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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自動化人工建物重建中，對於建物線條的辨識有相當的複雜

性及困難性，若換以半自動化，在重建步驟初期由人工辨識介入，其

餘度量演算交由計算機完成，不只維持重建的準確度而且減少多餘的

的演算與效率負擔。 

 

    本研究以人工方式在單張影像上沿建物屋頂面順序點取大略屋角

點及屋脊點，若屋角點有遮蔽時則點選最靠近的兩屋緣端點。此有順

序之連線集合經過矩形建物正交特性導出該有的屋緣線及屋脊線概

略位置即輪廓線後，找出各輪廓線間於實際物空間中應有的高度相對

關係。接著，在實際影像中搜尋得各輪廓線局部範圍內之邊緣線，再

與另張影像作匹配可得到各邊緣線的視差值(此視為物空間高度之相

對參考值) 。最後，各邊緣線輔以前述相對關係作評選，得最多項支

持之邊緣線，其邊緣線交點即所求屋角點及屋脊點，再經空間前方交

會，則建物三維模式於是成立。 

 

 

 

關鍵詞: 半自動、人工辨識、局部邊緣搜尋、影像匹配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building edges is complex and difficult in the 

automated re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In a semi-automated approach, the 

interpretation may be done manually, then at primary reconstructive 

period the process by computer at later periods not only maintains the 

precision of reconstruction but also reduces the unnecessary operation 

and loading. 

    This investigation uses manually digitization for rough corner 

locations of the rectangular man-made buildings in an image of a 

stereopair.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ose rough corner points, a method of 

being developed could result in reasonable roof lines, called CONTOURS, 

by using the property of orthogonalization as constraints. Then, the edges 

in a single image may be detected in a local buffer for every contour. 

Along the edges point-by-point, image matching with its conjugate image 

could determine disparities. Finally, from candidates of one contour we 

select the edge that has the most supports according to the height relation 

between the edges. Thus, the intersections of edges are the corners of the 

building proof.By space intersection, the 3D model of the building has 

re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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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三維數值地圖的需求越來越普遍，如交通器導航系統中的電子

地圖（electric map）、無線通訊模擬或實行都市規劃（Urban Planning）

中所需的城市模型（City Model）等等，而在航空攝影測量的領域

中，進行立體製圖的作法由以前的類比航測進步至解析航測，進而

朝向自動化的數值航測努力，其中如何有效率地重建出人工建築物

的三維模型，實屬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 

    傳統的立體製圖不論是類比製圖或解析製圖，皆仰賴訓練有素

的製圖員經立體製圖儀在兩張影像組成的立體像對中，由灰度值、

紋理、形狀、物件完整性等資訊並配合其知識，針對感興趣的物件，

進行共軛點的匹配與量測，若遇到資訊不足處如特徵不明顯、遮蔽

等尚需以人為的判斷與推論予以補足，始得興趣物件的空間三維資

訊。然而此法耗費大量時間與人力在辨識與度量上，現今的電腦計

算機在處理的速度與容量上的表現已能勝任其中的度量工作，但在

辨識上則需以人類的知識推衍出適當的演算法則與程序，來加強計

算機在此方面的能力，方能達成全自動化製圖的目的。 

    當施以全自動化方式立體製圖欲取代傳統人工方式，遇到資訊

不足時，要將人為判斷與推論的方式與過程程式化有其困難存在，

且成果常有遺漏[Kim & Muller, 1998; Sahar & Krupnik, 1999]。因

此，為了減少此種問題的發生，常透過增加幾何資訊、光譜資訊或

加入人為的判斷，來輔助人工建築物特徵萃取或三維模型重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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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在全自動化進行建物模型重建仍需投入大量研究工作的狀況之

下，本研究以半自動方式透過立體製圖初期由人工介入的方式，經

人為判斷人工建物的大致位置來協助初期的辨識，其稍後對於影像

上灰階的度量演算則由計算機完成，希望能減少建物特徵受遮蔽干

擾等因素即資訊不足帶來的影響，並對後續三維模型重建工作有所

助益。 

 

1-2 文獻回顧 

 

    在人工建物萃取或重建的相關研究中，許多以自動化進行人工

建物特徵萃取或模型重建的方法，其為了解決資訊不足處的問題，

往往靠著整合不同的處理方式或著增加額外輔助資訊來提升自動化

程度與成果品質。 

    Gabet等人[Gabet et al., 1997]利用同一航帶高重疊比例之多重

疊航照藉以產生都市地區高解析力的數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其 DEM精度達公尺等級。另外，瑞士聯

邦技術學院（ETH）之一計畫，名為 AMOBE（Automation of digital 

terrain Model man-made OBject Extraction from aerial omages），旨在

城市模型的建立，目前完成的兩個系統，其一為ARUBA（Automation 

Re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from Aerial images）全自動化建物重建系

統[Henricsson, 1996；Gruen, 1997]，另一為半自動化的 TOBAGO

（TOpogy Builder for the Automated Generation of Object from 3-D 

point clouds）半自動化建物重建系統。ARUBA系統是以四重疊彩

色影像配合紅外線影像、高精度的數值表面模型，來達到自動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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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模型重建。而 TOBAGO 系統是由人工量取屋角點，再與事先建

立的房屋模型套合比對，自動決定出屋頂種類，最後自動化重建房

屋模型。此作法較適用於建物種類單純之地區，而不適用於國內雜

亂屋頂與複雜種類的環境。 

    Frere等人[Frere et al., 1997]的全自動建物重建方法則大致分為

四步驟：（1）以 Canny邊緣操作元偵測邊緣線，並做影像的分塊即

把色調與紋理之均調區分割為各三角形，再將相同色調紋理的三角

形區域合併。（2）以線匹配方式重建出三維邊緣線。（3）將三維邊

緣線群集為平面結構區塊。（4）將相鄰的平面結構區塊組合成建物

模型。另外，Fisher等人[Fisher et al., 1997]以模型為基礎進行建物

重建，利用建物模型的語意資訊（semantics）作處理及控制。 

    以空載雷射掃瞄器（Scanning Laser Altitude and Reflectance 

Sensor, ScaLARS）所得的數值表面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依其法向量特性作為建物模型重建的依據[Haala, 1997]。其

方法以現存的二維數值地籍圖決定出建物範圍，再以範圍中的數值

表面模型的法向量配合地籍圖上的建物用途作一分析，決定屋頂的

種類，最後進行房屋的重建。 

    綜合上述，建物三維的重建自動化中各式作法不一而足，但大

致能歸納出幾項：一項為進行數學幾何分析，利用幾何模型假說達

到重建建物的目的。一項則為整合不同的方法優點。另一項為增加

額外的輔助資訊，譬如幾何、光譜或高程資訊。以目前文獻成果而

言，要完全自動化正確地重建人工建物甚為困難，最多達到 80﹪~ 90

﹪[Sahar et al., 1999]，其餘部份尚需由製圖員以人工方式介入修整 

即所謂半自動的操作，此亦為較符合實用的作法[張劍清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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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構思與方法 

 

    多數的房屋具有屋緣為直線而且屋緣交角接近正交的人造結構

基本性質，在建物萃取的相關文獻中，大多利用影像中房屋是由直

線組成的矩形或與矩形相似之結構來萃取影像中之特徵物[Huertas 

& Nevatia, 1988；Mohan & Nevatia, 1989]。是故，本研究亦以矩形

人工建物作為欲重建之建物標的，由此基本假說，考慮得所求矩形

建物之特性： 

（1）房屋的邊緣均為直線 

     少數特殊建物如體育館，以及具小部份弧線結構如陽台之建 

     物，在本研究中不予考慮。 

（2）房屋的邊緣交點接近正交 

     大多數房屋中組成屋角點之兩屋緣呈正交或接近正交狀態，因 

     此若某屋角點被遮蔽，則尚能由其原組成兩屋緣以正交交會而 

     得。少數具屋緣交點非正交情況之建物，在本研究中不予考慮。 

（3）屋頂面為封閉矩形，其組成邊緣為連續高程 

     屋頂面為空間中高程連續之三維線段的組合，故相鄰兩邊緣端 

     點等高。 

（4）山型屋為封閉矩形之連結，其組成屋頂面為連續高程 

     山型屋為屋頂面之連結組合，故相鄰兩屋頂面端點即屋脊（間）

點等高。 

 

    在高解析力的航空照片中含有相當豐富之內涵，背景地物與雜

訊往往干擾了房屋邊緣的萃取，而且各邊緣與所處周圍環境也都不

盡相同，若使用全區的操作元（Global Operation）並不適當。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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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針對矩形人工建物，參考前一節中之相關文獻，利用人工初期的

介入，直接辨識出所求建物並順序地數化量取了建物屋角點的大略

位置，而此番人工介入所賦予的知識不僅貢獻了屋角點大略所在位

置可供作局部範圍之直線邊界萃取，其點位順序性進而貢獻了屋緣

間應具的相對高度關係可供候選直線邊界之評選。 

    本研究流程為首先將原始立體像對進行核幾何轉換成為核影像

對後，在左核影像上，以半自動方式順序地數化點取建物概略屋角

點，經正交特性重整出合理的建物輪廓並得知屋緣間應具的相對高

度關係，再根據輪廓進行影像上的局部直線特徵萃取，得到房屋的

候選邊界。其後加入右核影像，以影像匹配方式求得候選邊界的視

差值，再以邊界之相對高度關係作為評選依據，取出最佳邊界得影

像屋角點，最後得建物三維模型。研究流程如圖 1.1所示。 

 

1-4 論文架構 

 

    本研究共分五章，其中第一章即本章說明研究動機及目的並扼

要敘述研究構思與方法。第二章說明以半自動法進行單張影像上之

房屋邊界萃取。第三章則說明經影像匹配得到房屋候選邊界的視差

值，並評選出最佳邊界得屋角點。第四章為實驗成果與分析。最後

第五章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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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研究流程圖 

右核影像 

人工點取概略屋角點 

左核影像 

直線邊界偵測 

影像匹配 

建物屋角點與三維座標 

邊線評選 

建立輪廓間相對關係 

建立建物輪廓 

挑選出各輪廓鄰近之候選邊線

產生具視差值之候選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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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半自動二維影像之 
建物邊界萃取 

 

 

人工建物的外形大多有其規則且明顯的幾何特性，如房屋邊界

為直線以及相鄰邊界成正交，由此可作出假設﹕多數的房屋由許多

正交直線段所連結構成。本章針對單一影像進行半自動建物邊界萃

取，分成前後兩主題如下所述： 

（A）人工辨識的部份：如 2-1節所述，先以人工介入方式定

位出房屋屋角點概略位置，再依邊線正交特性重整出合

理的房屋輪廓。如此，不只可定義出後續邊界偵取之局

部範圍，且可提供各輪廓應有之相對高度關係，以供後

續邊界評選之用。 

（B）直線邊界偵測的部份：如 2-2節所述，利用上述步驟（A）

所得之房屋輪廓，進行鄰近局部範圍的直線邊界偵測，

萃取出各輪廓線鄰近範圍內且大致同向的候選直線邊

界，以供後續重建之用。 

 

    上述之半自動化建物萃取具有兩個優點：（1）人的知識給予了

建物的幾何初始值，縱使有屋角點遮蔽情形也能靠著矩形建物的正

交性予以重整出合理的輪廓。（2）在輪廓的鄰近範圍萃取直線邊界，

減少了在非目標區域的盲目搜尋，降低耗時而不影響萃取成果幾何

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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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人工辨識與直線邊界偵測流程圖 

 

 

 

左核影像 

以人工依序點取可視

屋角（緣）概略點 

L節 準L節點 T節

正交出 
新 L節點 

T節點間 

形成輪廓 

近似正交 
之建物輪廓 

輪廓線間之 
相對高度關係 

多重解析力 
邊緣偵測 

局部最大值 
追蹤邊緣細化 

HOUGH直線 
邊界偵測 

輪廓線鄰近 
之候選直線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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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物輪廓之人工辨識 

 

    2-1-1 概略屋角點定位 

在單張影像上由人工數化點取選概略屋角點的位置座標，其點取 

的順序則是由房屋輪廓依順鐘向或逆鐘向而點取，如下圖2.2示。若

某屋角點遇遮蔽情形則選擇最靠近的兩屋緣端點先行取代。 

 

     1             4         1             5        1             6 

 

                          2                         2               5 

     2             3             3         4        3              4 

            (a)                     (b)                     (c) 

                 圖2-2 概略屋角點點取順序示意圖 

                        (a)矩形屋 

                        (b)遇遮蔽情形 

                        (c)斜頂屋 

 

    2-1-2 建物輪廓重整 

由上述的各點坐標可依序建立起前後點的連線，另一方面，針

對其中每個點位而言，根據其與次序上前後兩點連線的夾角，可偵

測出下列 3種點位性質： 

（a）L節點：前後連線之夾角接近正交，即θ= ±（90°±δ），

其中δ為容許偏差角度，是一門檻值，如圖 2-3(a)所示。 

（b）準L節點：前後連線之夾角不正交亦不同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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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δ）< θ1，θ2<（90°±δ） 或 

－（90°±δ）＜ θ1，θ2<（0°±δ），其中δ為容許偏

差角度，如圖 2-3(b)所示。 

（c）T節點：前後連線之夾角接近同向，即θ=0°±δ，其中δ為

容許偏差角度，如圖 2-3(c)所示。 

依據各點的性質，進行建物輪廓的重建﹕ 

（1）循著點位順序，當遇到 L節點或 T節點時，則繼續偵測下一

點。 

（2）當遇到連續兩個準 L節點，則依最前與最末連線求其交會點，

此新點取代原先兩點，是為 L節點，如圖 2-4(a)所示。 

（3）重覆（1）及（2）之步驟，直到整組概略屋角點皆已偵測完畢，

即代表建物之輪廓外圍重整完畢，此時整組點位僅含 L或 T

兩種節點。 

（4）重新偵測點位，當遇到 T節點，則與別的 T節點相連起來並

檢查此連線與鄰線正交關係，若呈正交則此輪廓線成立，其

代表了建物之屋脊線或屋間線，如圖 2-4(b)所示。 

（5）重覆（4）之步驟，直到 T節點皆已偵測完畢，至此，建物輪

廓線重整完畢，其中每條輪廓線由兩端點所定義構成。 

 

         θ                 θ1 

                             θ2 

     (a)                  (b)                (c) 

          圖2-3 概略屋角點性質示意圖 
                       (a)L節點 
                       (b)準 L節點 
                       (c)T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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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2-4 建物輪廓重建示意圖 

                  (a)兩準 L節點正交成一 L節點 

                  (b)兩 T節點連線 

 

    2-1-3 建物輪廓相對關係 

    本研究以矩形人工建物作為欲重建之建物目標，根據其屋頂面

特性有如下的房屋假設： 

（1）屋頂面為封閉矩形，其組成邊緣為連續高程 

（2）山型屋為封閉矩形之連結，其組成屋頂面為連續高程 

 

由以上的房屋假設並結合了影像上線段間的幾何關係，在

2-1-2所得到重整完畢之建物輪廓中，可推導出輪廓線間的相對關

係﹕ 

（1）當兩相鄰輪廓組成 L 節點，此兩輪廓在空間上相交處應為連

續高程，即表示在空間上兩輪廓相交處有最低之高程差。 

（2）當三條輪廓組成 T 節點，表示在空間上此三輪廓相交處應為

連續高程。若取其中兩兩呈正交之輪廓而言，在空間上兩輪

廓相交處有最低之高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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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項關係可在後續的第三章中用以作為候選直線邊界的評

選確認。 

 

2-2 直線邊界偵測 

 

    2-2-1 邊緣線偵測 

建物邊緣線的萃取上是由建物在影像上的特性加以分析，整理

出其演算法則，譬如利用灰階變化找出相鄰像元間灰值的不連續區

域即為影像上的邊緣線。大部份的邊緣偵測技術是以微分運算元

（Derivative Operators）當作工具，利用以灰階為參數的函數以其一

階或二階導數判斷出邊緣線所在位置。 

一般遙測影像中所含有的邊界內涵，會出現在影像中不同的地

方、範圍，具不同的尺寸大小，若以傳統單一解析力的邊緣偵測法，

常會因顧此失彼而無法得到令人滿意的邊緣線萃取成果。本研究採

用 考 量 多 重 尺 度 邊 界 資 訊 的 多 重 解 析 力 邊 緣 偵 測 法

(Multi-Resolution Edge Detection ，簡稱MEDT)[Deok et al., 1995；

陳慶鵬，1996]，對影像進行偵測。 

會考慮運用此多重解析力邊緣偵測法的原因，主要在於利用此

演算法，將不同解析的邊線內涵從影像中萃取出來，並將不同解析

內涵的邊界疊加在一起，以得到較好的邊線萃取成果。 

多重解析力邊緣偵測之演算法與流程扼要說明如下： 

A. 本研究中選擇 P=1，即先以 3 ×3的局部視窗來統計局部視窗變

異數，然後依據局部視窗變異數統計計算得到之ΓP=1，將影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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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變異數小於門檻值ΓP=1區域歸於第 0層均調區，反之則為非

均調區，即邊緣線候選區域。   

B. 針對邊緣線候選區域（非均調區），並依據不同的視窗大小由 2 ×

Ｐmax+1的視窗大小，逐漸縮小至 2 ×Ｐmin+1的視窗大小，分別

計算局部變異數，並依變異數由大至小逐層剝離。 

   B-1.首先對步驟 A中所得到的非均調區，以 2 ×Ｐmax+1的視窗

大小進行統計分區，並將局部變異數小於ΓPmax的部份歸成

均調區（第一層），反之則歸為非均調區。 

   B-2.再對步驟 B-1 中之非均調區以視窗大小為 2 ×（Ｐmax-1）

+1進行統計分區，同理，將局部變異數小於ΓPmax-1歸成均

調區（第二層），反之則歸為非均調區。  

   B-3.重複步驟 B-2 直到將視窗縮小到 2 ×Ｐmin+1，同樣的進行

統計分區，局部變異數小於ΓPmin 歸為均調區（第Ｐmax-Ｐ

min層），反之則歸為非均調區（屬第Ｐmax-Ｐmin+1 層） 。

最後一層Ｐmax-Ｐmin+1是具有最劇烈的灰度值變化的區域。 

經過上述分區處理後，可得到若干層的邊界候選影像，然後依

不同層（即不同解析內涵），施以不同大小的邊界偵測子。在本研究

中是採用高斯常態分佈的一次微分函數作為邊界偵測函數，不同解

析內涵以不同大小的 DROG函數（Derivation of Gaussian）[Deok et 

al., 1995]與原始影像進行摺積（Convolution）運算，可得到具有強

度的邊界影像。其中 DROG的列函數 HR與行函數 HC如下所示：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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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4） 

ga(x,s)與 ga(y,t)分別為高斯函數，其中 s與 t分別為其標準差。

綜合上述多重解析力邊緣線偵測方法與步驟，以圖 2-5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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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SNN Filter 

計算各個局部

視窗之 r(I,j) 

第 0層均調區 
（停止） r(i,j)<Γp=1 

是 

r(i,j)<Γp max 

否（非均調區） 

r(i,j)<Γp min 

否（非均調區） 

施加 DROG 
σ=σ0+(pmax-pmin+1)∆σ 

施加 DROG 
σ=σ0+∆σ 

是 

是 

非均調區 

否（非均調區） 
施加 DROG 

σ=σ0 
是 

第 pmax-pmin+1層邊界 

第 1層邊界 

第 pmax-pmin+2層邊界 

疊加各層邊界 
（最後輸出） 

圖 2-5  多重解析力邊緣偵測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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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邊緣線之追縱細化 

經由上節中多重解析力邊緣偵測所得的值是代表影像中灰度值

的變化量，具有強度資訊且具有寬度，因此必須對其進行線條細化

的動作，才能提供後續立體匹配之用。本研究中採用局部最大值追

蹤邊緣細化法（Local Maximum Trace）[饒見有&陳良健，1997]，

將具有寬度的邊緣強度影像細化成僅為一個像元寬的邊界影像。 

有關局部最大值追蹤法之原理與步驟扼述如下: 

A.首先由左至右，由上至下，逐行在影像中選取種子點（Seed 

Points），而種子點必須具有下列特性： 

A-1.具有一定的邊緣強度（大於門檻值 E1）。 

A-2.具有局部最大值之特性。其中所謂「局部最大值」之

定義為：中心像元與四方向之相鄰像元比較，至少在

兩方向上，中心像元之強度最大。 

B.步驟A中得到的種子點為 3 × 3移動視窗之中心點向八方向

探詢，進行局部最大值的追蹤。若某方向上該點比其相臨

兩點之邊緣強度大，而且此點未被設定為邊界點，其強度

又大於某一邊緣強度閥值（大於門檻值 E2），即設定此點

為邊界點，同時記錄其在影像上的位置，並繼續追蹤下一

個邊界點，直到找完所有符合條件的邊界點，完成整條線

段的細化。而若有兩個以上之邊界點（最多四個），也就是

分叉點（Branch Point），即記錄此分叉點做為下一線段之

起始點。 

C.檢查每條線段的像元總數是否大於門檻值 E3，若是則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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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線段，反之則將此線段刪除。 

D. 以上述步驟反覆追蹤每一線段及每一種子點，直到完成所

有邊緣線細化工作。 

 

在整個邊線細化的過程中，其中的一些假設為房屋的邊緣線的

強度都大於門檻值Ｅ2，而且每段的房屋邊界連續像元皆大於門檻值

Ｅ3，至於門檻值Ｅ1為邊界追蹤的起始種子。一般來說，門檻值的

選定是相當重要的，選擇太大的門檻時會遺漏部份強度較弱的邊

界，選擇太小又會引入太多雜訊。 

由於本研究是分別對於每段輪廓線作邊緣的萃取，故以上 E1至

E3可視每段輪廓之長短，灰階、周圍環境等等因素去試誤得到適當

的取值以得到較完整的建物邊界。 

 

    2-2-3 HOUGH直線偵測 

經局部最大值追蹤邊緣細化法後之邊線影像中，由於直線特性

常為人工建物主要特徵亦為本研究興趣物的假設，因此針對邊界點

進行 Hough直線偵測[Hough，1962；徐百輝，1995；黃智仁，1998；

饒及陳，1998]，找出房屋邊界中的直線特徵，以利後續匹配與空間

中人工建物三維模型重建工作的進行。 

Hough 直線偵測之基本原理是把影像空間中的特徵點（Feature 

Point），經過數學函數（2.5）式轉換到參數空間（Parameter Space）

中，以形成累積的群集，再經由群集偵測（Cluster Detection）的處

理程序找出影像空間中屬於直線的參數值。換言之，Hough轉換即

是將影像空間中比較困難整體偵測問題，轉換成參數空間中比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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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處理的局部群集問題[徐百輝，1995]。 

 

        ρ = x cosθ + y sinθ                      （2.5） 

其中θ為法線與 x軸之夾角，又稱方向角，範圍在±90Ｏ之間（本研

究中為了避免負值，將原點平移至-90Ｏ的位置，因此角度範

圍在 0Ｏ~180Ｏ之間）。 

    ρ為原點到直線的垂直距離。範圍則是±D 之間（D 是影像      

的對角線距離）。 

圖 2-6 影像空間中的直線 

 

圖 2-7  直線轉換後之 Hough參數空間曲線 

影像空間中的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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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6所示，影像中 A、B、C三點共線，經過（2.5）式轉換

到參數空間成正弦曲線（如圖 2.7所示）。然而 Hough直線偵測主要

包括五個步驟[黃智仁，1998]，依序分別為標準 Hough轉換、決定

累加陣列大小（M ×N）、累積累加陣列、可調適群集偵測及直線

檢核。分別敘述如下: 

 

 （A）標準 Hough轉換及累積累加陣列，特徵點影像座標（r ,c）

必須在 Hough 轉換之前，先轉換成符合右手定則之正交直角座標      

系（x ，y），影像左上角為座標原點，如圖 2-8所示。 

 

           

 

 

 

圖 2-8  Hough轉換正交座標系、ρ與θ示意圖 

（Ｂ）決定累加陣列 A大小，並將 A陣列所有單元之起始值歸零。 

      M﹦180 0/Δθ                                （2.6） 

      N﹦D/Δρ                                   （2.7） 

      A（i , j）﹦ 0        i=1,2,….M    j= 1,2,…N    

然而給定Δρ、Δθ量化解析度與欲偵測形狀之精度及考量處

理效率有關。理論上Δρ、Δθ可取無限小，但實際應用上，因受

限於像元大小，Δρ可取 1，而Δθ與待偵測長度（L）及Δρ有關，

Y

X

ρ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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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θ必須符合 2.8式之限制，否則會造成參數空間中渲染（Spread）

的現象，在尖峰偵測時產生困難（Leavers, 1992），本研究中Δρ取

1.0，Δθ取 2.0。 

        

        Δθ > tan –1(Δρ/ L )                         （2.8） 

 

        θi=Δθ×i      i=1,2, … .M                   （2.9） 

       將上式中每個取樣值θi代入 2.10 式得到ρj ，然後再對ρj

量化（2.11式），將其量化到參數空間並沿著正弦曲線對其所對應的

累加陣列進行累加（2.12式）。 

     ρj = x cosθi + y sinθi                           （2.10） 

     j = ρj /Δρ                                    （2.11） 

     A(i,j)= A(i,j)+1                                  （2.12） 

（C）以可調適群集偵測法（Adaptive Cluster Detection）進行累加

陣列之尖峰偵測，找出累加陣列中直線的參數位置[Risse, 1989]。利

用此法除了可偵測直線段完整的資訊外，也較不會受到群集間互相

干擾及雜訊的影響。此法之步驟如下所述: 

C1.從累加陣列中找出具有最大累積值的累加單元，假設其位置

為（θk ，ρl ）。 

C2.由集合 P 中找出屬於直線ρl  = x cosθk+ y sinθk的特徵

點，並將這些特徵點從集合 P中刪除後，產生另一集合 L。 

C3.將 L集合中的特徵點重複步驟 B，與步驟 B不同的是將累

加的動作改成沿著正弦曲線對累加單元做累減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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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直線檢核，其方法為將 Hough轉換後所得之直線參數以組成下

列參數式: 

                 ax+by=c                           （2.13） 

其中 a及 b分別代表θ之餘、正弦值，c 則為法距ρ值。將影

像上所有特徵點帶入 2.13式中，若 c值與得到之ρ值差距小於閥值

d（如 1.5 個像元），則表示此點位於此直線上。然後將直線上所有

的特徵點依 x或 y方向排序，以找出直線段的兩個端點；另外，給

定像元間距門檻來判斷是否為同一條直線段，並且統計每一直線段

的像元總數，將過短直線段刪除（給定最小直線段像元數門檻值）。 

重複上述步驟 C1~C3之流程及步驟(Ｄ)，直到累加矩陣之值均

小於門檻值 gMax為止。綜合以上的方法及步驟以下頁之圖 2-9表示。 

 

 

    2-2-4 局部範圍之直線邊界偵測 

承上，偵測到輪廓鄰近範圍的Hough直線邊界後，取每條輪廓線

更鄰近局部範圍內之直線邊界，篩選法則為刪去與輪廓線方向角偏差

過大與距離過遠的線。 

其作法是在每條直線邊界上逐點求得與輪廓線最短距離，若大於

門檻值D1，則此點歸類於過遠，當某一直線邊界有半數點以上皆歸

類為過遠，則此直線邊界刪除，即不屬此輪廓線局部範圍內。最後，

過濾所得為與輪廓線接近同向且鄰近的一或多條邊緣線，是為某輪廓

段之所屬候選直線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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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Hough直線偵測流程圖 

待偵測直線之影像上特徵點
集合Ｐ={Pi︳i=1,2,..,N}

依影像大小決定參數空間之累加單元大小

將每一特徵點轉換到累加陣列中每一點形成一條
正弦曲線，對其累加單元進行累加計算

尋找具最大累計值gMax之累加單元位置（ρl ,θk）

gMax>臨界值

將位於直線上的特徵點由集合Ｐ中刪除，並產生另
一集合Ｌ﹦｛Ｐj(ρl,θk)｜j=1,...,m｝

對Ｌ集合中之每一個特徵點轉換到累加單元中形成正弦曲
線，並沿著曲線將每一個累加單元的累加值減一

結束

Yes

No

直線檢核並輸出像元數大於閥值的直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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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影像匹配與建物重建 

 

房屋邊線在空間上具有高度，當在左影像上萃取出邊線後，再利

用影像匹配尋得邊線上特徵點於右像上的共軛點，可得到邊線的高程

資訊。 

    根據之前找出的建物候選邊界，本章以影像匹配求得各邊界點的

視差值，並循著候選邊界之所屬輪廓該有的相對高度關係，藉以評選

出適宜的邊界，於是可得到屋角點共軛點對的影像座標。最後以空間

前方交會法求得建物屋角點的空間三維座標，於是乎完成了建物模型

的重建工作。其中流程如圖 3-1所示。 

 

 

  

 

 

 

 

 

 

 

 

 

 

              圖 3-1 影像匹配與建物重建流程圖 

左核影像候選邊
線 右核影像 

特徵點影像匹配 

邊界所屬輪廓相
對高度關係 

具視差值資訊之左像

候選邊線 

高度評選 

右像候選邊線 

左像屋角點 右像屋角點 

空間前方交會 

建物三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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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影像匹配 

 

影像匹配的目的在於以自動化方式尋找出共軛點，以取代人工對

點的方式。數值攝影測量中，大部份是以像元作為匹配元素（Matching 

Primitives），而區域式匹配較常見用來解決對應問題，其運用核線條

件及比較視窗內像元灰度值之相似性程度來決定對應與否[Hannah, 

1988]。 

立體像對中，受攝影角度、灰階變化不明顯等等影響，會有部份

特徵點匹配失敗或錯誤。本研究採 CLR 影像匹配法[徐偉城，1999]，

以特徵點身處目標視窗（Target Window）之位置的不同，減少因拍攝

角度的不同而造成邊界點匹配失敗的情形，提供更多的高度資訊給予

後續三維模型重建之用。 

 

    3-1-1 相似性評估指標 

    本研究之立體像對皆為經核幾何轉換後之核影像，故搜尋視窗 

（Search Window）沿著單一核線進行搜尋。而相似性評估指標中，

本研究採標準化互相關匹配法（Normalized Cross Correlation, NCC），

此法屬於移動視窗(Moving Window)的操作方式，與 CLR特徵匹配法

概念接近。 

    利用（3.2）式計算目標視窗與搜尋列上各點的操作視窗（Operate 

Win-dow）的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取各點中相關係數

最大而且大於門檻值者，即為匹配成功之共軛點。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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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搜尋列中之操作視窗 

Wt：目標視窗 

i：行（Line） 

j：列（Sample） 

 

    3-1-2 CLR特徵匹配法 

本研究在核幾何約制條件下，左右核影像對已不具縱視差，而僅

有橫視差，故以左核影像的直線邊界點當作為特徵點，選擇適當大小

的視窗，沿著核線方向上找尋右核影像上的共軛點，進行左右核影像

的線特徵點匹配。 

以往以特徵點為視窗中心的匹配法，應用在高解析力航測影像的

匹配時，常會因攝影機拍攝角度不同，在高程不連續處如房屋邊界處

常會產生匹配失敗的情形，而無法得到其高程資訊，如圖 3-2所示。 

為了減少上述的情形，本研究使用CLR匹配法[徐偉城，1999]，

使用三種不同形式的視窗，以 5 × 5的視窗作為範例加以說明，如圖

3-3所示。CLR特徵匹配法可減少因拍攝角度不同而造成房屋邊緣處

匹配失敗的情況發生，其示意如圖 3-4所示。 

在分別以三種不同形式的視窗（CLR）進行左右核影像之線特徵

點匹配時，如前述，其採用 NCC 相關係數作為相似性評估的指標，

找出此三種視窗中相關係數最大者並大於相關係數門檻值者，作為右

核影像中之共軛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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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拍攝角度不同造成以特徵點為視窗中心時之匹配失敗示意圖 

 

 

圖 3-3  5 × 5之 CLR視窗示意圖 

 

 

 

 

 

                   圖 3-4 使用 CLR匹配法之優點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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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候選直線邊界之評選 

 

在建物輪廓鄰近所萃取出的候選邊界，其幾何位置非常相關於真

實邊界，在平面上已形成一種約制。本研究再藉其邊線點的視差值作

評選，靠著由矩形建物特性所作的假設而推論出的相對高度關係作為

高度的約制，尋找出合理的直線邊界。  

    本研究中候選直線邊界的評選概念，主要是求得兩兩正交直線 

其空間離散點延伸至兩線交點上時，兩線所各具高度的差異值，即代

表了兩直線在空間中接合時的密合銜接程度。當兩輪廓段呈正交時，

其各所屬的兩條最適直線邊界也應在接合上有最好的高程連續狀

態，亦即兩線相交高度差為最低。 

 

    3-2-1 相鄰候選直線邊界交點計算 

影像匹配後，邊界上逐點的橫視差值，可視為邊界高度的相對參

考值。考慮 L節點與 T節點，在兩兩相鄰輪廓線所屬之候選直線邊界

中，計算各邊界延伸至可能交點之視差值，此分成具先後的交點平面

座標計算與交點高程計算兩步驟[陳正穎，1999]。這二個部份的內容

分別敘述如下： 

（A）屋角點平面座標之計算： 

經過 Hough 直線偵測之後，可得知每條直線段上各個特徵點之

平面座標。可計算兩正交直線之交點，可得交點的平面像座標，以圖

3-5作為範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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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以二正交直線計算交點像座標示意圖 

交點平面座標是由二正交直線各個離散點之平面座標進行直線

回歸，分別得到平面上二直線段之斜率以及與縱軸之截距，然後解二

元一次聯立方程式即可得到交點之平面像座標值。 

（B）交點高程之計算： 

經由上述步驟（A）可得交點 P 之像座標值為（LP，SP），將座

標軸平移至（LP，SP，0）的位置，以直線段 L1、L2上各離散特徵點

至交點 P之平面距離為橫軸，高程（視差值）為縱軸，如圖 3-6所示。 

 

 

圖 3-6 計算交點高程示意圖 

(Lp,S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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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3-6，P為交點垂直投影至水平面上之投影點，其座標為（LP，

SP，0），D1代表經直線 L1上每個點到 P點之平面距離，而 D2代表

經直線 L2上每個特徵點到 P點之平面距離。本研究以直線回歸的方

式，分別求得 L1與 L2二條直線之斜率 m1與 m2及二直線與 H軸之

截距 c1與 c2，則 L1延伸至交點 P之高程為 c1且 L2延伸至交點 P之

高程為 c2，故 c1與 c2之差值即為兩線之高程銜接差值。 

 

    3-2-2 相鄰候選直線邊界間之評選 

在得到了各候選直線邊界延伸至前後兩交點的視差值後，根據前

述得到的建物輪廓相對高度關係，評選各候選邊界的支持（Support），

找尋在每條輪廓線所屬候選直線邊界群中有最多支持的單一直線邊

界，即為房屋邊界，而相鄰邊界之交點即為所求屋角點。 

由此假設：「屋頂面為封閉矩形，其組成邊緣為連續高程」，所推

導出的相對關係，用於評選候選邊界的支持，說明如下： 

（1）當兩相鄰輪廓組成 L節點，此兩輪廓在空間上相交處應為連續

高程，即表示在空間上兩輪廓相交處有最低之高程差。 

（2）當三條輪廓組成 T節點，表示在空間上此三輪廓相交處應為連

續高程。若取其中兩兩呈正交之輪廓而言，在空間上兩輪廓相

交處有最低之高程差。 

    是故，考慮組成 L節點或 T節點之兩相鄰輪廓段，在每條輪廓段

所屬候選直線邊界群中，找到一組正交直線邊界，其相交高度差值低

於其餘組合之值，則兩邊界皆賦予一項支持。然後，每個輪廓段取一

條具最多支持的直線邊界為其正選，而內部輪廓段（即屋脊線、屋間

線假設）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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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屋角點與共軛點影像座標 

在 L型屋角點的定位上，以兩正交的正選邊界作交會即得。在 T

型屋角點的定位上，考慮到臺灣建物屋脊線上常有狹長帶狀況譬如沿

屋脊塗上柏油，故內部輪廓段若有多條候選邊界時，則在T型屋角點

定位時取多條邊界與正交邊線（屋緣線段）交點之座標均值。 

另一方面，右像上的共軛屋角點定位，則依據上段的組成邊界其

於右像相對應的共軛邊界，同樣地交會而得。 

 

3-3 建物三維模型重建 

 

  將左右像之共軛屋角點，經由空間前方交會運算則可得到屋角點的

空間三維座標。空間前方交會屬非線性平差，需要給定未知數起始近

似值，以迭代的方式漸近求解，其中主要利用共線條件式如下： 

 

                                                            （3.2） 

 

                                                   （3.3） 

 

 

                                                   （3.4） 

 

其中 i = 1~2(表左右兩張照片) 

x、y為相片座標 

f為攝影焦距 

X、Y為空間地面座標 

M為旋轉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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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與成果 

 

4-1 實驗影像基本資料 
 

本研究中所用之實驗資料由成功大學測量工程系所提供，包括了

一組重疊比 60﹪的黑白航空影像、像片的外方位參數與相機焦距等

相關資料，拍攝地點位於台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附近，像片比例尺約

為 1/5000，並以像元尺寸 25µm進行掃瞄而得到之數位影像，每個像

元對應地面的實際寬度約為 12.5公分。圖 4-1即原始影像，像片編號

分別為（a）39-16（b）39-15，影像中黑色方框為實驗測試例一的大

略位置，其狀況為有一屋角點受遮蔽。黑色圓框為實驗測試例二的大

略位置，其狀況為連棟之山形屋。黑色菱形框為實驗測試例三的大略

位置，其狀況為多邊矩形之建物，並有一屋角受遮蔽。 

   

           (a)                        (b) 

圖 4-1 原始航測影像與測試區示意圖 

(a)左像編號 39-16 (b)右像編號 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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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像前處理與相關門檻值 
 

    4-2-1 影像前處理 

給定重疊影像之外方位參數及地表近似高程，利用 Bottom-Up

的方式依影像正射化的步驟進行影像轉換[Tudor & Sugarbaker，

1993；Chen & Lee，1993]。並作核幾何轉換，將橫軸分別旋轉至二

攝影中心的連線方向上，可得到僅有橫視差且不具縱視差的核影像

對。 

本研究中以三個測試區進行實驗，其中測試例一之核影像對如圖

4-2所示，影像大小為 192 ×192像元，其狀況為有一屋角點受遮蔽。

測試例二之核影像對如圖 4-3所示，影像大小為 1024 ×1024像元，

其狀況為連棟之山形屋。測試例三之核影像對如圖 4-4所示，影像大

小為 860 ×860 像元，其狀況為多邊矩形之建物，並有一屋角受遮

蔽。以此兩測試區進行矩形人工建物三維模型重建的研究工作。 

 

    4-2-2 相關門檻值之取值 

本研究中，有些步驟中需門檻值作為判斷，而其數值選取依各步

驟說明如下： 

（A）在人工數化概略屋角點並予重整房屋輪廓時，其角度判斷

之偏差容忍值δ，通常給予 15度。若因人工點位偏差較大導致輪廓

線交角較歪斜時，則給予δ為 30度。 

（B）在影像上進行邊線之追蹤細化時，門檻值是以試誤法來決

定，以能找出較完整的房屋邊線為判斷標準，採用之門檻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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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始種子點強度 E1＝40， 

（2）持續追蹤點強度 E2＝60， 

（3）邊線最低像元數 E3＝20。 

（C）依據輪廓線欲挑選出其鄰近局部範圍內之直線邊界時，其

鄰近範圍取左右 8像元之範圍，相當於地面上為左右 1公尺之鄰近範

圍。 

（D）在左右像上進行影像匹配時，其目標視窗（Target Window）

之大小為 5（Line）×11（Sample）像元，而相關係數門檻設為 0.8，

即相關係數大於 0.8方為匹配成功。 

 

 

 

 

   

             (a)                           (b) 

圖 4-2 測試例一之核影像對 

（a）左像（b）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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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 4-3 測試例二之核影像對 

（a）左像（b）右像 

 

 

 

 

 

 

 

 

 

 

                (a)                       (b) 

圖 4-4 測試例三之核影像對 

（a）左像（b）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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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測試例一 

 
    4-3-1 人工概略屋角點與重建輪廓 

    以人工辨識建物，以逆鐘向順序地數化點取屋角點概略位置，其

中由於偏下方的屋角點受到招牌高物的陰影遮蔽影響，其點取則以較

靠近的可視屋緣點取代，如圖 4-5所示。 

    輸入的人工概略點序列有五點，在平面上呈五邊形，如圖 4-5(b)

所示。經過正交性的重整後，輸出四個概略點序列，在平面上呈近似

正交的四邊形，即重整完畢之輪廓線。如圖 4-6所示。 

 

 

 

 

                                          5th 

                                                   4th 

                                              

                               1st 

                                  2nd         3rd 

           (a)                            (b) 

圖 4-5 測試例一人工點取圖  

(a)影像 (b)點取順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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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6 測試例一重整完畢輪廓圖 

 

 

 

    4-3-2 局部範圍之直線邊線偵測成果 

以MEDT作測試影像上邊線的萃取，成果如圖 4-7(a)所示，是為

具有寬度的邊線強度影像。然後再以局部最大值邊線追蹤細化法將上

述邊線細化成僅 1像元寬之邊線，並取各輪廓段鄰近 8個像元之局部

範圍（即 8像元之環域，相當於地面上 1公尺之環域）內之邊界，如

圖 4-7(b)所示。最後以 HOUGH直線偵測得直線邊界，如圖 4-7(c)所

示。右下方邊緣線由於在影像上不連續故有斷線發生，而左上萃取出

兩條候選邊線，較長者為屋緣邊，較短者則是建物本身投射於旁邊地

物的陰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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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圖4-7 測試例一直線邊界圖 

               (a)經多重解析力邊界偵測成果 

               (b)經局部最大值邊緣追蹤細化成果 

               (c)經 HOUGH直線邊界偵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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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候選直線邊線點之影像匹配成果 

    將左像各邊線點當作待匹配點，在右像上以CLR法 

進行影像匹配，其中目標視窗為5 ×11像元，相關係數門檻值取0.8，

匹配點位狀況如圖 4-8 所示，偏右下的邊緣線有少部份點位匹配錯

誤，但其餘點位的線性尚為合理。再看圖 4-9所示，為左像待匹配點

匹配成功之點位及其視差值，短線對部份由右下往左上升高，而長線

對部份也可看出右下部份高度較低。 

 

 

 

 

 

 

 
            （a）                     （b） 
              圖 4-8 測試例一匹配成果 

（a）左像待匹配點 （b）右像匹配成果 
 

 

 

 

 

 

 

 

 

圖 4-9 測試例一邊線視差圖(單位：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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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屋角點與共軛點成果 

    將邊線依視差值予以作相對高度的評選，得到適宜邊線進而求出

左右像上的屋角點，如圖 4-10所示。 

 

 

 

 

 
 
            圖 4-10 測試例一共軛屋角點 

 

    4-3-5 屋角點物空間三維座標成果 

    將共軛屋角點利用前方交會求出地面三維座標，另一方面和人工

經影像工作站量測所得到參考真值作一比較，如表 4-1(a)、(b)所示。 

  參考真值(m)   半自動成果(m)   

  E N H E N H 
#1 293260.2522770221.4029.904293260.4512770221.1169.601

#2※ 293264.9132770217.35314.160293265.7672770217.388.703

#3 293273.0642770228.6189.432293273.292770228.5268.519

#4 293267.8092770232.3239.837293268.0642770232.2029.74

 表 4-1 測試例一屋角點三維  
座標檢核 (a)   

 

※ 測試例一中，點 2為受遮蔽點，

故人工參考值量取對像為鄰近實

際屋角點的招牌角點，其三維座

標不列入 RMSError的計算。 

    表 4-1 (b) 

  誤差值(m)   

 deltaE deltaN DeltaH 
#1 0.199-0.286-0.303

#2※ 0.8540.027-5.457

#3 0.226-0.093-0.914

#4 0.255-0.122-0.098

RMSE 0.2280.18720.5586

#1 

#2 

#3 

#4 



 39 

三維成果在平面上的精度為 0.228至 0.188公尺，相當於 1至 2

個像元（平面上 1像元約為 0.125公尺）。高程精度為 0.559公尺，約

等於 1個多像元（高程上 1像元約為 0.46公尺），皆屬可接受範圍。

唯第 3點之參考值在人工量測時在高程上可能有較大誤差（因點位不

明確），故降低了本研究半自動化成果於本測試例中的高程精度。 

 

4-4 測試例二 
 
本測試例主要標的為亮度較白之連棟山型屋，故在展示成果或示

意圖時，將擇要展示主體附近區域。 

    4-4-1 人工概略屋角點與重建輪廓 

    以人工辨識建物，從最右上之屋角點起始，以逆鐘向順序地數化

點取屋角點概略位置，如圖 4-11所示 

 

 

 

 

 

 

 

 

 

 

 

                圖 4-11 測試例二人工點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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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整後之輪廓，由於有 T節點的存在，故輪廓段包含了屋緣線

以及屋脊線、屋間線位置，如圖 4-12所示。 

 

 

 

 

 

 

 

 

 

 

 

 

          圖 4-12 測試例二重整完畢輪廓圖 

 

    4-4-2 局部範圍之直線邊線偵測成果 

進行局部邊緣偵測並取其輪廓段鄰近 8個像元之局部範圍（即 8

像元之環域）內之直線邊界，如圖 4-13 所示，某些短輪廓中由於灰

階變化不明顯或周圍環境干擾，有的無法搜尋出直線特徵，有的則找

出較具模稜性（Ambiguity）之多個直線特徵，這些屋角點若由人工

在立體像對中觀察辨識亦有相當困難。另外，長輪廓段所找出屋脊的

候選邊界，會落於真實屋脊的兩側，此乃影像中屋脊兩側有明顯邊

線，故搜尋成果即反映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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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3 測試例二直線邊界圖 (a)經多重解析力邊界偵測成果 

 

 

 

 

 

 

 

 

 

 

 

 

           圖 4-13 (b)經局部最大值邊緣追蹤細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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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3 (c)經 HOUGH直線邊界偵測成果 

 

 

 

   4-4-3 候選直線邊線點之影像匹配成果 

    將左像各邊線點當作待匹配點，在右像上以CLR法 

進行影像匹配，其中目標視窗為5 ×11像元，相關係數門檻值取0.8，

匹配點位狀況如圖 4-14所示。而圖 4-15所示則為匹配成功之邊線點

視差值，可見到屋脊部份的候選邊界皆較高而屋間線部份皆較低，屋

緣線部份位影像上半部者因邊緣資訊較位下半部者為明顯，故高度也

較有高低起伏的情況，相對地，位影像下半部屋緣線受環境、地物等

干擾，其匹配效果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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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14 測試例二匹配結果 

(a) 左像待匹配點位 
 
 
 
 
 
 
 
 
 
 
 
 
 
 
 
 
 
 
 
 

       圖4-14 (b) 右像匹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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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測試例二邊線視差圖(單位：像元) 

 

    4-4-4 屋角點與共軛點成果 

    將邊線依視差值予以作相對高度的評選，得到適宜邊線進而求出

左右像上的屋角點，如圖 4-16 所示。位影像下半部的屋角點有略為

偏向外的情形，此乃因平面座標取均值時受到較外測邊線拖累所致。 

 

    4-4-5 屋角點物空間三維座標成果 

    將所得屋角點三維座標與影像工作站量得參考值比較，如表

4-2(a)、(b)所示。 

    測試例二中，平面精度約為 0.319至 0.392公尺，相當於 3個像

元附近，而高程上的精度達 0.28公尺，已經低於 1個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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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6 測試例二共軛屋角點 
(a) 左像 

 

 

 

 

 

 

 

 

 

 

 
 
                圖 4-16 (b)右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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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觀察個別誤差狀況，參照表 4.2(b)，影像上半部的屋角點（點

號 1至 11），其平面精度約平均分布於 0.2公尺左右，另外，影像下

半部的屋角點（點號 12至 22）的平面精度則顯然較低，約平均分布

0.4 至 0.5 公尺左右，上述現象是因受周圍環境、地物等干擾，在灰

階的變化上不夠顯著，導致邊緣搜尋與匹配效果都受到影響。 

 

 參考真值(m)  半自動成果(m)  

 E N H E N H 
#1 293752.342770609.583 9.668293752.554 2770609.2339.75

#2 293747.872770607.036 10.54293747.933 2770606.80810.87

#3 293743.652770604.69 9.738293743.75 2770604.4569.743

#4 293739.4712770602.338 10.45293739.685 2770602.14510.5

#5 293735.1692770599.862 9.671293735.223 2770599.5629.976

#6 293730.9652770597.585 10.5293731.232 2770597.3610.28

#7 293726.7092770595.204 9.538293726.838 2770594.9349.522

#8 293722.4382770592.702 10.6293722.771 2770592.58310.37

#9 293718.2022770590.243 9.747293718.468 2770590.2189.373

#10 293714.0852770587.972 10.42293714.347 2770587.87310.22

#11 293709.6362770585.553 9.52293709.727 2770585.14510.04

#12 293725.3332770557.668 9.094293725.648 2770557.359.124

#13 293729.6672770559.967 10.44293730.15 2770559.54910.13

#14 293733.8122770562.336 9.308293734.157 2770561.6869.443

#15 293737.952770564.699 10.39293738.603 2770563.93710.22

#16 293742.2572770566.984 9.475293742.718 2770566.4969.413

#17 293746.612770569.252 10.66293747.122 2770568.96610

#18 293750.7992770571.888 9.384293751.188 2770571.2969.46

#19 293754.9632770574.188 10.57293755.398 2770573.68210.39

#20 293759.1722770576.898 9.363293759.283 2770576.6739.575

#21 293763.272770578.963 10.52293763.412 2770578.70910.57

#22 293767.8252770581.702 9.423293768.078 2770581.0779.964

      表 4-2 測試例二屋角點三維座標檢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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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 (b) 

 

4-5 測試例三 
 
    4-5-1 人工概略屋角點與重建輪廓 

    以人工辨識建物，以逆鐘向順序地數化點取屋角點概略位置，其

中有屋角點受到屋頂面雜項建物如樓梯間的遮蔽影響，其點取則以較

靠近的可視屋緣點取代，如圖 4-17所示。 

 誤差值(m)  
 deltaE deltaN deltaH 
#1 0.214-0.350.082

#2 0.063-0.2280.328

#3 0.1-0.2330.006

#4 0.213-0.1930.048

#5 0.053-0.30.304

#6 0.267-0.225-0.22

#7 0.129-0.271-0.02

#8 0.333-0.12-0.23

#9 0.266-0.025-0.37

#10 0.262-0.099-0.2

#11 0.091-0.4080.519

#12 0.314-0.3180.03

#13 0.483-0.418-0.31

#14 0.345-0.650.135

#15 0.653-0.761-0.17

#16 0.461-0.488-0.06

#17 0.513-0.286-0.66

#18 0.389-0.5930.076

#19 0.435-0.507-0.18

#20 0.111-0.2250.212

#21 0.142-0.2540.051

#22 0.253-0.6250.54

RMSE0.3190.39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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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7測試例三人工點取圖 

 

 

    輸入的人工概略點序列有 13點，經過正交性的重整後，輸出 12

個概略點序列，在平面上呈近似正交的 H 形屋頂面，即重整完畢之

輪廓線。如圖 4-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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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測試例三重整完畢輪廓圖 

 

 

 

    4-5-2 局部範圍之直線邊線偵測成果 

進行局部邊緣偵測並取其輪廓段鄰近 8個像元之局部範圍（即 8

像元之環域）內之直線邊界，如圖 4-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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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9 測試例三直線邊界圖  

(a)經多重解析力邊界偵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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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9 (b)經局部最大值邊緣追蹤細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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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9 (c)經 HOUGH直線邊界偵測成果 

 
   4-5-3 候選直線邊線點之影像匹配成果 

    將左像各邊線點當作待匹配點，在右像上以CLR法 

進行影像匹配，其中目標視窗為5 ×11像元，相關係數門檻值取0.8，

匹配點位狀況如圖 4-20所示。而圖 4-21所示則為匹配成功之邊線點

視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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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20 測試例三匹配結果 

(a) 左像待匹配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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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20 (b) 右像匹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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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1 測試例三邊線視差圖(單位：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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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屋角點與共軛點成果 

    將邊線依視差值予以作相對高度的評選，得到適宜邊線進而求出

左右像上的屋角點，如圖 4-22 所示。位影像下半部的屋角點有略為

縮往內的情形，此乃邊線匹配時受到其接近平行核線的影響，所得視

差值略有差異，導致評選時以屋頂面上處內測之女兒牆陰影線為結

果。 

 

 
                圖 4-22 測試例三共軛屋角點 

(a) 左像 

#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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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2 (b)右像 

 

 
    4-5-5 屋角點物空間三維座標成果 

    將所得屋角點三維座標與影像工作站量得參考值比較，如表

4-3(a)、(b)所示。 

    測試例三中，平面精度約為 0.366至 0.519公尺，相當於 3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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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像元附近，而高程上的精度為 0.876公尺，相當於 2個像元左右。

注意觀察個別誤差狀況，參照表 4.3(b)，影像下半部的屋角點（點號

1至 6），其縱方向的平面精度約為 0.7公尺左右，此乃邊線的匹配受

其接近平行於核線的影響，匹配成果略有差異，導致評選時以屋頂面

上處內測之女兒牆陰影線為結果，其屋角點之偏差方向往上。 

另外，點號 6以及 8、9的高程精度顯然偏低，達 1公尺以上，

原因討論如下： 

（1）點號 6因其評選成果受邊線匹配差異影響故有此誤差。 

（2）點號 8、9則因受屋頂面雜項建物遮蔽影響，在影像工作站

上由人工量取參考值時並無法清楚地辨識出屋角點，故參考值乃以肉

眼推演出平面位置，而高程只得以雜項建物屋角點代之，所以在高程

上的偏差是可理解的。 

 

 

 參考真值 (m)  半自動成果(m)  

 E N H E N H 
#1 293396.1662770016.98136.852293396.4522770017.69736.54

#2 293408.0692770016.2237.128293408.1312770016.9436.539

#3 293408.5082770022.75837.17293408.6142770023.51237.436

#4 293456.9712770019.13536.441293457.4042770019.80436.535

#5 293456.4862770012.49936.871293457.0732770013.29136.535

#6 293476.5332770011.07337.112293476.8122770011.8136.085

#7 293478.0832770032.46837.297293478.1922770032.46736.426

#8 293458.2252770033.86239.685293458.4752770033.92937.88

#9 293457.3712770031.3236.916293458.2352770031.28138.328

#10 293409.4252770034.79336.689293409.6862770034.82437.436

#11 293409.8362770040.59636.995293409.9282770040.68136.09

#12 293397.9952770041.53636.895293398.0782770041.48836.54

     表 4-3測試例三屋角點三維座標檢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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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差值(m)  
 deltaE deltaN deltaH 

#10.2860.716-0.312

#20.0620.72-0.588

#30.1060.7540.266

#40.4330.6690.094

#50.5860.792-0.335

#60.2790.738-1.028

#70.108-0 -0.871

#8 0.250.067-1.805

#90.864-0.041.412

#100.2610.0320.747

#110.0920.086-0.904

#120.083-0.05-0.355

RMSE 0.3660.5190.876

                         表 4-3 (b) 

 

    邊線偵測與影像匹配一直是建物重建裡重要的一環，如果能得到

足夠的資訊，則對後續的重建步驟有很大的支持。在屋角受遮蔽、反

差不明顯、邊線資訊不足、周圍地物干擾以及邊線接近平行核線狀況

下，以正交邊線交會出屋角點，比較起由人工精細量測，前者精度為

可接受的。本研究的 3個測試例包含了上述問題狀況，而皆以矩形屋

頂面結構為準，求出屋角點，其較差的平面精度尚有 3至 4個像元，

平面精度則皆在 2像元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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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嘗試利用人工的辨識能力，在進行矩形人工建物三維重

建的初期予以介入，藉由此舉所貢獻的知識，可先行重整出建物的

輪廓，其中包含了受遮蔽屋角以及屋脊線、屋間線的補遺，再由輪

廓鄰近位置作為建物邊線的搜尋以及篩選上的幾何平面依據，另外

以邊線點上的視差值作為邊線評選的幾何高程依據，最後得到各屋

角點完成三維模型重建。並以實際的立體像對進行實驗與分析，在

此提出以下的結論與建議以供參考： 

 

（1） 本研究之半自動法所得屋角點三維座標與經由人工在數值影

像工作站所量的屋角點三維座標比較其差異值，平面精度在

一般狀況下為 1至 2個像元，在邊緣資訊受干擾、灰階變化

不顯著處，則偏差量為 3至 4個像元，高程精度則在 2像元

以內。 

 

（2） 由實驗得知，初期的人工辨識所提供的幾何知識，提供了後

續重建中相關於建物的平面位置以及高度關係，此讓三維模

型重建中較困難的目標物辨識上能更有效率地達成。 

 

（3） 將視差值應用於邊線高度的評選上，而可以不需將每條邊線

一一化算到物空間再行高度的評選，此使得重建過程中減少

計算的耗時而能有適宜的效果。而在評選的方法上，為了能

應付較複雜的狀況如邊線平行核線等等，可以考慮以不同的

加權值來加強評選的成果，此方面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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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良好的邊界偵測結果，可以提供後續的重建步驟較完整的資

訊，藉以在配合不同方法後能產生出更高層的資訊例如完整

的人工建物結構。而在本研究的邊線偵測上，尚需對偵測參

數（如邊線追縱的門檻值）之取值以試誤法或經驗值來得到

較完整適當的建物邊界。欲進一步提高成果的三維精度，那

麼方法流程中各步驟所需更精細的處理，有待進一步研究。 

 

（5） 本研究模擬工作者的半自動化製圖過程，但此工作者可以不

用如同傳統製圖員般需訓練有素方能熟悉機器的操作，也不

用如傳統操作過程般耗費眼力精細量測，而是讓工作者利用

單張影像直接在電腦螢幕上概略地點取目標物角點，雖非百

分之百完確，但操作較以往為簡易。 

 

（6） 本研究以邊線正交以及高程連續的特性，進而求得矩形建物

模型。而其它的有效資訊的加入譬如同時處理兩張影像、加

入合理的建物假設等等，期使未來研究能處理更複雜人工建

物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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