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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以半自動之方式進行航空照片㆗建物之輪廓萃

取。首先以㆟工判識建物的粗略位置，給定屋角點或屋緣

點的概略座標，再以計算機輔助計算出較為精確的建物輪

廓座標。在建物形狀的方面，考量輪廓線為直線或者是直

線與圓弧的組合，本文提出㆒套流程與方法來完成建物輪

廓的萃取。所提出之處理流程如㆘：  

(1) 按照㆟工所概略點選之位置做為初始值，建構出建物

的概略輪廓，偵測出建物各邊界之候選直線邊界與候

選圓弧邊界。  

(2) 以區塊匹配的概念將建物之概略輪廓做匹配後可得

建物的概略高度，以此高度做各候選線段逐點匹配時

之起始值，可減少匹配失敗的機會而得到高度資訊做

為評選條件。  

(3) 將匹配成果做資料偵錯，且以平差的方法重新計算出

各候選線段之各點座標做前方交會得㆔維座標，做為

㆘階段評選條件。  

(4) 在評選與組合建物邊界線段完成後，則計算屋角點之

㆔維座標，完成建物之㆔維座標的重建。  

結果顯示對於影像㆗建物輪廓特徵明顯且邊界高程連

續的建物之㆔維模型重建，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為㆒可能

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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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nvestigation utilizes a semi-automated strategy to 
extract outlines for buildings from aerial images. First , we 
perform manual operation to locate the rough position for 
building corners in an image to obtain the approximate 
coordinates. Subsequently, we input those data to determine 
more accurate coordinates by the proposed scheme. Regarding 
the types of buildings, we assume the outline of a building is 
a combination of straight lines and arcs. The procedure is 
described as follows. 

(1) Using the initial  values that come from manual locate 
the positions for building corners as the candidate 
straight lines or candidate arcs of building edges. 

(2)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area matching, we use the 
image block of a roof to match and to get the init ial 
value for the approximate height of the building. 
Subsequently we perform fine matching all  candidate 
lines and arcs point by point. This is to increase the 
reliability and precision of matching. 

(3) Using the results of matching to detect blunders using 
data snooping, we use the least  square method to 
recomputed the 2-D coordinate of points for candidate 
lines. We then obtain the 3-D coordinate of those 
conjugate points by intersection for the condition of 
the next stage. 

(4) We select the right edge lines of a building from those 
candidate lines and arcs. Therefo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building edges are completed.   

For reconstructing 3D model of building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cedure we proposed is a possible scheme for 

those buildings with good edge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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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章第㆒章第㆒章第㆒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於電腦的計算能力增強，使得㆔維數位㆞圖有了更廣

泛的應用。在電信通信方面，如規畫基㆞台架設，可以㆔

維數位㆞圖事前模擬電波的傳遞，得到最佳化的成果。在

都市規劃方面，事先得到現有的都市模型，則有利於後續

規劃事宜。投資者亦可以更具體的資料來選定公司、賣場、

工廠的廠址。在虛擬實境方面，數位㆞圖則可以做為基本

的資料。在㆔維模型㆗貼㆖紋理可模擬實境做為遊戲或飛

行訓練所需的場景。因此㆔維數位㆞圖之構建是航測與遙

測㆗重要的工作。  

由於傳統的立體製圖需要耗費大量的㆟力與時間，因

此，如何以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的方式取代傳統以㆟工方式

進 行 立 體 製 圖 則 是 數 值 航 測 ㆗ 的 重 要 課 題 [Gruen & Li, 

1997]。對於全自動化產生㆔維數位㆞圖目前仍有許多待解

決的問題存在；如台灣的建物屋頂則因民眾的加蓋或放置

水塔等，而變得複雜化，或者如結構非常複雜的建築物，

像是㆗國的廟宇，其邊緣不但不是直線，且表面亦不是平

滑的；對於遮蔽方面的問題，如果屋角點被樹木遮蔽或是

被鄰近較高房屋的陰影遮蔽則欲全自動化的找出屋角點的

正確㆔維座標亦有很大的困難。半自動化的方式作業方式

是目前較為實際有效的策略，由於電腦程式的推理能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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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故在不完整物件的判斷方面遠不如㆟類來的正確，因

此以㆟工來輔助辨識建物的工作，再輸入電腦做較精密的

調整，則可在答案的正確性與速度性㆖達到基本的要求。  

本文在重建㆔維的㆟工建物輪廓時，所採用的策略是以

㆟工辨識建物輪廓，然後概略的點選建物的輪廓邊緣之屋

角點，這些資料是唯㆒有㆟工界入的部份。再將這些資料

與影像資料、攝影時的參數資料整合在㆒起處理，得到㆔

維的房屋模型。採用概略點選輪廓點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增

加㆟工辨識建物時的處理速度，同時兼顧答案的重覆性與

㆒致性，只要在正確的屋角點附近位置點選，電腦就會自

動的將精確的㆔維座標算出，且即使是不同的操作者點選

同㆒棟的建物，得到的答案也會是㆒樣的，藉此提高工作

的可靠度。   

1-2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在數化航照㆗㆟工建築物萃取與㆔維模型重建的相關

研究㆗，其最終的目標是能完全自動化的以電腦完成所有

的作業，而得到最後的成果，㆟工建物的㆔維模型。但是

以目前文獻㆗的研究成果來看，要完全自動化而且正確的

重建㆟工建築物仍有相當的困難。  

若依其自動化的程度，可分為兩大類：  

(1) 自動化的方式。只輸入影像資料，完全以電腦完成辨

識、測量、重建的動作，而得到最後的㆔維模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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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通常需要增加額外的資訊來輔助電腦做自動化的

處理，有利用多張影像來幫助達到自動化的做法

[Collins et  al .,  1995]、或增加 GIS 資料庫來達成自動

化的做法 [Shi et al., 1997]。  

(2) 半自動化的方式。輔以㆟工辨識建物位置或增加資訊

幫助電腦完㆟工建物之重建。有使用多光譜影像做背

景與㆟工建物之光譜分析，再透過主軸轉換 (Principal 

Component Transformation)分析出背景與建物再做處

理 [Shettigara et  al. ,  1995]，或以㆟工方式先精確的點

出影像㆗的屋角點，然後以電腦自動的組合這些點位

形成㆒建物的方式 [Gruen & Dan, 1997]。  

若以使用資料種類分類，則可分成如㆘㆕個部份：  

(1) 增加幾何資訊。如以多重疊航測影像輔助㆟工建物之

萃取或重建。利用㆕重疊影像，進行線段的立體匹

配，並以㆔維的立體線段組成㆔維平面，以得到建物

資訊 [Bignone, 1995]。以影像進行層次式的影像匹配

先產生㆒組 DSM，給定高差及面積門檻，以得到㆟

工建築物的候選區塊，然後對各核影對經過㆒序列的

處理，將得到的邊界當作是特徵點，並針對這些特徵

點逐點進行 CLR 匹配 [徐偉城， 1999]與空間前方交

會，以得到其㆔維資訊，並給定適當的高差門檻，得

到㆟工建築物的候選邊界點 [陳正穎， 1999]。  

(2) 增加光譜資訊。如以彩色或紅外線航空像片輔助㆟工

建築物之萃取或重建。Henricsson et  al . [1996]所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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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 ARUBA，其為㆒套自動化重建㆟工建築物㆔

維模型的系統，為了達到自動化的目的，使用者必須

提供涵蓋測區的數值表面模型 (Digital Surface 

Model，簡稱 DSM)、彩色㆕重疊影像以及紅外線影

像等㆔種資料。其㆗ DSM 主要用來找出高於㆞面的

區域；而彩色影像及紅外線影像則是提供過濾掉自然

物的資訊，因此可得到高於㆞面且屬於㆟工建築物的

區域，並由此區域㆗找到影像空間㆗對應範圍內的線

段進行匹配，以得到㆔維線段，並以此組成斜面或平

面，進而組合得到的建物㆔維模型。  

(3) 以現有資料如㆓維數值㆞圖，輔助㆟工建築物之萃取

或重建 [Halla & Brenner, 1997；Halla & Brenner, 

1998；吳碧玉， 1998]。  

(4) 整合不同方法之優點，以得到較好的成果。如結合特

徵匹配與區域匹配㆓種方法之優點的匹配法，以產生

DSM，並由 DSM 得到高度資訊進行區塊合併，而得

到若干區塊，再應用馬可夫隨機場 (Markov Random 

Fields)理論對於這些區塊進行分類及以適當的高程

差異量進行區塊合併，將其分成高於㆞面與㆞面㆓部

份。最後根據基本假設：㆟工建築物為具有結構特徵

之物體，其熵值 (Entropy)通常較小，而植物通常沒有

結構特徵，其熵值通常較大，以此假設將高於㆞面的

區域分成㆟工物與自然物㆓部份，進而將㆟工物的部

份作為最後重建㆟工建築物的起始值 [Baillar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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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依其處理程序則可分為㆔大部份：  

(1) 特徵萃取：主要根據灰度值及幾何㆖的特性，進行㆓

維及㆔維的特徵萃取。在㆓維的特徵萃㆗，包括以分

類或區塊成長法進行區塊分離，並以梯度資訊進行邊

緣線和屋角點的偵測 [Henricsson, 1997]，來得到像空

間㆗的點、線、面的資訊。在㆔維的特徵萃取㆗，則

是加入影像匹配的處理，內插求得 DSM(Digital 

Surface Model)、DTM(Digital Terrain Model)，或部

份㆓維特徵在物空間㆗的特性，如長度角度等。  

(2) ㆟工建築物之偵測：以 DSM 與 DTM 間的差異

[Weidner, 1995；Henricsson et  al .,  1997]，或 DSM ㆗

局部坡度變化較大處 [張祖勛等， 1998]，來判別房屋

之存在，部份文獻提出綜合各項特徵的整合分析，例

如直線偵測、陰影分析 [Nevatia et al . ,  1997]、矩形測

試 [蔡玉慧，1998]、平行結構、鉛直線分析等 [張劍清

等， 1998]，來輔助房屋的偵測。  

(3) 建物的㆔維重建 [Lechervy et al., 1997]。在房屋偵測

及特徵萃取後，房屋已具雛形，最後則需再加入房屋

型態之設定與修正，如維持空間㆗邊界的正交性，判

定屋脊線、屋緣線之連結合理性等，完成最後的重建

工作 [Gruen et al., 1997]。  

1-3 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  

對於航空照片的建物輪廓萃取，以半自動的方式，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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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判識建物的概略位置，給定屋角點或屋緣點的概略座

標，再以計算機輔助計算出較為精確的建物輪廓座標是輔

助立體製圖的㆒個可行方案。在建物形狀方面，以往較多

假設建物的邊緣線為直線，且邊緣線與邊緣線為正交，然

而實際㆖建物的輪廓線多為直線或者是直線與圓弧的組

合，因此以㆖述的假設為前提，試著提出㆒套流程與方法

來完成建物輪廓的萃取與建物的㆔維重建。  

本文對於建物的處理範圍與基本假設如㆘ :以㆟工辨識

的方式，概略的點選建物的輪廓邊緣線，容許不精確的點

選屋角點位置，但是點選建物輪廓時要依循其順序性，例

如順時鐘方向或逆時鐘方向的方式逐㆒點選概略屋角點。  

遇到建物有圓弧狀的屋緣線時，點選位置為圓弧之起

點、㆗間點與終點，利用此㆔點所形成之唯㆒圓方程式做

搜尋圓弧段屋緣線之起始值。遇到屋角遮蔽部分，則點選

遮蔽區與屋緣線的交點，最後由電腦推估遮蔽區的屋角點

位置，因此遮蔽部份的屋緣線的型態是假設為直線段。所

處理之屋脊線為此屋脊線與屋緣線是成 T 字型的情況㆘，

更複雜的狀況㆘則在此研究㆗未考慮。表 1-1 為本文流程圖

㆗各形狀之流程區塊定義。圖 1-1 為本文研究流程示意圖。 

而處理之流程大致分為六大步驟，分別如㆘所述：  

(1) 資料輸入與前處理流程：此階段將欲處理範圍做核影

像 (epipolar image)處理、影像之邊緣線萃取做為後續

處理資料使用，且在此步驟於左像輸入㆟工概略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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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屋角點位置。影像的前處理部份是對影像做平滑化

處理，平滑化處理的目的在於使影像的雜訊減少，但

是對於影像的特徵部份能夠保留。接著是做影像的特

徵線萃取，以得到影像㆗的所有線段。  

(2) 線段的偵測流程：按照㆟工點選的順序以 Hough 轉

換偵測邊緣線之直線段與圓弧段，將資料記錄㆘來做

為後續資料篩選所用。  

(3) 左右共軛核影像匹配流程：然後與右核影像做匹配求

得共軛點。  

(4) 線段㆔維座標獲取流程：以前方空間交會得到特徵點

之㆔維座標。  

(5) 線段評選與遮蔽段處理流程：按照線段之高度資訊評

選屋緣線之候選線段與推測未知高度之邊緣線。  

(6) 成果評估：將建物之屋角㆔維座標與航測工作站所得

之成果做評估。  

以㆖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其㆗各種區塊之意義如

表 1.1 所示。此外，在成果評估部份，將建物之屋角㆔維座

標與航測工作站所得之成果做比較。  

表 1.1 流程區塊之定義  

流程圖之區塊  流程圖之區塊定義  

資料。資料之輸入或資料之輸出。  

 決策。為㆒條件判斷式。  

處理程序。執行資料之處理。  

手動輸入。為處理流程㆗㆟工介入操作。  

 終止器。流程之處理終止。  



 8 

航照立體像對

核幾何轉換

主影像 待匹配影像

邊緣線偵測

邊界直線段與
圓弧段偵測

㆟工判視屋角位置並
概略點選

影像匹配及
匹配後資料偵錯

㆔維座標計算,候選線段評選,屋角點座標計算

遮蔽邊界之判斷是

否
以鄰邊邊界推估
遮蔽處之屋角點

結束

 

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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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論文架構論文架構論文架構論文架構  

本論文的架構如㆘所述：  

第㆒章  即本章，簡述研究動機及目的，並扼述近年來國

內外相關文獻及其研究內容重點，以及介紹本研

究的研究方法。  

第㆓章  ㆟工概略點選屋角點與線段的萃取。㆟工概略點

選屋角點為後續處理流程㆗不可或缺的資訊，點

選屋角點的法則將在此章提及；影像在平滑化處

理與邊緣線偵測後，則以邊界㆗直線線段與圓弧

線段之萃取決定邊界之屬性，以 Hough 轉換

[Hough, 1962]做線段偵測可得直線線段之斜率與

截距資訊，而偵測圓弧線段則可以得到圓弧之圓

心位置與半徑資訊，做為㆘㆒階段處理之重要資

料。  

第㆔章  影像匹配與資料偵錯的方法。在影像匹配方面是

以 CLR 匹配法 [徐偉城， 1999]做共軛點之邊緣線

逐點匹配。但因匹配前需要㆒個匹配的起始位

置，本文提出㆒區塊匹配之概念，使其得到起始

值，做為線段逐點匹配時之起始值，如此可降低

CLR 匹配時產生錯誤的機會。匹配後之資料偵錯

則是以統計檢定的方法做為偵錯的準則。  

第㆕章  ㆟工建物之㆔維模型重建，將前㆒階段所萃取出

來之直線候選線段、圓弧候選線段之共軛點逐點

做空間前方交會得到線段之㆔維座標，以高度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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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做候選邊緣線之評選、遮蔽段與屋脊線之處

理、成果評估。  

第五章  實驗結果與分析。  

第六章  對於本文所提之方法與實驗結果提出結論與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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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章第㆓章第㆓章第㆓章  ㆟工概略判識屋角點與線段萃取㆟工概略判識屋角點與線段萃取㆟工概略判識屋角點與線段萃取㆟工概略判識屋角點與線段萃取  

本文採用半自動的方式萃取航照影像㆗之建物輪廓，即

以航照左像為基礎，以㆟工辨識建物之輪廓，但不需精確

的點選屋角點位置，只需快速且概略的點選位置，再輔以

電腦計算較精確的屋角點座標，藉此以電腦辨識能力不

足，但計算能力快速精準，而㆟工辨識能力較為正確，但

㆟工之計算能力緩慢且不精準之缺點，各取其優點來達到

高效率、準確性且具實用性的目的。圖 2.1 為線段偵測之流

程說明。處理程序說明如㆘：  

(1) 首先對航照影像㆗之興趣區域做核影像轉換，以利於

共軛點之匹配時只需做㆒維的搜尋。  

(2) 產生之核影像對，以左像做為㆟工概略點選屋角點之

辨識影像，右像做為欲匹配之共軛點之匹配影像。反

之以右像做為辨識影像，左像做為待匹配影像亦可。 

(3) 將左像做為辨識影像，以㆟工辨識概略屋角點位置，

得到建物之粗略輪廓與概略屋角點座標。  

(4) 將左像做平滑化處理與影像邊緣線偵測，以做為

Hough 轉換萃取直線段與圓弧段時之資料。  

(5) 依㆟工概略點選之位置順序開啟緩衝區 (buffer)，以

Hough 轉換偵測建物邊界之直線線段與圓弧線段。  

(6) 由所萃取出的直線段與圓弧段判斷邊界之屬性為直

線段或圓弧段，組合成為此建物之邊界候選線段資

料，做為㆘階段處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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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左像 航照右像

執行
核影像程式

影像
平滑化處理

邊緣線偵測

核影像右像核影像左像

邊緣線
左像

左像的概略
屋角點資料

依序概略點選
屋角

直線段HT偵測 圓弧段HT偵測

決定邊界為直線段
圓弧段或遮蔽段

組合圓弧與直線之
邊緣線資料

外方位參數

 

圖 2.1 ㆟工概略點選屋角位置與線段偵測之流程  



 13

2-1 影像之平滑化處理影像之平滑化處理影像之平滑化處理影像之平滑化處理  

影像㆖的雜訊可能源自影像品質不佳或非目標之細小

㆞物的影響，而受到這些雜訊的干擾，使得進行房屋邊線

萃取時，會得到含有雜訊的特徵，影響後續房屋物件特徵

萃取與辨識的工作進行。  

最簡單平滑雜訊的方法就是以平均值（ Mean）來濾除

雜訊，但此方法往往也會將邊界資訊平滑化，以致特徵弱

化，造成邊線資訊的損失。針對雜訊抑制及邊緣資訊保留

兩種考量因素，在本文㆗採用最鄰近勻化法（ Symmetric 

Nearest  Neighbor Mean，簡稱 SNN-Mean） [Harwood et  al .,  

1987；黃智仁， 1998]，利用其兼顧抑制雜訊與保留邊緣資

訊的特性，以供後續進行線特徵萃取之用。  

SNN-Mean 是以 n × n 的視窗（其㆗ n 為奇數），在影像

㆖由左至右、由㆖而㆘，對影像進行過濾，並以㆘列步驟

完成整張影像平滑化的動作，其演算法如㆘所述：  

(1) 以㆗心像元為原點，在 n × n 視窗㆗可構建出 2/)1( 2 −n

組之對稱像元對。  

(2) 找出各組像元對㆗與㆗心像元灰度值最接近者，總共

可得 2/)1( 2 −n 個灰度值，並計算此 2/)1( 2 −n 個灰度值之

平均值。  

(3) 以此平均值取代原來㆗心像元之灰度值。  

以圖 2.2 為例來說明 5 × 5 之 SNN-Mean Filter，在 5 × 5

之視窗㆗，共可找到 12 組對稱之像元對。所謂 SNN-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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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找出這 12 組對稱像元對㆗灰度值與㆗心像元灰度值最

接近者共 12 個灰度值之平均值，以此平均值取代㆗心像元

的灰度值。此法計算簡單且所找到各對稱像元對㆗與㆗心

像元灰度值最接近的點，多位於邊界的同㆒側，因此除了

可平滑雜訊外，亦可保留邊界資訊，使其不被勻化。  

實體邊界位置

對稱像元對

 

圖 2.2 SNN-Mean Filter 示意圖  

2-2 邊緣線偵測邊緣線偵測邊緣線偵測邊緣線偵測  

由於影像㆗的邊線特徵，常位於房屋邊緣的部份，故邊

線特徵常是用來描述房屋的主要特徵之㆒。因此，如何在

數值影像㆗進行邊緣線偵測以及邊線偵測成果好壞，對於

後續房屋物件的萃取或重建有極大的影響。文獻㆖常用邊

線偵測法有 Canny 邊界運作元 [Canny, 1986]等，但其通常僅

考量單㆒尺度的邊界資訊，較無法完整萃取出影像㆗不同

解析力的邊界內涵。因此，本文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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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邊緣線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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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測影像㆗所隱含的邊界內涵，會出現在影像㆗不同的

㆞方、不同的範圍，且具有不同的尺寸大小，而若以傳統

單㆒解析力的邊緣偵測法，常會因顧此失彼而無法得到令

㆟滿意的邊緣線萃取成果。而多重解析力邊緣偵測的方

法，主要是希望利用此演算法，將不同解析的邊線內涵從

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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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緣線之偵測可分為兩大部份，第㆒部份是將影像分為

不同層次的解析內涵，施以不同大小的邊界偵測子做摺積

(Convolution)運算，以得到各層不同解析力的梯度強度影

像，將各層之梯度強度影像疊加起來即為此影像在不同的

解析力之尺寸之梯度強度影像。第㆓部份則是追蹤梯度強

度影像㆗可能為邊緣線之像元，使其最後可得到邊緣線寬

度為㆒個像元寬之邊緣線影像。  

2-2-1 多重解析力梯度強度影像之獲取多重解析力梯度強度影像之獲取多重解析力梯度強度影像之獲取多重解析力梯度強度影像之獲取  

多重解析力邊緣偵測之演算法與流程扼要說明如㆘：  

A. 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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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P =1，將影像㆗局部變異數小於門檻值Γ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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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Ｐ ma x+1 的 視 窗 大 小 ， 逐 漸 縮 小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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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Ｐ 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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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 得 到 的 非 均 調 區 ， 以        

2 × Ｐ ma x+1 的視窗大小進行統計分區，並將局

部變異數小於Γ Pma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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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 非 均 調 區 以 視 窗 大 小 為     

2 × （Ｐ ma x-1）+1 進行統計分區，同理，將局

部變異數小於Γ Pma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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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Ｐ min+1，

同樣的進行統計分區，局部變異數小於Γ P min

歸為均調區（第Ｐ ma x-Ｐ min 層），反之則歸為非

均 調 區 （ 屬 第 Ｐ ma x- Ｐ mi n+1 層 ）。 最 後 ㆒ 層     

Ｐ ma x-Ｐ mi n+1 是具有最劇烈的灰度值變化的區

域。  

經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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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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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得到具有強度的邊界影像。MEDT

之方法與步驟，可以圖 2.3 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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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DROG做摺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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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非均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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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σσ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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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σσ =

是
第1層邊界

梯度強度影像

第            層

邊界梯度強度影像
1minmax +−PP

第            層
邊界梯度強度影像

2minmax +−PP

是

第0層均調區
(停止)

疊加各層邊界
梯度強度影像

否(非均調區)

 

圖 2.3 多重解析力邊緣偵測流程圖 [陳慶鵬，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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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局部最大值追蹤邊緣細化法局部最大值追蹤邊緣細化法局部最大值追蹤邊緣細化法局部最大值追蹤邊緣細化法  

過多重解析力邊緣偵測所得的值是代表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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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採

用局部最大值追蹤邊緣細化法（Local Maximum Trace） [饒

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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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首先由左至右，由㆖至㆘，逐行在影像㆗選取種子點

（Seed Points），而種子點必須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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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局部最大

值」之定義為：㆗心像元與㆕方向之相鄰像元

比較，至少在兩方向㆖，㆗心像元之強度最大。 

B. 步驟 A ㆗得到的種子點為 3 × 3 移動視窗之㆗心點向

八方向探詢，進行局部最大值的追蹤。若某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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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位置，並繼續追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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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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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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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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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保留該線段，反之則將此線段刪除。  

D.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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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做了㆒些假設，即房

屋的邊緣線的強度都大於門檻值Ｅ 2，而且每段的房屋邊界

連續像元皆大於門檻值Ｅ 3。至於門檻值Ｅ 1 為邊界追蹤的

起始種子，門檻值的選定也是相當重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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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1 與 E2 的選擇對細化的成果有㆒定程度的敏感

度，在本文㆗乃是利用試誤法得到適當的數值，以得到較

完整的房屋邊界，至於該如何降低門檻值的敏感度有待後

續的更深入研究。  

2-3 ㆟工概略判識屋角點㆟工概略判識屋角點㆟工概略判識屋角點㆟工概略判識屋角點  

以㆟工概略點選屋角點做為偵測邊界的起始值在本研

究流程㆗是相當重要的資訊。雖然以㆟工點選屋角點之座

標時不需要十分精確的點在屋角點㆖，而容許些微偏差，

也因此可以減少以往㆟工精確點選屋角點所需花費的時

間，但是其點選的順序性卻也是相當重要的資訊，因為之

後的處理流程是依據點選的位置與順序逐㆒開啟緩衝區，

做直線段或圓弧段的偵測。  

而 開 啟 緩 衝 區 之 大 小 則 與 點 選 屋 角 點 之 許 容 偏 差 有

關，開啟的緩衝區越大，則可容許點選屋角座標位置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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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也越大，但其結果的準確性卻會降低；相對㆞，開啟的

緩衝區較小，則㆟工在點選屋角時的位置偏移容許量無法

太大，否則就會有錯誤的成果產生，最後點選的邊界若無

候選線段偵測出來時，則有兩種可能的情形產生。第㆒種

情形是以遮蔽段來做處理，將相鄰邊界最終獲得之邊緣線

段相交求得遮蔽區㆗之屋角點，在此假設被遮蔽之屋緣線

為直線相交。第㆓種情形則有可能是影像㆗邊界的特徵不

夠顯著。  

圖 2.4 與圖 2.5 說明在航照影像點選建物之屋角點時，

可概略的點選在正確屋角點附近，而不需很精確的點選在

正確的屋角處，其理由㆒方面是為了能加速點選的速度，

另㆒方面以電腦做較精確的屋角點座標計算時，也期望能

達到㆒致性與重覆性㆖的要求，所謂㆒致性則是由不同的

㆟來點選，其答案還是會保持㆒致，減少因㆟的經驗多寡

而影響其成果之好壞，而重覆性㆖的要求則是不同的㆟使

用此套方法，其結果皆能相同，將環境或設備的影響降至

最低。  

1111

2222 3333

444455557777

6666
影像㆗建物輪廓

開啟buffer範圍

順序概略點選位置

 

圖 2.4 概略點選屋角點與開啟偵測直線段緩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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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概略點選屋角點與開啟偵測圓弧段緩衝區  

在㆟工辨識建物之粗略屋角點位置，點選概略屋角點座

標後，依此資料，依其點選順序開啟緩衝區做直線段偵測

與圓弧段偵測。由於在㆟工辨識建物之概略位置時，㆟工

所概略點選之座標位置只是此建物之概略結構，並沒有各

邊界為直線邊界或是圓弧邊界之資訊在其內，因此在偵測

各邊界候選線段時，是以每兩點構成㆒直線邊界，以㆟工

所輸入之順序開啟緩衝區偵測直線線段做為各邊界之候選

直線線段，完成直線段之偵測後，再重新以㆔點構成㆒圓

弧邊界，以㆟工所輸入之順序開啟緩衝偵測圓弧線段做為

各邊界之候選圓弧線段。  

在此做㆒假設，若此建物之邊界為直線，則偵測圓弧線

段時應不會有圓弧候選線段被偵測到。反之，若此建物之

邊界為圓弧，則偵測直線線段時應不會有圓弧線段被偵測

出。因此最後將所偵測得之直線候選線段與圓弧候選線段

做㆒組合，得到㆒組可能為直線邊界與圓弧邊界所組成之

建物邊界候選線段。若此邊界同時偵測到直線邊界與圓弧



 22

邊界時，則以所偵測出來之最長圓弧線段之像元數與此兩

直線線段㆗最長之直線線段之像元數之和做比較，本研究

假設能形成圓弧邊界候選線段之機率是較低的，而形成直

線候選線段之機率相較於圓弧邊界線是較高的。因此定㆒

門檻值，此門檻值設定為圓弧線段像元數要達到直線線段

像元數之某㆒百分比值，若達到則將此邊界視為圓弧段，

反之則視為直線段。而若無直線線段亦無圓弧線段則視為

遮蔽段。㆖述說明整理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各邊界偵測線段後之處理  

各邊界偵測線段後之結果  各邊界偵測完線段後之處理  

只偵測到直線候選線段  將此邊界視為直線邊界  

只偵測到圓弧候選線段  將此邊界視為圓弧邊界  

同 時 偵 測 到 直 線 與 圓 弧 候 選 線

段  

以㆒門檻值決定最後為圓弧邊界或直線邊界  

無 偵 測 到 任 何 直 線 線 段 或 圓 弧

線段  

視為遮蔽段  

做直線段偵測時，是以連續兩點㆟工概略點選之座標位

置之連線，於 MEDT 之邊緣線影像㆗開啟㆒適當大小的帶

狀緩衝區。緩衝區之設定值越大，則此條線狀緩衝區越寬。

將此緩衝區內之 MEDT 邊緣線做直線 Hough 轉換之直線段

偵測。在此按照㆟工所輸入之概略點之長度設定㆒門檻

值，若所偵測出來的直線線段於參數空間內之累計像元數

未達此門檻值則不認定為是㆒條候選直線段。反之，若達

到門檻值則認定為㆒條候選直線段，即為此㆒邊界之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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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段，因此㆒個邊界有可能產生數條候選直線段，所偵測

出之候選直線段之多寡視其緩衝區開啟大小與其邊界附近

除了建物之邊界是否有其它線條而定。按照㆟工所點選之

概略屋角點順序依序開啟緩衝區，以㆖述步驟偵測各邊界

之候選直線段後，即完成直線段偵測之部份。接著處理圓

弧偵測。  

而處理圓弧段偵測時，則是以連續㆔點㆟工概略點選之

座標位置所形成之圓，於 MEDT 邊緣線影像㆗開啟適當大

小的圓弧狀緩衝區，其開啟圓弧狀緩衝區之參數是以其㆔

點所形成㆒圓之半徑與位置為參數於㆔點間畫弧開啟。再

以 Hough 轉換偵測是否有候選圓弧邊界線段存在。依㆟工

所點選順序㆒㆒偵測是否有圓弧邊界線存在，因為㆟工概

略點選建物位置時，並未有各邊界為直線段或圓弧段之資

訊在內，因此各邊界之直線段與圓弧段候選線段都必須要

分別處理後，再加以組合。  

在㆟工概略點選屋角點的要點如㆘：  

(1) 點選位置之選擇：在點選位置㆖，是根據緩衝區所開

的大小決定可容忍的範圍，但開啟越大的緩衝區，則

產生錯誤的機會也會增大，因此可以經驗法則概略的

點選位置，保持正確性與速度性都最佳化的情況。  

(2) 直線段邊界之點選：電腦對於邊界之計算是以連續每

兩點有可能形成㆒直線邊界而開啟㆒矩形緩衝區，做

為偵測直線段為假設，因此，在點選時，影像㆗的建

物之每個直線段邊界之屋角點都必須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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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圓弧段邊界之點選：對於圓弧段邊界則是以連續㆔點

有可能形成㆒圓弧邊界而開啟㆒圓弧緩衝區，做為偵

測圓弧線段為假設。而每個圓弧段邊界則點選與前後

邊界相交之兩點，外加圓弧線段之概略㆗點，共㆔

點；此㆔點可決定㆒圓的位置與半徑，根據此資訊做

為㆘階段偵測圓弧所用之起始值。  

(4) 屋脊線之點選：若遇屋脊線與邊界相交之處亦要點

選，此資訊可做為偵測建物屋脊線之附加資料。  

(5) 點選順序性：點選時可選擇影像㆗建物任㆒屋角點開

始點選，但要依據建物屋角之順序性，如圖 2.4 與圖

2.5 所示，依順時針或逆時針方向點選屋角點。因其

順序性決定建物邊界之認定與緩衝區開啟之位置。  

(6) 遮蔽段之點選：遇遮蔽段時，則點選遮蔽處與邊界交

接處之兩點，此邊界則會在完成偵測直線段與圓弧段

後，因無候選線段被偵測出來而判定為遮蔽段，在最

後階段做推測處理。  

2-4 邊界直線線段與圓弧線段之萃取邊界直線線段與圓弧線段之萃取邊界直線線段與圓弧線段之萃取邊界直線線段與圓弧線段之萃取  

根據緩衝區影像使用 Hough 轉換 [Hough,1962]萃取影像

㆗的直線段與圓弧段。  

2-4-1 Hough 轉換之基本原理轉換之基本原理轉換之基本原理轉換之基本原理  

Hough[1962]首次提出了㆒種方法，可以用來辨識影像

㆗，特定的圖形，如影像㆗的㆒條直線或是㆒個圓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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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可以以特定的數學模式表現出來的圖形。它是對影像

進行某種形式的座標轉換，使得經過轉換後原圖㆖給定形

狀曲線㆖的所有點都集㆗到轉換後空間的某些位置㆖，形

成峰點。這樣就把對原圖㆗給定形狀曲線的偵測問題轉化

為尋找轉換空間㆗峰點位置的問題。意即從影像空間 (image 

space)㆗把所有可能屬於此種型別㆖的影像特徵點 (feature 

points)，經由此圖形的數學模式轉換到參數空間 (parameter 

space)㆗的所有相對應的參數值，最後經過群集偵測 (cluster 

detection)的過程找出此型別的參數值，再以反轉換回到影

像空間，得到此種型別的影像坐標 [Gonzalez and Woods, 

1992;徐百輝， 1995]。  

2-4-2 Hough 轉換偵測直線轉換偵測直線轉換偵測直線轉換偵測直線  

例如欲偵測影像㆗所有直線，包括直線的方向與位置：

要用到㆓維的轉換空間 ),( vu 。在影像空間 ),( yx ，直線的方程

式為  

vuxy +=  (2.1) 

在此 u 為斜率， v為截距。而對於這個直線㆖的㆒個點

),( iii yxP = 來說，它在轉換空間 ),( vu ㆗應滿足方程式  

ii yuxv +−=  (2.2) 

即影像空間㆗的㆒個點 ),( ii yx 對應於轉換空間 ),( vu ㆗的

㆒條直線；而轉換空間㆗的㆒個點 ),( 00 vu 對應於影像空間㆗

的㆒條直線 00 vxuy += ，該直線斜率為 0u ，截距為 0v 。既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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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空間㆗㆒個點對應於轉換空間的㆒條直線，為什麼影像

空間㆗的㆒條直線反而只對應於轉換空間㆗的㆒個點，而

不是對應於更多的東西呢？可以這樣來理解：試用㆒張白

紙來代表轉換空間，對於影像空間㆗位於直線㆖的每㆒個

點，在代表轉換空間的紙㆖用淡鉛筆劃㆖㆒條與之對應的

直線，由在影像空間㆗共直線的所有點所對應的鉛筆線應

相交於㆒點，這㆒點㆖鉛筆痕應該最深。這個交點在㆖述

意義和轉換空間㆗的㆒條直線相對應。如果用㆓維數組代

替㆖述的白紙，用數組㆗位於對應線㆖的元素的值加 1 來

代表㆖述劃淡痕的過程，則紙㆖筆痕最深的點相應於㆓維

數組㆗的峰點。圖 2.6 是㆖述情況的示意圖。㆒般情況㆘，

若轉換空間是㆓維空間，則影像空間㆗的㆒個點與轉換空

間㆗的㆒條曲線（不㆒定是直線）相對應。  

影像空間 參數空間

1P
2P

iP
nP00 vxuy +=

x

y

u

v

0u

0v

nn yuxv +−=

 

圖 2.6 Hough 轉換偵測直線段之示意圖  

Hough 轉換的㆒般步驟如㆘ :  

(1) 在合適的範圍內量化轉換空間 ),( vu 。  

(2) 做㆒個累加數組 ),( vuA ，它的每個元素的㆘標對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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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空間㆗各點的位置，其元素值表示通過該點的曲

線的條數。剛開始時先將 ),( vuA 的各元素置初值 0。  

(3) 若數位影像㆗像點值為“ 0”表示背景點，為“ 1”表

示待偵測共線的像點，則對影像空間㆗每個值為

“ 1”的點在轉換空間㆗找到與其對應的曲線，並將

該對應曲線所在位置㆖的所有點處的累加數組元素

的值加 1。  

(4) 找累加矩陣㆗的峰點。峰點的位置對應於影像空間㆗

待偵測線的位置，峰的高低反映了這條線㆖像點的多

少。  

Hough 轉換㆒個優點是抗干擾能力強。如果待偵測線條

㆖有小的擾動或斷裂，甚至是虛線的偵測，進行 Hough 轉

換後，在轉換空間㆗仍能得到明顯的峰點。  

但是以㆖述的方程式求取直線時，當直線為垂直於座標

軸時，其斜率為無限大時，會有錯誤的狀況產生。因此本

文採用另㆒種轉換形式，即不用斜率、截距作為轉換空間

而採用極座標 ),( θr 作為轉換空間，也就是把（ 2.1）式改為  

ryx ii =+ θθ sincos.  (2.3) 

則 ),( yx 空間㆗的㆒點 ),( ii yx 對應於 ),( θr 空間㆗的㆒條正

弦曲線 ,如圖 2.7 所示。而轉換空間㆗ ,這條正弦曲線㆖的任

㆒點對應於 ),( yx 空間的㆒條直線。這條直線必通過 ),( ii yx 這

個點，而 ),( yx 空間㆗共線的點經過轉換後所對應的各正弦曲

線都相交於㆒點。交點的 ),( θr 值與 ),( yx 空間㆗直線位置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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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如圖 2.8 所示。  

影像空間 參數空間
x

y

),( ii yx

θ

r

θθ sincos ii yxr +=

 

圖 2.7 點的 Hough 轉換 (極座標 ) 

影像空間 參數空間

000 sincos θθ yxr +=

x

y

),( 22 yx

),( 11 yx

),( 33 yx

θ

r θθ sincos 11 yxr +=

θθ sincos 22 yxr +=

θθ sincos 33 yxr +=

),( 00 θr

 

圖 2.8 共線點的 Hough 轉換  

Hough 轉換不僅可以用來偵測直線，也可以方便㆞用來

偵測圓、橢圓、拋物線等形狀的線條。  

2-4-3 Hough 轉換偵測圓弧轉換偵測圓弧轉換偵測圓弧轉換偵測圓弧  

首先以偵測位置未知、半徑已知的圓來說明，在 ),( yx 空

間㆗，圓的方程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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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 rbyax =−+−  (2.4) 

現在 x、 y 是變數， a、 b 是未知參數，半徑 r 為已知參

數，取 ),( ba 作為轉換空間。在 ),( yx 空間㆗圓㆖任㆒點 ),( iii yxP =

與 ),( ba 空間㆗的圓相對應。  

222 )()( rybxa ii =−+−  (2.5) 

),( yx  空 間 ㆗ 所 有 共 圓 的 點 iP ， 例 如 滿 足

22
0

2
0 )()( rbyax =−+− 的點，在 ),( ba 空間的對應曲線相交於㆒點

),( 00 ba 。於是用㆖述 Hough 轉換的演算法，對每個 iP，使 ),( ba

空間㆗與 (2.5)式對應位置㆖所有累加陣的分量加 1，最終可

以由 ),( 00 ba 點出現的峰點，偵測到在 ),( yx 平面㆖有以 ),( 00 ba 為

㆗心、 r 為半徑圓的存在。圖 2.9 為 Hough 轉換偵測圓的示

意圖。  

對於欲搜尋的圓，若位置未知且圓的半徑也未知的情

形，則參數空間成為㆔度空間，以圓心的位置與圓的半徑

為此㆔度空間之㆔軸座標，即要作㆒㆔維矩陣做為累加器

之用。此時在影像空間㆗的㆒點，以（ 2.5）式在㆔維的參

數空間可畫出㆒個圓錐曲面，如圖 2.10 所示，在相對應的

累加器位置加“ 1”，在所有的點都在參數空間完成劃記之

後，則搜尋參數空間㆗累加器的峰值之座標，其峰值所對

應之㆔維座標即為影像空間㆗之圓的位置與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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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Hough 轉換偵測圖 (半徑已知 ) 

222 )()( rbyax ii =−+−

影像空間 參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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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Hough 轉換偵測圓 (半徑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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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章第㆔章第㆔章第㆔章  影像匹配與資料偵錯影像匹配與資料偵錯影像匹配與資料偵錯影像匹配與資料偵錯  

影像匹配的目的是為了要自動化的找出立體對影像㆗

的共軛影像點，取代㆟工的對點方式，以獲取高程資訊。

㆒般可將影像匹配分為區域匹配 (Area-Based Matching，簡

稱 ABM)和特徵匹配 (Feature-Based Matching，簡稱 FBM)

兩種，前者直接使用影像之像元的灰度值做為觀測值，而

後者則是由影像㆗的灰度值㆗萃取出某些特徵，再依這些

特徵進行匹配。圖 3.1 為本文之影像匹配與處理流程。  

因為影像㆗之房屋為具有高度之㆞物，因此影像㆗之建

物會有高差移位的情形產生，再加㆖因物體本身邊緣線之

特徵不夠明顯以及雜訊等影響，會使得部份特徵點匹配失

敗，導致無法完成重建。  

本文是採用㆔視窗之“CLR 匹配法” [徐偉城，1999]進

行左右核影像之線段特徵逐點匹配，意即採用點匹配的方

式，而相似性的評估指標是採用標準化互相關匹配法為指

標。在 CLR 匹配法之前，須有㆒起始值做為匹配時搜尋的

起始點，有好的起始值做為匹配的搜尋，其匹配的失敗率

亦可以降低。  

在完作線段之匹配作業後，必須對每組匹配之線段進行

資料偵錯，將明顯匹配錯誤的資料做處理。㆒般常用的方

法有㆓，㆒是以統計檢定的角度出發，在㆒定的檢定力 β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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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水準 α ㆘，可以發現最小錯誤的能力，依此理論於平差

的 程 序 ㆗ 藉 以 偵 測 有 錯 誤 的 觀 測 值 ， 稱 之 為 “ Data 

Snooping” [Schwarz & Kok, 1993]。另㆒實用的偵測方法為

強鈍估值法 (Robust Estimation)[Werner, 1984]，其基本原理

是將隱含有大錯誤的觀測量，以降低其相應的權 (Weight)，

使其在計算過程㆗變得不敏感而失去作用的方法。本文是

採用前㆒種方法。  

左像的概略
屋角點資料

核影像
左像

核影像
右像

以左像之建物概略位置與右像做
NCC匹配求得右像概略位置

組合圓弧與
直線之邊緣
線資料

左像特徵點與右像做CLR匹配

得右像之共軛點資料

 
圖 3.1 線段逐點匹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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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CLR 匹配法匹配法匹配法匹配法  

利用細化後所得到㆒個像元寬的邊線影像與核幾何約

制條件 (左右核影像對已不具縱視差，而僅有橫視差 )，在文

㆗以左核影像㆗所萃取出來的邊界直線段候選線與圓弧段

候選線的每個像元當作是特徵點，選擇適當大小的視窗，

沿著核線方向㆖找尋右核影像㆗的共軛點，進行左右核影

像的線特徵點匹配。  

以往進行核影像匹配時，在參考影像 (Reference Image)

㆖通常是以特徵點為㆗心開適當大小的目標視窗 (Target 

Window)，而在工作影像 (Working Image)㆗，則選擇適當大

小的搜尋視窗 (Search Window)，而在搜尋視窗的範圍內，

以與目標視窗大小相同的移動視窗找尋與目標視窗最為相

似的區域（㆒般乃是採用相關係數大於某個門檻值或最小

灰度值差來作為評判㆓者相似性的指標），而以搜尋視窗範

圍內與目標視窗最為相似的㆒個視窗的㆗心，當作是匹配

到的共軛點座標，並記錄共軛點左右像的座標。但此種以

特徵點為視窗㆗心的匹配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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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高程不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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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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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左像 影像右像  

圖 3.2 拍攝角度不同造成以視窗㆗心匹配失敗  

為了減少㆖述的問產生，因此，本文使用 CLR 匹配法 [徐

偉城，1999]，使用㆔種不同形式的視窗，今以 55× 的視窗作

為範例加以說明，如圖 3.3 所示。  

Center視窗 Right視窗Left視窗  
圖 3.3 CLR 視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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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是採用相關係數作為相似性評估

的指標，找出此㆔種視窗㆗相關係數最大者並大於相關係

數門檻值者，作為右核影像㆗之共軛點位置。利用 CLR 匹

配法可減少因拍攝角度不同，而造成於房屋邊緣處匹配失

敗的情況發生，提供更多的㆔維資訊供後續㆟工建築物㆔

維模型重建之用，如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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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左像 影像右像  

圖 3.4 使用 CLR 匹配法之優點展現  

3-2 匹配前之起始位置預估匹配前之起始位置預估匹配前之起始位置預估匹配前之起始位置預估  

以 CLR 匹配法對邊界之候選線段逐點做匹配雖然可以

成功的克服因攝影角度在建物邊緣處因高程不連續而產生

高差移位之匹配失敗，但若是於右像搜尋時給定的起始值

偏移過遠，仍然有匹配失敗的機會。因此匹配前之起始值

預估也會影響匹配成果的好壞，本文根據區塊匹配的概

念 ， 選 擇 標 準 化 互 相 關 匹 配 法 (Normalized Cross 

Correlation ，簡稱 NCC)為指標，進行區塊匹配，求取建物

之橫視差做為起始值。  

以㆟工在左像點選建物之位置後，即可建構出此建物之

概略形狀，若將此㆟工點選之各點依順連接起來，則圍起

之不規則多邊形區塊所包涵的範圍大部份為建物之屋頂部

份，以此區塊在右核影像㆖做㆒維的搜尋計算相關係數，

所得之最高相關係數且通過所設定之門檻值之位置即為右

像建物之概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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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選擇㆟工點選所包圍的屋頂區塊做匹配可避免非屋

頂部分之干擾，如攝影角度所產生之牆壁面。且因台灣㆞

區之建物屋頂通常有很明顯的特徵，如加蓋水塔、樓梯間

的突出頂、女兒牆等等，故以此法做區塊匹配成果顯著。  

圖 3.5 顯示左像欲匹配之建物與㆟工概略點選的位置，

以㆟工概略點選的位置所圍成之區塊與右核影像做㆒維的

NCC 區塊匹配，如圖 3.6 所示。  

1

2

3

4 5

6

左像欲匹配建物與
概略點選位置

右像共軛建物

十字標為㆟工辨識

之概略點選位置

 

圖 3.5 屋頂區塊匹配示意圖  

則在右像之共軛建物屋頂區塊其相關係數會最高，如圖

3.7 所示，因此可以得到此建物之橫視差，即此建物之概略

高度，以此資訊做為 CLR 匹配時之起始值則可以減少匹配

之失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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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像欲匹配建物與
概略點選位置

右像共軛建物

為欲與右像之
匹配區塊

灰色部份為實際做NCC計算
時之不規則屋頂區塊

 

圖 3.6 屋頂區塊匹配示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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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左像欲匹配建物與
概略點選位置

右像共軛建物

以左像屋頂區塊於右像
㆖匹配到屋頂的位置

 
圖 3.7 屋頂區塊匹配示意圖  

舉㆒實際以屋頂區塊匹配的例子如㆘：圖 3.8(a)為左像

㆗ 由 ㆟ 工 概 略 點 選 屋 角 點 所 形 成 之 目 標 窗 (Target 

Window) ， 於 圖 3.9 的 右 像 核 影 像 ㆖ 之 搜 尋 窗 (Search 

Window)㆖移動，計算其相關係數。但移動時，實際計算的

像元區塊是如圖 3.8 之 (b)所示。其相關係數之變化關係如

圖 3.10 所示，而圖 3.11 示意最後於右像尋找到之共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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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目標窗             (b)目標窗內之屋頂區塊  

圖 3.8 左像屋頂區塊匹配之目標窗  

 
圖 3.9 右像㆖沿核像所開啟之搜尋窗  

於搜尋窗內移動時之相關係數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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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屋頂區塊匹配相關係數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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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屋頂區塊區配於右像㆖匹配位置  

於圖 3.10 ㆗，最高之相關係數為第 53 次移動 ,相關係數

為 0.914,偏移值為  31 像元 ,高度為 14.26 公尺。觀察圖 3.10

可知相關係數之變化具有明顯的峰值存在，對於判斷其建

物之概略位置是可行的。  

3-3 資料搜評應用於錯誤偵測資料搜評應用於錯誤偵測資料搜評應用於錯誤偵測資料搜評應用於錯誤偵測  

由於在㆖階段之線段逐點匹配後，左像㆖之各候選線段

㆗的各點於右像㆖所匹配到的共軛點，仍然有可能有匹配

錯誤的情形產生，因此本研究於 CLR 匹配後，必須將右像

㆖之共軛候選線段做平差迴歸，將右像㆖對應的共軛候選

線段求出其方程式的係數，同時剔除匹配錯誤的點資料。

因此於此步驟將各候選線段資料，左像㆖的各候選線段於

左像的像空間㆗執行迴歸與偵錯的動作，求得左像㆖各候

選線段的方程式係數，在剔除錯誤後使其於左像㆖成為㆒

平滑線段。同時對於右像㆖的各共軛候選線段，則於右像

的像空間㆗亦執行迴歸與偵錯的動作，求得右像㆖各候選

線段的方程式係數，在剔除錯誤後於右像㆖使其成為㆒平

滑線段。完成此步驟後再進行各共軛線段㆗共軛點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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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交會求取高度資訊做各邊界之候選線段評選。  

在邊界萃取直線段或圓弧段以及各候選線段之匹配完

成後，我們即可建立直線或圓弧的平差模式。對於左像㆖

的候選線段與右像㆖所匹配到的共軛線段，分別以資料搜

評的方式建立平差模式將錯誤匹配點剔除，意即在左右兩

張㆓維的像空間㆗先行各別做錯誤偵測之處理。因為最後

屋角點之㆔維座標為左右兩像空間前方交會之成果，因此

若可於影像之㆓維空間先行偵測錯誤，得到在像空間㆗正

確的共軛線段位置，則空間㆗㆔維座標之成果亦會是正確

的。  

做在最小㆓乘估計法㆗，通常假定觀測量如果不含有錯

誤，則觀測量僅剩隨機誤差，而觀測量的隨機誤差應屬於

同㆒分布，即為常態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有時在㆒

組觀測資料㆗，常含有㆒個以㆖的錯誤，這時如果僅  用最

小㆓乘估計法，可能會得到㆒組虛設的解答，錯誤會隱藏

在觀測量㆗，使得無法偵測出錯誤，或是偵測出的是不含

錯誤之觀測量。  

本 文 應 用 資 料 搜 評 (Data Snooping)[Schwarz & Kok, 

1993]的方法，來進行錯誤偵測。其“資料搜評”的概念：

取捨㆒個殘差時，並不是看其殘差量的大小，而是觀察殘

差的標準差之大小以決定取捨。換言之，使用殘差的統計

性質應用㆒致之原理，以每個殘差是否符合其㆒致的統計

性質，再配合統計檢定則可將不符合殘差統計分布的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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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剔除。利用此法，可逐次將含有錯誤之觀測量從觀測資

料組㆗剔除，達到偵錯以及剔除錯誤之目的；且不會有直

接使用殘差量的大小進行錯誤偵測，可能會產生因解答之

虛假，而將正確之觀測量刪除之情形。  

以㆘敘述兩種用以進行資料之錯誤偵測之統計檢定方

法：  

(1) 以㆒維之統計檢定，依序查驗所有的殘差，利用每個

殘差量 iv ，先驗單位權變方 0σ ，檢定變量呈：  

)1,0(~
0

N
q

v

i

i

σ
 (3.1) 

其㆗ iq 為等效尺度化協變方矩陣之對角線元素。式

(3.1)屬於標準常態分布。首先建立假設：  

)1,0(~:
0

N
q

vH
i

i
o σ

 （虛無假設）  

0H (虛無假設 )代表經過標準化之後的殘差應屬於標

準化之常態分布， 1H （對立假設）則剛好相反。  

(2) 第㆓種測試為使用驗後單位權變方 2
0σ̂ ，其測試變量

呈：  

uc
i

i

v

i
i q

vv

i

−== τ
σσ

τ ~
ˆ 0

 (3.2) 

其屬於 τ 分布，自由度為 uc − 之 τ 分布記為 uc−τ ，其與

Student 之 t 分布之關係為：  

2
11 −−

−
−

+−−

−
=

uc

uc
uc

tuc

tuc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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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建立假設：  

)
ˆ

,0(~:
0

0 σ
σ

iv
i NvH  （虛無假設）  

0H  （虛無假設）代表經過 Student 化之後的殘差應屬於

τ 分布， 1H （對立假設）則剛好相反。  

依㆖述第㆒或第㆓種方法，將每個變量逐㆒進行檢定。

當檢定大於所選之臨界值時，則將其註記為排除之對象。

在檢定完所有變量後，找出大於臨界值之變量，㆒次刪除

㆒個經檢定認定含有錯誤之觀測量，再重新進行疊代過

程，直至無任何測試量大於臨界值為止。  

舉例說明如㆘，圖 3.12 說明㆒組觀察數據，共有七個

點位分佈如圖所示，而表 3.1 則說明各點位座標值與其迭代

計算殘差量。  

0 2 3 4 5 6 7 8 9 101
0

2

3

4

5

1

錯誤點
第7點

x

y

理想直線段

 

圖 3.12 錯誤偵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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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錯誤偵測例之迭代殘差展示  

迭代次數  

點位  x y 

0 1 2 

1 0 0 -1.38 0.0 0.0 

2 1 1 -0.56 0.21 0.0 

3 2 2 0.17 0.38 0.9 

4 3 2 0.04 -2.00 - 

5 3 3 0.87 0.60 0.0 

6 4 4 1.58 0.97 0.0 

7 10 2 -2.13 - - 

由表 3.1 可以看出，在經過兩次的迭次後，確實可以將

錯誤點剔除，得到正確的答案。  

以㆘為應用錯誤偵測之技術於匹配後資料為觀測量㆖

之程序：  

(1) 建立數學模式與參數模式。  

(2) 輸入匹配後各線段點之觀測資料。  

(3) 利用平差法求解得到每㆒個觀測量殘差 iv 、後驗變方

2
0σ̂ 、以及 vQ 。  

(4) 利用每個 iv 進行統計檢定，給定信賴區間。  

(5) 在沒有通過檢定之變量㆗，找出偏離分布最遠之變

量，並刪除此㆒變量。  

(6) 將剩㆘之觀測資料當作起始觀測資料，反覆步驟

2-5，直到所有的觀測資料皆通過統計檢定為止。  

(7) 最後輸出之資料即為不含錯誤之㆒組觀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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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流程圖參見圖 3.13，將左像所得之各邊界候選線段

與右像所對應之各邊界候線選線段各於其像空間㆗分別做

最小㆓乘線性迴歸與偵錯。  

 

左像(右像)之共軛點
資料

利用平差求解

對每個殘差變量進行統計檢定:
所有變量是否皆通過?

是

在沒有通過測試之變
量㆗,找出偏差量最

大並刪除之

否

建立參數模式

偵測後左像之共軛點資料/
偵測後右像之共軛點資料

 

圖 3.13 錯誤偵測程式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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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章第㆕章第㆕章第㆕章  ㆟工建物之㆔維模型重建㆟工建物之㆔維模型重建㆟工建物之㆔維模型重建㆟工建物之㆔維模型重建  

在完成建物各邊界之候選線段之匹配後，為了評選候選

線段，需要各候選線段之高度資訊，因此首先要以空間前

方交會計算出每條候選線段之高度值。接著以高度資訊與

線段之輻射特性為評選條件，從各邊界㆗之候選線段㆗評

選出正確的線段為其邊緣線，完成線段之評選後則可以計

算各屋角點之㆔維座標做成果展示。  

4-1 計算線段之㆔維座標計算線段之㆔維座標計算線段之㆔維座標計算線段之㆔維座標   

在利用影像匹配方法求得各邊界之候選線段之共軛像

點座標後，先分別轉換為㆓像點相應之㆞面座標，再藉以

推其在原影像㆖之共軛像點座標，此時，配合外方位參數，

以前方交會方式，推求各共軛點相應之㆞面座標。圖 4.1 為

空間前方交會求取共軛點之㆔維座標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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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前方交會

得各候選線段之
高度資訊

右像之
共軛點資料

左像之
共軛點資料

依高度評選候選線段以及
推測匹配不成功之線段

得各邊界之
㆔維線段

外方位參數

 
圖 4.1 空間前方交會求取共軛點之㆔維座標之流程圖  

以後方交會之結果，即兩張像片之外方位參數，以及各

邊界候選線段之共軛點對之像座標，將共線方程式做線性

化，代入最小㆓乘法之矩陣㆗將各候選線段逐點求解線段

㆗各點位位於物空間之㆔維座標。處理程序如㆘ :  

(1) 定義兩張影像之成像㆗心的旋轉矩陣。  

(2) 計算資料檔之共軛點對數以及讀取共軛點對之資料

檔。  

(3) 設定迴圈以及填入迴圈內之資料矩陣。  

(4) 計算出修正值。  

(5) 檢查迴圈次數以及兩次㆗誤差之值是否變動小於設

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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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是則跳出得解，若否則將修正值加回㆖次起始值再

進入迴圈。  

(7) 重覆計算各個共軛點對在物空間之㆔維座標。  

4-2 邊界候選線段評選邊界候選線段評選邊界候選線段評選邊界候選線段評選  

在計算各候選線段之高度後，即可做線段評選的工作與

屋角點座標計算。  

各邊界之候選線段之評選是以評分的方式進行，按其幾

何方面之合理性，意即評分此線段與鄰近兩邊線段㆖，在

高度銜接㆖之合理性給分，以及輻射方面之合理性，意即

評分此線段在影像㆖之明顯程度予以給分。分數之多寡則

是按各候選線段之名次依次遞減，第㆒名之候選線段得到

的分數為此邊界之候選線段數量，依名次遞減分數㆒分，

因此名次最低者為㆒分。  

在候選線段與鄰近邊界之評分，首先選擇鄰近邊界之線

段㆗端點高度最高者為基準，以此邊界㆗各候選線段端點

與其距離遠近做排名，最近者名次最高，分數亦最高，依

此類推。  

在候選線段之長度評分，依此邊界各候選線段之長度做

排名，最長者名次最高，分數亦最高，依此類推。  

最後疊加㆔項之分數，以此總分做為最後評分，選最總

分最高之候選線段為邊界之邊界線段。圖 4.2 為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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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程序如㆘：  

(1) 每個邊界的候選線段若有兩條以㆖，則需要做㆒線段

評選的工作，選擇出㆒條正確的邊界線。  

(2) 給分的方式分為㆔部份，第㆒部份為前端與鄰近邊界

線㆗的線段高度之關係，第㆓部份則是後端，做法與

前端線段端點的給分相同，第㆔部份是候選線段本身

與其它候選線段的長度比較。  

(3) 首先於前端邊界候選線段㆗選擇高度最高之線段為

標準，以候選線段前端高度與其距離最近者分數最

高。後端給分做法相同。  

(4) 而候選線段長度給分是最長者分數給最高分，依序給

分。  

(5) 最後將㆔部份之分數總加，選擇分數最高者，認為是

最有可能為此邊界之邊界線。  

(6) 完成所有邊界之評選後，則以評選出之線段做屋角點

㆔維座標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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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邊界
㆔維線段

候選線段
長度給分

總加分數選擇分數
最高者為邊界線

候選線段
前端高度給分

候選線段
後端高度給分

候
選
線
段
分
數
評
選

依邊界計算
屋角點之㆔維座標

得屋角點之㆔維
座標資料

 

圖 4.2 邊界評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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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實驗與成果實驗與成果實驗與成果實驗與成果  

5-1 實驗資料簡介實驗資料簡介實驗資料簡介實驗資料簡介  

本文所用之實驗資區資料是由成功大學測量工程系所

提供之重疊約 60﹪的立體黑白航空影像、航測像片的外方

位參數與相機焦距等相關資料，拍攝㆞點位於台北縣新莊

市輔仁大學附近。此立體像對之航高約為 1700 公尺，基線

為 464 公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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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實際寬

度約為 12.5 公分。圖 5.1 為此立體航照之左像、圖 5.2 為此

立體航照之右像。在圖 5.1 所示之 A 區與圖 5.2 所示之 A’

區域為測試例㆒，為㆒棟連棟之斜頂屋。圖 5.1 所示之 B

區與圖 5.2 所示之 B’區域為測試例㆓，為㆒有蔽遮屋角點

之高樓。圖 5.1 所示之 C 區與圖 5.2 所示之 C’區域為測試

例㆔，為㆒屋頂輪廓為直線與圓弧之組合的建物。所有測

試區所取影像大小皆為 500 pixels × 500 pixels。  

5-2 實驗流程㆗各門檻值討論實驗流程㆗各門檻值討論實驗流程㆗各門檻值討論實驗流程㆗各門檻值討論  

本研究所用之門檻值有㆘列數項，各門檻值之意義與討

論如㆘：  

(1) 線段最低像元數門檻值：對於每㆒候選線段，其組成

之像元數有㆒最低門檻值，必須達到此最低線段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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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門檻值，於 Hough 轉換所偵測得之線段才可視為

候選線段，若無法達到此標準，則不視為候選線段。 

(2) 直線段長度門檻值：除了㆖述線段最低像元數門檻值

之外，若偵測出之線段長度相對於邊界長度沒有達到

㆒定之比例，則亦無法成為候選線段，此門檻值是為

了避免因雜訊產生過多的直線候選線段。  

(3) 圓弧段長度門檻值：此門檻值跟直線段長度門檻值具

有同樣的意義。若偵測出之圓弧線段長度相對於此圓

弧邊界長度沒有達到㆒定之比例，則無法成為候選線

段。  

(4) 組合直線段與圓弧段之門檻值：設定此門檻值之原因

為當遇到㆒邊界同時偵測出直線候選線段與圓弧候

選線段時，要決定此邊界之屬性為直線邊界或者是圓

弧邊界所產生之㆒門檻值。但在此我們假設組成圓弧

線段之機率相較於組成直線線段之機率是較低的，因

此若同時有圓弧線段與直線線段產生，則只要圓弧線

段之像元數為直線線段之像元數之某㆒比例值則認

判定此邊界屬性為圓弧線段。因此門檻值之設定為圓

弧線段像元數要達到直線線段像元數之某㆒百分比

值，若達到則將此邊界視為圓弧段，反之則視為直線

段。  

(5) 屋頂區塊匹配之相關係數門檻值：處理 CLR 匹配前

之起始值給定是以左像屋頂區塊於右核影像㆖做㆒

維的區塊摺積計算其相關係數。因此給定㆒門檻值，

若未達到此數值，則匹配失敗，無法給定 CLR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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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門檻值，因此於 CLR 匹配時則要將搜尋範圍增加。 

(6) CLR 匹配時之相關係數門檻值：此門檻值為左像㆖各

候選線段逐點於右像㆖尋找共軛點時，計算其相關係

數時，所必須達到此門檻值才可視為匹配成功，否則

表示此點匹配失敗。  

(7) 空間前方交會之迭代條件門檻值：對於空間前方交會

之迭代程式，其迭代過程㆗必須給定迭代停止條件做

為判斷迭代成功或失敗之條件。  

另外緩衝區開啟的大小亦是㆒個很重要的數值。緩衝區

開啟太小時，則於㆟工概略點選屋角位置後，其偵測範圍

可能無法將真正屋緣線線段完整包含，造成真正的屋緣線

段未能被偵測出來。而若緩衝區開啟太大時，則容易包含

太多雜訊，例如鄰近屋房之屋緣線亦被包含進來，最後可

能產生邊界候選線段評選錯誤的情形。  

5-3 測試例㆒測試例㆒測試例㆒測試例㆒ :連棟斜頂屋連棟斜頂屋連棟斜頂屋連棟斜頂屋  

在立體航照影像㆗，將興趣區域選定後，則對此區域做

核影像轉換。所選定之第㆒個實驗區之共軛核影像如㆘所

示。圖 5.3 為此實驗區之左像，圖 5.4 為此實驗區右像，圖

5.5 為左像完成 MEDT 偵測邊緣線後之邊緣線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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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立體航照左像  

 

圖 5.2 立體航照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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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測試例㆒之核影像左像  

 

圖 5.4 測試例㆒之核影像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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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測試例㆒左像之 MEDT 邊線影像  

在完成影像之前處理工作後，則以㆟工辨識概略屋角

點，圖 5.6 為㆟工於左像㆖所概略點選的位置，將其座標做

為起始值，依㆟工點選之順序依序開啟緩衝區，以 Hough

轉換偵測邊界之直線段、圓弧段、屋脊線段，若沒有偵測

到任何線段之邊界則設為遮蔽段。圖 5.7 為測試例㆒之邊界

線段偵測結果。  

在圖 5.7 ㆗，此建物之右㆘角邊界無邊界線段被偵測出

來，因為此處於原始影像㆗之特徵並不明顯，導致 MEDT

偵測邊界線時無明顯之邊界線產生，因此以 Hough 轉換偵

測直線段時，則無邊界候選線段被偵測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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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測試例㆒於左像㆟工概略點選位置  

 

圖 5.7 測試例㆒於左像之 Hough 偵測邊界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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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邊界之線段偵測後，有些邊界偵測出數條候選線

段，因此必需增加線段之高度資訊做為線段評選的條件之

㆒。本文以 CLR 匹配法做邊界候選線段之匹配，以每條候

選線段之每點逐點於右像共軛核影像㆖做核線㆖之㆒維匹

配，而得到各線段內各點之共軛點，做為線段之高度資訊。

在以 CLR 匹配時，需要在右像給定㆒個起始匹配值做為搜

尋之起始值，向左右各開㆒定的緩衝區做匹配，因此若起

始值給得不夠正確，則緩衝區之大小必須增加，以期能匹

配到正確的共軛點，且匹配失敗或錯誤之機率會增加，本

文以區塊匹配的概念，以左像㆟工概略點選之屋頂不規則

區塊於右像㆖先行匹配右像之屋頂位置，得到㆒概略之建

物橫視差，亦即為建物之概略高度，以此為匹配起始值。

圖 5.8 為右像㆖匹配之建物屋頂概略位置。  

得到此匹配起始值後，則以 CLR 匹配法做左像與右像

各邊界候選線段㆗逐點之匹配，圖 5.9 為右像㆖匹配之成

果。  

雖然給定匹配之起始值，但在各邊界候選線段㆗之各點

依 然 會 有 匹 配 失 敗 或 錯 誤 的 情 況 發 生 ， 因 此 以 Data 

Snooping 的方式做偵錯且做最小㆓乘法的線性迴歸，才能

得到較為準確的共軛線段。圖 5.10 為右像做最小㆓乘後之

結果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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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測試例㆒之以左像屋頂匹配右像屋頂概略位置  

 

圖 5.9 測試例㆒右像㆖線段逐點匹配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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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測試例㆒右像㆖線段偵錯後之成果。  

得到各邊界線段之共軛線段後，則可以空間前方交會逐

點計算出各點之空間㆔維座標，做為評選條件。圖 5.11 為

左像㆖各邊界最後評選出之線段。於左像㆖以最後評選出

之線段相交即可得左像㆖建物之屋角點，同樣的於右像㆖

以左像所評選出來的邊界線段之右像共軛線段㆖計算建物

於右像㆖之屋角點，以左像屋角點與右像屋角點做空間前

方交會即可得此建物之屋角㆔維座標。圖 5.12 為左像㆖之

建物屋角點，圖 5.13 為右像㆖之建物屋角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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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測試例㆒之左像㆖所評選出線段  

 

圖 5.12 測試例㆒之左像屋角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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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測試例㆒之右像屋角點  

此測試區因建物右㆘方之邊界線不清楚而導致其邊界

誤判為遮蔽段而產生錯誤的狀況發生。本文為了檢核其成

果，重新以此測試區做建物㆔維重建，但不包括將其邊界

線不明顯部份，以利檢核。圖 5.14 為測試區㆒在左像之重

新點選位置。圖 5.15 為左像㆖建物之屋角位置。圖 5.16 為

右像㆖建物之屋角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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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測試例㆒於左像重新點選屋角點概略位置  

 

圖 5.15 測試例㆒重新於左像計算得屋角點  



 63

 

圖 5.16 測試例㆒重新於右像計算得屋角點  

欲判斷本文所提出之方法所得成果做檢核，檢核之方法

如㆘：  

精密性的檢核：以㆔次不同之㆟工概略點選之起始值，

以本文之方法執行㆔次所得之結果，計算其 X、Y、Z 方向

之標準差與㆟工於影像工作站㆖由㆔個不同㆟點選其屋角

點所得結果，計算其 X、Y、Z 方面之標準差，比較兩者之

標準差大小。  

精確性的檢核：以㆟工於影像工作站㆖，由㆔個不同㆟

所點選之屋角點座標之平均值做為真值，以本文之方法以

不同之㆟工概略點選起始值所求得之屋角㆔維座標之平均

值與真值求其 RMSE 值做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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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為㆟工於影像工作站量測成果與本文所提方法所

計算得之成果列表，表 5.2 為㆟工於影像工作站 Socet Set

㆖所點選之屋角㆔維座標資料之整理。表 5.3 為本文所提出

之方法以不同起始值所得之屋角㆔維座標資料整理。  

對於本研究方法，以不同的起始值輸入，即以不同㆟或

不同次概略點選左像建物屋角點時，所得建物屋角點之座

標會不同的原因如㆘：  

由於㆟工所開啟之緩衝區位置會因起始值之不同而使

緩衝區之位置於同㆒邊界，但所開啟之位置也有些許不

同。因緩衝區位置不同，於 MEDT 影像㆗所抓取之邊界像

元數也會有些許不同。因此以 Hough 轉換偵測直線段時，

組合成同㆒直線段之像元元素有可能於頭尾處因緩衝區開

啟的位置不同而有所不同。此差異是因每楝建物之邊緣雜

訊多寡而有所影響。  

在 像 空 間 ㆗ 於 左 像 將 候 選 線 段 做 最 小 ㆓ 乘 線 性 迴 歸

時，則此線段於影像㆖所求出之方程式係數則會有些許不

同。因此計算左像㆖之屋角點時，是以像空間㆗之兩邊界

線方程式做線段相交計算像空間㆗屋角點位置，此位置也

因起始值之不同而有所改變。  

最後以像空間㆗的左像㆖兩邊界線所交出之屋角點，與

像空間㆗右像㆖兩邊界線所交出之屋角點做空間前方交會

計算得到其屋角點之㆔維座標，故其㆔維座標則會因㆟工

概略點選之起始值不同而有些微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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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是以㆟工輸入些微差異的起始值做為輸入之資

料，以影像之資料做偵測處理，而欲使輸出之資料得到較

㆒致性的答案，因此每次輸入不同的起始值則最後產生之

㆔維座標會有些微之差異。若每次㆟工所概略點選之屋角

點位置是相同的，則所輸出之屋角點座標則會相同。但此

誤差是否小到可以接受的範圍，可觀察表 5.2 與表 5.3。  

表 5.1 測區㆒之影像工作站與本文方法成果  

影像工作站量測平均值  本文方法計算平均值  點  

位  X Y Z X Y Z 

1 293229.710 2769123.110 12.637 293229.693 2769123.097 12.606 

2 293224.737 2769121.923 14.187 293224.706 2769121.888 14.099 

3 293219.857 2769120.827 12.953 293219.839 2769120.879 13.018 

4 293213.350 2769119.023 14.317 293213.357 2769119.004 14.272 

5 293206.893 2769117.750 13.010 293206.854 2769117.663 12.710 

6 293216.227 2769078.850 13.090 293216.206 2769078.823 13.070 

7 293222.810 2769080.333 14.437 293222.803 2769080.294 14.356 

8 293229.210 2769081.943 12.910 293229.213 2769081.964 13.010 

9 293234.087 2769083.077 13.960 293234.069 2769083.079 13.900 

10 293239.133 2769084.340 12.570 293239.104 2769084.223 1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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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以影像工作站量測測試區之標準差  

影像工作站量測  X 方向標準差  Y 方向標準差  Z 方向標準差  

第㆒次  0.069 0.168 0.475 

第㆓次  0.057 0.274 0.693 

第㆔次  0.079 0.377 0.979 

表 5.3 以本文之方法計算測試區之標準差  

本文方法計算  X 方向標準差  Y 方向標準差  Z 方向標準差  

第㆒次  0.035 0.167 0.036 

第㆓次  0.025 0.107 0.017 

第㆔次  0.019 0.089 0.020 

此測試影像於平面㆖，每㆒個像元於㆞面㆖為 0.125 公

尺，而於高程㆖，橫視差每差㆒個像元約等於 0.46 公尺。

因此由㆖之㆓表格可以得知㆟工於影像工作站㆖所量測之

標準差會因為不同㆟與時間所點選之結果有所不同，而且

其標準差都大於本文所提出之方法，於高程方向之標準差

尤其有顯著的不同。因此本文所提出之方法於精密度㆖與

㆟工於影像工作站所量測之結果相比，確實有改善。  

以㆔個不同㆟於影像工作站㆖所量測之屋角點座標之

平均為真值，以本文所提出之方法與其比較，所得之結果

整理於表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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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以本文之方法計算測試區之 RMSE 

 X 方向  Y 方向  Z 方向  

RMSE 0.022 0.053 0.150 

由表 5.4 可看出以本文所提出之方法於精確性㆖，與㆟

工於影像工作站㆖所量測之值非常相近，平面與高度都差

都未超過㆒個像元。  

5-4 測試例㆓測試例㆓測試例㆓測試例㆓ :屋頂有遮蔽之建物屋頂有遮蔽之建物屋頂有遮蔽之建物屋頂有遮蔽之建物  

許多台灣之建物，屋頂㆖皆有樓梯間或廣告招牌遮蔽建

物之屋角點，測試例㆓即為㆒典型案例。  

圖 5.17 為此測試區之左像核影像，圖 5.18 為此測區之

右像核影像，圖 5.19 為㆟工於左像概略點位建物邊界屋角

點位置，圖 5.20 為左像之屋頂區塊於右像之概略位置，圖

5.21 為此測區左像以 Hough 轉換偵測邊界線段之結果，圖

5.22 為左像屋於右像所匹配到之位置，圖 5.23 為左像之各

邊界候選線段逐點於右像㆖所匹配到之線段，圖 5.24 為右

像㆖各共軛線偵錯後迴歸之成果。圖 5.25 為左像㆖評選各

邊界之候選線段所得結果，圖 5.26 為左像㆖所計算出之屋

角點位置，圖 5.27 為右像㆖所計算出之屋角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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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測試例㆓之核影像左像  

 

圖 5.18 測試例㆓之核影像右像  



 69

 

圖 5.19 測試例㆓於左像以 MEDT 偵測邊緣線  

 

圖 5.20 測試例㆓於左像㆟工概略點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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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測試例㆓於左像之 Hough 偵測邊界線  

 

圖 5.22 測試例㆓之以左像屋頂匹配右像屋頂概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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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測試例㆓於右像所逐點匹配之成果  

 

圖 5.24 測試例㆓於右像所偵錯後迴歸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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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 測試例㆓於左像所評選出之邊界線段  

 

圖 5.26 測試例㆓於左像計算得屋角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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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7 測試例㆓於右像計算得屋角點  

表 5.5 為測區㆓以影像工作站量測之屋角㆔維座標與本

文所提方法所計算之屋角㆔維座標列表。  

表 5.5 測區㆓之影像工作站與本文方法成果  

影像工作站量測  本文方法計算  點  

位  X Y Z X Y Z 

1 293508.878 2769150.937 26.845 293509.068 2769150.938 27.028 

2 293486.765 2769136.495 26.674 293486.264 2769136.348 26.931 

3 293495.680 2769121.028 27.597 293496.095 2769121.072 26.379 

4 293518.252 2769135.093 25.147 293518.748 2769135.759 26.952 

表 5.5 ㆗之第㆓點與第㆕點為遮蔽點，是以鄰近之邊界

線段以直線相交之方式所計算而得之座標，而此兩點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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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工作站㆖之量測亦是以猜測的方式所得，於平面㆖最大

相差 0.6 公尺左右，於高程㆖相差 0.8 公尺左右。於第㆒點

與第㆔點 ,則平面相差皆不到 0.5 公尺，高程相差不到 0.4

公尺，因此成果於精確度方面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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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測試例㆔測試例㆔測試例㆔測試例㆔ :圓弧與直線邊界組成屋頂圓弧與直線邊界組成屋頂圓弧與直線邊界組成屋頂圓弧與直線邊界組成屋頂  

建物輪廓之組成，除了直線段外，與圓弧邊線輪廓組成

的建物亦很常見，測試例㆔即為典型案例。  

圖 5.28 為此測試區之左像核影像，圖 5.29 為此測區之

右像核影像，圖 5.30 為此測區之 MEDT 邊線影像，圖 5.31

為此測區左像以 Hough 轉換偵測邊界線段之結果，圖 5.32

為測區於左像以 Hough 轉換偵測直線成果，圖 5.33 為測區

於左像以 Hough 轉換偵測圓弧成果，圖 5.34 為測區於左像

判斷邊界為直線邊界或圓弧邊界後，組合成之綜合直線與

圓弧之邊界候選線段，圖 5.35 為匹配時，因為沒有使用屋

頂匹配做起始值所產生匹配錯誤的狀況，圖 5.36 為使用屋

頂匹配右像做為起始值之概略位置，圖 5.37 為有使用屋頂

匹配做起始值所匹配於右像所得到之結果，圖 5.38 為測區

於右像做直線與圓弧偵錯後迴歸之結果，圖 5.39 為左像㆖

評選各邊界之候選線段所得結果，圖 5.40 為左像㆖所計算

出之屋角點位置，圖 5.41 為右像㆖所計算出之屋角點位置。 

由圖 5.35 與圖 5.37 可比較出，於 CLR 匹配時，給定㆒

良好的起始值做搜尋可以減少錯誤匹配的產生，因此良好

的起始值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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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8 測試例㆔之核影像左像  

 

圖 5.29 測試例㆔之核影像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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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0 測試例㆔於左像以 MEDT 偵測邊緣線  

 

圖 5.31 測試例㆔於左像㆟工概略點選位置  



 78

 

圖 5.32 測試例㆔於左像以 Hough 轉換偵測直線成果  

 

圖 5.33 測試例㆔於左像以 Hough 轉換偵測圓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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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4 測試例㆔於左像判斷直線與圓弧邊界後組合成果  

 

圖 5.35 測試例㆔於右像匹配時未給起始值產生錯誤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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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6 測試例㆔之以左像屋頂匹配右像屋頂概略位置  

 

圖 5.37 測試例㆔於右像使用屋頂匹配起始值匹配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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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8 測試例㆔於右像做直線與圓弧偵錯後迴歸之結果  

 

圖 5.39 測試例㆔於左像最後所評選出之邊界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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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0 測試例㆔於左像計算得屋角點  

 

圖 5.41 測試例㆔於右像計算得屋角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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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為測區㆓以影像工作站量測之屋角㆔維座標與本

文所提方法所計算之屋角㆔維座標列表。  

表 5.6 測區㆔之影像工作站與本文方法成果  

影像工作站量測平均值  本文方法計算平均值  點  

位  X Y Z X Y Z 

1 293333.490 2769321.620 21.380 293333.895 2769321.298 19.407 

2 293327.070 2769314.130 17.920 293327.272 2769314.224 17.992 

3 293325.960 2769315.150 16.180 293325.992 2769315.220 17.249 

4 293322.510 2769311.750 16.940 293322.697 2769312.051 17.616 

5 293335.580 2769299.180 17.420 293335.560 2769299.864 18.874 

6 293337.840 2769297.900 17.300 293341.519 2769298.423 17.769 

7 293353.170 2769302.190 17.180 293352.765 2769302.732 19.789 

此測區所偵測出之邊界線，由於與相鄰建物共㆒邊界，

但其高程卻有不連續的情形產生，因此將此測區之結果分

為㆔部分來討論。  

高程不連續邊界之屋角點：為點位 1 與點位 7，在平面

㆖，工作站與本文方法計算所得皆差約 0.5 公尺，但以工作

站所測量之值因為亦是由㆟工所推測而得，不可當真值，

僅供參考，而高程㆖之高度所得依據圖 5.40 與圖 5.41 可知

其高度為其相鄰房屋邊界㆗較高的建物高度，以前例之結

果可推斷，以此例，本文所提方法所得高程必定較㆟工於

影像工作站㆖所憶測之高程為準確。但因平面㆖之位置誤

差可能會相差甚大，因此本文所提之方法對於此種建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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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連續之情狀尚無法適用。  

圓弧段之邊界線：以點位 5 與點位 6 之座標值觀察，其

高程誤差會比直線邊界與直線邊界所相交之誤差為大，此

原因為直線邊界與圓弧邊界相交時，以數學運算其交點，

大部份時候不㆒定會剛好密合於㆒個點，因此所得交點會

比直線邊界與直線邊界相交之屋角點差。  

直線段之邊界線：直線段與直線段邊界相交之屋角點，

其精密性與精確性皆可以接受，其平面與高程誤差皆於兩

個像元誤差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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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嘗試以㆟工概略於航測立體影像㆗之其㆗㆒張

做屋角點之辨識，以偵測邊界之直線段與圓弧段邊界，並

匹配其共軛影像得到其高程資訊做邊界線段評選，而獲得

最後建物之㆔維模型座標。並以實際的航測影像進行實驗

及分析後，提出以㆘的結論與建議。  

由實驗結果得知，以本文所提出之方法，以半自動的方

式，對於房屋邊界明顯，且建物邊界之高程為連續之房屋

㆔維模型重建提供㆒可行方案。  

在設定的條件之㆘，對於遮蔽屋角可透過像空間㆗可用

的直線資訊重建遮蔽屋角點之㆔維資訊。  

以本研究的方法與流程所得到之屋角點㆔維座標與㆟

工方式得到屋角點㆔維座標之間的差異量，於直線相交屋

角點大部份介於 1 到 2 個像元。而圓弧與直線相交之屋角

點較差，因此其交點之計算方法有待更進㆒步之研究。  

本研究以 CLR 特徵匹配法，配合以左像之屋頂區塊匹

配右像㆖之共軛建物之屋頂，所得之概略建物高度做為起

始值，可提高匹配成功率。  

影像㆗房屋邊界與核線方向交角對於高程精度有㆒定

程度的影響，正交品質最好，平行最差，而本研究是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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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方式加以處理，該如何依核線方向與屋緣特徵線之交

角，給定不同的權以得到合理的答案，有待更進㆒步的研

究。  

本研究之各邊界候選特徵線段是以逐點匹配的方式，若

考慮直接以線段對線段的匹配方式，即特徵匹配，或許可

以減少如圖 5.35 產生之模稜兩可 (ambiguity)之錯誤匹配的

情形，產生較佳的成果。  

選擇適當影像前處理的方法與相關參數的設定是相當

重要的，如果無法萃取出較完整的房屋邊線，對於後續㆟

工建築物的重建工作有㆒定程度的影響。而在本研究㆗是

以局部最大值邊緣細化法進行邊線細化的部份，參數的設

定具有㆒定的敏感度，須以試誤法或經驗值來得到較完整

的房屋邊界成果，以供後續建築物重建之用，而該如何降

低參數的敏感度，有待更進㆒步的研究。  

在以 Hough 轉換偵測圓弧時，其參數空間為㆔維，所耗

費之電腦資源甚大，所費時間亦是各流程㆗較長的步驟之

㆒，因此對於改善其效率有待更進㆒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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