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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數碼城市(Cyber City)是都市規劃，建設，及管理之未來重要發展

方向。而三維建物模型是數碼城市中不可或缺的部分。 

本研究以資訊融合的方式，結合光達及航照資料，重建建物模

型。考量建物之多樣性，重建的重點將包括直線及圓弧輪廓之建物。

先利用高程及光譜資訊，偵測房屋區塊，再由網格化光達資料以切片

法得到建物概略輪廓線及階梯輪廓線。將概略輪廓線反投影至影像空

間中建立工作區域，進行圓弧偵測及直線偵測。接著將圓弧及直線線

段結合建物頂共面分析結果投影至物空間，得到物空間三維階梯線段

及建物外圍輪廓線，並再次進行共面分析求取屋脊線。最後利用 SMS

法建立二維位相關係並模塑產生建物模型。 

本研究測試區位於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航照影像之空間解析力

為 50 cm，光達點雲密度為 2.15(點/平方公尺)。建物區塊偵測成功率

為 91%。在偵測成功的建物區塊內，建物模型重建完全正確及部分正

確之成功率為 90%。建物輪廓部分均方根誤差在 X 方向為 0.73 m，Y

方向為 0.71 m。模塑誤差為 0.12 m。 

 

關鍵詞：光達，數位空照影像，建物偵測，建物重建，建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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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ber city modeling is an important work in the city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hree dimensional building models are 
the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in the cyber city. 

Selecting the approach of data fusion, this investigation combines 
LIDAR point clouds and aerial images to reconstruct building models. 
Considering the variety of buildings, the reconstruction includes 
buildings with line and arc outlines. By the integration of geometric and 
radiometric information first, the building regions are extracted followed 
by the method of elevation slicing to obtain initial building outlines and 
step edges. Through the back projection of the outlines to the image space, 
the arcs and straight lines are obtained. Then the arcs and the straight 
lines are projected to the object space. Employing roof analysis, we 
determine the three dimensional edges and building outlines. Finally, the 
SMS method is applied to generate the building models. 

The test site is in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sinchu. The spatial resolution of aerial image is 50 cm, and the point 
density of LIDAR data is 2.15(point/m2). The success rate of building 
detection is 91%. Among the successfully detected buildings, 90% are 
fully or partially reconstructed. The RMSE of building boundaries are 
0.73 m and 0.71 m in X and Y directions, respectively. The shaping error 
is 0.12 m. 
 
KEY WORDS: LIDAR, aerial image, building detection,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build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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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數碼城市(Cyber City)是都市規劃、建設及管理之未來重要發展方

向，具有虛擬但反應真實、數位化、多維且架構於網際網路的環境等

特性。其應用層面非常廣泛。如可用作都市規劃、區域環境規劃

[Danahy, 1999]、虛擬實境 [Volz and Klinec, 1999] 及變遷偵測

[Mukurami et al., 1999]等用途。 

數碼城市中所需的空間資訊就靜態而言主要在於建置立體的模

型，而三維之房屋模型是不可或缺的部分。傳統上在重建建物模型

時，是以航測方式，透過立體製圖儀，以人工量測的方式得到三維座

標[Wolf and Dewitt, 2000]，以點組成線，再以線組成面的方式建構建

物模型。此種方式所得到之建物模型相當精細，但需要耗費大量人力

與時間。以電腦運算代替人工量測，自動化產生建物模型是目前值得

研究的方向。然而電腦對於影像辨識能力尚無法及人工辨識程度，只

應用影像資訊全自動的產生三維建物模型仍有許多困難，因此許多研

究提出半自動化方式，以人工介入輔助電腦完成建物模型重建。而光

達資料的引進，為提高建物自動化重建之研究方向帶來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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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載雷射掃描系統(Airborne Laser Scanning System)或稱光達系

統 (LIDAR, Light Detecting And Ranging)的發展起源於 1970 年

[Ackermann, 1999]，其特點為能快速的獲取地表物三維點位資訊，並

且相較於航照資料及二維向量資料有較佳的精度[Maas, 2002]。光達

資料的引進，使得房屋模型的精確度及自動化程度更向前邁進了一

步。如以光達資料自動化產生房屋模型[Oda et al., 2004]。也有許多研

究以資料融合的方式，目的是為了結合各種資料的優點，產生更精確

的房屋模型。如以光達資料結合航照資料具有邊界資訊的優點，產生

房屋模型[賴彥中, 2004; Rottensteiner et al., 2004]，或以光達資料結合

二維向量地圖屋緣線明確的優點，產生房屋模型 [Vosselman and 

Dijkman, 2001]。其他如以光達資料結合多光譜影像偵測房屋區塊及

重建房屋模型[Vogtle and Steinle, 2000]，或結合光達資料與序列影像

[Deng et al., 2004]等方法。 

建物模型重建包含建物區塊偵測以及建物模型重建兩大部分，建

物模型重建又包含建物外圍輪廓線偵測以及建物頂結構分析兩步

驟。二維向量圖具有明確建物輪廓線，可省去建物區塊偵測及建物輪

廓線偵測之步驟，但有時會因缺漏或變遷問題而無法使用。 

建物重建的研究甚多，從策略面做分類可以分成兩大類，(1)資

料導向(Data-driven)[Gruen and Wang, 2001; Rau and Chen, 2003]，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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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導向(Model-driven)[Tseng and Wang, 2003; Suveg and Vosselman, 

2004]。比較這兩種策略，模型導向的優點是建物模型推論機制較為

簡易，因為模型導向中的初始模型是明確的，在建物特徵明顯時，模

型導向可藉由初始模型提供較完整模型，但在建物外型複雜或建物頂

結構細碎時，模型庫中之初始模型常無法滿足；而資料導向的優點是

不需選擇初始模型，特徵萃取及模型推論可直接交由電腦處理，但對

於圓弧或球面等屋頂無法完整描述。由於台灣地區之建物頂結構較雜

亂，本研究採用資料導向策略。對於圓弧或球面屋頂之建物，暫不考

慮。 

本研究利用航照中之光譜資訊以及邊緣線資訊，作為光達資料的

輔助。以航照中之光譜資訊，輔助光達資料進行房屋區塊偵測。融合

光達資料中之高程資訊及航照影像中之邊緣線資訊，進行建物模型重

建，達到資料融合的目的。在偵測建物外圍輪廓時，加入圓弧偵測機

制，進行直線與圓弧輪廓的建物模型重建，並且對於屋頂為斜面的建

物，也具有重建的能力，期能提高房屋模型外型之多元性。此處所指

之輪廓為建物邊緣在水平投影方向上之外型。測試將以可靠度及精度

作為主要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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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獻回顧 

在建物模型重建的研究中，自動化的建物重建是最終目的，但由

於建物種類的多樣性，要全自動的由電腦判識建物輪廓以及建物屋頂

結構，決定參數及初始值，仍有許多困難。目前仍侷限於形狀較為簡

單，或種類較為單純之建物，能夠以自動化的方式重建。目前許多文

獻仍朝半自動方式，以人工輔助電腦完成重建的方向研究，提出或改

良重建三維建物模型之方法。 

近年來房屋模型重建的技術漸趨成熟。以自動化的程度來區分，

半自動產生房屋模型的方式，如以半自動方式，在航照影像上以人工

有順序精確點選屋角點，再建構三維建物模型 [Gruen and Dan, 

1997]。或以人工在航空照片上點選概略屋角點，再由電腦計算及空

間前方交會得到三維線段組成房屋模型[陳衍豪, 2001]。或是以人工

選取適當的房屋模型原件，藉由人機介面調整位置、大小等參數，組

合成為房屋模型[Tseng and Wang, 2003]。自動化的方式，有以航照影

像輔以 GIS 資料庫資料萃取出房屋模型[Shi et al., 1997; Suveg and 

Vosselman, 2004]，或以多張航照影像，針對形狀較為單純的建物，加

入約制條件和假設，以面組成房屋模型[Taillandier, 2004]。 

在進行建物模型重建時，主要包含兩大步驟，(1)建物區塊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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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detection)、(2)建物模型重建(building reconstruction)。先找出

資料中建物位置，鎖定目標物，在目標物範圍內進行重建。建物模型

重建又包含兩部分工作：在目標物區域內偵測建物外圍輪廓以及屋頂

結構分析並進行模塑。二維向量圖可提供建物位置以及建物輪廓，因

此可省去建物區塊偵測及建物輪廓偵測的工作。 

由於光達資料富含地表三維資訊，在運用光達資料以自動化的方

式進行建物模型重建之過程中，原始光達資料在系統進行掃瞄時會包

含所有地表覆蓋物之特徵，如地面、房屋、樹木以及其他人工建物等

[Petzold et al., 1999]，並未提供房屋初始位置。在利用光達原始資料

進行房屋模型重建的工作中，須包含兩步驟。首先必須進行房屋區塊

偵測，萃取出資料中屬於房屋之位置，再從已萃取出之房屋區塊進行

房屋模型重建工作[Rottensteiner and Briese, 2002]。 

在建物區塊偵測的部分，許多研究先將光達之三維離散點雲，內

插成網格化資料，運用光達系統進行量測時，利用多次回波(multiple 

returns)之特性，區分人工建物與非人工建物部分[Alharthy and Bethel, 

2002]。此外亦有利用光達原始資料之紋理(texture)特徵，進而區分建

物與非建物區域[Elberink and Maas, 2000]。亦有結合以資料融合的角

度，結合不同資料進行建物區塊偵測，如結合光達資料與多光譜影像

[Vögtle and Steinle, 2000]，運用光譜資訊中近紅外波段對於樹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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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別容易之特性，將樹木從光達資料中濾除，保留房屋區塊。或是結

合二維向量圖由已知的房屋位置以及輪廓，切割出光達資料中屬於房

屋內之部分，針對房屋內進行細部之模型重建[Maas and Vosselman, 

1999]。 

在建物模型重建的部分，鎖定建物目標之後，針對建物區塊，在

較小的資料範圍內進行建物模型重建。主要包含二步驟：建物外圍輪

廓線偵測以及建物屋頂結構分析，進而進行模塑組成建物模型。 

在建物輪廓偵測的部分，有運用網格化後之光達資料

(pixel-based)，以屋緣附近高度變化明顯之特性，將房屋邊界偵測出，

利用直線線段描繪出屋緣並組成房屋模型 [Alharthy and Bethel, 

2002]。將原始光達資料組成不規則三角網 (Triangular Irregular 

Network, TIN)，以三角網為基礎(TIN-based)，運用三角網間之高度差

異偵測房屋之邊界[Wang and Schenk, 2000]。或將光達資料進行面偵

測後，將面與面間之三維交線，與空照影像立體對中偵測出之線段前

方交會後所得之三維線段整合，能更完整的描述房屋之外觀[Schenk 

and Csathó, 2002]。 

在屋頂結構分析的部分中，目的是將建物不同的屋頂面偵測出

來。一般利用光達資料進行共面分析之研究，在此可區分為以網格化



 

 7

為基礎(grid based)，以點為基礎(point based)，以及以三角網為基礎

(TIN based)，三種資料格式來處理。在網格化為基礎之處理研究中，

有利用切割技術(segmentation)之方法，以網格化灰階不連續之特性，

將不同屋頂面偵測[Rottensteiner, 2003]。亦有研究將每個網格像元中

之面方程式之三個係數，轉換至參數空間，在參數空間中進行群聚分

析，將不同屋頂面偵測出來[Elaksher andBethel, 2002]。在以點為基礎

之研究中，因一點無法描述一平面，故以一點與其附近點迴歸面方程

式之係數，代表此點之參數，將其轉換至參數空間，以群聚分析進行

不同屋頂面之偵測[Peternell and Steiner, 2004]。在以三角網為基礎之

研究中，有研究將每個三角網以兩個角度一個距離描述，將此三個參

數轉換至參數空間，再利用參數空間群聚分析，將不同屋頂面偵測出

來[Hofmann , 2004]。或以區塊成長法(region growing)，判斷相鄰三角

形間的法向量夾角，分析屋頂面[郭志奕, 2005]。 

許多文獻在建物模型重建時，會設定建物幾何約制條件，使模型

更加合理，但同時也會限制所能重建的建物外型。如限制建物外圍輪

廓必須由正交的直線所構成[Vosselman and Dijkman, 2001]。或限制建

物頂屋脊線之走向只能為正交的兩個方向[Schwalb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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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構想與流程 

建物模型的構成主要可分為兩部分，建物外圍輪廓及建物頂結

構。一般建物的外圍輪廓除了以直線構成外，最常見的就是由圓弧和

直線所組成。本研究藉由圓弧之特性，設定條件，偵測建物之圓弧輪

廓。建物頂結構部分，利用影像具有邊緣線資訊之特性，求取階梯線

(step edge)；以及光達資料之豐富屋頂面資訊，求取屋脊線。結合兩

者資料特性，達到資料融合的目的。 

研究流程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資料前處理，包括光達資料

以及航照資料。第二部分為建物區塊偵測，融合兩種資料的特性，找

出影像上及光達資料中，屬於建物的部分。第三部分為建物模型重

建，在航照影像上偵測建物輪廓以及階梯線，透過光達資料共面分析

求取屋脊線(ridge line)，最後模塑產生三維建物模型。 

1.3.1 資料前處理 

在進行建物區塊偵測之前，需要將光達點雲以及航照影像經過前

處理，以得到所需的資料。在光達資料的部分，須先將光達資料網格

化。在航照影像部分，需將影像正射化，得到正射化影像，並計算紋

理得到紋理影像，以及分類得到分類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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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建物區塊偵測 

此步驟的目的是為了得到航照影像以及光達資料中，屬於建物的

部分。由於原始航照影像及光達資料涵蓋範圍廣大，包含地表及地面

資訊，如地面、建物、樹木及其他人工建物等，並未提供建物初始位

置，因此在進行建物重建之前，需先將非建物的部分去除，得到建物

之初始位置及範圍，減少雜訊及干擾，進行建物模型重建。 

建物區塊偵測所需的資料包括下列四部份：(1)正射化航照影

像，(2)紋理影像，(3)分類影像，(4)網格化光達資料，數值地表模型

(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 

將這四層資料套疊進行區塊分割，之後設定條件，給予權重，利

用知識庫分類的方式，依區塊之高度資訊、光譜資訊及紋理資訊，以

區塊為單位，將區塊分類成建物以及非建物區塊。接著將建物區塊進

行面積分析，去除面積過小的區塊，利用形狀分析，去除過於狹長的

區塊，最後運用建築物屋頂結構多以平面組成之特性，分析區塊表面

粗糙度，去除表面過於粗糙的區塊，最後得到建物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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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建物模型重建 

建物模型重建包括外圍輪廓線偵測、階梯線偵測及屋脊線求取，

主要工作主要有六個部分，分別為(1)建物牆面輪廓分析、(2)建物頂

共面分析、(3)圓弧及直線偵測、(4)像/物空間轉換、(5)求取建物屋脊

線、(6)建物模塑。 

(1) 建物牆面輪廓分析：利用切片法，在網格化的光達資料上，

取不同層高度的資料，在各層資料間對建物形狀進行分析，找出建物

符合牆面特性的輪廓，作為階梯線及建物外圍輪廓的工作區域。 

(2) 建物頂共面分析：利用建物牆面輪廓分析所得到之概略建物

外圍輪廓，萃取建物範圍內的光達點雲建構成迪氏三角網(Delaunay 

Triangulation)，以區塊成長法(region growing)，分析出建物頂各個不

同屋頂面[郭志奕, 2005]。 

(3) 圓弧及直線偵測：在航照影像上，利用牆面輪廓分析所得的

輪廓建立工作區域，判斷圓弧候選區域，利用霍氏轉換 (Hough 

Transform)進行圓弧及直線偵測，找出影像上之圓弧及直線線段，並

且剔除錯誤偵測之線段。 

(4) 像/物空間轉換：利用共面分析結果，判斷影像空間中之線段



 

 11

所屬之屋頂面，以光線追蹤法得到物空間三維線段。並將屬於建物外

圍輪廓的線段建立封閉多邊形，得到精確建物外圍輪廓。 

(5) 求取建物屋脊線：利用影像上所得到之精確建物外圍輪廓，

再次萃取光達點組成三角網進行共面分析，並迴歸各屋頂面方程式，

利用屋頂面相交求取建物三維屋脊線段。 

(6) 建物模塑：將精確建物外圍輪廓線、階梯線、屋脊線利用 SMS

法(Split-Merge-Shape)[Chen and Rau, 2003]建立二維位相關係並模

塑，得到建物模型。 

本論文之整體結構共分為五章。第一章，即本章，簡述研究動機

與目的、文獻回顧、本文方法及步驟。第二章為建物區塊偵測，詳述

其內容，包含資料前處理、影像區塊分割、知識庫分類、面積分析、

形狀分析及表面粗糙度分析。第三章，進行建物模塑，包含建物牆面

輪廓分析、建物頂共面分析、求取建物外圍輪廓線以及建物內部結構

線、像/物空間轉換及建物模塑。建物外圍輪廓線部份，詳述圓弧以

及直線偵測之方法。求取建物結構線段部分，詳述求取屋脊線、階梯

線以及共面分析之內容。第四章，以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之測試區

域，進行測試以及成果討論。第五章，針對本文方法與測試結果提出

結論與未來展望。本研究流程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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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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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區塊偵測 

切片法 

階梯線 

概略建物外圍輪廓 

建立封閉多邊形 

圓弧及直線偵測 圓弧及直線偵測 

內部階梯線輪廓 

精確建物外圍輪廓 

求取建物屋脊線

建物模塑 

建物模型 

像/物空間轉換 像/物空間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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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物區塊偵測 

本研究使用之資料中，光達資料為描述地表起伏之三維離散點

雲，而航照影像則為具有地表覆蓋物之光譜反射資訊之影像。在模型

重建工作開始之前，對房屋的資訊是不足的。所以在進行房屋模型重

建的工作時，首先要在資料中確立出進行模型重建之地區，偵測出資

料中屬於建物的區塊，再進而將目標鎖定在建物區塊進行模型重建。 

本章之目的，是在大範圍的區域中，偵測建物於資料中之位置以

及概略形狀。以物件導向的知識庫分類方式 (object-oriented 

knowledge-based classification)，利用建物以及樹木在光達資料及航照

資料中的特性，將資料以物件為單位，分類為建物候選區塊及非建物

區塊。之後再進一步分析各區塊其面積、形狀及表面粗糙度，剔除錯

誤區塊，保留屬於建物之區塊。 

主要步驟包括：(1)資料前處理，(2)影像區塊分割，(3)知識庫分

類，(4)面積分析，(5)形狀分析，(6)表面粗糙度分析。資料前處理部

分包括原始光達點雲資料及航照資料。影像區塊分割部份以異質性指

標作為影像區塊分割的機制。知識庫分類部份，利用高度資訊、光譜

資訊、紋理資訊將區塊分類為建物候選區塊及非建物區塊。面積分析

去除面積過於細小零碎之區塊。形狀分析將形狀過於狹長，不符合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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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特性的區塊濾除。表面粗糙度分析剔除表面過於粗糙的區塊。經過

此一系列步驟，可將資料中屬於建物的區塊偵測出來，在之後建物模

型重建之步驟便可將目標鎖定於建物區塊內。建物區塊偵測之研究流

程如圖 2.1，依處理程序從 2.1 至 2.6 節分別對各步驟進行詳細說明。 

 
 
 
 
 
 
 
 
 
 
 
 
 
 
 
 
 
 
 
 
 
 
 
 
 
 

圖 2.1 建物區塊偵測流程圖 

光達資料 航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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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影像 

表面粗糙度分析 

建物候選區塊

高程資訊

光譜資訊

紋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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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資料前處理 

光達之原始資料為三維離散點，以自動化分類再經過人工編修之

後，將光達點雲分類成地面點 (Ground points)與地表點 (Surface 

points)，在進行處理時將離散點轉換成為規則之網格化資料，以利後

續之分析。由於光達資料具有多重回波特性，在植被區會得到多層點

雲，網格化時會得到不正確的高度。因此將地面點網格化得數值地形

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以所有點雲的第一個回波網格化得

到數值地表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研究中使用三角網內

插方式將地面點及地表點內插為網格式之數值地形模型及數值地表

模型[Briese et al., 2002]。使用三角網內插後的網格化光達資料，需進

行平滑化處理去除雜點。為保持較佳的邊緣輪廓特性，研究中使用中

值濾波(Median Filter)進行平滑化。 

航照資料的部分，利用數值地表模型(DSM)將航照影像進行正射

化處理，轉換到光達資料所定義之物空間座標系統，以利後續進行影

像區塊分割及分類。將正射化後的航照影像上，依照光譜反射之特

性，進行影像分類，判別出屬於綠色樹木之區域。進行影像分類時，

採用監督式分類(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Richards,1986]之方法，目的

是要將樹木區從影像中區分出。在進行監督式分類時，陰影區域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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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反應和部分植被相當接近，若只是針對樹木以及非樹木區域進行分

類，則在陰影區容易造成分類錯誤。為了避免此錯誤，在進行分類時，

是將影像分成四類，分別是樹木區域、樹木陰影區域、非樹木區域、

非樹木陰影區域四類。再將前兩類結合成樹木區域，將後兩類結合成

非樹木區域，得一張分類之影像。流程圖如圖 2.2。 

 

 

 

 

 

 

 

 

 

 

 

圖 2.2 分類影像樹木區分類流程圖 

紋理影像部分，研究中使用灰階共現矩陣 (Grey 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 GLCM)分析紋理特徵[Haralick,1973]，在正射化

航照影像中設定移動視窗大小及像元對組合，接著分析像元對中灰度

值共同發生之次數，以產生 GLCM 矩陣。並使用熵(Entropy)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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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CM 矩陣。熵是用以描述影像灰度值混雜的程度，若灰度值變化

越混雜(隨機)則熵的值也越大。其數學式如式(2.1)所示。 

∑∑ ×−= )log( ijij ppE  (2.1)

其中， 

E ：熵； 

pij ：GLCM 矩陣元素。 

2.2 影像區塊分割 

區塊分割之目的是把同質性的網格點合併為同一區塊，研究中將

網格化光達資料及航照影像、分類影像及紋理影像視為空間相關的四

個圖層，再進行區塊分割。區塊分割同時考量屬性因子及形狀因子。

在此屬性因子是指網格點的屬性值，而形狀因子則是指分割後區塊的

形狀，分割機制是藉由計算影像中每個物件的異質性(Heterogeneity)

指標，來完成區塊分割的目標。最初的層級是以像元為基礎，將每一

個像元視為一個區塊，然後進行區塊合併，將小區塊聚合成大區塊，

每加入一個小區塊，即計算整個大區塊的異質性指標，若小於異質性

的門檻值，則視為同一區塊，若超過異質性門檻值，則視為不同的區

塊。藉由這樣的方式進行影像分割，最後產生影像區塊。這種分割的

方式有兩個優點：(1)可以對不同的資料給予不一樣的分割權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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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時可同時考慮區塊的形狀特性。 

影像分割中需使用三種異質性指標[DEFINIENS, 2003]，即 1. 屬

性值(Attribute)異質性指標，2. 形狀(Shape)異質性指標，3.整體異質

性指標，分述如下： 

1. 屬性值異質性指標 

屬性值異質性指標是使用每個圖層中之屬性值權準差，做為

分割的指標。公式如下： 

∑
=

=
c

i
iiwh

1
attribute σ  (2.2)

其中， 

hattribute ：屬性值異質性指標  ;  wi ：第 i 個圖層之權重； 

σi ：第 i 個圖層之權準差 ;  c ：圖層總數。 

2. 形狀異質性指標 

形狀異質性指標是由每個區塊之平滑與緊密度所構成，使用

平滑與緊密之合量做為分割的指標。公式如下： 

 

nlh

blh

hwhwh

scompactnes

smoothness

scompactnesscompactnessmoothnesssmoothnessshape

/

/

=

=

×+×=

 

(2.3)
(2.4)
(2.5)

其中， 

hshape ： 形狀異質性指標； wsmoothness：平滑度之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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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ompactness：緊密度之權重； hsmoothness ：平滑度異質性指標； 

hcompactness ：緊密度異質性指標；      l：區塊邊長； 

b     ：區塊最小邊長    ；      n：區塊面積。 

wsmoothness 與 wcompactnes 代表平滑與緊密間的權重調配，兩者

的總和為 1。若平滑指標之權重較高，分割後的物件邊界較為平

滑，反之，若緊密指標之權重較高，分割後的物件形狀較為緊密，

較接近矩形。 

3. 整體異質性指標 

整體異質性指標是屬性值異質性指標與形狀異質性指標之總合。 

shapeshapeattributeattribute hwhwh ×+×=  (2.6)

 

h ：整體異質性指標；hattribute ：屬性值異質性指標； 

hshape：形狀異質性指標；wattribute：屬性值異質性指標之權重； 

wshape：形狀異質性指標之權重。 

物件整體的異質性指標是由上述的屬性值異質性指標與形狀異

質性指標所構成，wattribute 與 wshape 代表屬性值與形狀兩者間的權重

調配，兩者之總和為 1。區塊分割的好壞，決定了物件影像中區塊的

邊界，而這正是知識庫分析的基礎所在；簡而言之，一個好的區塊分

割結果，是在利用物件導向的方式進行影像分析，所不可或缺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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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知識庫分類 

建物於資料中具有之特性，在高程資訊上，建物具有一定高度；

在光譜資訊中，建物和植物可被分離出來；在紋理資訊上，建物區塊

的灰度值變化較小，其熵值較低。利用此特性，以知識庫分類之方法，

區分出建物候選區塊及非建物區塊所在之位置。 

經區塊分割後，以區塊為單元進行分類，研究中使用網格化光達

資料之高程資訊分離出地表及地物的區域。並利用分類影像中，屬於

樹木以及非樹木區域的光譜資訊，分離植物以及非植物。以及利用紋

理影像中經過計算所得到的熵值資訊，將紋理較為單純的部分分類出

來。知識庫分類中運用許多參數(知識)作為分類條件，這些參數可經

由在各圖層中的光譜特徵分析取得，經影像分割後的每一區塊可計算

求得這些參數，研究中把這些參數視為區塊的屬性，每個分類條件可

設定自己的歸屬函數(membership function)，使參數轉換成對此條件

的歸屬值，經過模糊邏輯運算因子後，可得對各類別之歸屬值，歸屬

值最大的類別則被定義為此區塊的類別[Hofmann et al., 2001]。利用此

分類方式，將區塊分類成建物候選區塊及非建物區塊[Teo and Che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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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面積分析 

進行知識庫分類時，因光達資料與航照影像資料取樣時間不同、

套合誤差之影響或是分類之誤差等，使得無法完全濾除非建物區塊。

真實世界中房屋之面積具有一定之大小，可藉由區塊之面積大小來確

立屬於房屋之區塊。區塊面積大小的計算方式為區塊所包含之像元數

目總合。在此步驟設一面積門檻，區塊面積大於此門檻，則該區塊為

候選之房屋區塊，小於面積門檻之區塊即在影像上刪除。 

2.5 形狀分析 

此步驟是針對區塊之形狀進行分析，以濾除不合乎房屋形狀特性

之區塊。對於形狀判斷之指標為面積周長比，若房屋區塊為狹長之形

狀，則周長除以面積之值會較大。若建物區塊之形狀較為緊密

(compactness)，則周長除以面積之值便來的較小。因此便利用此指標

對於候選之房屋區塊進行判斷。 

將通過面積門檻之區塊，計算其邊緣之像元數(周長)，以及區塊

像元總數(面積)，以周長除以面積為指標來判別房屋區塊之形狀是否

符合房屋之外型。此步驟必須針對周長除以面積之值設定一門檻，若

通過門檻之區塊，則再進行表面分析，作為最終判斷房屋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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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表面粗糙度分析 

一般建物之屋頂多為平面組合而成，與樹木表面高低起伏明顯之

特徵有顯著差異。表面分析是針對區塊之表面之粗糙度進行評估，判

斷候選之房屋區塊是否由平面所構成，作為最終確定建物區塊之依

據。 

分析時以一個 3*3 之移動視窗，對於建物候選區塊內網格之高度

進行運算，計算該視窗中心點位四個方向之斜率差並取最小值。若運

算過後之值大於所設定門檻之網格數，佔整個建物候選區塊之網格某

比例以上時，代表此區塊之高低起伏明顯，並不符合房屋區塊為平面

構成之特徵，因此將此區塊濾除[邵怡誠及陳良健，2003]。計算如式

2.7。 

 

                                          
 

 

 

 

S1 = abs(H1-H0) – abs(H5-H0) 
S2 = abs(H2-H0) – abs(H6-H0) 
S3 = abs(H3-H0) – abs(H7-H0)         (2.7)
S4 = abs(H4-H0) – abs(H8-H0) 
dS = min(abs(S1), abs(S2), abs(S3), abs(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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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物模型重建 

在建物區塊偵測之後，得到建物之位置及概略形狀，將目標鎖定

在建物區塊的小範圍中，逐一進行重建。建物模型主要以外圍輪廓

線，建物內部階梯線及屋脊線所構成。由於光達資料沒有明確的邊緣

線，因此本研究利用影像上之邊界資訊偵測建物外圍輪廓以及建物頂

階梯線；另外，由於影像上邊界偵測屋脊線往往不可靠，因此利用光

達資料進行共面分析，求取屋脊線。 

實際操作步驟分為六個部分，分別為：(1)建物牆面輪廓分析，(2)

建物頂共面分析，(3)圓弧及直線偵測，(4) 像物空間轉換，(5)求取建

物屋脊線，(6)建物模塑。首先在建物牆面輪廓分析部分，在建物區

塊範圍內，對網格化光達資料以切片法(elevation slicing)[Teo et al., 

2005]，得到建物中符合牆面特徵之輪廓，包括建物外圍概略輪廓及

階梯線輪廓。接著在以建物外圍概略輪廓，萃取光達點，組成迪氏三

角網，以區塊成長法進行共面分析[Teo et al., 2006; 郭志奕, 2005]，得

到各屋頂面。另外在圓弧及直線偵測部分，將建物外圍概略輪廓及階

梯線輪廓分別投影至影像空間中建立工作範圍，在影像上偵測圓弧及

直線。在像物空間轉換的部分，是將步驟(2)中之屋頂面，反投影至

影像空間，並建立影像上偵測所得到的圓弧及直線段和各屋頂面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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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性，再利用光線追蹤法(ray tracing)分別將屬於建物外圍輪廓及階梯

線之各線段投影至物空間中，得到物空間三維線段。接著在求取屋脊

線的部分，是將物空間中的外圍輪廓線段在水平面上以 SMS 法[Chen 

and Rau, 2003]建立封閉多邊形，再次萃取光達點進行共面分析，並迴

歸各屋頂面方程式，相交得到屋脊線。最後在建物模塑部分，將建物

外圍輪廓線，階梯線及屋脊線以 SMS 法建立結構線位相關係，並模

塑屋頂面高度，得到建物模型。 

由於一般建物多由直線及圓弧所構成，因此本研究中是針對圓的

特性搜尋圓弧候選區，並偵測影像上圓弧的部分。對於非圓弧之曲

線，則以圓弧的方式近似。 

3.1 建物牆面輪廓分析 

由於一般建物不論屋頂面結構如何，通常皆會具有牆面特徵。牆

面的特性為一接近垂直之立面，若以等高線方式在不同高度水平面上

橫切，所得到之投影面積會相當接近，如圖 3.1 所示。本節的目的即

在於利用牆面的特性，在網格化光達資料上以切片方式分析建物之牆

面輪廓，包括建物外圍概略輪廓，及階梯線輪廓[Zhan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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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切片法概念示意圖[Zhan et al., 2002] 

在建物區塊內，對網格化光達資料取不同高度以上的資料，可得

到許多不同層的資料。在每層資料內有許多區塊，計算每個區塊其區

塊面積以及各區塊之重心位置。上下層區塊重心位置接近者，判斷其

面積差值若在門檻以內，則為牆面候選區塊；若連續數層皆為牆面候

選區塊，則表示符合牆面特性，以最下層之區塊其邊緣線作為建物牆

面輪廓線。建物若有階梯線特徵，則不只會得到建物外圍輪廓，也會

得到其階梯線輪廓，如圖 3.2 中，紅色輪廓線即為符合牆面特性之輪

廓線。在牆面輪廓線中，以最下層之輪廓作為建物外圍概略輪廓線，

其餘皆為階梯線輪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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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建物牆面輪廓線 

得到建物牆面輪廓後，在每個輪廓線像元周圍，以一圓形之緩衝

區，搜尋範圍內高度最高之光達點，以其高度作為建物牆面輪廓線之

高度。 

3.2 建物頂共面分析 

此部份目的為建物頂共面分析，不同的建物頂結構，應被自動化

地偵測出來。建物頂結構包含兩種：(1)屋頂面，及(2)兩屋頂面間有

高程差之牆面，如圖 3.3 箭頭所示，亦即階梯線之結構。建物頂牆面

之水平投影面積，通常較屋頂面小，易被偵測成屋頂面雜訊。故在進

行共面分析步驟之前，須先將牆面的部分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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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階梯線結構示意圖 

在此利用分割技術(segmentation)進行建物頂共面分析。區塊成長

法 (region growing) [Rottensteiner, 2003] 以及直接切割法 (direct 

segmentation)[Benkő et al., 2001]是最被廣泛使用的分割技術。前者開

始於一個種子元素(seed element)，搜尋其周圍元素並判斷其特性是否

足夠接近，若是則將其判斷為同一類。當某區塊成長完畢，新的種子

元素會被選定，並依照同樣之規則成長，直到所有元素被判定類別為

止。而後者是計算所有元素之幾何特性，在幾何空間中群聚且有位相

關係者定義為同類。在建位相關係中，需額外給定參數。為了提高建

物頂共面分析自動化之程度，本研究所使用的分割技術為區塊成長

法。以下詳述建物頂分析之內容。 

3.2.1 萃取建物點雲 

在利用建物輪廓線萃取光達點雲時，使用點於多邊形內(point in 

polygon)之技術，以判斷一光達點是否位於建物輪廓線內。判斷方法

如圖 3.4，產生兩水平方向射線計算交點，如任一方向交點個數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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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即判斷為多邊形內。反之如交點個數為零或是偶數即判斷為多邊

形外[Mortenson,1999]。 

 

圖 3.4 點於多邊形內技術示意圖[Mortenson,1999] 

3.2.2 建立迪氏三角網 

依照迪氏三角網之原理 [Golias and Dutton,1997] ，建構三角

網，如圖 3.5。建構之三角網需符合兩項特性：(1)最大最小角，及(2)

任一三角形之外接圓內，不包含其他點。 

 

圖 3.5 迪氏三角網示意圖[Golias and Dutt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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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三角網方法如下：三維離散點坐標，先投影至二維計算，產

生可包含所有離散點之包絡三角形。光達點依序加入計算，每一點加

入並判斷其坐落於何三角形中，如圖 3.6(a)。而該點可將坐落之三角

形，分割成三個新的三角形，形成三個四邊形，如圖 3.6(b)。再判斷

四邊形中，不包含新加入點的三角形，其外接圓是否包含此新加入

點，若有則切換該段對角線。 

依此規則，逐點加入計算，並移除初始三角形，即可獲得二維位

相關係，如圖 3.6(c)。最後恢復光達點之 Z 值，三角網建構完成。 

 

 

 

 

 

 

 

 

 

 

圖 3.6 迪氏三角網二維位相關係示意圖 

(a) 判斷點其坐落於何三角形 

(b) 判斷是否切換該段對角線 

(c) 獲得二維位相關係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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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去除牆面三角網 

由於建物頂牆面之水平投影面積，通常較屋頂面小，易被偵測成

屋頂面雜訊。因此，此部分目的是在進行屋頂共面分析前，先將符合

牆面特性的三角網去除，以降低共面分析時的干擾。牆面三角網的判

斷依據包括：(1)三角網之法向量接近垂直，(2)三角網最高點至最低

點之高程差夠大。去除牆面三角網前如圖 3.7(a)，去除牆面三角網後

如圖 3.7(b)所示。 

 

 
 
 
 
 
 
 
 
 
 
 
 

圖 3.7 去除牆面三角網示意圖 

(a)去除牆面三角網前 

(b)去除牆面三角網後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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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區塊成長法 

在去除牆面三角網後，進行屋頂面偵測。在本研究中，以區塊成

長法進行屋頂面偵測[郭志奕, 2005]，但為了降低區塊成長法在判斷

相鄰三角形法向量夾角時，容易因為受到雜訊干擾的影響，採用三角

形和種子平面之垂距作為區塊成長的判斷依據。 

以區塊成長法進行屋頂面偵測詳細步驟如下，隨機選取非牆面之

種子三角形，如圖 3.8(a)。以種子三角形決定一平面，搜尋其相鄰之

三角形，判斷其重心和種子平面間之垂距是否夠接近，若是則將其三

角形歸為同類，並修正種子平面之平面方程式，如圖 3.8(b)。以此方

法，種子區塊不斷的增長直到該區塊鄰近三角形和種子平面之垂距皆

大於門檻值。在未分類之三角形中，再選取新的種子三角形，如圖

3.8(c)。並以同樣的方式區塊成長，當所有三角形都分類到某區塊時，

區塊成長即完成，如圖 3.8(d)。 

分析得到屋頂面後，利用最小二乘法迴歸面方程式。由於光達資

料測量誤差以及雜訊影響，一些雜訊和誤差點所構成的三角網會被歸

類為一個區塊，而非代表一屋頂面。故設定一個水平投影面積的門檻

值，當區塊投影面積小於門檻值時，將其視為雜訊區塊，並將其與相

鄰屋頂面垂距最小之區塊合併，但在迴歸屋頂面方程式時，並不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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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3.8 區塊成長法屋頂面偵測示意圖[郭志奕, 2005] 

(a)隨機選取種子三角形 (b)種子區塊成長 

(c)選取新種子三角形   (d)區塊成長完成 

 

由於在前步驟中，有可能有一些雜訊三角網區塊被合併到一些較

大的區塊。故在迴歸屋頂面面方程式中，先剔除粗差點雲，再進行迴

歸面方程式，流程如圖 3.9。以每個屋頂面區塊中所有點雲計算一面

方程式和垂距殘差之標準差，若標準差大於門檻值，則以二倍至三倍

標準差剔除粗差。將剩餘點雲計算標準差，判斷其標準差是否通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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檻。以此方法重複計算，直到標準差小於門檻值，而剩餘點再迴歸面

方程式。由於光達資料高程誤差約 15 公分，本研究給其容許誤差，

故此步驟門檻值設定為 20 公分。 

 

 

 

圖 3.9 迴歸面方程流程圖[郭志奕, 2005] 

3.2.5 屋頂面修正 

為了使屋頂面得到更正確之結果，得到更正確之屋頂面方程式，

以利後續處理，需要將屋頂面修正。首先將屋頂面方程式轉換以三個

參數表示：屋頂面和座標原點之距離 d，屋頂面之方向角Φ，及屋頂

面之傾角Θ，如圖 3.10 所示。 

區 塊 點 雲

計算面方程式和垂距標準差

門檻 

(σ=20cm) 

迴 歸 面 方 程 式

剔 除 粗 差 點 雲

(>2~3*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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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面方程式參數轉換示意圖 

本研究中設定五個約制條件，將屋頂面修正： 

(1) 相鄰兩屋頂面其距離參數 d 接近時，將其修正至相同。 

(2) 屋頂面之方向角Φ和建物主軸方向之夾角小於門檻值時，修正方

向角Φ至建物主軸方向。 

(3) 相鄰兩屋頂面之方向角Φ差異在門檻內時，修正至相同。 

(4) 屋頂面接近水平時，修正傾角Θ使屋頂面成水平。 

(5) 兩相鄰屋頂面其傾斜程度接近對稱時，修正兩屋頂面傾角Θ使其

對稱。 

d

Φ 

Θ 

Z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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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圓弧及直線偵測 

本步驟之目的是以光達資料中分析出的牆面輪廓為基礎，在影像

上偵測出圓弧及直線，包括建物外圍輪廓部分及階梯線部份。為了避

免偵測得到過多線段造成干擾，以及維持牆面輪廓和影像中的線段間

的位相關係，實際操作步驟中是將建物外圍輪廓及階梯線輪廓分別進

行處理。 

圓弧及直線偵測主要包含六個步驟：(1)利用先前步驟所得到之

建物外圍概略輪廓及階梯線輪廓，分別投影至影像空間中建立工作區

域。在階梯線輪廓部分建立工作區域時，會先去除和建物輪廓重疊部

分，只偵測真正屬於階梯線部份，以避免重複偵測。(2)進行影像邊

界偵測，(3)接著利用圓弧之特性，找出圓弧候選區，(4)在圓弧候選

區中，進一步判斷圓弧半徑是否合理，以進行圓弧偵測。(5)將偵測

得到的圓弧部分去除後，再進行直線偵測。最後(6)去除錯誤線段，

得到圓弧及直線線段。圓弧及直線偵測流程圖如圖 3.11。3.3.1 至 3.3.6

各節詳述各步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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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圓弧及直線偵測流程圖 

3.3.1 工作區域建立 

此步驟的目的，是在影像上建立一工作區域，將圓弧及直線偵測

之範圍鎖定在此區域內，以減少其他雜訊之干擾。在建立工作區域

時，是建物牆面輪廓線的每個像元，利用共線條件式反投影至影像空

間中，在影像上開啟一圓形緩衝區，在此工作區域內進行後續工作。 

航照影像 

非圓弧候選邊界 圓弧候選邊界

建物牆面輪廓線

圓弧線段

工作區域建立

去除錯誤線段 
Hough 圓弧偵測

Hough 直線偵測

邊界偵測 

直線線段 

是否為圓弧候選區

半徑是否在合理範圍內
否 

否 是 

是 

去除錯誤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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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外圍輪廓及階梯線輪廓為分別建立工作區域內，並且需要將

階梯線輪廓和下層重疊部分去除。若階梯線輪廓落在下層輪廓所建立

之工作範圍內，則將其去除，留下未重疊的部分。 

圖 3.12(a)為建物外圍輪廓線，圖 3.12(b)為其所建立的工作區域。

圖 3.12(c)為建物階梯線輪廓，去除重疊部分後所建立之工作區域如圖

3.12(d)。 

              
(a)                                (b) 

              
(c)                               (d) 

圖 3.12 工作區域建立示意圖 

(a)建物外圍概略輪廓線 (b)建物外圍概略輪廓工作區域 
(c)階梯線輪廓   (d)去除重疊部分後所建立之工作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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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影像邊界偵測 

此步驟之目的為將影像上反差強度大的地方偵測出來。由於建物

的邊界之灰度值在影像上大多會有明顯之變化，在工作區域內將其偵

測出來，以進行後續工作，實際運算使用 Canny Edge Detector[Canny, 

1986]。由於此邊界偵測方法已被廣泛使用，在此不再贅述其原理。

邊界偵測後，會先將過短線段去除，再進行後續動作。 

3.3.3 圓弧候選區判斷 

此步驟的目的包括：(1)是為了找出邊界中符合圓弧特性的部

分，作為進一步圓弧偵測之候選區，(2)將圓弧與直線間分離，以及

將圓弧與圓弧間分離，以避免錯誤偵測。 

圖 3.13(a)為邊界偵測結果，先利用縮編(generalization)[Douglas 

and Peucker, 1973]原理，將邊界線分離成為許多接近直線之短線段，

如圖 3.13(b)，此步驟只是為了找出分離邊界線之端點，後續仍會保

留邊界點供圓弧及直線偵測使用。接下來判斷相鄰兩線段的夾角及長

度比，若其長度接近，且夾角在範圍內，則將其合併，並判斷為圓弧

候選區，如圖 3.13(c)中紅色部分即為圓弧候選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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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3.13 圓弧候選區判斷示意圖 

(a)邊界偵測結果  (b)邊界分離結果  (c)圓弧候選區判斷結果 

3.3.4 圓弧偵測 

本步驟將進一步對圓弧候選區之邊界線判斷是否為圓弧，以進行

圓弧偵測。先進行圓弧半徑估算，利用對建物的現有知識，設定可能

的圓弧半徑範圍，若圓弧半徑落在合理範圍內，則再進行 Hough 轉

換圓弧偵測[Xu et al., 1990]。 

半徑估算的方式如下：對圓弧候選區內的邊界點，隨機取三個

點，計算半徑，此半徑以整數為單位，得到的半徑若落在合理範圍內，

則在計數器記累計次數加一。已經取過的點不會再取，以此方式統計

半徑出現次數，直至所有邊界點皆被取過，可得到一橫軸為半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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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元為單位)，縱軸為次數之累計次數表，如圖 3.14。由於圓弧與圓

弧以及圓與直線間已經在圓弧候選區判斷的部分被分離，因此取此累

計次數表之峰值，若其累計次數大於門檻值，則以其半徑作為 Hough

圓弧偵測之半徑。 

 
 
 
 
 
 
 
 
 
 
 
 
 
 
 
 
 
 

圖 3.14 圓弧半徑累記次數示意圖 

本研究使用 Hough 轉換[Edward et al., 2001; 陳衍豪, 2001]來偵

測圓弧，對於偵測位置未知、半徑已知的圓來說明，在(x,y)空間中，

圓的方程式如式(3.1) 

 
222 )()( rbyax =−+−  (3.1)

半徑

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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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x、y 是變數，a、b 是未知參數，半徑 r 為已知參數，取(a,b)

作為轉換空間。在(x,y)空間中圓上任一點 Pi = (xi,yi)與(a,b)空間中的

圓相對應。 

 
222 )()( ryibxia =−+−  (3.2)

 

(x,y)空間中所有共圓的點 Pi，例如滿足 22
0

2
0 )()( rbyax =−+− 的

點，在(a,b)空間的對應曲線相交於一點(a0,b0)。於是用上述 Hough 轉

換的演算法，對每個 Pi，使(a,b)空間中與(3.2)式對應位置上所有累加

陣的分量加 1，最終可以由(a0,b0)點出現的峰點，偵測到在(x,y)平面

上有以(a0,b0)為中心、r 為半徑圓的存在。圖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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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要作一三維矩陣做為累加器之用。此時在影像空間中的一點，

以(3.2)式在三維的參數空間可畫出一個圓錐曲面，如圖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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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搜尋參數空間中累加器的峰值之座標，其峰值所對應之三維

座標即為影像空間中之圓的位置與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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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Hough 轉換偵測圓(半徑已知) [陳衍豪, 2001] 

 

圖 3.16 Hough 轉換偵測圓(半徑未知) [陳衍豪,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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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直線偵測 

Hough(1962)提出了一種方法，可用來辨識影像中特定之圖形，

這些圖形可以特定的數學模式來表現出來，如直線或是圓弧。此方法

是從影像空間(image space)中，將影像中之特徵點(feature points)進行

座標轉換，經由數學模式轉換至參數空間(parameter space)。利用轉換

後之座標經過群集偵測找出特定圖形之參數值，再轉換回影像空間中

獲得此特定圖形之影像座標。 

本研究中是針對影像上之直線特徵進行偵測，以直線參數表示

之。將影像上所有經過細化線追蹤後之邊界特徵點，經由數學模式轉

換至參數空間後，於所對應之參數值進行群集偵測，可得到直線參

數。將直線參數轉換回影像空間，得到影像上直線之線段。[陳衍豪, 

2001] 

本研究進行 Hough 轉換時，是採用極座標(γ,θ)作為轉換空間，

轉換關係式如式 3.3。 

          ryx ii =+ θθ sincos                           (3.3) 

即影像中之一點(xi,yi)對應於參數空間中之一條正弦曲線，如圖

3.17。而此參數空間中曲線上的任一點對應於影像空間中的一條直

線，且該直線必通過(xi,yi)這個點。若影像空間中共線的三點經過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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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至參數空間後所對應之正弦曲線必交於一點，如圖 3.18。若具有很

多點之影像，轉換至參數空間之正弦曲線都會交於一點，可利用轉換

空間之資訊判斷影像上之直線線段。 

 

圖 3.17 單點的 HOUGH 轉換[陳衍豪, 2001] 

 

圖 3.18 共線點之 HOUGH 轉換[陳衍豪,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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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運用 Hough 轉換之原理進行直線偵測之演算法如下： 

(1) 在適合的範圍內量化轉換空間 (γ ,θ )，並做一累加組   

A(γ,θ)，其每個元素的下標對應於轉換空間中參數之位

置，其元素值表示通過該點的曲線數。 

(2) 將影像空間中之邊界特徵點轉換至參數空間，記錄對應於參

數空間曲線上之各點，且在各點之累加組 A(γ,θ)值加 1。 

(3) 找到累加矩陣 A(γ,θ)之峰點，峰點之位置對應於影像空間

中之直線參數，峰點之高低反應了影像空間中直線線段中

點數之多寡。 

為了提高直線偵測之成功率，避免將圓弧部分偵測為許多短直線

段，在進行直線偵測前，會先將圓弧所通過的部分去除。圖 3.19(a)

為影像邊界偵測結果，圖 3.19(b)為圓弧偵測結果。去除圓弧部分所

留下之邊界線如圖 3.19(c)，最後經過 Hough 直線偵測所得到之直線

如圖 3.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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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3.19 直線偵測示意圖 

(a)邊界偵測結果          (b)圓弧偵測結果 

(c)去除圓弧部分之邊界線  (d)直線偵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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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去除錯誤線段 

此步驟的目的是為了去除因建物女兒牆或雜訊干擾所產生之錯

誤線段。由於許多建物都具有女兒牆，因此所偵測出來的直線及圓弧

線段可能會有在建物的邊緣同時偵測到兩條接近平行的線。為了減少

錯誤的線段，造成後續步驟的干擾，需要將其去除。 

在兩線段接近平行且其距離接近時，判斷兩線段在正交方向上是

否具有重疊部分，若兩線段間沒有重疊部分，則兩線段皆保留，如圖

3.20(a)。若兩線段間具有重疊部分，但長度差異過大，則保留長度較

長的線段，去除較短的線段，如圖 3.20(b)：若具有重疊部分，且兩

線段長度差異不大，則取兩線之平均，作為留下的線段，如圖 3.20(c)。

直線部分取平均的方式為取距離兩線相等的直線，並以原本兩線段距

離最遠之兩端點作為取平均後的線段端點。在圓弧線段部分，取平均

方式為將兩弧的半徑平均，作為新的半徑；以兩圓心的中點作為取平

均後的圓弧的圓心，首尾端點取原本兩弧所能形成的最長弧，作為取

平均後的圓弧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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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3.20 去除錯誤線段示意圖 

(a)兩線段平行且接近，但無重疊部分時 

(b)兩線段平行且接近，且有重疊部分，但長度差異過大時 

(c)兩線段平行且接近，且有重疊部分，且長度差異不大時 

3.4 像/物空間轉換 

本節的目的在於將影像空間中所偵測得到的圓弧及直線段，進行

像/物空間轉換，得到物空間三維線段。由於本研究只使用單張航照

影像進行建物模型重建，因此在影像空間中所偵測得到的圓弧及直線

段需要藉由共面分析所得到的屋頂面方程式作為高程上的約制，利用

光線追蹤法，進行像/物空間轉換，將影像空間所偵測出的線段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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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物空間中得到物空間三維線段。 

實際處理的步驟包括候選屋頂面判別，先在影像空間中建立線段

與屋頂面間的關聯性，再利用各線段所屬的屋頂面方程式，以光線追

蹤法投影至物空間中。並且在物空間中，將屬於建物外圍輪廓之線

段，利用其平面座標，在水平面上封閉，得到精確建物外圍輪廓。 

3.4.1 候選屋頂面判別 

此步驟之目的，是建立影像空間中的線段和屋頂面間的關聯。藉

由在影像上計算各線段和屋頂面間的距離，以距離較近之屋頂面作為

線段所屬的屋頂面。 

先將各屋頂面之光達點及其三角網，投影至影像空間中，如圖

3.21。接著計算每個線段，其兩端點和距離各屋頂面最近的光達點之

距離，如圖 3.22 所示，以兩端點之距離總合最短之屋頂面，作為該

線段之候選屋頂面。例如圖 3.22 中，線段兩端點和 A 平面之距離總

合較短，因此判別線段之候選屋頂面為屋頂面 A。在圓弧的部分，則

計算圓弧上每個點和各屋頂面最短之距離，以距離總合最短之屋頂

面，作為該圓弧線段之候選屋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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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屋頂面投影至影像空間 

 
 
 
 
 
 
 
 
 
 
 
 
 
 
 

圖 3.22 候選屋頂面判別示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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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光線追蹤法 

進行光線追蹤法首先要計算航帶連結點之觀測向量，利用航照資

料的外方位參數，配合影像圓弧及直線段之像坐標，可以得到該點相

對應之觀測向量[劉建良, 2004]。先任意給一高程 starth 與觀測向量相交

如圖 3.23，可得到該交會點之地面坐標(X,Y)。將該點地面坐標(X,Y)

代入屋頂面方程式計算該點高程 1h ，再以此新的高程 1h 與觀測向量相

交，可以得到新的地面坐標(X`,Y`)。重複此一步驟直到前後兩次的高

程差異小於預設之收斂門檻才停止迭代，以最後一次迭代所交會得到

之平面坐標及代入屋頂面方程式所得到之高程坐標，作為該點之地面

三維坐標。以此方式將所有圓弧線段及直線段投影至物空間中，得到

物空間三維線段。 

 
 
 
 
 
 
 
 
 
 
 
 
 

圖 3.23 光線追蹤法示意圖 

hstart

觀測向量 

屋頂面方程式 

h1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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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建立封閉建物輪廓 

此步驟的目的在於，在物空間中，將屬於建物輪廓線之線段封

閉，得到精確建物輪廓。在進行圓弧及直線偵測時，建物概略輪廓線

及各階梯線段是分別投影至影像空間中，因此仍保留各輪廓線和偵測

出的圓弧及直線之間的關係。如圖 3.24(a)，將建物概略輪廓線所得到

之物空間三維線段，在水平投影面上，以其平面座標，利用 SMS 法

[Chen and Rau, 2003]，將其封閉，並只取其最外層之輪廓，作為精確

建物輪廓，如圖 3.24(b)。 

 
 

 
 
 
 
 
 
 
 
 
 

(a)                            (b) 
 

圖 3.24 建立封閉建物輪廓示意圖 

(a)物空間三維線段 

(b)精確建物輪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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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求取建物屋脊線 

在此步驟中，以先前步驟所得到之精確建物輪廓，萃取光達點

雲，再次進行共面分析，接著以建物的每一個屋頂面為單位，求取屋

脊線線段。所謂屋脊線，由兩相鄰屋頂面相交而成。計算建物屋脊線

之步驟如下： 

1. 判斷相鄰屋頂面 

2. 利用相鄰屋頂之面方程式，決定屋脊走向 

3. 利用兩屋頂面共用光達點，定義屋脊線線段之範圍 

詳細過程如下，搜尋每一屋頂面之外圍三角網，若兩屋頂面之外

圍三角網有相鄰共用相同點群，代表此兩屋頂面相鄰需計算屋脊線。

在先前共面分析步驟中，已有兩屋頂面之面方程式，如式(3.4) 與式 

(3.5)，而屋脊線之走向即可計算如式(3.6)。 

111 cYbXaZ +⋅+⋅=                                     (3.4) 

222 cYbXaZ +⋅+⋅=                                     (3.5) 

),11,11( 21211221 abbaaabbVr ×−××+×−×+×−=              (3.6) 

222111 ,,,,, cbacba ：兩屋頂面方程式係數 

Vr：屋脊線走向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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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屋脊線走向之後，需要定義屋脊線之範圍，使無限長的屋脊

線定義成一條線段。定義線段的方法以圖 3.25 說明 ，欲求屋頂面 A

及屋頂面 B 之屋脊線。首先搜尋相鄰屋頂面之光達點，如圖 3.25 點

群所示。並產生一包絡立方體包含所有相鄰點群，如圖矩形框線所示。 

 

圖 3.25 包絡立方體示意圖 

而先前所計算的屋脊線走向向量，在三維空間中，會與此包絡立

方體，相交於兩個三維坐標點。以此兩坐標點描述屋脊線，即可將無

限長之屋脊線定義成一線段，如圖 3.26。 

 
圖 3.26 定義屋脊線段示意圖 

屋頂面A

屋頂面 B

包絡立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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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建物模塑 

先前之步驟中，已求取建物頂中之內部結構線，包含屋脊線以及

階梯線。此時引入建物外圍輪廓線，利用 SMS 法(Split-Merge-Shape) 

[Chen and Rau, 2003]建立所有結構線之位相關係。首先不考慮所有內

部結構線之高度，將所有內部結構線段依照長短排序，由最長之結構

線開始處理。第一條內部結構線將建物外圍輪廓線之多邊型分割成兩

個屋頂單元，如圖 3.27(a)。接著依序利用剩餘之內部結構線分割房屋

單元，產生許多房屋單元，如圖 3.27(b)。之後判斷兩兩相鄰房屋單

元是否需合併，若兩房屋單元其共同邊界於原內部結構線中不存在，

則移除此邊界並合併此兩房屋單元。依照此規則，即可建立結構線之

二維位相關係，如圖 3.27(c)。之後利用於建物頂共面分析步驟中之屋

頂面之面方程式，將屋頂面之高度模塑，如圖 3.27(d)。 

 
(a)                          (b) 



 

 56

 
(c)                          (d) 

圖 3.27 建立二維位相關係及模塑屋頂高度示意圖 

(a)依序分割屋頂單元       (b) 分割屋頂單元完成  

(c)移除不合理邊界及合併   (d) 屋頂面之高度模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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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測試成果及討論 

本章節內容為測試成果及討論，共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1)研

究資料簡介，(2)研究流程中各門檻之討論，(3)資料前處理之成果，

(4)建物區塊偵測之成果及討論，(5)建物模型重建之成果及討論。 

4.1 研究資料簡介 

在研究資料部分，光達資料來源為內政部地政司執行「辦理

LIDAR 之高精度及高解析度數值地形測繪、資料庫建置與應用推廣

工作案」中之資料，資料獲取時間為 2005 年 6 月 2 日，以 Leica ALS50

之系統所測得。光達原始離散點資料點密度大約為 2.15 點/m2，高程

精度大約 15 cm，平面精度大約 60 cm[Leica, 2006]。航照影像資料為

工業技術研究院所提供，拍攝日期為 2002 年間，比例尺為 1/20000，

空間解析力為 50 cm 之數位化彩色影像。兩資料相關參數如表 4.1。 

研究之測試區位於新竹科學園區的工業技術研究院，面積約 441 

(m) x 344 (m)，其中包括建物 23 棟。該區域光達資料如圖 4.1，測區

位於航照中之位置如圖 4.2，測區航照資料如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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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測試資料簡介 

 

 

 

圖 4.1 測試區光達資料 

航照資料 Zeiss RMK Top15

拍攝時間 2002 年 

焦距 152.40 mm 

航高 3275.63 m 

比例尺 1:20000 

空間解析力 約 50cm 

重疊百分比 60% 

光達資料 Leica ALS 50 

獲取時間 2005/06/02 

航高 1200~1500m 

點密度 2.15(pts/m2) 

水平精度 約 60cm 

高程精度 約 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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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測試區位於航照中之位置 

 
 
 
 
 
 
 
 
 
 
 
 
 
 
 

圖 4.3 測試區航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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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流程中各門檻值之討論 

本研究所使用之門檻值，分為建物區塊偵測與建物模型重建兩部

分，各門檻值之意義與討論如下： 

建物區塊偵測部份： 

(1) 房屋區塊面積門檻：真實世界中房屋具有一定之面積，因此可藉

由面積門檻將面積過小之區塊濾除。實際操作以 30 個網格為門

檻，相當於物空間 30 平方公尺之區域。將經過知識庫分類所得

到的建物候選區塊設置此面積門檻，大於此門檻之區塊為候選之

建物區塊。 

(2) 形狀分析門檻：設定候選建物區塊之形狀必須通過此門檻，設置

是以該區塊周長除以面積之值做為門檻，其值必須大於 0.6，則

該區塊通過對於形狀之約制。 

(3) 表面分析之門檻：此部分是對於候選房屋區塊進行表面粗糙度分

析。候選建物區塊網格之高度經過計算後，其值小於所設定之門

檻，佔區塊總像元數之半數以上，方能通過表面分析之門檻。本

研究中門檻之設定為 15 公分，與光達高程中誤差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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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模型重建部份： 

(1)切片高度間隔：在進行牆面輪廓分析時，切片輪廓之高度間隔，

可依建物形狀、高度以及所需重建的建物細節而有所不同，建物

較低矮時，可使用較窄的切片間隔，但因光達高程精度為 15 cm，

且經過網格化，切片間隔小於 0.4 m ~ 0.5 m 後其意義不大，實際

操作使用之間隔為 0.5 m。 

(2) 切片面積差異門檻：在切片法中，若上下層區塊面積差異足夠

小，則代表該區塊符合牆面特徵，實際操作中，以下層區塊面積

5%作為變量門檻值，面積改變小於此門檻則視為牆面候選。 

(3) 切片位置變量門檻：在切片法中，若上下層區塊其重心位置改變

量小於門檻值，則視為相關聯的上下層區塊。實際操作中，以 5

個像元作為重心位置變量門檻值，位置改變小於此門檻則視為上

下層關聯區塊。 

(4) 牆面角度門檻：在去除牆面三角形時，理論上，牆面之三角網之

法向量與水平面之夾角應足夠地小，以此門檻判定建物中之三角

網是否足夠具牆面之特性。實際操作中，以 20 度為牆面角度門

檻，若三角網之法向量與水平面夾角小於門檻，判定其為牆面三

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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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牆面高程差門檻：在去除牆面三角形時，理論上，牆面之三角網

中，最高點與最低點高程差應足夠大，以此門檻判定建物中之三

角網是否足夠具牆面之特性。實際操作中，以 2 米為牆面高程差

門檻，若三角網之高程差大於門檻，判定其為牆面三角網。 

(6) 屋頂面垂距門檻：以區塊成長法進行屋頂面偵測時，兩相鄰三角

網若和種子平面之垂距夠小，則判斷其為同一屋頂面區塊。實際

操作中，大部分建物以 0.15 m 作為區域成長時之門檻值，符合

光達高程精度。 

(7) 修正屋頂面距離參數 d 門檻：偵測屋頂面後，若兩屋頂面經過轉

換後之距離參數足夠接近，則修正為相同，在實際操作中，使用

2 m 作為門檻值。 

(8) 修正屋頂面方向角門檻：偵測屋頂面後，若兩屋頂面經過轉換後

之方向角和建物主軸足夠接近，則修正為相同，在實際操作中，

使用 5 度作為門檻值。 

(9) 修正屋頂面傾角門檻：偵測屋頂面後，若兩屋頂面經過轉換後之

傾角接近對稱，則修正為相同；若屋頂面和水平夾角在此門檻值

內，則修正為水平。在實際操作中，使用 5 度作為門檻值。 

(10) 圓弧候選區合併長度門檻：邊界偵測結果經過分離後，相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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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間若長度比不大於門檻值，且合併角度在門檻值內，則視為符

合圓弧特徵，將其合併，並判斷為圓弧候選區，實際操作中使用

2 倍，作為合併長度比門檻值。 

(11) 圓弧候選區合併角度門檻：邊界偵測結果經過分離後，相鄰線段

間若長度比不大於門檻值，且合併角度在門檻值內，則視為符合

圓弧特徵，將其合併，並判斷為圓弧候選區，實際操作中以合併

角度為 130 度~170 度，作為合併角度門檻值。 

(12) 圓弧偵測半徑門檻：估算半徑時，需設定半徑合理範圍，估算

所得之半徑落在此範圍內時，才累計次數加一。實際操作中以

10 個像元為半徑下限，200 個像元為半徑上限。 

(13) 圓弧半徑累計次數門檻：估算所得之半徑，其累計次數大於門

檻值，才視為合理之圓弧，進行後續的圓弧偵測。圓弧線段越短，

或影像解析力越差，其累次次數分佈會越雜亂。實際操作中大部

分建物以 5 次作為門檻值。 

(14) 去除錯誤線段距離門檻：兩接近平行的線段，以此門檻值判斷

其是否夠近，計算方式為線段兩端點至另一直線之垂距平均。實

際操作時以 5 個像元作為門檻，若兩平行線段距離在此門檻內

時，則可能為錯誤線段，需要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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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去除錯誤線段長度比門檻：兩接近平行的線段，若其距離在門

檻值內，則再以此門檻值判斷其長度差異。實際操作時大部分建

物以 5 倍作為門檻，若兩平行且靠近的線段其長度比大於此門檻

時，則去除較短的線段。 

(16) 光線追蹤法收斂門檻：影像上之線段以光線追蹤法回到物空間

中時，以此門檻判斷疊代是否收斂。實際操作以 0.15 m 作為門

檻值，若兩次疊代間高度差在門檻值內，則視為收斂，疊代停止。 

4.3 資料前處理之成果 

在進行建物區塊偵測之前，需先將光達資料及航照資料進行前處

理，得到建物區塊偵測所需的資料。光達原始點雲經過人工分類為地

表點及地面點，分別網格化成 0.5 m 解析之 DSM 與 DTM，如圖 4.4

及圖 4.5。 

航照資料部分，先利用 DSM 將航照正射化為 0.5 m 解析力之正

射化影像，如圖 4.6。再以此正射化影像進行監督式分類，得到分類

影像如圖 4.7。另外計算影像之紋理，得到紋理影像，如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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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測試區 DSM 

 

圖 4.5 測試區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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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測試區正射化影像 

 

圖 4.7 測試區分類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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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測試區紋理影像 

4.4 建物區塊偵測之成果及討論 

在建物區塊偵測的部分，建物總數為 23 棟，偵測所得到之建物

共有 21 棟，遺漏 2 棟，成功率為 91%。影像區塊分割所得到的結果

如圖 4.9，經過知識庫分類及面積分析、形狀分析、表面分析所得到

最後的建物區塊和二維向量圖套疊之後如圖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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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影像區塊分割結果 

 

圖 4.10 建物區塊偵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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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物區塊偵測部分，遺漏的 2 棟建物中，皆是因為建物面積太

小，且遭樹木遮蔽，導致無法被偵測出來。圖 4.11(a)為建物偵測遺漏

之建物一，圖 4.11(b)為其 DSM。圖 4.12(a)為建物偵測遺漏之建物二，

圖 4.12(b)為其 DSM。 

 

 

 

 

 

 

(a)                            (b) 

圖 4.11 建物區塊偵測缺漏例一 

(a) 建物影像   (b)DSM 
 

 

 

 

 

 

 

 

(a)                            (b) 

圖 4.12 建物區塊偵測缺漏例二 

(a) 建物影像   (b)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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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物模型重建之成果及討論 

建物模型重建的部分，將針對建物區塊內的 21 棟建物進行建物

模型重建。在測試區中的建物，依其輪廓及屋頂形狀將建物分類。由

於此測區中，圓弧輪廓建物皆屬於平頂屋，因此可將建物分為三類：

外圍輪廓含有圓弧輪廓之建物，共有 3 棟。而在無圓弧輪廓建物中，

將建物以屋頂形狀分類，平頂屋為一個或多個水平屋頂之建物，共有

11 棟，山型屋為屋頂包含斜面構造，具有屋脊線之建物，共有 7 棟。 

4.5.1 建物模型重建成果 

在重建成果部分，將正確率分為三種：正確、部分正確、以及錯

誤。正確為建物模型與建物一致，部分正確為建物輪廓不正確或有部

分遺漏，或因建物頂突出物重建不完整者。重建失敗表示該建物無法

重建。全區建物模型重建如圖 4.13。將重建成果整理如表 4.2。 

而就每一類型建物，舉若干典型例子說明重建成果。由於平頂屋

及山型屋之重建較為單純，故舉一例說明。而圓弧輪廓建物為本研究

重點，故舉二例說明。並對重建部分正確及重建失敗建物，詳細說明。

在重建部份中，雖未使用向量圖資料，但為了解實際建物狀況，仍附

上向量圖以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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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全區建物模型重建成果 

 

表 4.2 重建成果 

重建成果 平頂屋 山型屋 圓弧輪廓建物 正確率 

正確 9 5 2 76% 

部分正確 2 0 1 14% 

遺漏 0 2 0 10% 

 

4.5.2 平頂屋測試 

平頂屋為屋頂由一個或多個水平面所構成，此建物之航照影像及

概略建物輪廓如圖 4.14(a)。影像中偵測所得之直線及共面分析結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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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至影像空間中，如圖 4.14(b)。4.14(c)為建物三維結構線段，建立二

維位相關係如圖 4.14(d)，得到建物模型，如圖 4.14(e)。 

 

 

 

 

 

 

 

 

 

(a) (b)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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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平頂屋測試例 

(a)概略建物輪廓 (b)建物頂共面分析 (c)三維結構線段 
(d)二維位相關係建立 (e)建物模型 

4.5.3 斜頂屋測試 

斜頂屋為屋頂由一個或多個斜面所構成，具有屋脊線之建物。此

建物影像中偵測所得之直線及共面分析結果投影至影像空間中，如圖

4.15(a)。4.15(b)為建物三維結構線段，封閉後再次進行共面分析，求

得屋脊線，如圖 4.15(c)中之虛線。建立二維位相關係如圖 4.15(d)。

建物模型如圖 4.15(e)。 

 

 

 

 

 

 

 

(e)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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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斜頂屋測試例 

(a)建物頂共面分析 (b) 三維結構線段 (c)建物屋脊線 

(d)二維位相關係建立 (e)建物模型 

4.5.4 圓弧輪廓建物測試(1) 

此建物中包含多個半徑不同的圓弧，並且含有圓弧型之階梯線及

短的直線段。建物之航照影像及概略建物輪廓如圖 4.16(a)。影像中偵

測所得之線段及共面分析結果投影至影像空間中，如圖 4.16(b)。4.16(c)

為建物外圍輪廓線段。封閉後得到精確建物輪廓，和內部階梯線段如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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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d)。建立二維位相關係如圖 4.16(e)，得到建物模型，如圖

4.16(f)。 

 

 

 

 

 

 

 

 

 

 

 

 

 

 

 

 

 

 

 

 

圖 4.16 圓弧輪廓建物測試例(1) 

(a)概略建物輪廓 (b)建物頂共面分析 (c)建物外圍輪廓線段  
(d)建物外圍輪廓及階梯線 (e)二維位相關係建立 (f)建物模型 

(a) (b)

(e) (f)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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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圓弧輪廓建物測試(2) 

此建物中包含多個半徑不同的圓弧，並且在外圍輪廓及階梯線皆

含有多個直線段。建物之航照影像及概略建物輪廓如圖 4.17(a)。影像

中偵測所得之線段及共面分析結果投影至影像空間中，如圖 4.17(b)。

4.17(c)為建物外圍輪廓線段。精確建物輪廓和內部階梯線段如圖

4.17(d)。建立二維位相關係如圖 4.17(e)。建物模型如圖 4.17(f)。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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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圓弧輪廓建物測試例(2) 

(a)概略建物輪廓 (b)建物頂共面分析 (c)建物外圍輪廓線段  

(d)建物外圍輪廓及階梯線 (e)二維位相關係建立 (f)建物模型 

 

4.5.6 部份正確例(1) 

在牆面輪廓分析時，建物需要有足夠的牆面特性，才會成功得到

牆面輪廓，此測試例中，建物航照影像如圖 4.18(a)，所得到之建物模

型如圖 4.18(b)，由於建物頂有數個水塔，其光達點雲在垂直投影上

如圖 4.18(c)。水塔形狀為圓柱型，上方帶有弧面結構，在切片時其面

積不斷改變，因此無法重建出屋頂水塔結構。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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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部分正確例(1) 

(a)建物航照影像 (b)建物模型 (c)建物光達點雲剖面 
 
 

4.5.7 部分正確例(2) 

在此測試例中，由於圓弧及直線偵測部分，對於過短或過於靠近

的線段，無法完整偵測，因此會遺漏建物的細節部分。建物航照影像

如圖 4.19(a)，向量圖如 4.19(b)，建物模型如圖 4.19(c)。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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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部分正確例(2) 

(a)建物航照影像 (b)建物向量圖 (c)建物模型 

4.5.8 部分正確例(3) 

此測試例中，由於圓弧及直線偵測部分，對於過短或過於靠近的

線段，無法完整偵測，因此會遺漏建物的細節部分。建物航照影像如

圖 4.20(a)，向量圖如 4.20(b)，建物模型如圖 4.20(c)。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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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部分正確例(3) 

(a)建物航照影像 (b)建物向量圖 (c)建物模型 

4.5.9 部分正確例(4) 

此測試例為一連棟平頂屋，由於其在影像上之邊界不明銳，因此

缺少一條階梯線，產生模型部分不正確。其航照影像如圖 4.21(a)，向

量圖如 4.21(b)，建物模型如圖 4.21(c)。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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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部分正確例(4) 

(a)建物航照影像 (b)建物向量圖 (c)建物模型 

4.5.10 重建失敗例 

在重建失敗例中，兩棟皆為斜頂屋。由於建物低矮且遭到樹木遮

蔽，無法得到其建物外圍輪廓，造成重建失敗。其 DSM 如圖 4.22(a)，

航照影像如圖 4.22(b)，向量圖如圖 4.22(c)。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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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重建失敗例 

(a)DSM (b)建物航照影像 (c)向量圖 

 
 

4.5.11 建物輪廓評估 

在建物輪廓精度評估部分，針對測試區內重建正確及部分正確之

建物模型中，以人工於空照立體對中量測且重建完成之建物模型為地

真資料，進行輪廓精度評估。以建物模型之屋角點與地真資料之屋角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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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間之平面座標差，計算均方根誤差。其均方根誤差在 X、Y 方向分

別為 0.71、0.73 公尺。誤差向量圖如圖 4.23。 

 
 
 
 
 
 
 
 
 
 
 
 
 
 
 
 
 
 
 
 
 

 

圖 4.23 誤差向量圖 

4.5.12 模塑誤差 

在模型精度評估部分，本研究不探討光達取樣時之誤差，而只探

討模塑出來的模型跟光達點雲之間之差異，故以模塑誤差(sh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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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進行精度評估。計算方法為每屋頂面光達點雲先剔除粗差，剩

餘點雲再與產生的建物模型計算平均的垂距殘差量，當作模塑誤差。

計算流程如圖 4.24。 

 
 

 
 
 
 
 
 
 
 
 
 
 
 
 
 
 

圖 4.24 模塑誤差計算流程圖 

本研究針對正確和部份正確建物計算模塑誤差。整體模塑誤差為

0.12m，範圍約 0.06m~0.33m，與光達資料高程精度為 0.15m 相符合。

全區模塑誤差整理如表 4.3。 

 

 

 

屋頂面點雲 

計算 

面方程式和 

平均垂距 

門檻 

模塑誤差 

移除粗差 

(>3*σ) 

建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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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模塑誤差 

 
 
 
 
 
 
 
 
 
 
 
 
 
 
 
 

4.5.13 誤差來源討論 

本節之目的在討論研究中建物模型重建的部分，各步驟所可能產

生的誤差，主要有五個部分：(1)認點誤差，(2)錯誤線段修正造成誤

差，(3)像/物空間轉換造成誤差，(4)SMS 修正所造成誤差，(5)女兒牆

所造成誤差。分別詳述如下： 

(1)認點誤差：由於人工在立體像對上所量測之屋緣線和影像上邊界

偵測所得到的線段可能有所不同，因此在建立建物外圍輪廓時會

造成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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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錯誤線段修正造成誤差：在 3.3.6 節中，對於兩條接近平行，具有

重疊部分，且長度差異不大之兩線段，會取兩線之平均，作為留

下的線段。此步驟也會造成建物輪廓的誤差。 

(3)像/物空間轉換造成誤差：在影像上的線段要以光線追蹤法得到物

空間三維線段時，可能會因屋頂面方程式不準確，而無法得到正

確的高度和位置。或因光線追蹤法的初始值給定和收斂門檻而造

成些許誤差。 

(4)SMS 修正所造成誤差：SMS 法在建立封閉多邊形以及建立二維位

相關係時，會對線段進行共線處理，調整線段的角度和位置，因

此也會造成些許誤差。 

(5)女兒牆所造成誤差：由於落在女兒牆上的光達點不足以將女兒牆

模塑出來，因此本研究中是以樓板高度作為建物高度，會造成模

塑部分些許誤差。另外因女兒牆具有高度，若影像上偵測得到之

線段位於女兒牆頂，也會造成誤差。但在此測試區資料中，由於

航照空間解析力為 0.5 m，且測區位於整張航照中間接近像底點之

位置，因此此部分造成之誤差不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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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資訊融合為概念，提出完整之程序，結合光達資料及單

張數位航照影像進行建物區塊偵測及直線及圓弧輪廓建物模型重

建。從研究成果觀察，本法具有自動化之潛力。 

建物區塊偵測之成果，利用建物在光達資料中具有之高度及形狀

外觀等特性，以及航照影像之色彩資訊及紋理資訊，將建物區塊偵測

出。在測試區中之房屋偵測結果與經由和一千分之一向量圖套疊分析

之後，偵測成功率約為 91%。 

建物模型重建之成果，以偵測出之建物區塊出發，搭配航照影像

平面精度佳以及邊界萃取易，以及光達資料高程精度佳之優勢進行模

型重建。重建之模型成果以其輪廓及屋頂結構進行成功率判斷，76%

之建物在輪廓以及屋頂形狀皆為正確，14%之建物在輪廓或屋頂突出

物部分與真實情況不完全相符合，10%之建物因遭到樹木遮蔽，無法

進行重建。 

由研究成果顯示，切片法在牆面輪廓分析時，可以得到一封閉的

概略建物輪廓，並且能夠偵測建物建物頂階梯線的部分，相較於以邊

界偵測的方法，較不易受屋頂雜訊所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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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物頂共面分析部分，改以三角形重心垂距作為區塊成長時判

斷的依據，相較於以法向量夾角作為區塊成長之條件的方法，在門檻

值的設定上，對於建物頂的雜訊干擾較不敏感。 

在圓弧及直線分析部分，本研究之圓弧偵測為二維處理，可降低

複雜度並縮短運算時間。此部分直接決定建物模型之外觀與輪廓，在

影像上邊界不明銳，或影像品質不佳時，容易導致模型重建失敗。此

外由於以隨機取點方式偵測圓弧，當圓弧線段短時，半徑累計次數會

相當雜亂而無法找出正確的半徑。在直線偵測部分也常因直線部分過

短而無法偵測出來，導致模型不正確。 

而在像/物空間轉換時，因為是在影像空間中判斷距離而決定後

選屋頂面，容易在階梯線附近誤判上下層屋頂面，將上層之階梯線以

下層之屋頂面回到物空間中，導致平面位置有所偏差。對於此部分之

方法，仍有待改進。 

在建議部份，房屋區塊偵測可加入其他輔助資料以得到更好的結

果，如加入多光譜影像，以近紅外光波段對於植物區分容易之特性，

更完整的濾除樹木區域，得到更完整之建物區塊。 

在方法上的建議，圓弧偵測的部分，可改以雲型線擬合等方式，

對於帶有曲線形狀而非圓弧輪廓的建物，能夠更完整的偵測其輪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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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候選屋頂面的判斷以及高度計算，可將線段分離，分析各種線段

和屋頂面配對的各個可能，找出最符合的可能，使候選屋頂面的判斷

更為完備。對於錯誤線段去除的機制，也可加入物空間共面分析的結

果一併進行判斷。 

對於在光達資料中已分析出牆面輪廓，但因影像邊界不明銳而無

法被偵測到線段時，可採取再回到光達資料中萃取線段的策略，使圓

弧及直線偵測機制更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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