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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立森林模型對於森林管理及經濟發展極具重要性，而傳統建立

模型方式需耗費大量人力、時間及經費，故現以光達資料及高解析影

像提升效率。本研究主要目的為融合光達資料及高解析影像偵測單株

立木區塊，進而建立三維植生覆蓋模型。本研究主要分為四階段，第

一階段為資料前處理，將影像正射化與網格化光達資料做空間套合，

第二階段進行樹林區域偵測，首先利用以區塊為單元之影像分割法將

區塊分割後，再利用影像知識庫分類來進行辨識分類出樹木區域。第

三階段進行單株立木萃取，利用所得到之樹木區域，以影像分水嶺技

巧以及局部最大點搜尋法來萃取單株立木。第四階段利用樹高及數值

地型模型等資訊進而將模型參數化得到樹模型，並建立出三維植生覆

蓋模型。研究中使用兩組測試資料於台灣地區，一組測試資料於芬

蘭，台灣地區之測試資料屬性分別為都市區以及果園，地點則分別位

於新竹以及台中，芬蘭測區則是由國際航測及遙測學會提供之樣區資

料，由研究結果顯示，由自動化萃取單株立木區塊，國內測試區之正

確率約90%，高程精度則優於0.6公尺。芬蘭測區自動化萃取單株立木

區塊之正確性約為80%，高程精度為1.12公尺。 

關鍵字：光達、空照影像、森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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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dimensional forest model is important to ecosystem management.  
Traditional ground investigation requires vast amount of manpower, 
resources, costs, and time. The objective of this investigation is the 
modeling for 3-D forest canopy using LIDAR data and high resolution 
images.  The proposed scheme comprises three major steps: (1) data 
preprocessing, (2) vegetation detection, and (3) tree crown extraction, 
and(4) Parameter modeling. The data preprocessing includes spatial 
registration of LIDAR and high resolution images, derivation of above 
ground surface from LIDAR data, and generation of spectral index from 
high resolution images.  In the vegetation detection, a region-based 
segmentation followed by the knowledge-based classification is 
employed to detect tree regions.  In the next step, we perform the tree 
crown extraction in vegetation regions. We use watershed segmentation 
and local maximum search to extract tree crowns. In last step, we use tree 
height, and terrain information to build the model. The validation data 
include two test sites in Taiwan and one site in Finland. Taiwan data are 
in Hsin-Chu and Tai-Chung respecting an urban area and orchard place, 
respectively. The Finland data was relea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ISPRS), and Euro Spatial Data 
Research Organisation (EuroSDR) as a sample test sit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Taiwan indicate that the accuracy of extracted individual tree is 
better than 90%. The accuracy of determined tree heights is better than 
0.62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Finland indicate that the accuracy of 
extracted individual tree is 80%. The accuracy of tree heights reaches 
1.12m. 
 
Keywords: Lidar, Aerial Photo, fores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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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1.1. 研究動機 

在自然資源中，森林是全球陸域生態體系中既基本且重要的部

分，對維持陸地生態平衡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由於人類對木材和耕地

等的需求，世界森林覆蓋正在衰減中，聯合國發佈的《2000 年全球

生態環境展望》指出，全球曾經覆蓋的森林，有近一半的面積已經消

逝了。於 1980 年至 1995 年間，就有 200 萬平方公里，比墨西哥大的

森林面積被摧毀[Abramo, 1999]。 

世界森林的加速衰減，正威脅著全球的生態和經濟的健康。森林

銳減直接導致了全球六大生態危機：綠洲淪為荒漠、水土大量流失、

乾旱缺水嚴重、洪澇災害頻發、物種紛紛滅絕及溫室效應加劇。從這

六大生態危機可以看出，破壞森林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為達到森林

永續經營的目的，森林監測是森林管理不可或缺的，而森林覆蓋模型

之建立為森林監測的首要工作。因此國際上已有許多學者從事建立三

維植生覆蓋模型之研究，且大多以航測為出發點，如 Gong et al. [2002]

利用立體像對萃取樹冠模型，Wang et al. [2002]描繪出樹的外型並找

尋樹的最高點建立出樹的模型。但傳統航測在建立三維植生覆蓋模型

時，採用立體製圖方式需耗費大量人力與時間，且在較密集之森林區

中立體像對不易取得地面點的特徵，森林垂直分佈資訊不易取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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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為了提升建立三維植生模型的效率，以新一代的遙測工具:高解

析影像與光達資料提昇其可行性。 

隨著遙測科技的發展，各類遙測資料及技術廣泛應用於森林方面

之研究[Lefsky et al., 2001; Woodward et al., 2002] 。由於高解析多光

譜遙測影像具備豐富的光譜資訊，有利於偵測森林區域，因此廣泛應

用於森林監測。雖然使用多光譜遙測影像有許多優點，但受限於使用

多光譜遙測影像精確的三維資訊不易取得，因此，多光譜遙測影像於

森林方面的應用主要探討的是森林水平分佈的資訊，而非森林三維的

分佈資訊。傳統上，除了現地調查外，多使用航測立體對取得森林三

維資訊[Wang et al., 2002; Gong et al., 2002] ，但航測需耗費大量之人

力、時間及成本。 

近年來，空載雷射掃描系統(Airborne Laser Scanning System)或稱

光達系統(LIDAR,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技術的成熟，可快速

獲取地表物三維資訊，且高程精度可達15公分。此類系統主要特性是

利用掃描方式，大量且快速地向地面發射雷射光波，接著由感測器接

收雷射反射訊號的資料，經由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以及慣性導航系統(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NS)的輔助可求

得地面掃描點座標，進而達到地面點取樣的目的。光達反射訊號具有

多重反射(multiple-returns)的特性，可同時量測到地表及樹頂之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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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植生覆蓋地區具有相當的穿透率，可有效取得地表高及地面高，此

一特性可輔助遙測影像因植生覆蓋區受植生遮蔽之問題。因此，使用

光達資料於森林覆蓋模型之建立，可同時提供森林水平及垂直的三維

分佈資訊[Lim et al., 2003]。 

當地表物複雜的程度高時，進行光達點雲及光學影像的資料融合

是必須的。因此本研究使用高解析影像及光達兩種資料，整合兩種資

料之優點提升效率。藉由光達提供地表三維特徵，高解析影像則提供

影像之光譜及紋理特徵，利用這兩種感測器的優點可提升偵測樹林的

能力及效率。整理兩種資料之比較表，如表 1.1 所示。 

 
表 1.1 高解析影像與光達資料比較表 

 
高解析影像 光達 

水平分佈 高 中等 

垂直分佈 間接獲得 高 

光譜資訊 高 低 

 

因此本研究整合光達資料及高解析影像，利用光達可迅速獲取三

維資訊及高解析影像含有豐富光譜資訊之特性，針對樹林區域偵測單

株立木區塊，進而建立三維植生覆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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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獻回顧 

森林在人類生存環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自然資源中，森林

是對生態平衡有決定性的作用。因此為達森林永續經營的目的，且作

有效的森林管理，建立三維植生覆蓋模型為森林監測之首要工作。因

此在國際上已有許多學者從事三維森林覆蓋模型之研究，過去大多以

航空照片或衛星影像為出發點，利用影像的光譜及紋理資訊及影像處

理技巧，描繪單株立木進而建立樹冠模型[Brandtberg and Walter., 1998; 

Wang et al., 2002] 。 

隨著遙測科技的發展，光達技術的逐漸成熟，國際上將光達技巧

運用建立樹模型亦逐漸增加[Persson et al., 2002; Brandtberg et al., 

2003; Holmgren and Persson., 2004; Yu et al., 2004; Yamagishi et 

al.,2004; Nawamura et al.,2005]，近年來更多的研究往整合影像與光達

之優點[Teraoka et al.,2003; Popescu and Wynne, 2004; Suárez, et al., 

2005]，提升建置樹模型之效率。因此將此三種不同資料面:(1)以遙測

影像為基礎(2)以光達資料為基礎(3)融合光達及遙測影像，建立樹模

型之研究整理如下。 

1.2.1以遙測影像為基礎 

單純以遙測影像建置樹模型，主要依據為立木在光譜反應上所呈

現之特性進行判釋，由於樹梢具有光譜值較高之特性[Brandber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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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1998]，以及樹冠邊界光譜值較低之特性，故以局部最大點 

(Local Maxima)作為樹梢位置，局部最低點(Local Minima)作為樹冠邊

界位置，萃取出單株立木區塊。其影像處理常運用之方法有以下兩種: 

1.固定視窗(Fixed-Size Window) 

固定視窗偵測法[Gougeon, 1995; Wang et al., 2004] ，是利用運算視窗

(Moving Window)的原理偵測樹梢，運算視窗的大小由影像解析度與

欲測試之樹冠大小決定。此方法為較簡單且快速之偵測方式，但一般

影像上會包含各種不同大小之樹冠，因此視窗大小則會決定偵測之目

標，若視窗過大會造成較小的樹冠偵測不到，反之視窗過小將會造成

較大之樹冠被誤判成多棵立木。因此視窗大小的決定為困難且敏感的

經驗值。 

2.邊界偵測法 

邊界偵測之方法有許多種，可依影像需求使用不同之邊界偵測方式，

最常用於萃取樹冠者為LoG(Laplacian of Gaussian)[Wang et al., 

2004]，由影像為基礎之邊界偵測法，主要架構皆是由各種邊界偵法

偵測出概略之區塊形狀後，再由區塊內部搜尋局部最大值作為樹梢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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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以光達資料為基礎 

由於光達可提供良好的幾何資訊，且訊號具有多重反射的特性，

可同時量測到地表及樹頂之點位，對於植生覆蓋地區具有相當的穿透

率，可有效取得地表高及地面高。國際上利用光達對森林之研究已有

豐碩之成果，因此就光達進行植生物之研究有以下幾類，分別針對森

林及單株立木之研究做整理。 

光達在植生方面之應用可分為森林植生[Persson et al., 2002; 

Holmgren and Persson, 2004; Suárez, et al., 2005] 及都市植生 [Haala 

and Brenner, 1999; Yamagishi et al., 2003] 兩部份。森林植生之研究包

括大範圍的森林樹高、材積估算、生物量估算等等，可輔助森林管理。

都市植生方面之應用包括樹林高度估測、綠地覆蓋率估算等等，可輔

助都市綠化管理。 

以森林應用的觀點，利用光達脈衝系統之特性可做以下兩種分類

[Dubayah et al., 2000]： 

1.脈衝式雷射測距(pulsed raging)。脈衝式雷射測距為光線脈衝的行進

時間測定距離，針對單一組雷射波，此類系統所記錄的多重反射值，

約2~5個離散的反射值。 

2.連續波雷射測距(Continuous Wave ranging)。連續波雷射測距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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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連續訊號，由調製正弦曲訊號的雷射光源強度進行距離量測，此類

系統記錄完成的連續訊號。 

如圖1.1所示，當一組雷射波打到一棵樹時，脈衝式雷射測距會記錄

五個高程點的資訊，而連續波雷射測距則會記錄完整的連續波。 

 

圖 1.1脈衝式及連續波雷射測距示意圖

[Lim et al., 2003] 

近年來，有許多使用光達資料偵測樹林之相關研究，就偵測樹林

之策略進行分類，可將應用光達偵測樹林的方法可分為四大類： 

1. 使用光達多重反射 (multiple-returns) 特性 [Alharthy, 2002; 

Persson, et al., 2002] 。由於光達在植生地區具有相當的穿透

率，不論脈衝式及連續波雷射測距，當同一組雷射的第一個回

波及最後一個回波的高度差大於門檻值時，則代表該區域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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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區域。 

2. 使用光達反射值(intensity)的特性[Song et al., 2002]。一般光達

系統之波長為近紅外線，植物在近紅外光的反射值與其他地表

物有差異，因此利用此反射值的差異可區分植生及非植生。 

3. 使用光達地表粗糙度(roughness)的特性[Mass, 1999]。光達對森

林進行掃描時，森林的表面會較其他地物粗糙，因此可利用此

一特性進行森林偵測。此一方法受限於地表物複雜的程度，當

其他非樹林的表面亦十分粗糙時，會降低偵測樹林的成功率。 

4. 結合光達及光學影像[St-Onge and Achaichia, 2001; Popescu and 

Wynne, 2004]。光達資料所提供的是地表離散點之三維資訊，

缺乏目標物之物理特徵，無法提供豐富的地表物光譜反應，且

在光達資料點密度較低時，對地表邊緣線偵測之可靠度較低。

而光學影像所提供的是地表物光譜及紋理的資訊，因此可整合

這兩種感測器於樹林的偵測。使用光達資料進行高程分析，同

時使用光學影像進行光譜分析，可有效偵測樹林區域。 

就光達針對單株立木之研究，依森林應用觀點有各種不同用途，

國際上已有豐碩之成果，較具代表性之研究方向則分為:(1)偵測單株

立木樹高[St-Onge and Achaichia, 2001; Popescu and Wynn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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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árez et al., 2005] (2)偵測單株立木樹冠[Persson et al., 2002；

Brandtberg et al., 2003；Koch et al., 2006] (3)偵測立木個數[Teraoko et 

al., 2003；Nawamura et al., 2005] (4)建立樹模型 [Yamagishi et al., 

2004；Teraoko et al., 2004]。由於樹高及樹冠等森林參數，為森林經

營管理之重要角色，故各研究多以求得森林參數為出發，進而演進至

建立模型。 

1.2.3融合光達及遙測影像為基礎 

雖然光達可提供迅速且精確之三維資訊，但卻缺乏目標物之物理

特性，無法提供豐富的地表光譜反應，因此近年來有許多學者為補其

缺失，加入遙測影像與光達資料作融合[St-Onge and Achaichia, 2001; 

Teraoka et al., 2003; Popescu and Wynne, 2004; Suárez et al., 2005]，增

加建立樹模型之效率。而融合光達及遙測影像為基礎之處理方式，影

像所扮演的角色為提供之光譜資訊如植生指標可用來偵測樹林區

域，而光達則可由獲得之三維資訊，分別建立分別為數值地形模型

(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 與數值地表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進而求得數值樹冠模型(Digital Crown Model, DCM)。 

由上述資料顯示，當地表物複雜的程度高時，進行光達點雲及光

學影像的資料融合是必須的。藉由光達提供地表三維特徵，遙測影像

提供影像之光譜及紋理特徵，本研究整合這兩種感測器的優點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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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樹林的能力，進而針對森林範圍建立三維植生覆蓋模型。 

1.3. 研究構想及內容 

本研究以資料融合之角度切入，期望能結合光達以及高解析影像

之優點，提升對森林中單株立木萃取之效能。本研究內容主要包含四

項工作，第一階段為資料前處理，將影像正射化與網格化光達資料做

空間套合，將兩種資料之解析度與座標調整至同一座標系與範圍，以

利後續利用。 

第二階段進行樹林區域偵測，由於傳統上大多利用像元為基礎

(pixel-based)分類方式，將地表物作類別判釋，取得樹林範圍，但此

方法除考慮光譜特徵外並無加入其餘輔助因子進行辨識，也未考慮相

鄰像元間之相關性，若類別中心相近時容易造成誤判情形。因此本研

究為補傳統方法之缺失，以區塊為基礎之分類方式偵測樹林區域，此

方式可增加分類判釋的條件，除了考慮光譜特徵外，可因需求加入其

他屬性或形狀因子輔助判釋，增加分類的準確性。 

第三階段進行單株立木萃取，針對樹林區域做單株立木的萃取，

由於影像上包含了許多陰影及遮蔽區域，對於單株立木萃取易造成混

淆，為使萃取之準確率提高且減低陰影遮蔽區之影響，本研究在此步

驟僅利用光達資料做分析，由光達資料的三維資訊來觀察樹木的高度

變化，即可有效率的萃取出單株立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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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為模型參數化並建置樹模型，在森林管理的角度中，有幾

項基本的森林參數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樹的位置、樹冠直徑及樹高

等。因此本研究萃取出單株立木區域後，將森林參數建立，在放入模

型資料庫即可視覺化展示樹模型。 

本文章之整體結構可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即本章，簡述研究

動機、目的以及前人研究之文獻回顧，以及本研究所提出之構想與內

容。第二章，研究方法，詳細介紹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及各階段之步

驟。第三章，實驗結果，研究中使新竹、台中及芬蘭三個不同的實驗

區，分別針對都市、果園及森林區域進行單株立木萃取，並以航測立

體對量測樹高以及描繪樹冠進行精度分析。第四章，結論與建議，針

對本研究之實驗結果提出結論以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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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以資料融合的角度切入，主要工作分為四個階段進

行，第一階段為資料前處理，將影像正射化與網格化光達資料做空間

套合，第二階進行樹林區域偵測，在此利用影像知識庫分類技巧將光

達及影像融合，首先利用異質性指標在影像分割的過程中可同時加入

光譜與形狀的因子加以約制，分割後的每一區塊具有其光譜以及形狀

上的屬性。產生區塊影像之後，再利用影像知識庫來進行辨識分類出

樹木區域。第三階段進行單株立木萃取，以影像分水嶺法在光達資料

上做分割，並假設區塊內局部最大點做為樹梢位置，即可獲得森林參

數。第四階段為模型參數化並建置樹模型，利用樹高及數值地型模型

等資訊，進而將模型參數化得到樹模型，並建立出三維植生覆蓋模

型。各階段工作詳述如下。本研究之流程圖，如圖 2.1 所示。 

1.1. 資料前處理 

資料前處理主要分為光達資料前處理以及空照影像前處理兩部

分。其詳細工作詳述如下。 

2.1.1 光達資料前處理 

光達資料前處理之工作主要包含兩項工作，即光達資料地表點與

地面點分類及網格化光達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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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研究流程圖 

2.1.1.1 地表點與地面點分類 

光達原始點雲中包含地面點雲與地表點雲，為能取得地表物於地面之

高度，必須先將這兩類點雲分離。而過濾的方法依其特性來分類，就

操作觀念而言有以面(Surface)、區塊(Region)及斜率(Slope)為基礎等

三類；就使用的結構來分則有原始離散點、不規則三角網(Triangular 

Irregular Networks, TIN)或規則網格點等。各家演算法基於對空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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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資料中地面(點)與地物(點)的假設不同，而有不同的操作方法。分

別敘述如下，並將各種過濾法及其特性整理，如表2所示。 

1. 以面為基礎(surface-based)的方法:以面為基礎之方法，大多假設地

面區塊具有高程連續特性。最典型的是使用最小二乘法進行曲面

擬合(surface fitting)，如Kraus and Pfeifer [1998]提出的階層式強鈍

內插法，但該法容易濾除斷線處的點位，Brügelmann [2000]建議

在已過濾的資料中偵測斷線以增顯地形特徵。Elmqvist [2001]使

用活動輪廓模型(active counter model)方法，考量內部與外部因素

以加權方式使模型能量為最小來獲取地面點。 

2. 以區塊為基礎(region-based)的方法: 區塊式的方法，通常假設地

物是區域較高或地面是局部較低者，多數是以數學形態學的觀念

及操作法出發，例如Kilian et al. [1996]最早採用數學形態學的方

法過濾地物點，並注意到太大的操作視窗會濾除地形細節，太小

的操作視窗則不能去除房屋。Petzold et al. [1999]建議先用大尺寸

視窗在資料區內移動，濾除視窗內與最低點的高差大於臨界值的

其他點位，然後逐漸縮小視窗尺寸重複操作。 

3. 以斜率為基礎(slope-based)的方法:斜率式的操作法，是假設地物

(點)與周圍鄰近地面點相較有高程驟增的現象，亦即有較大的斜

率。Vosselman [2000]從數學形態學的觀念出發，考慮地形斜率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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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了一個特殊的核函數(kernel function)濾除地物點。Sithole [2001]

則改良 Vosselman [2000] 的方法，利用地貌的梯度圖值

(gradientmap) 自動改變操作元尺寸以適應陡坡地形。Roggero 

[2001]亦改良自Vosselman [2000] 的方法，同時考量局部操作元

內的點位高差及距離調整權重，在內插的格網(grid)資料上使用局

部線性迴歸獲取地面點 

表 2.1 各種過濾法及其特性比較表[邵怡誠及陳良健，2006] 

操作觀念 資料結構 作者(發表年代) 方法 

面 區塊 斜率 離散點 格點

Kilian et al. [1996] 數學形態學過濾法  V   V 

Kraus and Pfeifer [1998] 階層式強鈍內插法 V   V  

Petzold et al. [1999]  數學形態學過濾法  V  V  

Elmqvist [2001] 活動輪廓法 V    V 

Sithole [2001] 改良式斜率過濾法   V V  

Roggero [2001] 改良式斜率過濾法   V V  

Vosselman [2000] 數學形態學/斜率式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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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分離地表點與地面點時，使用曲面近似法 (Surface 

Approximation)[Axelsson, 2000]將地表點與地面點分類。此法之操

作觀念屬於斜率為基礎式，但在資料結構上屬不規則三角網，因

此同時具有面以及區塊的觀念；首先在光達資料中等間距挑選局

部最低點視為起始地面點，使用這些起始地面點建立不規則三角

網表示地面，接著循序加入其他光達點將三角網細化，並在三角

網內判斷加入的光達點是否為地面點，判斷的依據是點到三角網

平面的距離或點到三個角點的向量與平面的夾角，若判斷為地面

點則加密三角網，否則加入下一點，直到所有點都完成判斷，即

可將光達點初步分類為地表點與地面點。 

 

2.1.1.2 網格化光達資料 

光達之原始資料為三維離散點，為提升運算處理之效率，故在進

行樹林區塊偵測處理時將其轉換成為規則之網格化資料，以利後續之

分析。光達原始離散點經初步分類為地面點與地表點，可網格化此兩

組資料，分別為數值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 與數值地

表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由於使用三角網內插方式進行

內插可得較精確的網格資料[Behan, 2000; Briese et al., 2000] ，因此將

使用三角網內插的方式將地面點及地表點內插為網格式之數值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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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及數值地表模型。圖2.2為網格化光達資料示意圖。 

經網格化後的光達資料，需進行平滑化處理去除雜點。為保持較

好的邊緣輪廓特性，研究中使用中值濾波(Median Filter)進行平滑化，

圖2.3為平滑化光達資料前後之示意圖。 

 
 
 

  
(a) (b) 

(c) (d) 

圖 2.2 網格化光達資料示意圖 

(a)地面點(b)數值地形模型(c)地表點(d)數值地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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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2.3 光達資料平滑化示意圖 

(a)原始數值地表模型(b)經平滑化後之數值地表模型 

2.1.2 空照影像前處理 

本研究所使用之影像為彩色航空照片，利用其空照影像具有空間

解析力佳及含有光譜資訊等特性，來提升樹林區域偵測之準確性。 

而使用空照影像之前，須先進行影像校正，因此本研究首先需將

空照影像進行前處理，針對影像進行正射化改正，主要為校正傾斜移

位及地形所引起之高差移位。 

影像正射化可分為光線追蹤模式 (Top-down)及逆轉換模式

(Bottom-up)。光線追蹤模式為計算二維影像空間坐標所對應的三維物

空間坐標，逆轉換模式為計算三維物空間所對應之二維像坐標。由於

逆轉換模式較光線追蹤模式而言有較多之優點，因此本研究中將利用

影像正射化之逆轉換模式，利用控制點求解方位參數後將影像校正得

到正射影像。由於以此方式所得像坐標並非整數像元，故需要進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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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取樣，以取得非整數值的灰度值，因此使用雙線性法進行內插，最

後可得所需地面範圍之正射影像。 

 

1.2. 樹林區域偵測 

樹林區域偵測之目標為萃取出植生區域，傳統上大多利用像元為

基礎(pixel-based)分類方式，將地表物作類別判釋，其原理是利用單

一像元的光譜值，與各定義類別(class)中心光譜值進行比對，作為分

類的依據。除光譜特徵外並無加入其餘輔助因子進行辨識，也未考慮

相鄰像元間之相關性，若類別中心相近時容易造成誤判情形。 

為了改善傳統分類法上的不足，本研究以區塊為基礎(region-based)

之方法做地表物分類，此方式可增加分類判釋的條件，除了考慮光譜

特徵外，可因需求加入其他屬性或形狀因子輔助判釋，增加分類的準

確性。 

故本研究融合光達之高度資訊以及影像之光譜資訊作影像分割處

理，因此若影像的像元值擁有相似的高度或光譜特徵將會被合併成同

一個區塊，反之則區分成不同區塊。影像分割後將每個區塊視為一個

單元，以物件導向為基礎之知識庫分類法分析求得植生區域。 

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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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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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達資料及高解析衛星影像視為空間相關的兩個圖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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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時可同時考慮區

塊的形狀特性。區塊分割異質性指標計算流程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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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影像分割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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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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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

i
iiwh

1
attribute σ  (1) 

其中， 

hattribute ：屬性值異質性指標； 

wi  ：第 i 個圖層之權重； 

σi      ：第 i 個圖層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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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中， 

hshape ： 形狀異質性指標； 

wsmoothness ：平滑度之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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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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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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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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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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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分割示意圖，

如圖2.5所示，圖中可清楚看出同性質的資料會分割為同一區塊。 

 

 

 

(a) (b) 

圖 2.5 區塊分割示意圖 

(a)彩色空照(b)分割區塊 

2.2.2. 知識庫分類 

經區塊分割後，以區塊為單元進行分類，研究中使用影像之光譜

特性進行知識庫分類，以偵測植生區域。知識庫分類中運用許多參數

(知識)作為分類條件，這些參數可經由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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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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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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在進行植物綠度探測中，通常利用植物光譜的近紅外光與可見光

兩個最典型的波段值來進行分析。近紅外光波段為植物健康狀態最為

靈敏的指標，它對植被差異及植物生長勢反應敏銳，可指出植物光合

作用是否正常進行；紅光波段會被植物葉綠素吸收，而葉綠素為光合

作用之重要元素，因此紅光波段可視為光合作用的代表性波段。這兩

個波段數值不同型式的組合，是植物綠度的核心。由於植物綠度與植

物的生長勢、覆蓋及植相的動態變化等，都具有密切的相關性，因此

採用植物綠度進行植物主題研究、綠色植物監測、以及生物量評估，

有其可行性存在。故測定綠色植物之光合作用、植物之覆蓋率及生物

量的研究上，因綠色植物具有吸收藍光、紅光和強烈反射紅外光的特

性，判斷植生反射量之多寡，大多學者研究歸納結果，使用可見光與

近紅外光之差值或比值，即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 )，適用於監測植生之變化[Teraoko 

et al.,2003]，NDVI 值之計算方式如式(6) 

 

NDVI=NIR-IR/NIR+I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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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IR ：近紅外波段; 

R：紅色波段; 

NDVI 數值可正規化至-1~1 之間，如NDVI 值越趨近於1，代表

綠色植物覆蓋率量愈高，反之，裸露地、水體、陰影等，該NDVI 值

則趨於0或負數。 

由於本研究中所使用之高解析影像包含數位航照及傳統航空照

片兩種，因傳統航空照片僅包含R、G、B三波段，故以綠度指標

（Greenness Index, GI）代替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其原理為紅光波

段會被植物葉綠素吸收，而葉綠素為光合作用之重要元素，因此紅光

波段可視為光合作用的代表性波段，而綠光段則被葉綠素反射，因此

可利用此關係求取植物的綠度指標，用來做植生區域的偵測。 

利用彩色航照之所擁有之光譜資訊，以其 R、G 兩波段求取綠度指標

[Niederöst, 2001]，其計算方式如式(7) 

Greenness index = G-R/G+R                            (7) 

其中： 

G：綠色波段 

R：紅色波段 

綠度指標數值可正規化至-1~1 之間，如綠度指標值越趨近於 1，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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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植物覆蓋率量愈高，反之裸露地、水體、陰影等，該 GI 值則趨

於 0 或負數。 

經植生偵測後，所得之植生區域包含樹林及草地，本階段中加入

光達之高程特性，藉由高程變化區分樹林及草地。光達資料產生的

DSM與DTM中，DSM代表的是地表覆蓋物之高度資訊，而DTM代表

的純粹是地面之資訊。DSM及DTM相減，可取得nDSM(Normalized 

Digital Surface Model)，即兩者之高度差異。由於樹林高度較草地為

高，因此研究中使用nDSM為區分樹林及草地的指標。 

2.3 單株立木萃取 

　在樹林區域偵測結束後進行森林覆蓋模型的建立，首要工作為利

用所得到之樹林區域萃取出單株立木之區塊，進而萃取森林參數建立

森林模型。本研究考慮空照影像容易產生陰影及遮蔽的影響，造成邊

界萃取不易或造成誤判情形，故只採用光達資料做單株立木萃取，由

光達含有豐富之三維資訊，可輕易觀察出樹木間高度的變化特性，直

接利用光達資料做單株立木萃取。國際上已有許多研究針對光達資料

對單株立木萃取，利用光達偵測單株立木方法主要使用影像分割的技

巧，其主要方法可分為以下四類: 

1. 像元為基礎之方法（Pixel-based method）:具代表性的為影像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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嶺法（Watershed）[ Yu et al., 2004 ]以形態學理念出發，將影像假

想為地形模式，以一種區域成長演算法切割影像以灰階影像的梯

度差值變化，將影像分割成若干區塊。 

2. 模型為基礎之方法（Contour-based method）：具代表性為動態模型

法（Active contour），又稱蛇模型，以影像的輪廓曲率為內部能量，

外部能量則採用影像的梯度位能，設計出最合適的內部能量與外

部能量函式及權重值，以調整最佳的影像邊緣 [Holmgren and 

Persson, 2004; Persson et al., 2002] 。 

3. 區域為基礎之方法（Region-based method）：具代表性為異質性指

標法（Heterogeneity method）[Suárez et al., 2005 ]，同時考慮光譜

因子及形狀因子進行分割。分割機制是藉由計算影像中每個物件

的異質性(Heterogeneity)指標，來完成影像分割的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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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經驗為基礎之方法（Empirical method）：具代表性為森林參數法

（Forest parameter method）[Popescu and Wynne, 2004; Suárez et al., 

2005] ，必須由地真資料建立森林參數，如樹高、樹冠寬、生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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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利用森林參數間的關係建立分割的機制，例如利用地真資

料回歸分析建立樹冠與樹高間線性的關係。 

針對文獻中對於單株立木分割方法作綜合比較整理出一綜合比

較表，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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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單株立木區塊分割法綜合比較表 
作者 使用資料單株立木區塊分

割方式 
優點 限制 

Yu et al., 
2004 

Lidar Pixel-based method
(Watershed) 

邊界點的位置較為精

確 
對雜訊敏感，容易在灰階梯

度局部最大地方產生過度

分割 
Persson et 
al., 2002 

Holmgren 
and 
Persson, 
2004 

Lidar 

 

Contour-based 
method 
(Active contour) 

 

對於較模糊的邊界可

利用加強外部能量的

權重保持外型輪廓 

非常依賴初始值，無進入圖

形凹陷處之能力常停滯在

局部能量極小處 

Suárez et 
al., 2005 

Lidar + 

影像 

Region-based 
method 

(Heterogeneity 
method) 

可調配光譜及形狀因

子之權重達到最佳效

果 

必須自行調配各項指標因

子間的權重 

Riaño et 
al., 2004 

Lidar 

Popescu 
and 
Wynne, 
2004 

Lidar + 

影像 

Empirical method 

(Forest parameter 
method) 

可依各種不同性質林

區做數學模式建立 
必須有地真資料作為數學

模式建立之依據 

此階段之工作主要分為三部分：（1）將光達資料作影像分割（2）

搜尋區塊局部最大點（3）萃取森林參數建立森林覆蓋模型。本階段

之流程如圖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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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單株立木萃取流程圖 

首先使用影像分水嶺分割技巧在數值地形模型上做分割，利用此

技巧將單株立木高度的變化將單株立木區塊萃取出來。並假設每個單

株立木區塊內局部最大的點位為樹的位置所在，進而利用局部最大的

搜尋法可將樹的位置以及高度萃取出來。 

2.3.1 影像分割 

本階段主要的目的為由樹林區萃取出單株立木區塊，首先將非樹

林區域去除，針對樹林區域做影像分割取得單株立木區塊，此處用的

影像分割技巧為影像分水嶺法（Watershed Segmentation），Beucher and 

Lantuejoul (1979)是第一批將分水嶺分割法用於影像分割的人，他們

主要將它用於氣泡狀區塊的影像以及顯微影像的區塊分割上。分水嶺

分割法的目的即是將影像中具有相似灰階值的像素點歸類為同一

群。執行分水嶺分割法的第一步，便是取得影像中每一個像素點的灰

階值變化，計算原始影像每一點的梯度值之後，再做後續處理影像梯

影像分割 萃取森林參數 

*  

 

8.35 m 

搜尋區塊局部最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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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運算，常應用於各種邊緣探測上。考慮一張灰階影像中，通常由於

兩個相鄰不同區域的點灰階值明顯不同，因此位在兩個相鄰區域邊界

上的點，其與鄰近點之間的灰階值變化必然較為劇烈，而梯度值正呈

現了這種點與鄰近點之間的灰階變化程度如式(8)所示。所以一張影

像經由梯度運算子的處理之後，我們可以明白影像中哪些部分的梯度

值較大，那些部分通常也就是所謂影像中的邊界部分。 

( )
2
1

22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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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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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y
f

x
ffmagf                               (8) 

為了更清楚地了解分水嶺分割法的觀念，假設把一張由原始灰階影像

所得到的梯度影像，如圖2.7(a)，視為一個地表平面，而該梯度影像

中每個像素點之梯度值，則視為地表起伏之高低，如圖2.7(b)所示。 

梯度影像中梯度值較高之像素點，其地勢也較高，而這些梯度值較高

之像素點則形成高地屏障，自然而然，其兩側地勢較低的像素點， 

即是梯度值較低之像素點，被分為兩個不同的區域。此時，假設拿著 

一大壺的水從整個地表上空往下倒，可想而知，這些水會將地表較低 

的區域淹沒，這個水淹的步驟稱為泛流處理(flooding process)，如圖

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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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2.7 分水嶺分割法概念圖 

(a)影像梯度值(b)梯度地勢示意圖 

 

圖 2.8 泛流處理示意圖 

 

而最後仍然露出水面的區域，則是那些梯度值較高的像素點所形

成之高地，而這些高地(稱為分水嶺)，將分隔那些被水淹沒之低窪區

域，形成個個不相連的水窪區域，這些區域即是經由分水嶺分割法處

理後，得到之物件區域，而那些分水嶺，如圖2.9，即是分隔這些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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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區域之邊界[吳乃燊，2003] 

 

圖 2.9 分水嶺分隔不同區域 

利用數值地形模型可得到地表起伏與單株立木高度的變化的特

性，並應用分水嶺分割技巧在數值地形模型上做影像分割，將單株立

木萃取出來，得到單株立木區塊。 

2.3.2 搜尋區塊局部最大點位置 

由於樹木的構型複雜且會因樹種而改變構型，且樹冠輪廓是不規

則且常與鄰樹的枝條相互連接，樹高及位置易不易明確界定，因此本

研究假設樹冠內最高點為樹的位置。由前步驟所得之單株立木區塊，

在每一區塊內搜尋其局部最大（即最高）的光達點最為樹的位置如圖

2.10(a)，即可獲得每棵樹之位置及樹高，如圖 2.10(b)中紅色點．即為

單株立木之位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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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2.10 萃取局部最高點為樹梢位置 

(a)光達點示意圖,(b)樹梢位置示意圖 

2.4 樹林覆蓋模型建立 

    樹林覆蓋模型建立主要分為兩階段進行，第一階段將模型參數

化，第二階段收集並建置模型資料庫，並利用模型資料庫與模型參數

重建三維樹林覆蓋模型。 

2.4.1 模型參數化 

    為求所建置之模型參數符合森林經營管理之需求，首先需瞭解於

傳統森林單株立木測計中常用且重要之森林參數，包含立木之胸高直

徑(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b.h.)、樹高(tree height)、樹冠直徑又稱

冠幅(crown diameter)、冠長(crown length)及枝下高等。如圖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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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單株立木參數示意圖 

其中立木之胸高我國規定為地上 1.3 公尺，故胸高直徑即為地上 1.3

公尺處之樹幹直徑，樹高則為地面到樹梢頂點之垂直長度，樹冠直徑

則因樹冠輪廓通常不規則且常與鄰枝相接，因此輪廓界定困難，故假

定樹冠是圍繞樹木主幹之圓形，在計算其平均值，樹冠平均直徑之求

法甚多，而常共用的有以下三種： 

1. 最大直徑與最小直徑之平均值。 

2. 最大直徑與跟最大直徑之主軸呈直角方向直徑的平均值。 

3. 測定隨機選取或預先指定一個方向直徑，在測定其呈直角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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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直徑，然後求兩者之平均值。 

而冠長之定義是從樹梢到生長最低點之活葉部分的垂直長度[楊榮啟

及林文亮，2003]。 

    本研究之資料皆為空載資料故無地面剖面資訊，因此無法取得胸

高直徑、枝下高及冠長，故本研究之所建立之模型參數為樹高、樹冠

直徑及樹之位置。 

2.4.2 模型資料庫之建置 

    由於樹木之構型相當複雜，因此如何近似樹的構型將其視覺化

(visualization)有其相當難度，植物模型視覺化方法主要可分成，影像

模型、幾何模型及參數模型三種。 

(1)影像模型: [林達德，2006]主要的展示方式，是將二維影像敷貼於

直立二維矩形，影像模型示意圖，如圖 2.12 所示，展示技巧將影像

底色黑色處設為透明色，即時旋轉直立矩形，以垂直觀測方向。 

(2)幾何模型: [林達德，2006]大多以組三角網方式展現，建構出樹的

模型。幾何模型示意圖，如圖 2.13 所示。 

(3)參數模型: L-System [林達德，2006]，為一種描述生物發展的數學

規則，利用疊代與重寫之規則建構出植物模型，参數模型示意圖，如

圖 2.14 所示。此方法整合多種科學例如: 數學、計算機繪圖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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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視覺、植物學、生態學等，因此可應用於植物生長模擬。 

 

(a) (b) (c) 

圖 2.12.影像模型示意圖 

(a)二維植物影像 (b)直立矩形 (c) 植物模型 

  

(a) (b) 

圖 2.13.幾何模型示意圖 

(a)以三角網格組成 (b)幾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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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參數模型示意圖 

針對以上三種植物模型視覺化方法整理出一比較表，如表 4 所示。 

表 2.3 植物模型視覺化方法比較表 
  

影像模型 幾何模型 參數模型 

模型產生 最容易 困難 容易 

繪圖效率 最快 視模型而定 快 

逼真程度 差 視模型而定 佳 

依植物參數繪圖 差 差 佳 

讓植物成長 差 差 佳 

由表 2.3 可看出，影像模型的優點是可繪圖效能佳，可適用於大範圍

的森林繪圖。因此本研究為達到近似樹型之效果，蒐集許多已建置之

樹模型做為模型資料庫，以因應各測區樹種不同之應用。 

    模型資料庫之蒐集以 3DMAX 及 ArcScene 兩軟體為主，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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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各有其優缺點，在 3DMAX 中已建置之模型資料庫樹種較為

少，約有二十種樹左右，其模型資料庫為幾何模型，利用三角網等構

成，故其樹枝及葉片複雜度高，可依所需自行增減修飾，亦可自行建

立所需之樹種，其模型如圖 2.15 所示；而 ArcScene 之模型資料庫則

已建立約有兩百多種之樹種，其模型資料庫為影像模型敷貼於直立正

交矩形上，其模型資料如圖 2.16 所示。由於本研究為較大面積之森

林模型之建立，因此以影像模型繪圖效能較佳之特性，選用 ArcScene

之模型資料庫做成果之展示。 

圖 2.15 3DMAX 模型展示 圖 2.16 ARCSCENE 模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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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可靠度與精度之分析 

完成單株立木偵測後，研究中使用航測立體對影像以人工量測樹

高進行精度評估。但由於航測立體對所量測之精度有限，且不一定比

光達之精度為高，因此本研究驗證之首要目標為評估自動化萃取單株

立木的個數及面積的比較，其次才是樹高之驗證。 

精度評估主要包含兩部份，第一部份是精密度評估，第二部份為

精確度評估。精密度評估將比較人工量測與自動化單株立木偵測之單

株立木數量以及面積，精密度表示方式則以正確率(Accuracy)、漏授

(Omission Error)以及誤授(Commission Error)表示其公式如式 9-11 所

示。 

100Accuracy ×
∩

=
M

MA  (9) 

100ErrorOmission ×
∩−

=
A

MAM  (10) 

100Error Commission ×
∩−

=
A

MAA  (11) 

其中， 

A ：自動化萃取個數； 

M ：人工量測個數； 

精確度評估的目的是比較人工量測及單株立木區塊偵測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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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計算兩者之差異。精度評估時必須克服兩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

兩者高程坐標系統不一致，因光達坐標系統與航測立體對坐標系之高

程基準不同，必須兩者之高程差關係，使兩者使用一致的高程系統。

第二個問題是樹高點位的不一致，因為光達掃描所得之樹高是空間中

離散的三維點雲，不一定是樹冠的最高點，而人工所能量測到的樹高

不一定是光達掃描所得的三維點雲，因此無法直接使用光達三維點雲

及人工量測到的樹高進行評估。為了克服這個問題，必須以人工量測

到的樹之平面位置為基準，內插光達原始資料，以取得對應之高度值。 

精度分析包含四個步驟：（一）使用航測立體對量測樹高，（二）

估計航測與光達系統之高程系統差，（三）使用光達點雲內插樹高，

（四）計算人工量測及光達之樹高差異。 

使用航測立體對人工量測樹高時，為避免量測時的不確定性，必

須選擇樹冠構造清楚之樹林，所得之樹高亦較為可靠。完成樹高量測

後，計算航測與光達系統之高程系統差，以建立兩坐標系統之關係。

估計高程系統差時，必須選擇定義清楚且地形平坦的區域，如平面道

路、球場或公園等，分別量測目標區於航測系統及光達系統之高度，

計算兩者之高度系統差。得到高程系統差後，將航測之樹高轉換至光

達系統之高度，並進行高程內插。 

光達系統掃描時，可同時取得樹高及地面之三維離散點。在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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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內插時，必須去除非樹高之地面離散點，因此以航測樹高的三維

坐標設定水平及垂直之緩沖區(Buffer)，以刪除非樹高之離散點，如

圖 2.17 所示，圖中星號標示者為航測樹高，圓形標示者為光達點雲，

圓柱體表水平及垂直之緩沖區。若欲內插的點位於三角網內時，直接

使用三角網的方式內插樹高，如圖 2.18(a)所示。若欲內插的點位在三

角網外，使用三角網外插會高估樹高，因此使用最鄰近法內插樹高，

如圖 2.18(b)所示。得到每一個人工量測樹高對應之光達樹高後，即

可統計兩者之差異，進行精度評估。 

 
 

 
(a) 

 

 

圖 2.17 光達水平及垂直緩沖區 

(b) 

圖 2.18 光達點內插 

(a).三角網內插(b).最鄰近點內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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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結果 

研究中使用國內資料及國際航遙測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ISPRS)所提供之芬蘭測試區，資

料分別擁有三種不同屬性:都市區、果園區以及真實森林。國內之測

試地區分別針對都市區及果園區域，進行單株立木萃取之可行性測

試，接著再以芬蘭測試區做真實森林應用之可行性測試。 

國內及芬蘭測區之資料條件有些不同，國內地區所使用之資料為

光達以及類比式彩色航空照片，而芬蘭測試區所使用之資料為光達資

料以及數位航照，其資料面之最大不同處為光譜資訊不同，數位航照

空照片多了近紅外光波段，因此在進行植生偵測時，芬蘭測區使用常

態化差異植生指標，國內測區則使用綠度指標為依據；因此將不同之

處整理比較，如表3.1所示。 

表 3.1 測區使用資料比較表 

實驗區 國內 芬蘭 

光達資料 V V 

航空照片(R、G、B) V  

數位航空照片(R、G、NIR)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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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實驗資料 

國內之實驗區分別為都市區(新竹科學園區)及果園區(台中大坑

地區)。新竹科學園區及台中大坑地區分別使用Leica ALS40及Optech 

ALTM2033之光達資料，兩組光達資料皆由為農委會所提供，其高程

精度約為15cm，並使用曲面近似法將光達點雲分類為地表點與地面

點。研究中將光達地表點與光達地面點網格化為50公分網格之DSM

及DTM。實驗中使用彩色航空照片與光達資料進行資料融合，其影

像空間解析力為0.1公尺，光譜資訊包含藍、綠及紅三個波段。 

新竹測區大小為 100m *264m，實驗區對應之光達資料DSM及

DTM如圖3.1(a)及圖3.1(b)所示，地表起伏為106-115公尺，彩色航空

照片影像資料如圖3.1(c)所示，該測區主要為都市地區，植物型態多

為行道樹。台中測區大小為218m*250m，實驗區光達資料DSM及DTM

如圖3.2(a)及圖3.2(b)所示，地表起伏為193-221公尺，彩色航空照片影

像資料如圖3.2(c)所示，該測區植物型態多為果園植物及雜林。表3.2

為新竹及台中兩測試區光達資料相關參數，表3.3為新竹及台中兩測

試區影像資料相關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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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3.1 新竹測區資料 

(a) DSM  (b) DTM  (c) 彩色航照 

   
(a) (b) (c) 

圖 3.2 台中測區資料 

(a) DSM  (b) DTM  (c) 彩色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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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新竹及台中兩測試區光達資料相關參數 

實驗區 新竹科學園區 台中大坑地區 

系統名稱 ALS40 Optech ALTM2033 

取樣時間 2002.04.14 2002.03.20 

點位密度(pts/m2) 1.6 1.7 

地形起伏(m) 106-115 193-221 

航高(m) 1200-2000 1350-1500 

掃描頻率(Hz) 29.4 47-50 

雷射脈衝率(KHz) 38 33 

視場角(deg) 35 14 

表 3.3 新竹及台中兩測試區影像資料相關參數 

實驗區 新竹科學園區 台中大坑地區 

日期 2002.05.14 2002.06.19 

焦距(mm) 305.110 304.926 

航高(m) 1543.43 1595.18 

空間解析力(cm) 10 10 

實驗區 新竹科學園區 台中大坑地區 

日期 2002.05.14 200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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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航測與遙測學會提供之測試資料，地點位於芬蘭首都赫爾辛

基(Helsinki)西方15公里處，其森林樹木生長型態為混合同質性的樹

種，但樹齡及生長情形不同，主要樹種為蘇格蘭松、挪威雲杉與銀白

樺。測區使用Optech ALTM2033之光達資料，其高程精度約為15cm，

資料已分類成地面及地表兩種類別。研究中將光達地表點與光達地面

點網格化為50公分網格之DSM及DTM。實驗中使用數位航空照片與

光達資料進行資料融合，其影像空間解析力為0.2公尺，光譜資訊包

含綠、紅及近紅外三個波段。光達及影像資料皆由國際航遙測學會所

提供。 

測區大小約為 18850 m2，實驗區對應之光達資料DSM及DTM如

圖3.4(a)及圖3.4(b)所示。地表起伏為42-66公尺，彩色航空照片影像資

料如圖3.1(c)及圖3.1(d)所示，該測區主要為森林地區，植物型態多為

針葉樹種。表3.4為赫爾辛基測區光達資料相關參數，表3.5為赫爾辛

基測區影像資料相關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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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赫爾辛基測區示意圖 

(a) (b) 
 

(c) 

圖 3.4 赫爾辛基測區資料 

(a) DSM  (b) DTM  (c) 彩色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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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赫爾辛基測試區光達資料相關參數 

實驗區 芬蘭赫爾辛基 

系統名稱 Optech ALTM2033 

取樣時間 2004.10.11 

點位密度(pts/m2) 2 

地形起伏(m) 42-66 

航高(m) 600 

雷射脈衝率(KHz) 33 

表 3.5 赫爾辛基測試區影像資料相關參數 

實驗區 芬蘭赫爾辛基 

系統 Vexcel Ultracam-D 

日期 2004.10.11 

焦距 (mm) 101.4 

航高 (m) 600 

光譜資訊 R,G,NIR 

空間解析力 (m) 0.2 

3.2 樹林區域偵測成果 

 本階段使用高解析影像之多光譜資料及光達之高度資料偵測樹

林區域。實驗中以光達資料及多光譜影像進行區塊分割，兩組資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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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之坐標系統，因此將兩組資料視為不同的圖層一起進行區塊分

割，區塊分割所使用的分割參數設定如表3.6所示，其中光達與高解

析影像圖層所佔的圖層權重設定為2比1，表示光達所占的權重較高解

析影像大。屬性因子與形狀因子所佔的權重分別為0.8及0.2，其中屬

性因子包含光達高度值及高解析影像灰度值，而形狀因子是指區塊分

割後的形狀特性，包含平滑度及緊密度兩項要素。將區塊分割成果套

疊多光譜影像，圖3.5為區塊分割成果，圖中的線條為區塊邊界，圖

中可以明顯的看出，光譜同質性高且高程同質性的區域會分割成同一

區塊，而區域較為狹小之區域多為高程變化大的區域，如建物邊界或

樹木邊界等。 

表 3.6 區塊分割參數 

權重設計 異質性指標設計 

光達 影像 屬性因子 形狀因子 

平滑因子 緊密因子 
2/3 1/3 0.8 

0.16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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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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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圖 3.5 區塊分割結果 

(a)新竹地區結果 (b)大坑地區結果 (c)赫爾辛基地區結果 

完成區塊分割後，計算區塊的光譜及高程特徵。高解析影像的光

譜特徵國內測區包括藍、綠、紅三個波段，並使用綠色波段及紅波段

計算綠度指標，新竹及大坑測區的綠度影像如圖 3.6(a)及圖 3.6(b)所

示，影像中越亮的區域 GI 值越大，即代表屬於植生的機率越大。而

國外測區之高解析影像的光譜特徵，包括藍、綠、紅及近紅外四個波

段。因此在植生判釋可使用 GI 及 NDVI 兩種植生指標如圖 3.7 所示，

但由 GI 影像與 NDVI 影像比較，影像中越亮的區域 GI 及 NDVI 值越

大，即代表屬於植生的機率越大。圖中可發現在 GI 影像中若植物為

非綠色的情形會造成誤判現象，故 GI 值可能因季節變化植物葉片顏

色的變化造成誤判現象，因此本測區使用 NDVI 指標提昇植生判識的

能力。 

光達資料的高程特徵則使用 DSM 及 DTM 計算 nDSM，nDSM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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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地表物高度減去地形高度後的高度值，即地表物高於地形的高度

值，新竹、台中及赫爾辛基測區的 nDSM 影像如圖 3.8(b)、3.8(b)及

圖 3.8(c)所示，影像中越亮的區域代表高度越高。減去地形高度後，

新竹地區高度範圍原本的 106-115 公尺變成 0~17 公尺，台中地區高度

範圍原本的 193-221 公尺變成 0~18 公尺，赫爾辛基地區高度範圍原本

的 42-66 公尺變成 0~27 公尺。 

  
(a)  (b) 

圖 3.6 綠度影像 

(a)新竹測區綠度影像(b)大坑測區綠度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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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7 赫爾辛基測區植生指標影像 

(a)綠度影像(b)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影像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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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圖 3.8 nDSM 影像 

(a)新竹地區結果 (b)大坑地區結果 (c)赫爾辛基地區結果 

 

分類參數設定新竹及台中測區如表 3.7 所示，赫爾辛基測區如表

3.8 所示。高程參數設定時，以 nDSM 大於 2 公尺者為樹或建築物，

nDSM 小於 2 公尺者為草地或裸露地。完成參數設定後使用模糊分類

偵測樹林。新竹地區樹林偵測成果如圖 3.9(a)所示，深綠色區域為偵

測到的樹林區域，淺綠色區域代表草地，紅色區域代表建築物，黃色

區域則為裸露地，對照的多光譜影像如圖 3.9(b)所示。台中地區樹林

偵測成果如圖 3.10(a)所示，對照的多光譜影像如圖 3.10(b)所示。赫

爾辛基地區樹林偵測成果如圖 3.11(a)所示，對照的多光譜影像如圖

3.11(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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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新竹及台中測區分類參數設定值 

分類資訊 資料來源 使用參數 新竹 台中 

高度 光達 nDSM 2.0 m 2.0 m 

光譜 航空照片 GI 0.1 0.1 

表 3.8 赫爾辛基測區分類參數設定值 

分類資訊 資料來源 使用參數 赫爾辛基 

高度 光達 nDSM 2.0 m 

光譜 數位航照 NDVI 0.1 

 

 

(a)  (b) 

圖 3.9 新竹地區樹林偵測成果 

(a)樹林偵測成果 (b)彩色航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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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10 台中地區樹林偵測成果 

(a)樹林偵測成果(b)彩色航空照片 

 

(a)  (b) 

圖 3.11 赫爾辛基地區樹林偵測成果 

(a)樹林偵測成果(b)數位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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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單株立木萃取成果 

  經樹林偵測後，將非樹林之區塊去除，如圖3.12(a)所示為新竹

測區去除非樹區域影像，針對樹林區做單株立木之萃取，利用數值地

形模型可得到地表起伏與單株立木高度的變化的特性，並應用分水嶺

分割技巧在數值地形模型上做影像分割，將單株立木萃取出來，得到

單株立木區塊，如圖3.12(b)所示為新竹測區單株立木萃取成果，台中

及赫爾辛基地區單株立木區塊萃取成果如圖3.13及圖3.14所示。 

    

 

(a)  (b) 

圖 3.12 新竹地區單株立木區塊萃取成果 

(a)去除非樹區域影像(b)單株立木區塊萃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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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13 台中地區單株立木區塊萃取成果 

(a)去除非樹區域影像(b)單株立木區塊萃取成果 

  

(a)  (b) 

圖 3.14 赫爾辛基地區單株立木區塊萃取成果 

(a)去除非樹區域影像(b)單株立木區塊萃取成果 

 

3.4 樹林覆蓋模型建立成果 

    得到單株立木區塊結果後，自區塊內找尋局部最大點，即可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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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樹高及樹的位置兩參數，並假設樹冠近似圓形，再進一步將所分割

出之區塊逼近成圓形，求得樹冠之直徑。利用所得到之參數並配合所

建置之資料庫模型，選用樹種模型將樹林覆蓋模型建立完成。 

    本研究選用 ArcScene 軟體資料庫作樹模型之展示，圖 3.15 為新

竹測區之不同視角之模型展示，測區樹木型態為行道樹，樹種為樟

樹，底圖為數值地形模型套疊航空照片。台中測區樹木型態為荔枝

樹，由於資料庫內無荔枝樹，故由外型近似之樹種阿月渾子(開心果)

樹作為取代作模型展示，模型成果如圖 3.16 所示。赫爾辛基測區樹

種主要為針葉樹包含有蘇格蘭松、挪威雲杉與銀白樺樹，因此模型採

用挪威雲杉做展示，圖 3.17 為赫爾辛基測區模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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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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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圖 3.15 新竹測區之模型展示 

(a)前視(b)後視(c)左視(d)右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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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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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圖 3.16 台中測區之模型展示 

(a)前視(b)後視(c)左視(d)右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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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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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圖 3.17 赫爾辛基測區之模型展示 

(a)前視(b)後視(c)左視(d)右視 

3.5 可靠度與精度之分析 

  完成單株立木萃取後，使用航測立體對影像人工量測樹高進行

精度評估。精度評估主要包含兩部份，第一部份是可靠度評估，第二

部份為精確度評估。可靠度評估將比較人工量測與自動化單株立木偵

測之單株立木數量及面積。精確度評估的目的是比較人工量測及樹林

區塊偵測的樹高，計算兩者之差異。 

3.5.1 可靠度分析 

可靠度評估將比較人工量測與自動化單株立木偵測之單株立木數

量以及面積。新竹地區人工量測樹高測點數為 22 點，量測點以行道

樹為主，新竹地區人工量測樹高分佈圖如圖 3.18(a)所示，樹木高度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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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約為 6~10 公尺，經由三人重複量測，其量測散佈範圍在-0.56~0.52

公尺。大坑地區人工量測樹高測點數為 197 點，量測點以荔枝樹為

主，其分佈圖如圖 3.18(b)所示，樹木高度範圍約為 3~11 公尺，經由

三人重複量測，其量測散佈範圍在-0.46~0.85 公尺。赫爾辛基測區人

工量測樹高測點數為 97 點，量測點以針葉樹為主，其分佈圖如圖

3.18(c)所示，樹木高度範圍約為 3~26 公尺，經由三人重複量測，其

量測散佈範圍在-0.54~0.95 公尺。 

面積之評估方式為由人工立體像對所描繪之樹冠面積與自動化萃

取之結果做比較，圖 3.19 為人工描繪樹冠面積之位置。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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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圖 3.18 人工量測樹高分佈圖 

(a)新竹測區(b)台中測區(c)赫爾辛基測區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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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圖 3.19 人工描繪樹冠分佈圖 

(a)新竹測區(b)台中測區(c)赫爾辛基測區 

 

首先進行精密度分析，將人工統計之樹木個數與自動化之萃取成

果作比對，新竹測區自動化萃取出 24 棵單株立木，與人工量測之 22

個區塊作交集，符合之單株立木區塊為 20 個，因此可得新竹測區之

Accuracy 為 90.9%，Omission Error 為 9.1%，Commission Error 為

16.7%。台中測區自動化萃取出 210 棵單株立木，與人工量測之 197

個區塊作交集，符合之單株立木區塊為 188 個，因此可得台中測區之

Accuracy 為 95.4%，Omission Error 為 4.6%，Commission Error 為

10.5%。赫爾辛基測區自動化萃取出 105 棵單株立木，與人工量測之

97 個區塊作交集，符合之單株立木區塊為 78 個，因此可得赫爾辛基

測區之 Accuracy 為 80.4%，Omission Error 為 19.6%，Commission Error

為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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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人工描繪樹冠與自動化之萃取成果作比對，新竹測區自動化萃

取出 3505 像元，與人工描繪樹冠 2296 像元作交集，符合者為 2075

像元，因此可得新竹測區之 Accuracy 為 91.3%，Omission Error 為

9.6%，Commission Error 為 40.7%。台中測區自動化萃取出 40611 像

元，與人工描繪樹冠 30665 像元作交集，符合者為 28475 像元，，因

此可得台中測區之 Accuracy 為 92.8%，Omission Error 為 7.1%，

Commission Error 為 29.8%。赫爾辛基測測區自動化萃取出 6443 像

元，與人工描繪樹冠 5116 像元作交集，符合者為 4012 像元，因此可

得赫爾辛基測區之 Accuracy 為 78.4%，Omission Error 為 21.6%，

Commission Error 為 37.7%。 

 

3.5.1 精確度分析 

精確度評估的目的是比較人工量測及樹林區塊偵測的樹高，計算

兩者之差異。人工量測定義清楚且地形平坦的區域，以計算航測與光

達系統之高程系統差。新竹地區估計高程系統差之點位分佈如圖 3.20

所示，其中圖 3.20(a)為量測點位示意圖，以 QuickBird 影像做展示，

本研究中並未使用，此影像僅做展示使用，實驗中共量測四個點位，

包括道路及公園，經由計算光達系統較航測高 21.47 公尺，高程系統

差之中誤差為 0.20 公尺。台中地區估計高程系統差之點位分佈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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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所示，實驗中共量測三個道路點位，經由計算航測與光達系統之

高程系統差約 20.11 公尺，高程系統差之中誤差為 0.27 公尺。 

得到兩系統間之系統高程差後，可將航測立體對量得之樹高轉換

至光達系統之高度，並於光達資料中進行高程內插，比較光達樹高及

航測樹高，統計兩者之差異。研究結果顯示，新竹地區之樹高中誤差

為 0.46 公尺，誤差直方圖如圖 3.22(a)，直方圖橫軸為高程殘差，縱

軸為點數。台中地區之樹高中誤差為為 0.62 公尺，其誤差直方圖如

圖 3.22(b)。由實驗成果顯示，台中及新竹所偵測之樹高精度優於 1

公尺。赫爾辛基測區之航測與光達資料為同一高程系統，故可省略計

算兩系統差之過程，由研究結果顯示，赫爾辛基測區之樹高中誤差

1.12 公尺，誤差直方圖如圖 3.22(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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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圖 3.20 新竹地區估計高程系統差之點位 

(a)點位分佈(b)第一點點位(c)第二點點位(d)第三點點位(e)第四點點位 

1

2

3 4



 74

(a) 

 
(b) 

 
(c) 

 
(d) 

圖 3.21 大坑地區估計高程系統差之點位 

(a)點位分佈(b)第一點點位(c)第二點點位(d)第三點點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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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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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圖 3.22 誤差直方圖 

(a)新竹測區(b)台中測區(b)赫爾辛基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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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與展望 

本研究融合高解析影像與光達資料於三維樹林覆蓋模型之建

立。研究中結合高解析影像的光譜特性及光達的高程特性偵測單株立

木區域，並得到模型參數，進而建立三為樹林覆蓋模型。就研究成果

提出以下結論: 

1. 以區塊為單元，利用高解析影像的光譜特性、光達的高程特性及

光達的紋理特性偵測樹林區域，可有效的區分樹林及灌木或草

地，且本研究所提出方法不受限於都市區或森林區。 

2. 本研究中，先使用影像分類法偵測樹木的概略區域，再鎖定樹木

區域，單純利用光達資料進行影像分水嶺分割法，可有效的萃取

單株立木區域。 

3. 本研究針對較為單純的林區做測試，國內以人工林為主包含都市

以及果園區，由自動化萃取單株立木區塊，國內測試區之正確率

約 90%。芬蘭赫爾辛基測區林木型態則接近純林，自動化萃取單

株立木區塊之正確率約 80%。 

4. 使用航測立體對量測樹高進行檢核，國內測試區之高程精度優於

1 公尺，赫爾辛基測區高程精度為 1.1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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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合光達之高度資訊，以及影像的光譜資訊，綜合其優點偵測單

株立木區塊，可提升效率。 

6. 本研究利用所獲得之模型參數，與模型資料庫可快速且大面積的

將林木模型建置展示。 

7. 本研究針對較為單純的林木型態作測試，如果園、都市區域皆為

人工林，以及近純林之林區，相較於亞熱帶之森林區豐富之生物

多樣性，相較之下為相對簡單之測試。 

綜合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 

1. 研究中使用 DSM 及 DTM 產生 nDSM，若 DTM 有誤將會影響

nDSM 的品質，因此可使用樹林裸露區進行高程修正。 

2. 由於綠色植物對紅外線波段有強烈反射之特性，且利用常態化差

異植生指標(NDVI)作植生的偵測，為國際上學者歸納較為通用之

方式，故建議未來使用含有近紅外光波段之數位航照，提升植物

偵測之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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