

al.(2001)延伸影像處理的概念，將三維離散點雲網

格化產生數值表面模型 (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與數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藉

由高程門檻先行萃取地面上樹冠候選區，經由偵測

候選區域最高點視為立木樹頂位置，最後以影像分

割技術 (Segmentation)產生數值植物模型 (Digital 

Vegetation Model, DVM)及數值樹高模型(Digital 

Tree Height Model, DTHM)。而 Clark et al.(2004)

亦提出使用網格式資料立木資訊，將離散點雲網格

化產生 DSM 與 DEM，使用高程門檻偵測局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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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最高處視為立木位置，而周圍高度較低之次樹冠

則與該相對高點比較，以距離倒數為權配合克力金

法判斷該次樹冠是否需合併或分離。Bortolot (2006)

提出分割與合併的概念，從 DSM 與 DEM 中萃取

立木資訊，藉由高程門檻萃取出所有可能的候選立

木樹冠，最後逐一判斷各樹冠間高度關係以判斷是

否應合併成為同一立木樹冠。由於上述研究多僅以

光達點雲偵測立木位置與樹冠資訊，如遇點雲密度

不足處或測區含其他目標物時，則尚需其他資料輔

助以萃取立木位置。Wulder et al. (2007)結合光達

點雲資料與衛星影像偵測樹冠邊界，先由衛星影像

以地物光譜值判斷樹冠候選區，接著由 DSM 中分

析各局部區域高程變化尋找不連續處。此外，亦有

相關研究整合空載光達資料與多光譜影像萃取立

木資訊，使用光達點雲網格化後的 DSM 經高程門

檻篩選地物區塊，再經多光譜影像萃取植被區，最

後重建三維立木模型 (江采薇 , 2006; 賴君怡 , 

2008)。 

根據上述文獻顯示，現有之文獻多以網格式資

料萃取立木資訊，但由於將離散點雲網格化處理時，

DSM 的高程數值將會因為內插函式的不同而影響

成果品質。此外，Næsset et al. (2004)亦提出此觀點

對樹冠邊界萃取所造成的問題，如兩樹冠相鄰時，

樹冠間高程變化會因內插過程而改變，致使樹冠邊

界位置偏移，偏移量則視內插平滑化程度而定。此

外，亦有文獻研究於偵測樹冠過程中給定種子點及

相關門檻以尋找立木位置與偵測樹冠邊界，故該點

位置與門檻值的設定便與成果直接相關，不同參數

亦將導致相異成果。因此，為解決使用內插函式造

成樹冠邊界偏移的問題，使用原始點雲分析高程變

化便是主要途徑之一，且為同時避免原始資料中雜

訊對處理程序的干擾，本研究擬使用經驗模態分解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Huang et al., 

1998)將雜訊從原始資料中分離，進而分析高程變

化偵測立木與樹冠邊界位置，研究中將針對兩區進

行方法測試及分析。 

 

 

2. 立木樹冠萃取 

本研究目的為偵測森林區樹冠邊界位置，針對

緩坡區林地且不同樹冠密集程度區域進行測試。研

究方法以影像金字塔概念為基礎，使用高密度空載

光達資料針對不同樹冠密集度區域分析高程剖面

線形，濾除局部樹冠表面雜訊與地形起伏效應，以

尋找高程不連續處萃取獨立樹冠與次樹冠邊界、立

木位置與樹高。內容包含五項程序：(1)資料前處

理，(2)樹冠候選點萃取，(3)高程剖線分析，(4)樹

冠邊界萃取，(5)樹冠過濾。資料前處理部分，利

用雷射掃描儀所有回波資料，取局部低點組不規則

三角網，並計算點至面垂距逐一自動加點以萃取地

面高程(Axelsson, 2001)，再經網格化內插離散地面

點產生數值地形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提供一參考高程面，以高程差門檻濾除近地

點雲，萃取樹冠候選點減少待分析之資料量。接著，

以 EMD 分析高程剖面濾除非樹冠部分，針對特定

本質模態函數(Intrinsic Mode Functions, IMF)尋找

高程不連續處萃取樹冠邊界位置。最後，連接樹冠

邊界產生封閉多邊形，並以面積門檻濾除或合併過

小樹冠。研究流程圖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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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資料前處理 

由於光達點雲資料量龐大，不易直接使用原始

離散點雲萃取樹冠邊界。因此，研究中從原始點雲

建立 DEM 始，產生參考基準面以萃取樹冠候選點。

DEM 產生方式為利用原始離散點雲取局部低點組

粗略不規則三角網，再計算其餘點至三角形面垂距，

經與三角面法向量夾角比對後，逐一將 TIN 加密，

萃取地面點雲(Axelsson, 2001)，最後經網格化產生

DEM。由於樹冠點與地面存在高程差，故研究中

先以高程差門檻 1(dH1)比較原始離散點雲與 DEM

間高程關係，以萃取樹冠候選點先行降低待處理資

料量，以提升後續處理的效能。 

2.2 樹冠萃取 

萃取樹冠候選點後，分析樹冠高程剖面線型偵

測樹冠邊界位置。由於使用離散點雲分析點與點間

之幾何距離需耗費大量運算時間，所以提出以影像

金字塔概念為基礎，將資料空間解析度由粗到細分

階段處理，以提升資料處理效率。此部分包含三項

內容：(1)資料網格化，(2)高程剖線分析，(3)樹冠

邊界產生。資料網格化，將樹冠候選點雲以設計之

網格空間解析度取樣，進一步降低待處理資料量，

同時產生數值樹冠模型 (Digital Canopy Model, 

DCM)。高程剖線分析，將 DCM 做不同方向拆解

產生一維高程序列資料，並以 EMD 拆解並獲取不

同頻率序列資料，從中挑選最適之 IMF 並視高程

不連續處為樹冠邊界位置。樹冠邊界產生，以樹冠

邊界網格位置於候選點中萃取原始點雲，將樹冠點

連接產生封閉多邊形，進而萃取各樹冠內部離散點

雲。樹冠萃取流程如圖 2 所示。 

2.2.1 資料網格化 

由於 EMD 為一連續疊代處理程序，如資料為

大量離散點則運算時間所費不貲，為解決此一問題，

本研究提出使用影像金字塔概念，將原始點雲分層，

由粗到細加速處理效率，從原始光達點雲始進行虛

擬網格化，同時保留原始資料之坐標數值。其概念

為在離散點雲間產生虛擬網格，於每個虛擬網格中

尋找局部點雲，並尋找點雲中最低點視為該網格之

高程值，無點分佈位置則略過。此目的為保留樹冠

高程原始數值，同時產生由虛擬網格組成之 DCM，

如圖 3 所示。圖 3(a)於離散點雲間鋪上網格並萃取

局部低點視為該處之高程值，處理結果如圖 3(b)

所示，以色階代表該處原始高程，灰色處代表無資

料。 

 

圖 2 樹冠萃取流程圖 

2.2.2 高程剖線分析 

藉由產生粗略的 DCM 尋找高程不連續處，視

為樹冠邊界概略位置。但由於樹冠表面幾何形狀複

雜，如單純使用坡度、坡度差與高程差等幾何門檻

判斷邊界位置，易造成漏授與誤授問題。因此，本

研究假設樹冠高程剖面線型為多頻率的複合波型

所構成，而樹冠邊界位置可能存在於某些頻率波型

的局部低點處，為達成此一目的，本研究使用 EMD

做為處理核心。EMD 為一種資料分析方法，其概

念為藉由經驗參數拆解任意或複和週期性函式，產

生不同頻率之 IMF，再針對特定頻率的 IMF 進行

分析，其適用之函式包含非線性(Non-linear)與非定

態(Non-Stationary)函式。此一資料分析方法，現今

多用於分析受干擾的訊號或影像(Chen et al., 2007; 

Wu et al., 2007; Chen et al., 2008)，從中挑選特定

IMF 分析波型特性，萃取所需之目標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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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始離散點雲 (b) 虛擬網格 

圖 3 虛擬網格建立 (單位:公尺) 

 
(a) 平均曲線                           (b) 高程差曲線 

圖 4 本質模態函數計算過程©Huang et al., 1998 

EMD 之處理過程，為在原始波形中搜尋一連

串局部最大值與局部最小值，分別以雲形線連接產

生兩條新曲線，進而計算平均曲線，如圖 4(a)中，

由描述原始資料的藍線求取波形中的上下綠色曲

線，及紅色之平均曲線。此階段將原始曲線與平均

曲線相減之後，其差值波形則如圖 4(b)所示。此為

一疊代程序，直至處理過之波型的過零點數趨於收

斂，則產生 1st IMF。其計算詳細之數學公式則如

式 1 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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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X 為原始高程剖線函式， nm 為平均高

程曲線， nh 為各次疊代曲線與平均曲線之高程差，

nc = 各次疊代產生之 IMF。 

接著，將原始波型與 1st IMF 相減，獲得計算

2nd IMF 的起始波型，再重複上述程序，直至最後

一個 IMF 過零點數不再變化時即停止程序。由上

述處理程序可知，目標函式可為任意頻率波型並進

行拆解，產生不同頻率之 IMF，由高頻至低頻做排

序，且此為一可逆處理程序，所有 IMF 可經重組

後，可還原成原始目標函式。因此，為瞭解使用

EMD 分析樹冠高程剖面並偵測邊界位置之成效，

本研究嘗試使用 EMD 分解樹冠高程剖面線型，將

其拆解成不同頻率之 IMF 並剔除可能干擾源，分

析剩餘的 IMF 中高程不連續處位置，以萃取樹冠

邊界。處理程序如下所示。式(2)為利用式(1)所求

解之 IMF 計算與各次疊代初始波形之差值，直至

最後一個 IMF 的過零點數量固定後，停止疊代。

以圖 5(a)為例，此為一 DCM 資料，取其水平方向

之高程斷面可得到圖 5(b)第一個曲線，經由 EMD

拆解後，可獲取四個 IMF，其頻率由高至低做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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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r 為各次疊代曲線與各模態曲線之差 

研究中觀察發現，各株立木之樹冠間的邊界關

係主要可分為三種：(1)二樹冠分離，(2)二樹冠相

鄰且高度相近，(3)二樹冠相鄰且具高度差。於第

一種情況下，如圖6(a)所示，由於二樹冠間距明確，

故可輕易由平面距離門檻將各樹冠分離，並取得邊

界位置。再者，圖 6(b)中當兩個樹冠高度相近且相

鄰時，亦可由 EMD 所拆解之不同頻率 IMF 中獲得

樹冠邊界資訊，因樹冠表面幾何為不規則性，故研

究中假設此為一高頻雜訊，可藉由去除高頻的 1st 

IMF，進而獲取低雜訊干擾之高程波型，即可以高

程門檻 2(dH2)尋找高程不連續區描繪邊界位置，將

二樹冠分離。最後，圖 6(c)則是二樹冠相鄰但高度

近似，由於此一情況具兩種可能性，一為同一棵樹

之主樹冠與次樹冠，或為兩棵樹的組合，為判斷第

三種情況的模稜問題，故先將地形效應消除，使局

部點雲正規化至同一基準面。於研究中，假設局部

地形起伏與樹冠高程趨勢近似，故將高頻 1st IMF

與低頻 Nth IMF 同時移除，藉此將樹冠高程波形消

除雜訊與局部地形效應，調整局部高程基準面以尋

找圖 6(c)中的高程不連續處，偵測樹冠邊界。 

 
(a) 高程剖線位置                       (b) 分解 IMF 範例示意圖 

圖 5 所有分離後之本質模態函數 

     
(a) 第一類               (b) 第二類          (c) 第三類 

圖 6 樹冠關係類別 

     

(a) 樹冠邊界點            (b)連接示意圖              (c)樹冠邊界 

圖 7 樹冠邊界產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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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樹冠邊界描繪 

經由 EMD 處理後，可將二維虛擬網格拆解成

數個不同頻率之一維高程剖線，將最高頻與最低頻

IMF 移除後，再將剩下 IMF 重組後產生無雜訊干

擾與正規化的 DCM，此時再使用高程差 2(dH2)門

檻，萃取樹冠邊界虛擬網格位置，如圖 7(a)所示。

接著，於各樹冠邊界網格中從原始光達點雲中萃取

局部最低點之三維坐標，並視為樹冠邊界點，再以

局部最高點視為樹頂點，見圖 7(b)三角形位置，依

此點為中心使用角度門檻(θ)判斷其周圍各邊界點

是否應與鄰近點相連接，產生封閉多邊形之樹冠輪

廓，於連接的同時，亦判斷所描繪的範圍是否涵蓋

非邊界之光達點雲，以避免錯誤發生。處理成果包

含立木平面位置與立木高程，及該立木之樹冠涵蓋

範圍，如圖 7(c)所示。最後，針對所獲取之樹冠邊

界，再以高程門檻 2 及面積門檻判斷成果是否正確，

如樹冠表面高程變化過於平緩或樹冠面積過小，則

視為錯誤樹冠並予以剔除。 

3. 研究成果與分析 

本章節將討論及分析立木樹冠邊界偵測成果。

研究測試區位於芬蘭赫爾辛基西方森林區，測試目

標包含二不同樹冠覆蓋密度之森林區進行邊界偵

測，樹種部分包含三種針葉樹類別。該二測區涵蓋

面積分別為 660m2與 602m2，兩區樹冠密集程度相

較，分別為中密度與高密度森林區，如圖 8 所示。

光達點雲為使用 Optech ALTM 2033 於 2004 年 7

月掃描而得，點雲密度為 8 點/m2。地真資料為現

地調查量測之立木。測區影像為使用 Ultracam 於

2004 年 10 月拍攝而得，以展示測區林木狀況，測

區位置如圖 9 圈選區所示。 

立木偵測從萃取樹冠候選點始，高程差門檻 1

以 2m 先行萃取樹冠候選點雲，而高程差門檻 2 則

以三倍光達資料系統誤差 0.45m 偵測樹冠高程不

連續處。此外，本研究亦假設最小樹冠涵蓋面積為

1.5m2，藉由此一面積門檻可將過小區塊濾除或與

鄰近樹冠合併，樹冠偵測成果分別如圖 10 與圖 11

所示。其中，以十字代表偵測所得之樹頂位置，而

圓形符號則為地真立木位置。成果驗證方式，為使

用地面量測獲取立木樹幹位置，以評估多少立木成

功被萃取。研究成果中所獲得之樹冠邊界如圖 10

與圖 11 所示，以不同顏色代表不同樹冠輪廓，並

以十字符號標註立木位置，驗證則以圓球表示每棵

樹是否成功被萃取，成果如表 1 所列。由萃取成果

顯示，每棵樹均可成功萃取，且針對高程資訊複雜

區域，依舊可以偵測出高程不連續處，獲取樹冠邊

界位置。 

由於研究方法為利用高程剖線偵測樹冠邊界

位置，如主樹冠與次樹冠間有明顯高程不連續處，

且次樹冠面積大於 1.5m2並擁有足夠點雲分佈，則

該樹冠將被不會被合併並視為單一樹冠，如圖 12

所示。圖 12(a)為一小區原始樹冠點雲，由顏色分

佈可清楚辨別該處有明顯的高程不連續處及三群

樹冠點，但於圖 12(b)中可發現，該區地真僅有一

棵立木。因此，本研究於誤授部分，因無法由空載

光達點雲辨識萃取之樹冠輪廓屬於同一棵樹或不

同樹，故現階段僅針對漏授進行評估，如表 1 評估

項目所列。 

       

(a)測區 I                              (b)測區 II 

圖 8 原始光達點雲(單位:公尺) 



羅詔元、陳良健：使用空載光達資料萃取森林區立木樹冠                     207 

      
(a)測區 I                              (b)測區 II 

圖 9 測區航照影像 

      

(a)邊界成果                     (b)與地真比較結果 

圖 10 樹冠邊界萃取成果(測區 I) 

     

(a)邊界成果                                  (b)與地真比較結果 

圖 11 樹冠邊界萃取成果(測區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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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始樹冠點雲       (b)樹冠輪廓圖 

圖 12 局部成果 

表 1 樹冠萃取成果 

 測區 I 測區 II

實際立木數量 25 18 

偵測結果 

獨立樹冠 20 18 

合併樹冠 5 0 

遺漏 0 0 

總數 25 18 

單位: 株

4. 結論與展望 

於森林監測中，林木分佈與生長情況的獲取是

件重要的工作。本研究針對不同密度的森林區，使

用空載雷射三維離散點雲萃取樹冠立木資訊。研究

中使用 EMD 濾除樹冠表面雜訊，及將樹冠高程正

規化後偵測立木與樹冠邊界位置，包含主樹冠與次

樹冠兩部分，研究成果包含立木位置、立木高程與

樹冠輪廓線。由成果顯示，此方法可順利偵測上述

樹冠關係第一類與第二類之邊界位置，而如兩樹高

不一且樹冠間緊鄰的第三類情況，本研究方法仍有

機會偵測單株立木樹冠邊界位置。但由於此研究處

理之林木特性多以針葉林為主，與台灣混合林相比

則較為單純。因此，將此方法應用於混和林偵測樹

冠邊界仍為未來值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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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Canopy Extraction Using Airborne LIDAR Data 

Chao-Yuan Lo 1*   Liang-Chien Chen 2 

ABSTRACT 
The Biomass condition is important index in forest fields. The used information contain number of stems, 

stand position, tree height, timber volume, canopy cover, etc. In literature reviews, several studies extracted 
canopies using field surveying, aerial imagery, radar data, LIDAR data and so on. However, those manners are 
labor intensive and hard to identify crown edges in concentrated forest.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airborne 
laser scanning systems, this study proposes a scheme to detect forest canopies using high density point clouds. 
This study analyzes canopy profiles using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find the vertical 
discontinuities, i.e. crown edges.  Finally, those adjacent detected boundaries are merged to describe complete 
canopy boundari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scheme has the capability to extract stand 
position, tree height, and crown edges. 

 
Keywords: Forestry, Extraction, Aerial imagery, Laser scanning, Rad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