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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模型面與空載影像之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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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利用傳統空照影像與傾斜攝影直升機影像，對現有房屋模型之牆面及屋頂面進行套合。處理

重點除幾何對位外，並偵測牆面及屋頂面之遮蔽區，且對遮蔽區域以多視角影像及影像修補技術加以補

償。牆面部分所使用之影像，是基於影像傾斜攝影概念。對欲處理之目標牆面，應以影像傾斜攝影角度

最大為優先，如此可得到影像解析度較佳之牆面影像，但相對的，牆面被其他建築物遮蔽的情況也較嚴

重；本研究的重點，即為於這些影像中，找到最佳化的組合。屋頂面部分，則以垂直攝影影像，可得解

析度較佳之屋頂面，在此以真實正射之概念進行影像套合。成果顯示於套合幾何對位上滿足視覺化之要

求。 

關鍵詞：空照影像、房屋模型、遮蔽區、傾斜攝影、影像套合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遙測領域的進步，空間資訊的展示，已從

二維進步到三維。空間資訊技術蓬勃發展之主因，

在於需求與供應符合社會發展。過去傳統的類比地

圖，已無法滿足現代人的需求；近年來，隨著電腦

技術的發展，網路化的社會需要電子化之資訊，且

對三維資訊及空間需求也日趨增加。為了滿足需求，

高效率的資料獲取工具、分析整合方法、視覺化系

統等發展便極具重要性。數碼城市(Cyber City)即為

一代表。數碼城市可以虛擬實境，於電腦環境中展

現三維空間，所需的空間資訊，就幾何觀點而言，

主要在於建置立體模型，因此這些物件在進行視覺

化模擬時，需具備細緻的紋理特性，以達到仿真的

效果。因此，正確的產生房屋屋頂面及牆面紋理資

訊，進而以紋理影像對三維房屋模型面進行套合，

即建物之紋理貼圖，達到擬真的視覺化效果，是為

一值得研究的課題。 

所謂紋理，以人眼認知而言，可以其平滑、粗

糙、精細、規律等程度加以描述此紋理特性。對於

遙測影像，由於大部分地表覆蓋物皆為自然界產物，

紋理特性較不規則，紋理分析的方法以 Haralick et 

al.(1973) 提 出 之 Grey 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GLCM)較為常見。對於航照、地面影像而

言，其拍攝範圍以建物較為常見。建物之屋頂面及

牆面，紋理特性較有規律，本研究即應用此種影像，

進行三維模型紋理貼圖。有關紋理貼圖的文獻很多，

不同的方法也各有優劣，以下小節便針對資料來源

及紋理貼圖方法加以探討。 

1.1.1 資料來源 

紋理貼圖所需資料來源，大致可分為三類：地

面拍攝影像(Förstner and Gülch, 1999；Laycock and 

Day, 2006；Tsai and Lin, 2007)、航照影像(Weinhaus 

and Devich, 1999；Frueh et al., 2004；Wu et al., 2007)

與上述兩種影像的結合(Frueh and Zakhor, 2003)。

地面影像由於是從街道角度拍攝，影像解析度較高，

於紋理貼圖時可得到較清晰的影像；但地面攝影較

難取得房屋屋頂的紋理資訊，此外，若欲對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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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進行處理，也會花費較多的時間與人力。資料

來源若為航照影像，則可解決地面攝影所遭遇之問

題。航照影像可輕易地獲取房屋屋頂的紋理資訊，

且對於大範圍區域的處理較為容易；但相對的，由

於拍攝距離較遠，影像解析度較差。傳統垂直攝影

航照影像，可得到較多的屋頂紋理資訊，但牆面影

像解析度則較差；使用傾斜攝影影像，可獲得較佳

之房屋牆面紋理影像，但房屋間遮蔽問題則更加嚴

重，故 Wang et al.(1996)提出利用多張航照影像改

善遮蔽與陰影問題，產生最佳牆面影像的解決方

法。 

為了要得到最佳牆面影像與屋頂資訊，亦可融

合地面拍攝影像與航照影像，進行房屋模型紋理貼

圖。結合兩種不同來源影像，可分別補償不同影像

的缺點，既可得到高解析度的牆面影像，亦可得到

屋頂紋理。然而，不同來源的影像，需要不同的處

理方法與機制，故此種方法，不論於資料收集，亦

或是後續處理，皆會耗費大量的人力與時間。 

1.1.2 紋理貼圖方法 

所謂紋理貼圖，即是將紋理材質影像，敷貼於

三維房屋模型上，達到擬真的效果。最早的紋理貼

圖方法，是以類似磚塊材質的小塊紋理，敷貼到平

面及圓柱面上(Catmull, 1975)。不同的資料來源，

有不同的處理方法。對於地面影像，以實景拍攝影

像，直接進行房屋牆面材質敷貼(Förstner and Gülch, 

1999)，並利用地面攝影機可大量且連續拍攝的優

點，有效率地取得紋理影像(Chon et al., 2004；陳

正軒，2006)。傅秉綱(2002)則求解攝影站方位，以

透視原理理論，至適當影像上擷取紋理影像；此外，

亦可以車載系統，進行都市地區地面影像拍攝，完

成都市地區牆面紋理敷貼(Frueh et al., 2005)。除了

對固定房屋模型進行貼圖外，亦有研究以攝影機拍

攝移動物體(人與車輛)，擷取移動物體影像，並給

予 粗 略 模 型 ， 完 成 移 動 物 體 模 型 紋 理 敷 貼

(Neumann et al., 2004)。對於航照影像，利用量測

型相機拍攝，以透視投影方式，將真實影像套合於

平面多邊型上(Weinhaus and Devich, 1999)；然而，

為了彌補傳統垂直攝影航照影像，對於房屋牆面解

析度不足的問題，使用傾斜攝影直升機影像做為資

料來源的方法相繼提出(Frueh et al., 2004；Wu et al., 

2007)。 

1.2 研究目的及內容 

本研究中，使用航照影像做為資料來源，進行

空載影像與房屋模型面之套合。接近垂直攝影的傳

統航照影像，雖能獲得較佳之屋頂紋理資訊，但會

面臨房屋牆面解析度不足的問題；為了使屋頂面及

牆面皆有好的影像品質。除了傳統航照影像外，本

研究亦加入了傾斜攝影的直升機影像，彌補牆面影

像解析度，使得不論是屋頂面或牆面，皆能有良好

的紋理資訊，達成仿真的目的。 

本研究融合傳統航照影像與傾斜攝影直升機

影像，做為影像敷貼的主要資料來源，主要的處理

步驟有幾個部分：(1)資料前處理 (2)挑選主影像 

(3) 遮 蔽 區 判 斷  (4) 遮 蔽 區 補 償  (5) 影 像 修 補

(Inpainting)。流程如圖 1 所示。使用資料為房屋模

型、具有內外方位參數的航照與直升機影像，以及

數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步驟

一的資料前處理，須先對房屋角點進行排序，以利

後續幾何判斷，並以切割影像，來達到運算效率增

加的目的。第二步驟，對欲處理的房屋，挑選其中

一張影像作為主影像，其餘影像做為副影像；接著，

以 Z-buffer (Amhar et al., 1998)演算法，判斷此建物

在此主影像中是否被遮蔽，若有遮蔽區，則至其於

副影像中，擷取光譜值進行遮蔽區補償；最後，若

有建物面無法被補償，亦即不出現在副影像中，則

使用影像修補機制，讓所有房屋面皆有完整的紋理

影像。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標，為利用傳統空照影像與傾斜攝影

直升機影像，對現有之房屋模型牆面及屋頂面進行

影像套合。主要的處理步驟有幾個部分：(1)資料

前處理 (2)挑選主影像 (3)遮蔽區判斷 (4)遮蔽區

補償 (5)影像修補(Inpainting)。下述小節中將詳細

介紹每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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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資料前處理 

本研究使用三維房屋模型包含屋角點坐標，由

於後續幾何判斷中，需求得建物牆面法向量，故須

對屋角點進行排序。如圖 2(a)所示，以逆時鐘排列

之屋角點，結構線向量 u

，外積一向上單位向量 v


，

即可得該牆面法向量 N


= u


× v


。若屋角點為順時

鐘排序，如圖 2(b)，則得到之牆面法向量為向內，

與逆時鐘排列之牆面法向量相反；為了不造成資料

混淆，故須統一資料格式為屋角點逆時針排列。排

序的方法如圖 3 所示，假設此物空間之多邊形有八

個角點，對此多邊形，先找出在 x、y 方向上最大、

最小的角點，如圖 3(a)之點 1、2、3、8，圖 3(b)

之點 1、2、7、8，利用此四點中之任相鄰三點，

計算其向量外積，若外積值為正，代表此多邊形為

逆時針排列(圖 3(a))；反之若為負，則為順時針排

列(圖 3(b))。 

 

圖 1 研究流程圖 

   
             (a)多邊形逆時鐘排列        (b)多邊形順時鐘排列 

圖 2 牆面法向量計算 

 

              (a) 多邊形逆時鐘排列         (b) 多邊形順時鐘排列 

圖 3 多邊形排序方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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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影像選擇 

在進行影像與房屋模型面套合前，對於欲處理

之建物，必須從涵蓋此房屋之所有影像中，挑選一

張主影像，做為貼圖的起始。本研究主要處理目標

為房屋牆面，屋頂面部分，則使用真實正射影像做

為模型敷貼來源；後續步驟中，皆為針對房屋牆面

進行處理，在此假設所有牆面為垂直地表。主影像

的選擇，可從幾何與輻射觀點著手。幾何觀點來說，

對目標牆面，傾斜攝影角度(偏離像底點方向的角

度)越大，所得到的牆面解析度也越好；然而，此

傾斜角度最大的影像，不同房屋間相互遮蔽的情形

也有可能最嚴重，如何於解析度與遮蔽情況間做一

最佳取捨，是為一課題。從輻射觀點來看，可分析

牆面影像的光譜資訊，找尋牆面色彩較鮮明者；亦

可分析牆面的紋理資訊，因牆面紋理具有結構性，

故可對牆面進行結構線紋理分析，以紋理特性較佳

的牆面影像做為主影像。本研究分別對幾何與輻射

觀點進行分析討論，最後選取最佳方法，完成主影

像選擇。 

在進行主影像選擇前，需先進行可視面分析，

判斷物空間各點在像空間是否可視，以減少運算量。

判斷方法如圖 4 所示，分別計算成像中心至物空間

點之視線向量 V 與牆面法向量 N，計算兩向量間

之夾角 θ，若夾角大於 90 度，如圖 4(a)，則表示此

牆面為可視面；反之如圖 4(b)，則為不可視牆面。 

進行完可視面分析，便要對可視牆面，進行主

影像挑選。以幾何觀點進行討論：當傾斜攝影角度

越大，牆面解析度也越好；本研究中所指的傾斜攝

影角度，為偏離像底點方向的角度(如圖5中 θ)。圖

6中，θ2的角度大於 θ1，故影像二的牆面解析度較

影像一佳，但也由於拍攝角度較傾斜，房屋間的遮

蔽情形可能更為嚴重；考慮解析度與遮蔽問題，本

研究提出下列兩個準則。 

(1)計算不同拍攝傾角下之牆面解析度，選擇

一合適的牆面解析度，以其傾斜角度做為角度門檻，

當傾斜角度通過此門檻之影像，代表具有足夠之牆

面解析度。方法為利用圖 5，計算不同角度下之牆

面解析度，選擇合適的解析度，以其拍攝角度做為

門檻；圖中 H 為航高，f 是焦距，θ 為掃描角(Scan 

Angle)，△θ 為 IFOV(Instantaneous Field of View)，

欲求取之牆面解析度為圖中 r。經由此計算，可得

到表 1 與圖 7。由圖、表可看出，當拍攝角度越大，

牆面解析度也越好；本實驗中，使用真實正射影像

做為屋頂面影像敷貼的主要來源，影像解析度為

15 公分，因此對於牆面，可選用解析度大約 30 公

分，亦即角度 30 度，做為角度門檻，唯有通過此

門檻之影像，才保留下來，進行遮蔽區域大小之判

斷。

  

(a)可視牆面                           (b)不可視牆面 

圖 4 可視面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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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牆面解析度求取示意圖 

     

圖 6 角度法示意圖 

表 1 攝影角度與牆面解析度之關係 

角度(°)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牆面解析度(公分) 36.16 29.20 24.08 20.10 16.86 14.15 11.81 9.74 

 

圖 7 攝影角度與牆面解析度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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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目標牆面，以通過此角度門檻之影像，

進行遮蔽區判斷，選擇遮蔽範圍最少之影像，做為

主影像。判斷方法如圖 8，假設欲處理之牆面為圖

中之深藍色牆面，僅處理像底點至目標牆面連線之

三角形範圍(圖 8(a))，因不在範圍內之建物，並不

會遮蔽此牆面；接著，利用共線條件式，反投影目

標牆面與在此處理範圍內之所有建物至像空間(圖

8(b))，計算相互遮蔽的大小，以對目標牆面遮蔽區

域最少之影像，做為主影像，進行光譜值擷取，其

餘影像，則做為副影像，於後續步驟中使用。利用

此判斷法，會犧牲掉牆面解析度最佳之影像，但可

找到具有一定解析度，且牆面較完整之影像。 

2.3 遮蔽區判斷 

對於欲處理之建物，進行完主影像之挑選後，

下一步驟即為判斷此房屋於主影像中，是否有遮蔽

的情況發生。遮蔽效應是指目標區之紋理影像，因

受到物體的阻礙，無法於影像中取得相關之紋理影

像。本研究假設地形為平坦，且只對建物進行處理，

因此僅考慮房屋自體的遮蔽，或是不同房屋間之相

互遮蔽。如何正確的找出遮蔽區域，加以標註以便

後續處理，為重要部分。 

本研究採用 Z-buffer 演算法 (Amhar et al., 

1998)。Z-buffer 演算法最早是由電腦視覺領域發展，

於 1998 年首次應用於真實正射研究，並以此概念

進行遮蔽區之判斷偵測。此方法最主要概念為，距

離成像中心較近的物空間點，必會遮蔽距離成像中

心較遠的點，如圖 9(a)中 A、B 兩點，A 點必會遮

蔽 B 點。Z-buffer 的做法為建立一與影像大小相同

的 Z-buffer 矩陣，儲存與成像中心距離最近點的集

合，接著判斷物空間各點至成像中心距離，是否大

於 Z-buffer 矩陣所記錄之值，若距離較大，則視該

物空間點為遮蔽，反之亦然。 

 

(a)處理範圍                 (b)目標牆面與其他建物反投影 

圖 8 遮蔽範圍大小判斷示意圖 

            

(a) Z-buffer 示意圖                         (b)遮蔽判斷示意圖 

圖 9 遮蔽區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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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遮蔽分析所產生的Z-buffer 索引矩陣後，

配合數值高程模型、數值房屋模型(Digital Building 

Model, DBM)，可進行遮蔽區偵測。本研究處理範

圍只限房屋區，對於房屋地面點，以 DEM 內插，

得到房屋地面點的高程。接著利用共線條件式，將

物空間點反投影至像空間，得到像空間點坐標，並

比較相對應於 Z-buffer 矩陣內的位置，若正在處理

的物空間點與成像中心的距離，大於 Z-buffer 內儲

存的值，則代表此物空間點是被遮蔽，如圖 9(b)

中之 B 點，將此點標註為遮蔽區；反之若物空間

點的距離小於 Z-buffer 內相對應值，表示此點為可

視區，擷取光譜值，填入工作影像中。 

2.4 遮蔽區補償 

上述步驟所得到之遮蔽區，即為影像拍攝時，

房屋本身自體遮蔽，或房屋間相互遮蔽的狀況，這

些遮蔽區，使用副影像來進行補償。在進行遮蔽區

補償時，仍需先進行可視面分析與遮蔽區偵測，與

處理主影像步驟相同，以無遮蔽區域之副影像，對

可視區域進行填補，避免錯誤發生。如圖 10，B

點在經過遮蔽區判斷後，被標註為遮蔽區，擷取副

影像之光譜值，填入此遮蔽區，進行遮蔽區補償；

若經過一次補償後，仍然有遮蔽區存在，則繼續使

用其他的副影像加以填補。然而，為了避免因副影

像牆面解析度差，造成補償效果不佳的問題，進行

補償之副影像，仍需設定 2.2 節中所提到之傾斜角

度門檻。在進行完補償程序後，最終的牆面影像可

能為由不同的影像所擷取之區塊組合而成。 

 

圖 10 遮蔽區補償示意圖 

2.5 影像修補 

使用副影像進行遮蔽區補償後，仍然會有部分

區域，是副影像無法涵蓋到之遮蔽區，對這些遮蔽

區域，需使用影像修補(Inpainting)的技術，使整張

影像完整。在本節中所討論之遮蔽區，皆指經過副

影像補償後，仍存在之區域。Bertalmio et al. (2000)

提出對遮蔽區域，利用附近影像灰階值，逐漸疊代

進行修補，並以疊代後之灰階值做為真值，直至遮

蔽區完全被填補為止；Criminisi et al. (2004)除了以

疊代概念進行修補外，並於遮蔽區邊緣，延灰階值

變化方向上進行搜尋，尋找相似性高之區域，進而

更正確的填補遮蔽區。上述兩種方法之前提為，遮

蔽區僅限於影像內部分區塊，故可利用相同影像上

附近光譜值加以填補。然而，在本研究中，特別是

對於密集之房屋，其建物間遮蔽情形嚴重，常有影

像無法涵蓋到房屋牆面的狀況，遮蔽區域有可能為

整個牆面，因此本研究提出了以區塊為單元，進行

影像修補的方法。 

本研究提出之方法，假設房屋本身的同質性很

高，也就是同一棟建物下之牆面材質十分相似，因

此，對遮蔽區域，可使用相似性高之牆面紋理影像

進行修補；此相似性高之牆面紋理，可能為相同牆

面下相鄰材質，亦或是相同房屋下相鄰牆面影像。

對房屋牆面來說，遮蔽區域可能為整個牆面皆被遮

蔽，或者是牆面部分遮蔽；對部分遮蔽來說，可分

為圖 11 這幾種狀況。圖中矩形代表紋理空間中牆

面影像，紅色部分代表遮蔽區，部分遮蔽可能為牆

面的下緣、左半部、右半部或者是斜的遮蔽，斜的

遮蔽在本研究中，會找出遮蔽區在 x、y 方向上之

最大、最小值，使之為矩形單元進行判斷。因此，

根據遮蔽區域的大小，主要以兩個準則來進行影像

修補：(1)整個牆面皆為遮蔽情況時，使用相同房

屋下，其他可視的牆面對遮蔽區域進行修補。(2)

部分遮蔽，則使用相同牆面的可視區域填補。 

影像修補流程圖如圖 12 所示，圖 13 則表示流

程圖中各步驟示意圖，矩形代表紋理空間中之牆面

影像，紅色區塊為遮蔽區。整體步驟如下：(1)對

遮蔽區域，先分別在行(Column)和列(Row)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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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增加一範圍，得到一遮蔽區域之環域(buffer)，如

圖13(a)，深藍色區域即表示此遮蔽區之環域範圍。

(2)判斷此遮蔽環域區域，是否為完全遮蔽，亦或

是部分遮蔽。(3)部分遮蔽的情況，繼續判斷此遮

蔽區域面積大小，是否大於整張牆面影像的百分之

五十；若遮蔽區域小於牆面大小一半，利用步驟一

所開的遮蔽區環域當作搜尋窗，於此牆面影像上之

可視區進行搜尋(圖 13(b))，以標準化互相關

(Normalized Cross Correlation, NCC)法，得到相關

係數最大的區塊，也就是相似性最高區塊，填補遮

蔽區。若遮蔽區域大於牆面的百分之五十，則使用

此影像上剩餘之可視區，直接填補遮蔽區域。如圖

13(c)中，黃色區塊為可視區，以此可視區域，對下

半部遮蔽區做補償。(4)當遮蔽環域面積等於整張

影像大小時，使用相同房屋下，與此遮蔽牆面面積

大小相等且可視的牆面，進行填補(圖 13(d))。(5)

經過上述所有步驟後，若仍存在未補償之區域，則

以此房屋其他可視牆面，對此遮蔽區進行填補，完

成影像修補程序。

 

圖 11 部分遮蔽示意圖 

 

  圖 12 影像修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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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對遮蔽區開一環域                                   (b)部分遮蔽 

      

(c)部分遮蔽                                   (d)完全遮蔽 

圖 13 影像修補方法示意圖 

表 2 影像資訊 

數位相機型號 UltraCam-D  數位相機型號 Nikon D2X / Nikon D2Xs  

拍攝日期 

2005.08.11(航帶一) 

2005.08.26(航帶二) 

2005.12.23(航帶三) 

 拍攝日期 2008.04.07 

攝影焦距 101.4 mm  攝影焦距 28 mm 

航高 1900 m  航高 650 m 

影像格式 

11500×7500 pixels 

@ 9μm 

103.5mm×67.5mm 

 影像格式 

2848×4288 pixels 

@ 5.5μm 

23.6mm×15.7mm 

地面解析度 約 16 cm  地面解析度 約 13~18cm 

3. 實驗成果與分析 

本研究實驗測區為台北市信義區周遭約 900

公頃的矩形範圍，從此範圍內，挑出部分具有代表

性之區域進行測試，並使用傳統空照影像與傾斜攝

影直升機影像進行實驗與分析。本章節主要分為兩

個部分：(1)實驗資料介紹，(2)實驗成果與分析。

首先介紹實驗資料，包括影像、房屋模型與數值高

程模型。第二部分則分別對研究中所提出之方法所

得到的成果，進行分析討論。 

3.1 實驗資料 
研究使用的資料為：空照影像、三維房屋模型

與數值高程模型。空照影像使用兩組不同來源的資

料，分別為：以 UltraCam-D 系統所拍攝之傳統數

位航照影像，與兩台具有 1200 萬畫素影像解析力

的單眼反射式(Digital Single Lens Reflex, DLSR)數

位相機─Nikon D2X、Nikon D2Xs 拍攝之傾斜攝影

直升機影像，傾斜角度約為向前及向後 30 度，影

像相關資訊如表 2 所示。使用三個航帶共 14 張的

傳統航照影像，與 167 張直升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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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實驗中，選用三個測試例，分別對研究中

所提出各個步驟進行分析比較。測試例一為單獨建

物，位於整體測區之邊緣，房屋形狀較為單純；測

試例二為四棟相鄰房屋，建物間相互遮蔽情形嚴重；

測試例三亦為相鄰建物，相較於測試例二，建物間

高程差異較大，遮蔽情形也相對嚴重。 

3.1.1 測試例一資料簡介 

測試例一為單獨建物，位於整個測區的邊緣，

房屋形狀較為單純，圖 14 是包含此建物之航照影

像，圖 15 則為直升機影像。 

3.1.2 測試例二資料簡介 

本測區為四棟相鄰的房屋，建物間相互遮蔽情

形較為嚴重，圖 16 表示涵蓋此四棟建物的傳統航

照影像，圖 17 則為直升機影像。 

3.1.3 測試例三資料簡介 

本測區為相鄰建物，房屋間高程差異較測試例

三為大，相互遮蔽情形亦為嚴重。圖 18 表示涵蓋

此測區的航照影像，圖 19 則為直升機影像。 

 

(a) (b) (c) (d) (e) 

(f) (g) (h) (i) 

 

圖 14 測試例一之航照影像；(a)~(e)航帶一、(f)~(i)航帶三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圖 15 測試例一之直升機影像；(a)~(l)直升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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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圖 16 測試例二航照影像；(a)~(e)航帶一、(f)~(h)航帶二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圖 17 測試例二直升機影像；(a)~(t)直升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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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圖 18 測試例三之航照影像；(a)~(e)航帶一、(f)~(g)航帶二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圖 19 測試例三之直升機影像；(a)~(r)直升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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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實驗成果 

在本節中，會逐一展示討論本研究中各方法所

得到之成果；包括主影像選擇、遮蔽區判斷、利用

副影像進行補償與影像修補技術。 

3.2.1 測試例一實驗成果分析 

(1) 遮蔽區判斷 

此測試例周圍並無明顯建物會對此房屋造成

遮蔽，再加上房屋形狀單純，故此建物之遮蔽情形，

屬於建物自體的遮蔽。根據 Z-buffer 演算法索判斷

出之遮蔽區域，如圖 20 所示。圖中紅色區塊，為

經遮蔽判斷後所判定之遮蔽區，其中，部分為建物

本身遮蔽，另一部分為影像無法涵蓋到之範圍。 

(2) 遮蔽區補償 

對遮蔽區域，利用副影像進行補償，成果如圖

21 所示。由成果顯示，部分遮蔽區域被其他副影

像所填補，餘留下來的遮蔽區，為副影像無法涵蓋

到之範圍，因此，需使用影像修補技術加以改進。 

(3) 影像修補 

影像修補的目的，是要補償經由副影像補償後，

仍存在之遮蔽區域。此測試例的成果如圖22所示。

成果顯示，此房屋中所有遮蔽區皆可順利被補償。 

(4) 成果展示 

完成牆面與屋頂面紋理貼圖後，成果展示如圖

23 所示。 

 
(a) (b) 

 

(c) 
 

(d) 

圖 20 測試例一之成果─未補償，(a)~(d)不同視角下之牆面影像 

 
(a) 

 
(b) 

  
(c)  

(d) 

圖 21 測試例一之成果─補償後，(a)~(d)不同視角下之牆面影像 

 
(a) 

 
(b) 

 
(c) 

 
(d) 

圖 22 測試例一之成果─經影像修補，(a)~(d)不同視角下之牆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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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23 測試例一成果，(a)~(d)不同視角下之成果影像 

3.2.2 測試例二實驗成果分析 

(1) 主影像選擇 

在此測試例中，由於房屋相鄰，很容易相互遮

蔽，故於主影像選擇上，加入遮蔽區域範圍大小判

斷，與只使用角度法，會得到不同成果，後續便對

此兩種方法進行討論。 

1. 使用角度法判斷 

使用傾斜拍攝角度最大之影像做為主影像選

擇的依據，是因為傾斜角度最大的影像，所獲得之

牆面解析度也最佳；利用此方法，所得到之成果為

圖 24，圖中紅色區塊代表經由 Z-buffer 演算法遮

蔽區判斷後，被判定為遮蔽之區域，黑色區塊為此

牆面正好在影像邊緣處，無光譜資訊。假設目標牆

面為圖中深藍色框線處，經由角度法所得之主影像

為圖 24(b)。 

由此成果可知，對於目標牆面，選擇以拍攝傾

角最大影像做為主影像，可得到解析度最佳之牆面，

但相對的，房屋間遮蔽情況也最為嚴重。 

2. 加入遮蔽區域大小判斷 

遮蔽區大小判斷的方法，如第二章中圖 8 所示，

對目標牆面及處理範圍內的所有建物，反投影至像

平面，計算其與目標牆面是否有相互遮蔽，以遮蔽

範圍最少之影像，做為主影像。成果如圖 25。圖

25(a)中，紅色區域代表經由 Z-buffer 演算法所判斷

之遮蔽區，深藍色框線處為目標牆面，經由加入遮

蔽區大小判斷的機制後，所選擇之主影像為圖

25(b)。 

比較上述兩種方法，由成果可顯示，加入遮蔽

區大小判斷後，牆面影像解析度雖會降低，但可得

到較完整的牆面影像，並減少需以副影像補償的範

圍，整體來看，其品質是提升的。 

(2) 遮蔽區判斷 

四棟相鄰的建物，遮蔽情形大部分為房屋間相

互遮蔽。經由研究提出方法，所得到之成果如圖

26 所示，紅色區域代表經過 Z-buffer 演算法判斷

後，所認定之遮蔽區。成果顯示，部分地方為房屋

自體遮蔽，但遮蔽最嚴重之情形，為房屋間的相互

遮蔽；這些遮蔽區，以副影像加以補償。 

(3) 遮蔽區補償 

經由副影像補償後之成果，如圖 27 所示。成

果顯示，只有少部分地方順利被補償，大部分遮蔽

區，由其是兩建物間相互遮蔽的牆面，無法順利被

副影像補償，如圖中之(c)、(d)。原因為這些遮蔽

區域無副影像涵蓋，因此需使用影像修補技術。 

(4) 影像修補 

經由副影像補償後仍留下之遮蔽區，以影像修

補技術加以填補，成果如圖 28。成果顯示，幾乎

所有剩餘之遮蔽處，再經過影像修補後，皆能順利

被相同牆面、或相同房屋下之影像補償，滿足視覺

化之要求。 

(5) 成果展示 

完成牆面與屋頂面紋理貼圖後，成果展示如圖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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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角度法之成果                            (b)目標牆面之主影像 

圖 24 測試例二主影像選擇之成果─角度法 

             

(a)加入遮蔽區域大小判斷之成果                    (b)目標牆面之主影像 

圖 25 測試例二主影像選擇之成果─加入遮蔽區域大小判斷 

 
(a) 

 
(b) 

 
(c) 

 
(d) 

圖 26 測試例二之成果─未補償；(a)~(d)不同視角下之牆面影像 

 
(a) 

 
(b) 

 
(c) 

 
(d) 

圖 27 測試例二之成果─補償後；(a)~(d)不同視角下之牆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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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28 測試例二之成果─經影像修補，(a)~(d)不同視角下之牆面影像 

 
(a)  

(b) 

 
(c) 

 
(d) 

圖 29 測試例二成果；(a)~(d)不同視角下之成果影像 

3.2.3 測試例三實驗成果分析 

(1) 主影像選擇與遮蔽區判斷 

在此測試例中，房屋相鄰，很容易相互遮蔽，

故於主影像選擇上，加入遮蔽區域範圍大小判斷，

與只使用角度法，會得到不同成果，後續便對此兩

種方法進行討論。 

1. 使用角度法判斷 

傾斜拍攝角度越大的影像，牆面解析力也越佳，

僅以此方法判斷，所得到的成果為圖 30，圖中紅

色區域為經由 Z-buffer 演算法判斷為遮蔽之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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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入遮蔽區域大小判斷 

相鄰的建物，遮蔽情形較為複雜，包含房屋自

體遮蔽以及建物間相互遮蔽。經由研究提出方法，

所得到之成果如圖 31 所示，紅色區域代表經過

Z-buffer 演算法判斷後，所認定之遮蔽區。成果顯

示，部分牆面經由此方法，會選到不同的主影像；

遮蔽最嚴重之情形，仍為房屋間的相互遮蔽；這些

遮蔽區，以副影像加以補償。 

(2) 遮蔽區補償 

經由副影像補償後成果如圖 32 所示。成果顯

示，部分地方順利被補償，大部分遮蔽區，由其是

兩建物間相互遮蔽的牆面，無法順利被副影像補償，

原因為這些遮蔽區域可能無副影像涵蓋，亦或是影

像解析度過低，並不納入補償的副影像中，因此需

使用影像修補技術。 

(3) 影像修補 

經由副影像補償後仍留下之遮蔽區，以影像修

補技術加以填補，成果如圖 33。成果顯示，幾乎

所有剩餘之遮蔽處，再經過影像修補後，皆能順利

被相同牆面、或相同房屋下之影像補償，滿足視覺

化之要求。 

(4) 成果展示 

完成牆面與屋頂面紋理貼圖後，成果如圖 34

所示。 

 
(a)  

(b) 

 
(c) 

 
(d) 

圖 30 測試例三主影像選擇之成果─角度法；(a)~(d)不同視角下之牆面影像 

 
(a) 

 
(b) 

 
(c) 

 
(d) 

圖 31 測試例三主影像選擇之成果─加入遮蔽區域大小判斷；(a)~(d)不同視角下之牆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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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32 測試例三之成果─補償後；(a)~(d)不同視角下之牆面影像 

 
(a) 

 
(b) 

 
(c) 

 
(d) 

圖 33 測試例三之成果─經影像修補；(a)~(d)不同視角下之牆面影像 

 
(a) 

 
(b) 

 
(c)  

(d) 

圖 34 測試例三成果；(a)~(d)不同視角下之成果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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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融合傳統空照影像與傾斜攝影直升機

影像，進行三維房屋模型面與空載影像套合。對於

欲處理之目標建物，首先挑選對此建物進行敷貼之

主影像，接著判斷目標房屋在此主影像中是否被遮

蔽，若有遮蔽，則以其他視角之副影像加以補償，

最後再以影像修補技術填補的剩餘遮蔽區域。根據

本研究成果，可歸納出下列結論與展望： 

1. 本研究以傳統空照影像、傾斜攝影直升機影

像、三維房屋模型，及數值高程模型，進行

房屋模型面與空載影像之套合，成果顯示，

於套合之幾何對位上，滿足視覺化之要求。 

2. 本研究提出主影像選擇方法，以幾何觀點加

以進行，除了具有良好牆面影像解析度，亦

兼顧遮蔽範圍最小，於主影像選擇上，可確

實選擇品質最佳之主影像。 

3. 本研究以距離做為遮蔽判斷依據，可確實偵

測出遮蔽區，並利用多張副影像加以補償。 

4. 當房屋密集時，使用副影像進行補償的效果

有限，故本研究提出之影像修補方法，可確

實的填補遮蔽區域，滿足視覺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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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Registration between Building Facets and  
Aerial Images 

Liang-Chien Chen 1   Meng-Tsung Chiang 2* 

ABSTRACT 

This research registers aerial photos and oblique helicopter images onto building facades. In 
which, building roofs and walls are to be treated. In addition to geometric registration, the proposed 
method detects hidden areas for roofs and walls, then compensates them with multi-view images and 
inpainting techniques. The wall images that we choose are based on oblique photography. For the 
target wall, we should select the largest oblique angle for the prior image in order to get better 
resolution. However, the occlusion problem by neighboring buildings is more serious. It is the major 
task of this study to select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images. For the roof, we use the vertical photos 
to obtain better resolution. The essence of the step is to register the roof surface with images. The 
results show high fidelity in visualization. 
 

Keywords: Aerial images, Building models, Occlusion detection, Oblique photogrammetry, 

Image regist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