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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房屋模型提供了三維的空間資訊，其應用之層面非常廣泛，如都

市規劃、房地產管理等位置基礎的應用。為了應用的時效，房屋模型

需要進行更新，而更新變遷區域之房屋模型較重建全區域之房屋模型

更有效率。這種方式需要先進行變遷之偵測，再進行重建之步驟。本

研究之目標在於融合光達點雲資料以及航照影像進行三維房屋模型

的變遷偵測。 

本研究包含了三個步驟：(1)資料套合，(2)房屋模型變遷偵測以

及(3)偵測新建房屋區域。資料套合，為進行多元資料之間套合處理

的步驟。房屋模型變遷偵測，藉由檢驗航照影像的光譜資訊、光達點

雲與房屋模型的高程差資訊以及航照影像之線型特徵資訊，使用規則

式的判斷方法逐一對每個房屋模型進行變遷偵測。並且為了克服規則

式判斷中，使用單一門檻會遇到的門檻高敏感度問題，本研究導入了

雙重門檻的策略。偵測新建房屋區域，藉由去除植生、地面以及舊時

期房屋區域來偵測出屬於新建房屋區域的光達點雲，使用區域成長的

方法將點雲區分成不同群組，最後使由邊界追蹤的方法得到新建房屋

的區域。 

成果驗證中，本研究於房屋模型變遷偵測的部份，導入雙重門檻

策略可使整體精度從 93.1% 提升至 95.9%。於偵測新建房屋區域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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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正確偵測率為 100%。並且，為了瞭解影響房屋模型變遷偵測的

因素，本研究亦針對各種不同的案例進行分析。 

 

 

 

 

 

 

 

 

 

 

 

 

 

 

 

關鍵詞：變遷偵測、房屋模型、光達點雲、航照影像、雙重門檻 



 

 III 

Abstract 

Building models are built to provide three dimensional (3D) spatial 

information, which is needed for varieties of applications, such as city 

planning, construction of location-based services, and the like. However, 

three dimensional building models need to be updated from time to time. 

Rather than reconstructing building models for the entire area, it would be 

more effective to only revise the parts that have changed. This approach 

might be achieved by detecting changes first, followed by a 

reconstruction procedure. In this study, we aim at finding changes with 

3D building model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LIDAR data and aerial 

imagery. 

The proposed scheme comprises three steps, namely, (1) data 

registration, (2) change detection of three dimensional building models, 

and (3) detection of new building models. The first step performs data 

registration for multi-source data. The second step performs the 

rule-based change detection, it include examination of spectrum from 

aerial images, examination of height difference between building models 

and LIDAR points, and examination of linear features from aerial images. 

A double-threshold strategy is applied to cope with the highly sensitive 

thresholding often encountered when using the rule-based approach. In 

the third step, we detect the LIDAR point clouds in the new building 

areas by removing vegetation, ground and old building areas. We then use 

region growing to separate the LIDAR point clouds into different groups. 

Finally, we use boundary tracing to get the new building areas. 

Ground truth data are used for valida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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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e that the double-threshold strategy improves the overall accuracy 

from 93.1% to 95.9%. The results for new building area detection reach 

100% overall accuracy. To provid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s, the 

different cases are scruti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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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背景 

數碼城市(Cyber City)的建置為近年空間資訊領域發展的重要方

向，其應用層面相當廣泛，涵蓋都市規劃[Xia et al., 2004]、災害模擬

[Kocaman et al, 2006]、虛擬實境[Volz and Klinec, 1999]與變遷偵測

[Mukurami et al., 1999]等。數碼城市的內容包含地形、房屋、道路與

植被等，其中以房屋為人工建物中最首要的重建目標。而隨著電腦運

算能力的進步，三維的地理資訊系統為今後發展的趨勢，房屋之表示

方法也將轉變為三維的房屋模型。三維房屋模型在一般的應用相當廣

泛，如電信通訊在規劃基地台位置時，可模擬電波的傳遞，以期得到

最佳化成果[Siebe and Buning, 1997]；於都市規劃方面，可便於得知

現有的房屋地理狀況，則有利後續規劃[Danahy, 1999]；且可在房屋

模型面上浮貼紋理資訊以模擬實境[Volz and Klinec, 1999]。而三維房

屋模型在遙測領域上常用於影像的真實正射校正[李訢卉, 2007; Chen 

and Rau, 2002; Skarlatos, 1999]。因此三維房屋模型的重建有其研究的

價值與必要性。 

以都市尺度而言，重建三維房屋模型極耗費時間、人力與金錢等

資源，且隨著時間變遷，三維房屋模型也具有時效性問題，尤其在都

市區域內，房屋改變迅速，因此需要進行三維房屋模型的更新。房屋



 

 2 

模型的更新可以分成兩種方法，一種為全部區域的重建，另一種為針

對變遷的區域進行重建。由於三維房屋模型的重建上，目前仍無法完

全自動化，因此若是進行全部區域的重建，則需要花費大量的人力，

所以若是能偵測出變遷的區域，針對變遷區域內的房屋進行重建，如

此可以減少三維房屋模型更新的成本並且能提昇更新之效率。進行變

遷區域的偵測時，變遷區域可以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為舊有房屋模

型變遷，另一種為新建的房屋區域。因此，這種方法包含了舊時期房

屋模型的變遷偵測以及偵測新建房屋區域兩個部份。 

在討論變遷偵測時，除了不同的方法外，判定時所使用的資訊也

非常重要。在使用的資料中，傳統上主要以多時期影像資料為處理對

象[Ceresola et al., 2005; Metternicht, 1999]，使用影像光譜值的變異量

作為判定變遷的依據，進一步之發展可以增加影像的光譜資訊，藉此

偵測變遷區域。但是只使用影像之光譜資訊進行判定時，無法得知高

程變異的特性。文獻中，可利用立體像對產生數值地表模型後，以兩

時期的數值地表模型進行變遷偵測[Jung, 2004]。此外，應用三維資訊

判定變遷者，大多使用光達系統，計算房屋的三維形狀在前後期的差

異進行變遷判定 [王晉倫等, 2005; Girardeau-Montaut et al., 2005; 

Matikainen et al., 2003; Matikainen et al., 2004; Murakami et al.,1999; 

Tuong et al., 2004a; Tuong et al., 2004b; Vögtle and Steinle, 2004]。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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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能發生的問題有，遇到光達點雲密度不足、內插程序所造成的誤

差、及網格化時設定的格網大小…等問題，而影響變遷判定成果。 

使用光譜資訊進行變遷偵測時，除了可能的遮蔽情況外，若是房

屋頂樓加蓋與舊時期屋頂的顏色相同時，此種變遷於使用光譜資訊偵

測上，因為新舊時期之光譜灰度值皆相同而無法偵測。若此情況下使

用光達點雲進行變遷偵測，則可以利用高程資訊將此變遷情況找出。

但是另一方面，使用光達點雲進行變遷偵測時，也有可能遇到前後期

高程相近的變遷情形，如房屋拆除後加種樹木，可能會因為高程差異

小而無法偵測出，但是此情形若是使用光譜的資訊則可以輕易的偵

測。而使用光達點雲以及航照影像在平面以及高程上各自擁有其優缺

點，光達點雲在高程方向提供較精確的高程資訊，但是卻沒有明確的

邊界線；而航照影像提供了更多的二維資訊，如紋理或是色彩資訊

等。航照影像雖然可以藉由立體像對或其他方式估計出三維的高程資

訊但是相較於光達點雲，精確度仍是較低[Lee et al., 2008]。由此可預

期航照影像以及光達點雲於變遷偵測上能產生互補的作用。 

於房屋區域偵測的文獻中，可以發現經常使用表示地表物體高度

的正規化數值地表模型（normalized Digital Surface Model, nDSM）及

植生存在可能性的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進行地面與植生區域的分類，配合其他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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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房屋區域偵測[Rottensteiner, 2003; Rottensteiner, 2007]。從這些文

獻中，可以得到之前的研究通常包含了一個概念，地表主要包含了以

下三種類別，地面、植生、及建築物。因此本研究也延續此一概念來

進行新建房屋區域的偵測。除此之外於眾多變遷偵測的文獻中也提

到，地面及植生區域常會造成變遷偵測結果的錯誤[Knudsen and 

Olsen, 2003; Vu et al., 2004a]。三維房屋模型可以說是具有高程維度的

房屋向量圖，不僅能提供準確平面坐標，同樣也提供準確的高程坐

標。因此利用三維房屋模型進行變遷偵測，具有良好的出發點。而在

黃智遠[2008]的研究中，利用光達點雲以及航照影像的形狀以及光譜

資訊進行房屋模型的變遷偵測，此研究同樣以三維房屋模型為基礎，

融合了航照影像以及光達點雲之資料使用階層式的判斷進行三維房

屋模型的變遷偵測。但是其主要之不足有兩項，於融合航照影像時，

只使用了航照影像的光譜資訊判別植生區域，沒有利用更多的航照影

像資訊進行變遷偵測，另一點為階層式判斷時，只使用單一門檻，會

遇到門檻敏感度之問題，於門檻值設定時，有時後不同的門檻值會造

成結果明顯的不同。綜合先前的各項研究，從方法上，可以分成統計

式(Statistics-Based)的變遷偵測以及規則式（Rule-Based）的變遷偵測

兩種。使用統計式的方法，藉由圈選訓練資料，使用各種不同的統計

方法，加以進行變遷偵測。而規則式的方法，則使用各種先驗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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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各種不同門檻條件，利用這些門檻條件，來進行變遷偵測。但是

於使用統計式的變遷偵測時，需要滿足擁有足夠統計量的前提，若是

統計量不足，則難以使用此種方法。 

因此本研究以黃智遠[2008]的研究為基礎，提出使用舊時期之房

屋模型、新時期之航照影像以及新時期之光達點雲來進行房屋模型之

變遷偵測，藉由檢驗航照影像之光譜資訊、光達點雲與房屋模型之高

程差資訊以及航照影像之線型特徵資訊並使用規則式的判斷方法來

進行變遷偵測，此部份為舊有房屋之變遷偵測，最後針對新時期之資

料進行新建房屋偵測，此部份為新建房屋之變遷偵測，藉由此兩部份

以產生最終之變遷房屋區域。 

 

1.2 文獻回顧 

本研究由判定變遷的方法及使用的資料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以期

整合不同資料與方法提出更完整的變遷偵測程序。 

1.2.1 判定變遷的方法 

從先前的研究中得知傳統上，變遷偵測的方法極為多樣，略可分

為下列十類：(1)將光達資料分為均質區塊，使用各種資訊將屬於建

築物的區塊找出，再比較新舊時期房屋區塊之重疊率判定變遷[Hazel, 

2001; Matikainen et al., 2003; Matikainen et al., 2004; Vögtle and Steinle, 

2004; Vu et al., 2004b]、(2)利用舊時期向量圖取得訓練區資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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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找出房屋位置，再判斷與新時期資料之吻合程度[Knudsen and 

Olsen, 2003]、(3)以舊時期 GIS 圖層為單元進行分類，再與新時期資

料進行類別比較[Walter, 2004a; Walter, 2004b]、(4)由舊時期 GIS 圖層

或向量圖與新時期影像判定變遷，再以未改變區域為訓練區分類找尋

新房屋[Bailloeul et al., 2003; Ceresola et al., 2005]、(5)新舊時期 DSM

相減[Murakami et al., 1999; Vu et al., 2004a]、(6)兩時期雷射點雲之點

對點位置關係判斷變遷[Girardeau-Montau et al., 2005]、(7)新舊時期影

像進行邊界偵測，判斷線段是否保留[Rowe and Grewe, 2001]、(8)比

較新舊兩時期 DSM 後，由影像萃取出之邊緣特徵使用決策樹判斷是

否為房屋變遷[Jung, 2004]、(9)兩時期影像進行相減及相除，利用模

糊理論計算歸屬值判定變遷[Metternicht, 1999] 、(10)舊時期使用三維

房屋模型為基礎，利用新時期航照影像以及光達點雲之形狀以及光譜

資訊進行變遷偵測 [黃智遠, 2008]。 

由上述可知使用不同的資料、不同的方法皆可進行變遷偵測，但

各有其優缺點，上述之方法可分為兩類策略，第一類為先分類再比較

前後期地表類別的差異進行變遷偵測，於本文中稱為“分類後變遷偵

測”；第二類為由前後期資訊的差異判定變遷，於本文中稱為“直接

變遷偵測”。此兩種策略各有其優缺點，分類後變遷偵測之缺點為判

斷新舊時期類別一致性時，重疊率的門檻難以決定，且當新舊時期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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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同類別，可是性質不同的變遷無法偵測出，如建築物於加蓋後仍

是將其分類為建物，可是於實際情形中，此類情況應屬於變遷情形。

如圖 1.1 所示。 

 

 

圖 1.1 分類後變遷偵測策略之缺點示意圖 

(a)時期一房屋，(b)時期二房屋， 
 (c)時期一地表分類(藍色代表建築物)， 

(d)時期二地表分類(藍色代表建築物) 

 

於文獻中變遷偵測的研究少有針對此種屋頂附加物改變進行處

理，但此種變遷情形於現實世界中，尤其是台灣區域內，卻經常出現。

於此情形下，使用分類後變遷偵測策略無法對屋頂附加物的改變進行

變遷偵測，因此本研究採取直接變遷偵測策略。 

 

 

 

(c) (d)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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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變遷偵測策略主要分類及分析表 

策略 優點 缺點 

分類後變

遷偵測 

1 若新舊時期分類的單元一

樣，僅需比較類別即可判定

變遷。 

2 使用舊時期資料取得訓練區

進行分類。 

1 變遷偵測結果與分類成果有很高的

相關性。 

2 判斷新舊期資料一致性之門檻敏感

度高。 

3 以光譜資訊分類時，地面區域常造

成錯誤。 

4 同一類別但性質改變的變遷無法找

出（如：頂樓加蓋情形）。 

直接變遷

偵測 

1 可避免設定新舊時期疊合程

度門檻判定變遷。 

2 較無遺漏的變遷。 

1 未經分類故無法得知地物類別變遷

情形。 

2 以高程差異判斷時，植生區域常造

成錯誤。 

 

由表 1.1 可得知，使用分類後變遷偵測的缺點較多且嚴重性較

高，通常會採取分類後變遷偵測策略的研究，乃因為所使用的舊時期

資料只有位置以及類別資訊，而難以使用直接變遷偵測方法，如 GIS

圖層或向量圖。可是由於直接變遷偵測的策略較佳，因此即使使用具

有資訊較少的 GIS 圖層及向量圖，仍有研究測詴此種資料於直接變遷

偵測策略的可能性[Bailloeul et al., 2003]。而三維房屋模型除了二維的

平面位置資訊外也具有較為準確的高程方向的資訊，因此若使用三維

房屋模型為前期資料時，可採取缺點較少的第二類策略進行變遷偵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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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使用的資料 

由於進行變遷偵測時，所使用的資料會影響採取的策略以及方

法，因此本章節為探討變遷偵測常使用的資料。不同的資料包含了不

同的資訊種類，如航照影像中的光譜資訊，為由遙測資料中各波段像

元值得到，其表示每一相對應地表區域在每個波段所反射的能量強

度，此種具有多個波段資訊的影像常稱為多光譜影像或高光譜影像。

於光譜資訊中，不同地表覆蓋物在每個波段所反射的能量強度皆不相

同，藉由植生不同波段的反射率可計算出代表植生存在的可能性指標

如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NDVI 為最常見的植生指標，其最大值為 1、最小值為-1，

越接近 1 表示為植生的可能性越高，其計算方式如公式(1.1)所示。 

 

 
 紅光近紅外光

紅光近紅外光




NDVI                               (1.1)   

 

而影像中，同樣包含了二維的位置資訊，如影像資料中的線型特

徵的部份。而用於描述地表覆蓋面之高低起伏時，則為三維的位置資

訊，於實際的方法中，經常使用描述地表資訊的模型來描述。常見的

有表示地表高程起伏的數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記錄地表覆蓋面高程的 DSM、及前述多次提及的記錄有房屋

高度的三維房屋模型，或稱數值房屋模型（Digital Build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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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M）。在地表上無覆蓋物的部份，其 DEM 與 DSM 相等；於前言

中提到記錄地表物高度之 nDSM，亦即由 DSM 扣除 DEM 後得到。

地表模型可由航空三角測量或光達資料取得。早期利用航照立體像對

經由人工量測特徵點進行內插，或以影像匹配（Image Matching）的

技術自動化產生影像共軛點，再由影像共軛點（Conjugate Points）進

行空間前方交會（Space Intersection）得到地面坐標。但航照影像屬

於會受氣候影響的被動式遙測，以及匹配自動化產生共軛點仍需人工

介入剔除錯誤的匹配點，故以航照立體像對產生三維形狀資訊仍需耗

費較大成本以得良好品質。隨著空載光達系統技術進步，此系統結合

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與慣性導航系統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NS），由載體發射雷射光束再接收反射

回波，由時間間隔求得載體與地表距離，再配合載具位置及姿態可解

算出地面的三維離散點坐標，屬於主動式遙測。而光達掃描的特性

有，隨機掃描不具目標針對性，發射一個雷射光束可接收到多重回波

資訊，離散點密度與載具航高、飛行速度、及掃描頻率有關。如圖

1.2(a)所示，光達系統在掃描時，其雷射光束不必然落於建築物邊界，

故將離散點網格化得到的 DSM 在建築物邊界處不規則，無法得到準

確的建築物邊界位置。雷射光束之多重回波特性，如圖 1.2(b)所示，

第一個反射資訊代表地表最高處的高程，而最後的反射則為地表最低



 

 11 

的高程；故可利用此種特性由光達點雲資料產生代表地表高程的

DSM 及記錄地面高程起伏的 DEM。 

  

(a)                                   (b) 

圖 1.2 光達掃描特性 [湯美華，2006] 

(a)不具目標針對性，(b)多重回波 

 

在文獻中，影像資料常用於提供分類資訊[Ceresola et al., 2005; 

Knudsen and Olsen, 2003; Matikainen et al., 2004; Walter, 2004a; Walter, 

2004b]、產生 DSM[Jung, 2004]、直接相減得到兩時期像元值差異

[Metternicht, 1999]、或邊界偵測[Rowe and Grewe, 2001]。而光達資料

常用於將產生的 DSM 分為均質區塊，利用不同屬性找出屬於建築物

的區塊[Matikainen et al., 2003; Matikainen et al., 2004; Vögtle and 

Steinle, 2004; Vu et al., 2004b]、產生 DSM 直接相減得兩時期高程差

異[Murakami et al., 1999; Vu et al., 2004a]、或以離散點對離散點的位

置關係判斷變遷[Girardeau-Montaut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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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變遷偵測的觀點出發，不同的資料需配合不同的方法，且有不

同之特性，以下提出數點較為常見的特性。如單獨使用光達點雲進行

變遷偵測，可能會有點雲密度不足、無法得到準確建築物邊界及網格

化時內插的問題。其優點是可利用多重回波的特性，於第一回波判斷

為 DSM 以及最後回波判斷為 DEM 時，可由光達點群產生 DSM 及

DEM，兩者相減為零即代表無地表覆蓋物的區域，由此特性可偵測

出對變遷偵測造成不良影響的地面區域。雖地面區域可由光達資料進

行偵測，光達資料卻較難以偵測植生區域。 

單獨使用影像於變遷偵測時，若使用新舊時期兩張影像光譜值差

異進行變遷偵測時，新舊時期影像會由於天氣或拍攝時間的不同造成

光譜值改變。優點為對於植生區域可利用多光譜資訊產生植生指標

（如 NDVI），以進行植生區域偵測。但若使用影像光譜資訊來偵測

出建築物區域時，常會因為地面區域之光譜值接近建築物區域的光譜

值而造成錯誤。由以上分析可知，若能融合影像與光達點雲資料可以

補足兩種資料之間較為不足的部份。 

除光達及影像資料外，變遷偵測的研究中也常使用具有房屋位置

的向量圖與不同類別的 GIS 圖層。此種資料多為當作舊時期之資料，

無法直接偵測新建之房屋區域。而房屋模型也屬於此種資料的延伸，

除既有房屋平面位置的資訊外，較 GIS 圖層或向量圖有更精確的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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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資訊。表 1.2 為上述三種資料在變遷偵測研究中常見之優缺點。 

 

 

 

 

 

 

表 1.2 變遷偵測常見資料之分析表 

資料 優點 缺點 

光達點雲 

1 自動且快速得到地表三維離散

點坐標資訊。 

2 具有高程及反射強度資訊。 

3 多重回波，可產生 DSM 及

DEM，間接得到地面區域。 

1 點雲密度不足時造成的問題。 

2 網格化時內插產生的問題。 

3 不具目標針對性，邊界不明顯。 

4 單獨處理時，植生區域影響大。 

多光譜影像 

1 具有光譜資訊。 

2 邊界明顯。 

3 有紅光及紅外光波段資訊時可

方便找出植生區域。 

1 分類找尋房屋區時，地面區域常

造成錯誤。 

 

向量圖 

GIS 圖層 
1 通常為舊時期資料 1 無法直接尋找建物區塊。 

 

 

1.3 變遷型態 

在大部分的文獻中，經常將變遷型態區分為變遷以及未變遷兩

種，但是在數碼城市的發展、國土監測管理、都市模型重建及更新中，

更多元的變遷型態是未來發展的趨勢。在台灣，許多的房屋上皆有屋

頂附加物存在，所謂的屋頂附加物，於本研究中定義為屋頂上的次要

結構體，可是於之前的文獻中，包含此類屋頂附加物的研究卻相當少

見。而隨著資料品質的提升以及研究方法的改進，房屋的變遷型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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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可以更加細分出主結構變遷、副結構變遷以及未變遷的型態。 

通常於判斷一棟房屋的變遷型態時，是以房屋結構上的變化來判

斷其變遷之型態。通常不為因為一棟房屋之外表顏色改變，而將其認

定為變遷。因此在本研究中藉由檢驗航照影像之光譜資訊、光達點雲

與房屋模型之高程差資訊以及航照影像之線型特徵資訊並使用規則

式的判斷方法來進行變遷偵測。由於傳統的統計分類方法，大部分屬

於整體判斷屬於各種類別的可能性，且傳統的統計分類方法中，需要

足夠的統計量以提供統計判斷，但是若是於面積較小的單一房屋區塊

內，則可能沒有包含足夠的統計量。此外，若同一類別內屬性差異過

大，則會分類錯誤。如房屋拆除後可能種植樹木或植草，但也有可能

是裸露土壤或其他地物，故拆除的房屋在後期NDVI無一定的特性；

若使用傳統監督式分類，可能會NDVI值偏高而誤判為植生遮蔽的房

屋。並且房屋可能受高大樹木遮蔽，或僅剛好較房屋稍高的樹木遮

擋，故植生遮蔽的房屋在大高程差所佔比率及面積上皆無特定的情

形；若使用傳統監督式分類，可能會將植生遮蔽的房屋誤判為未改

變、主結構改變或副結構改變。由於使用傳統分類方法可能會有問

題，故本研究採取規則式判斷的方法來進行變遷偵測。但是於使用規

則式判斷時，經常會遇到門檻值設定上，會有門檻敏感度的問題，因

此本研究另外導入了雙門檻之策略，來避免此情況，關於雙門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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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則式判斷，其概念以及詳細之方法流程會於第二章的研究方法中

介紹，並會分析為何需要導入此策略來處理單一門檻之門檻敏感度問

題。 

1.4 研究目的 

本研究嘗詴融合光達點雲以及航照影像來偵測房屋模型之變

遷。光達點雲以及航照影像在平面以及高程上各自擁有其優缺點，光

達點雲在高程方向提供較精確的高程資訊，但是卻沒有明確的邊界

線；而航照影像提供了更多的二維資訊，如紋理或是色彩資訊等。航

照影像雖然可以藉由立體像對或其他方式估計出三維的高程資訊但

是相較於光達點雲，精確度仍是較低[Lee et al., 2008]。光達點雲以及

航照影像各自擁有不同的優缺點，因此本研究嘗詴結合此兩種資料，

並且以房屋模型作為舊時期資料來進行變遷偵測。 

由文獻回顧第一節探討變遷偵測使用的方法中，可得知經前後期

資訊差異判定變遷的直接變遷偵測策略較佳，且房屋模型具有高程資

訊可供利用，故使用房屋模型於變遷偵測時可採取直接變遷偵測策

略。於文獻回顧第二節分析變遷偵測常使用的資料中提出，光達資料

可產生DSM及DEM，此二者相減可得nDSM且偵測出地面區域；而航

照影像於植生偵測可得良好成果。故本研究整合光達資料及航照影

像，針對會影響變遷偵測成果的地面與植生區域進行處理。黃智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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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使用三維房屋模型為基礎單元，但是只使用了單一門檻於階層

式判斷中，並且於航照影像的資訊上，只使用於偵測植生遮蔽的區

域。因此本研究針對階層式判斷中，只使用單一門檻，會遭遇到的門

檻敏感度問題，導入了雙門檻之策略來避免此問題之發生，並且於判

定房屋模型區塊的變遷型態中，加入了航照影像的線型特徵，以提升

變遷偵測成果的精度。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為使用舊時期房屋模型、新時期光達點

雲以及新時期航照影像藉由檢驗航照影像之光譜資訊、光達點雲與房

屋模型之高程差資訊以及航照影像之線型特徵資訊並使用規則式的

判斷方法來進行變遷偵測，並將變遷型態區分為三種，分別為未變

遷、主結構變遷以及副結構變遷三種型態。研究中有兩點假設，第一

點為假設三維房屋模型可正確描述屋頂表面，第二點為假設地表主要

分為建築物、植生、及地面三類。本研究基於第二點假設，利用扣除

植生及地面區域的方式進行新建房屋區域的偵測。 

 

1.5 研究內容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有舊時期房屋模型，為多面體模型，包含有平

面以及高程的位置資訊；新時期光達點雲及航照影像，航照影像包含

可見光及紅外光波段資訊。房屋模型為區塊所組成的向量式資料，光

達點雲資料是空間中的離散點雲，而航照影像為網格式資料。而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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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變遷偵測時的單元，以舊時期房屋模型的區塊為主，如此可避免另

外產生區塊的程序。 

 

研究主要分為三個步驟，(1)資料套合，(2) 房屋模型之變遷偵測

型態，(3) 偵測新建房屋區域。於步驟(1)資料套合中，進行三組多元

資料的套合，將三種不同之資料轉換至相同基準上。於步驟(2)藉由

檢驗三種不同的資訊，配合雙門檻策略的規則式判斷方法，逐一偵測

每個房屋模型區塊的變遷型態。步驟(4)，偵測新建房屋區域的光達

點雲，並利用邊界追蹤法，產生新建房屋區域的邊界，以產生新建房

屋區域。 

本篇論文分為四章。第一章，即本章，敘述研究背景、回顧相關

文獻及分析、說明研究目的與策略、及介紹研究流程。第二章為研究

方法，介紹各步驟詳細處理方式，包括資料套合，房屋模型之變遷偵

測型態，偵測新建房屋區域。第三章為實驗成果與分析，包含測詴區

介紹、各步驟成果與精度分析。第四章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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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章介紹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為使用舊時期之房屋模型、新時

期之航照影像以及新時期之光達點雲來進行房屋模型之變遷偵測。藉

由檢驗航照影像之光譜資訊、光達點雲與房屋模型之高程差資訊以及

航照影像之線型特徵資訊並使用規則式的判斷方法來進行變遷偵

測，此部份為舊有房屋之變遷偵測。最後針對新時期之資料進行新建

房屋偵測，此部份為新建房屋之變遷偵測。藉由此兩部份以產生最終

之變遷房屋區域。研究流程如圖2.1所示。各個步驟主要分為三節說

明，分別為2.1資料套合、2.2房屋模型之變遷偵測及2.3偵測新建房屋

區域。 

 

 

 
 

圖 2.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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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資料套合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三種資料，獲取的地點與時間有所差異，致

使彼此間存在偏移量，故欲整合這三種資料加以應用，需轉換至相同

基準。因此，資料的套合為本研究首先需要處理的過程。由於房屋模

型、光達點雲與航空照片三者為不同坐標基準，故需先套合至相同坐

標基準下才可進行後續程序。套合的方式為使用人工量取未改變區域

的控制點，藉由套合方程式將三種資料套合至相同基準上。控制點的

選取上，由航照立體對量取屋角點三維坐標做為航照影像控制點、光

達點雲資料選取屋角點之光達三維坐標做為光達點雲控制點、房屋模

型取屋角點之三維坐標為房屋模型控制點。於套合的部份，分為平面

套合以及高程套合，由於航照影像提供了較為精確的平面精度，所以

平面套合以航照影像之坐標為基準；而光達點雲提供了較為精確的高

程精度，所以高成套合以光達點雲之坐標為基準。 

平面套合使用X方向以及Y方向各一個平移量，如公式(2.1)與

(2.2)。其中，S、L為航照影像坐標，X、Y為房屋模型及光達點雲坐

標，TX、TY為兩軸之平移修正量。而由於光達點雲具有整體性的平移

誤差[史及彭，2003]，故高程套合使用包含一個平移參數T之套合公

式，如式(2.3)。其中，Z為光達點雲坐標，z為房屋模型與航照影像坐

標。 



 

 20 

 

XTXS                                           (2.1)   

YTYL                                            (2.2)   

    TzZ                                            (2.3)   

 

藉由上述的三個套合方程式，完成三種資料之間的平面套合以

及高程套合。如此將三種資料套合至相同基準之上，藉以讓後續之

變遷偵測使用。 

 

2.2 房屋模型之變遷偵測 

此步驟為判定舊時期房屋模型之變遷型態。本研究藉由檢驗航照

影像之光譜資訊、光達點雲與房屋模型之高程差資訊以及航照影像之

線型特徵資訊進行變遷偵測。藉由規則式的判斷方法，逐一檢驗每棟

模型的三種資訊來進行變遷偵測。並且為了避免使用規則式判斷時，

使用單一門檻可能會遇到的門檻敏感度的問題，本研究於最主要的光

達點雲與房屋模型之高程差資訊部份導入雙門檻的策略，藉此來避免

使用規則式判斷時，經常會遇到的門檻敏感度的問題。於本章節中，

首先介紹如何建立所檢驗的三種資訊，再介紹如何使用這三種資訊進

行規則式判斷的變遷偵測。 

從資訊檢驗的方面來看，可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檢驗航照

影像之光譜資訊，本研究使用航照影像之紅光以及紅外光波段計算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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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化差異植生指標（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藉此來判斷植生遮蔽之區域，如前言所述，植生區域會影響變遷偵測

之成果，所以藉由NDVI判斷植生遮蔽之區域，建立索引圖，於後續

之變遷偵測中不使用植生區域內之資料。 

 

第二部份為檢驗光達點雲與房屋模型之高程差資訊，由於本研究

為針對房屋模型進行變遷偵測，所以針對每一房屋模型內之光達點雲

進行計算，但是於模型內之光達點雲，仍有套合上可能包含的誤差或

是可能包含鄰近牆面上的光達點雲或是屋頂面上附加突起物（如水

塔、冷卻槽等）的光達點雲，因為這些非屋頂面之光達點雲會影響變

遷偵測之成果，因此需進行濾除。此步驟之流程如圖2.2所示。 

 

 

圖 2.2 檢驗高程差異資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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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單一模型內之光達點雲組成三維的迪氏三角網

（Delaunay Triangulation）[Golias and Dutton, 1997]，在計算各個三角

形法向量與模型屋頂面法向量之夾角，若夾角接近90度，則表示此三

角形與屋頂面互相垂直，可能具有牆面上或附加突起物的點。以接近

垂直於屋頂面之三角形的外心為圓心，計算此圓內光達點雲高程之平

均以及標準差，將接近垂直於屋頂面之三角形中，高程超過兩倍標準

差之外的點剃除。藉由此步驟將牆面上或是附加突起物上的光達點雲

濾除。於計算點雲與模型之高程差異時，需要先計算屋頂面方程式之

參數，處理的方式為使用房屋模型角點坐標計算得到描述屋頂面的面

方程式。如公式(2.4)所示，X、Y、Z為物空間坐標，將房屋模型角點

坐標利用最小二乘求解A、B、C三個參數，即可得到屋頂面方程式。

利用公式(2.5)計算光達點雲至模型屋頂面的距離△Z，下標LIDAR為

光達點雲的三維坐標；而△Z即為前後期的高程差異，△Z為正表示

高程升高，若負則為高程降低。在進行完計算後即可得到代表前後期

高程差異的光達點雲。而此高程差異的資訊為之後進行變遷偵測時主

要之判斷資訊。 

 

CBYAXZ                                       (2.4) 

    CBYAXZZ LIDARLIDARLIDAR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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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為使用航照影像之線型特徵資訊，由於純粹使用光達點

雲之資訊可能會有所不足，因此本研究使用航照影像之線型特徵與房

屋模型之邊緣線相比較。若是線型特徵與房屋模型之邊緣線相符合，

則代表該房屋模型沒有結構上的變遷。本部份之處理流程如圖2.3所

示。 

 

圖 2.3 檢驗航照影像之線型特徵資訊流程圖 

 

首先，藉由反投影將房屋模型之邊緣線投影至航照影像上以建立

工作區。於工作區內使用Canny線特徵萃取偵測找出線特徵之像元，

再使用霍氏轉換(Hough transformation)將偵測出之線特徵像元建立直

線段。最後藉由線段之夾角、線段長度比以及兩線段之間的距離來判

斷萃取出的線型特徵是否與房屋模型之邊緣線符合[Lee et al.,2008]。

藉由線型特徵與房屋模型邊緣線之相符合與否，來加以判斷該房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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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否變遷。以上為建立三種檢驗資訊之方法。 

 

於規則式判斷變遷偵測之部份，去除植生遮蔽區域之資料，使用

光達點雲與房屋模型之高程差異資訊以及航照影像之線型特徵與房

屋模型之邊緣線比較資訊，藉由這兩種資訊，配合雙門檻之策略，本

研究將變遷型態區分為三種，未變遷、主結構變遷以及副結構變遷，

並逐一模型進行變遷偵測。在使用上述兩種資訊時，本研究使用三種

不同的變遷規則，來偵測出不同變遷型態。這三種規則為：房屋模型

內變遷點之比率、房屋模型內之變遷面積以及航照影像線型特徵與模

型邊緣線之相符合程度。 

本研究將光達點雲與房屋模型的高程差異屬性化，以進行判斷程

序。此屬性化為，判斷各點屬於有變遷點或無變遷點，本研究使用高

程門檻δH將前後期高程差異的點雲進行分類，分類的方式如公式(2.6)

所示。由於規則式判斷時，只使用單一門檻會有門檻敏感度的問題，

如配合不同的高程門檻，會有不同的變遷點成果。因此於高程門檻之

部份，本研究導入雙門檻之策略，以將明顯有變遷點以及明顯無變遷

點區分出來。進行有變遷點及無變遷點分類後，配合房屋模型內之光

達點雲總點數以及光達點雲密度，可以從公式(2.7)及(2.8)推得房屋模

型中變遷點比率以及變遷面積兩種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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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變遷點點有變遷點,點高程差異  orforH               (2.6)   

%/ 100 總點數有變遷點數有變遷比率                      (2.7)   

點雲密度有變遷點數有變遷面積 /                         (2.8)   

 

航照影像線型特徵與模型邊緣線之相符合程度，本研究藉由三種

屬性檢視，這三種屬性為線段之夾角、線段長度比以及兩線段之間的

距離。夾角為計算航照影像上萃取得到之線型特徵的直線段與相對應

之房屋模型邊緣線之間的角度。若是大於設定之角度門檻，則該線段

視為與房屋模型邊緣線不符合。線段長度比為計算航照影像上萃取得

到之線型特徵直線段長度與相對應之房屋模型邊緣線長度之比率。若

是小於設定之長度比率門檻，則該線段視為與房屋模型邊緣線不符

合。兩線段距離為以房屋模型邊緣線為主，以等間隔之距離，計算航

照影像上萃取得到之線型特徵直線段至房屋模型邊緣線段之垂直距

離並取平均，視為兩線段之間的距離。若是兩線段之間的距離小於設

定之距離門檻，同樣視為該線段與房屋模型邊緣線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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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雙門檻策略之規則式變遷偵測流程圖 

 

規則式判斷變遷偵測之流程如圖2.4所示。此變遷偵測的過程為

每棟房屋模型逐一進行偵測。由於光達點雲的高程差異資訊為本研究

最重要之判斷資訊，因此針對此一資訊於規則式判斷的流程中，使用

雙門檻之策略。導入雙門檻之目的為避免於規則式判斷中，使用單一

門檻會遇到門檻敏感度之問題。於本研究之測詴中，測詴使用單一門

檻來判斷，但是於設定不同門檻值時，會有門檻值相近，但判斷結果

差異極大的情況，如圖2.5所示，於單一門檻時，使用不同的門檻值

來判斷變遷點，並將每一個房屋區塊內變邊點所佔的百分比求取平

均，從圖中可以看到，設定為門檻值為0m時，房屋區塊內大部分之

點皆會被判定為變遷點，依序增加門檻值時，房屋區塊內變遷點所佔

得的百分比也有明顯之不同，若是從整體精度來看，如圖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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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不同門檻值時，其整體精度皆會不同，從圖中可以看到，設定0m

為門檻值時，整體精度僅有6.91%，但是當門檻值設定為3m時，整體

精度為90.45%。 

 

圖 2.5 門檻值與變遷點百分比折線圖 

 

 

圖 2.6 門檻值與整體精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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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體精度若是希望從90.45%提昇至更高，只使用光達點雲的高

程差異資訊是不足的，因此本研究加入了航照影像的線型特徵資訊。

由於此門檻敏感度之問題，所以加入雙門檻之策略，主要之概念為藉

由上下門檻之設定，將明顯變遷以及明顯沒變遷之部份區分出來。而

兩種情況以外之不明確區域，則加入影像線型特徵之資訊進行進一步

之判斷。如圖2.4所示，首先藉由上下門檻之設定，偵測出明顯有變

遷以及明顯無變遷的房屋，而無法明確判定之房屋，將其視為需要進

一步檢驗之房屋。而進一步檢驗之流程如圖2.7所示。 

 

圖 2.7 進一步檢驗區域之規則式變遷偵測流程圖 

 

針對無法明確判定之房屋，本研究藉由進一步之檢驗來進行變遷

偵測，此部份加入影像之線型特徵資訊來輔助判斷。於此步驟中，逐

一判斷各個房屋模型的邊緣線段與航照影像中萃取得到之相對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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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特徵直線段的符合度，檢驗完線型特徵資訊後，若是有相符合之線

段，則視為結構上無變遷，所以接著使用上門檻之變遷比率來檢驗是

否有副結構變遷的情況，若無，則判斷為未變遷。而在檢驗完線特徵

資訊之後，若是沒有相符合之線段，則結構上可能有變遷之情形，所

以使用下門檻之變遷比率來檢驗其是否為主結構變遷。若是低於設定

之變遷比率門檻，則再使用變遷面積來檢驗其是否有副結構變遷之情

況。此步驟之概念為加入線型特徵符合程度之資訊，區分出結構上未

改變以及有可能改變之區域，並配合變遷比率以及變遷面積兩項規則

進行最終之變遷偵測。由於未改變及主結構改變屬於整體性的判斷，

故使用房屋內有變遷的比率進行判斷。而副結構改變則非整體性判

斷，因此使用房屋內有變遷的面積為判斷依據。使用房屋內有變遷比

率來判斷主結構變遷及使用有變遷的面積判斷副結構變遷時，主結構

變遷的判斷需在判斷副結構變遷之前。否則，當一棟主結構變遷的房

屋利用有變遷的面積先判斷是否為副結構變遷時，會因為有變遷面積

通過門檻而判斷為副結構變遷而造成錯誤。所以需先判斷是否為主結

構變遷，再判斷是否為副結構變遷。 

在導入雙門檻策略時，本研究只針對最主要之光達點雲的高程差

異資訊使用雙門檻策略，原因在於此資訊為本研究中判定變遷偵測最

主要的資訊，而除了此資訊外，本研究於植生區域偵測、牆面點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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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線型特徵的符合度上也皆有設定門檻，使用NDVI做為偵測植生

區域時，較無門檻敏感度之問題。在判斷光達點雲所構成的三角網

中，三角形法向量與模型屋頂面法向量之夾角是否過於垂直時，沒有

導入雙門檻的原因在於，此門檻之目的為找出過於垂直的三角形，並

於之後濾除可能的牆面點，所以使用垂直九十度，並加上一個容許量

的範圍做為門檻值已經足夠。在線型符合程度上，由於使用三種屬性

來檢視，線段之夾角、線段長度比以及兩線段之間的距離。此三種屬

性需要共同檢視，同時超過設定之門檻才可以視為線段相符合。因此

於此部份若是再加入雙門檻之策略，則整體判斷上，三種屬性可能會

互相干擾其判斷之成果，所以此部份參考相關之文獻選取單一門檻

值。除此之外，以上這幾種門檻較無門檻敏感度之情況，因此本研究

中只針對最主要的光達點雲高程差資訊導入雙門檻策略。而各個門檻

值敏感度的測詴成果於第三章中展示。 

本研究進行變遷偵測時為逐一模型進行規則式判斷，所使用的基

礎單元為舊時期房屋模型的各個區塊，如圖2.8中每種顏色代表一個

區塊，故一棟房屋可能擁有許多區塊。本研究針對每個區塊進行變遷

偵測，判斷每個區塊的變遷型態。因此，各個區塊會有其獨自之變遷

型態，而非整棟房屋擁有一種變遷型態。如主結構變遷代表該區塊內

大部分具有高程變化，副結構變遷則代表該區塊內僅有些許部份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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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其餘如此類推。 

 

 

圖2.8 房屋模型示意圖 [黃智遠 ,2008] 

 

2.3 偵測新建房屋區域 

如前言所述，資料更新可以分成兩種方法，第一種為全部區域的

資料重新建置，但是此種方法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以及成本。第二種

方法為偵測出變遷的區域，並針對變遷的區域進行建置。本研究採取

第二種方法，而針對的變遷區域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為舊時期房屋

的變遷，第二類為新時期新建的房屋。而第一類的處理已於上個步驟

中所述，本章節所要講述的為第二類，於新時期新建房屋偵測的步驟。 

於本步驟中，所要處理的目標為於舊時期非房屋，但是新時期新

建房屋的區域。本步驟之流程如圖2.9所示。可以分為三個部份，第

一部份為新建房屋偵測，偵測出屬於新建房屋的光達點雲，第二部份



 

 32 

為針對新建房屋區域的光達點雲，進行區域成長，將光達點雲區分成

不同群組，以區分出不同的房屋區域。第三部份為邊界追蹤，將上一

步驟中不同群組的光達點雲，建立該群組的邊界，以產生出該房屋區

域。 

 

 

圖 2.9 偵測新建房屋區域流程圖 

 

於偵測新建房屋時，總共包含了三個部份，其處理過程如下所

述。第一部份新建房屋偵測，此部份之目的為偵測出光達點雲中，新

建房屋區域的部份，於許多房屋偵測的研究中，經常使用將地表區分

成三種類別的概念，此三種類別分別為地面、植生、及建築物。本研

究也使用此概念進行新建房屋偵測。本研究藉由之前所計算之NDVI

進行植生區域的偵測，藉由光達點雲產生DSM以及DEM，並將DSM

扣除DEM可得nDSM，藉由nDSM偵測地面區域。最後藉由舊時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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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模型，偵測出舊時期之房屋區域。將光達點雲濾除所偵測之植生

區域、地面區域以及舊時期房屋區域。如此剩餘的點雲即屬於新時期

之房屋。 

第二部份區域成長（region growing），此部份之目的為將新時期

房屋的光達點雲區分成不同群組，但由於可能的套合誤差使得有雜訊

產生，如圖2.10(a)中包含有零碎的點及零碎的細長的線段。這些明顯

為非房屋的光達點部份需被濾除，因此本研究使用區域成長的方法再

剔除點數過少的群組以濾除非房屋光達點。使用區域成長（region 

growing）的方式，將光達點雲分群。 

在此區域成長的方法為，從任何未歸類的點當作起始點，向所有

的點進行搜尋，若有點位於設定成長範圍內則屬於同一群組，再由新

搜尋到的點向外搜尋及成長，直至無新的點納入此群組則找新的起始

點進行成長。經區域成長處理後，即可得到數個光達點雲的群組，由

於雜訊常為單獨或數量稀少的點群，因此設定面積門檻，並將其轉化

為點數門檻將數量小於門檻的群組濾除，而其成果如圖2.10(b)所示。

經過濾除非房屋之光達點後，即可認定餘下的光達點雲屬於新時期新

建房屋的區域，並且不同的房屋為不同的光達點雲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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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2.10 濾除非房屋光達點示意圖 

(a)濾除前，(b)濾除後 

第三部份邊界追蹤，於上述的成果，仍非新建房屋的區域，僅屬

於新建房屋的離散點。因此本部份之目的為由此些離散點找出房屋區

域。使用的方法為邊界追蹤法（Boundary Tracing）中的TIN法，做法

為先將離散點組合成不規則三角網後，利用點與點間的連線關係產生

邊界。其概念來自使用TIN進行區塊增長後，消除共用邊得到邊界[Teo 

et al., 2007]。其處理方式為，先將離散點組成迪氏三角網，即可得到

每一個三角形的三條邊線，與組成邊線的兩個點號，如圖2.11及表2.1

所示。 

 

圖 2.11 三角形連線及點號示意圖 

1 

2 

3 

a 

b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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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三角網資訊表 

三角形 邊線 點號 

I 

a 
1 

2 

b 
2 

3 

c 
3 

1 

 

將光達點雲建構成三角網後，可以觀察出，屬於最外邊的邊緣只

會出現一次，而屬於內部的連線則會出現兩次。因此藉由點號建立邊

界連線並使用此特性將內部的邊線剃除，只保留外部的邊線。 

 

圖 2.12 TIN 法邊界追蹤示意圖 

如圖2.12所示，左圖為將光達點雲組合成不規則三角網，藉由點

號建立邊界連線，並去除內部連線後，即可得到外部之邊緣，如圖2.10

右圖所示。經由此三部份之處理，即可得到後期的新建房屋區域。並

且配合就有房屋之變遷偵測成果可以得到最終之變遷房屋區域。房屋

重建包含兩個階段：偵測與重建，本研究屬於偵測之部份，本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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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可以提供房屋重建時之初始位置，並針對變遷房屋區域進行重

建，即可減少工作量並提升處理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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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成果與分析 

本章為各個步驟實驗成果的展示以及分析，總共包含五節。分別

為，3.1測詴區資料介紹、3.2門檻值敏感度測詴、3.3房屋模型變遷偵

測之成果、3.4偵測新建房屋區域之成果、3.5精度分析及3.6實驗成果

摘要。 

本研究之精度分析分為兩個部份，3.5.1為房屋模型變遷偵測之精

度評估，3.5.2為偵測新建房屋區域之精度評估。並於3.6實驗成果摘

要的部份，針對失敗的案例進行分析。 

 

3.1 測詴區資料介紹 

本研究所使用之前期房屋模型為2002年資料，後期資料為2005

年光達及航照影像。房屋模型為多面體模型，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由1/5000航照立體對製圖，比例尺為1/1000，具有

各屋頂角點高程資訊，總共包含有492個模型區塊，其垂直投影如圖

3.1所示。光達資料為Leica ALS50，由內政部地政司及工業技術研究

院提供，掃描日期為2005年6月，全區點雲密度約1.7pts/m
2，高程範

圍在87公尺至191公尺，高程隨機誤差量約15cm，平面精度約

60cm[Leica, 2006]。圖3.2為測詴區後期光達點雲。本研究使用之航照

影像，以UltraCamD系統拍攝所得，由中華民國航空測量及遙感探測

學會提供，每張的維度同為11500*7500，解析度皆約12cm，焦距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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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mm，航高約1300m，比例尺約為1/130000，FOV（field of view）

約為62.7度，同航帶影像重疊率約60%。拍攝日期為2005年6月22日，

包含可見光與近紅外光波段，如圖3.3所示。 

航照影像的外方位參數為使用房屋模型之平面坐標配合光達點

雲的高程當作控制點，並於航照影像中找尋對應的像坐標，進行空間

後方交會（Space Resection）產生影像外方位參數，其成果之均方根

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在平面為0.3m、高程為0.7m。

人工比對前後期資料，可發現有明顯的房屋變遷，顯示此組資料對於

本研究的使用性良好。 

研究之測詴區位於新竹科學園區，包含有各種大型建築物，如工

廠、商業大樓，於測詴區內同樣包含一般之住宅區。因此本測詴區內

具有不同大小以及形狀之房屋以供測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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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測詴區前期房屋模型資料 

 

 

 

 

圖 3.2 測詴區後期光達點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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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測詴區後期航照影像資料 

 

研究中的驗證分為兩部份，分別是房屋模型變遷偵測之精度評

估，以及偵測新建房屋區域之精度評估。於房屋模型變遷偵測之精度

評估時，所使用的的地真資料為利用舊時期房屋模型以及新舊時期航

照影像，利用人工針對每一個房屋模型區塊逐一判定其變遷型態。分

別為未變遷432個、主結構變遷35個、副結構變遷25個，總共492個房

屋模型區塊。而驗證偵測新建房屋區域時所用的地真資料，同樣使用

新舊時期航照影像，利用人工檢視測詴區內的新建房屋，並選取新建

房屋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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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門檻敏感度測詴 

於本章節中，針對本文所使用的各項門檻值進行門檻敏感度的測

詴，包含有偵測植生區域的 NDVI 值、偵測牆面點的角度值、光達點

雲與房屋模型的高程差資訊以及線型特徵與房屋模型的相符合程度

的三項屬性。於本章節中，藉由測詴各個門檻值的敏感度，來說明針

對高程差資訊導入雙門檻策略的因素。從圖 3.4 至圖 3.9，分別為各

個門檻值敏感度測詴後的折線圖。 

 

 

圖 3.4 NDVI 門檻值與整體精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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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牆面點角度門檻值與整體精度折線圖 

 

 

圖 3.6 高程門檻值與整體精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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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線段長度比例門檻值與整體精度折線圖 

 

 

 

圖 3.8 線段夾角門檻值與符整體精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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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線段距離門檻值與整體精度折線圖 

 

本研究在測詴各個門檻值的敏感度時，使用的方法為將其餘的門

檻值固定，並調整測詴的門檻因素來檢視設定不同門檻值時的整體精

度。從上述六張圖中，可以發現於高程差資訊設定不同門檻值時，折

線的變化幅度最大，於剩下的五個門檻值折線圖中，折線的變化都趨

於平緩，因此在高程差資訊判斷變遷點時，會有門檻值敏感度的問

題，所以本研究於此部份導入雙門檻的策略，藉此來避免此一門檻敏

感度的情形。藉此提昇整體研究的精度。從圖 3.4 中可以看到，在設

定植生區域門檻值時，使用的 NDVI 門檻，從 0.25 至 0.35 間，整體

精度的差異只有 3%左右。因此於本研究中，針對此一門檻只使用單

一門檻來判斷，並且選擇 0.3 為門檻值。在牆面點角度門檻值的設定

上，如圖 3.5 所示，門檻值於 75 度至 85 度之間，整體精度的差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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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下，因此本研究選用 80 度來做為單一的門檻值。從圖 3.7 中可

以看到，在線型特徵與房屋模型邊緣線線段的符合度屬性中，線段長

度比例的門檻值在 0.6 與 0.7 之間，整體精度都在 93%以上，因此本

研究設定線段長度比例門檻值為 0.7。從圖 3.8 中，線段之間夾角的

門檻值，在 20 度與 15 度之間，整體精度都在 95%以上，因此本研究

設定 15 度為線段之間夾角的門檻值。從圖 3.9 中，線段之間距離的

門檻值，在 13 個像元至 10 個像元之間，整體精度都在 94%以上，因

此本研究設定 10 個像元作為門檻值。在線型特徵與房屋模型邊緣線

線段符合度的三個屬性中，其折線的變化雖然相較於植生區域以及牆

面點的門檻敏感度都較大。但是與高程差異的門檻敏感度相比較時仍

較不明顯。除此之外，使用線段符合度的三項屬性時，由於會先經過

高程差異的雙門檻篩選，因此至少會有 57%的房屋模型是正確偵測。

而高程差異在不同門檻值時，整體精度的差異會有 84%的變化，因此

於本研究中，特別針對高程差異門檻的部份，導入雙門檻策略，來降

低門檻值設定敏感所造成的影響。 

 

3.3 房屋模型變遷偵測之成果 

本步驟主要為規則式判斷變遷偵測，針對舊時期之房屋模型，決

定各個房屋模型區塊的變遷型態。如研究方法中所述，檢驗航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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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光譜資訊、光達點雲與房屋模型之高程差資訊以及航照影像之線型

特徵資訊來進行變遷偵測。其中，光達點雲與房屋模型之高程差資訊

為本研究進行變遷偵測時所使用的主要資訊，利用高程差異資訊配合

門檻值的設定，可以將光達點雲與房屋模型的高程差異屬性化，進而

求得區塊內有變遷比率及面積，其產生的方式如公式(2.6)、公式

(2.7)、及公式(2.8)所示。 

於本步驟設定高程門檻δH將光達點雲分類為有變遷點及無變遷

點，當高程差異的絕對值大於高程門檻時，即屬於有變遷點，反之則

為無變遷點。如前言所述，本研究於此導入了雙門檻的策略，藉由雙

門檻的設定來避免門檻敏感度的問題。設定雙門檻的概念為高程差異

的絕對值大於上門檻的點為明顯有變遷的點，而高程差異的絕對值小

於下門檻的點為明顯無變遷的點，由於本研究房屋模型與光達點雲之

高程套合誤差約為0.9m，所以以一層樓的高度加上高程套合誤差做為

上門檻，並以高程套合誤差作為下門檻。因此若一層樓的高度為2m，

本研究之高程套合誤差約為0.9m，兩者相加後取整數，故上門檻的最

終設定為3m。同理，0.9m的高程套合誤差取整數，所以下門檻的最

終設定為1m。於設定完上下門檻之後，由公式(2.6)可以將光達點雲

進行分類。分類完成後由公式(2.7)及公式(2.8)即可求出區塊內有變遷

的比率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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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航照影像線型特徵與模型邊緣線之相符合程度，本研究藉由三

種屬性來加以檢視，這三種屬性為線段之夾角、線段長度比以及兩線

段之間的距離。其處理的方式如研究方法中所述。於這三種屬性的門

檻設定時，本研究參考先前的研究[Lee et al.,2008]，並檢視各個線段

的三種屬性後，設定之門檻值如表3.1所示。 

 

表 3.2 線型特徵符合程度門檻設定表 

屬性名稱 門檻值 

線段長度比 0.7 

線段夾角 15° 

兩線段之間的距離 10 像元 

 

 

得到進行規則式判斷時所需要的資料後，即可進行變遷偵測，如

圖3.10及圖3.11所示。其中各個比率門檻以及面積門檻的設定如表3.2

所示。 

本研究所使用的規則式判斷變遷偵測之概念已於研究方法中所

述，因此於本章節中主要說明各個門檻植設定的概念。首先，於圖3.10

中設定之δ1和δ2的比率門檻，由於此部份之目的為區分出明顯有變

遷以及明顯無變遷的部份，因此上下門檻的比率皆設定80%為門檻進

行判斷，將此明顯未變遷以及明顯有變遷之區塊區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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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3.11中設定之δ3和δ4的比率門檻和δ5的面積門檻，於此部

份中，由於先經過了線型特徵符合程度的判斷，若是有相符合的線型

特徵時，則代表了該區塊於主結構上沒有變遷之情形，所以在變遷比

率δ4的設定上，需要偵測出此區塊為未變遷或是副結構變遷，所以

使用上門檻的變遷比率來檢視，若是在主體結構未變的情況下，仍有

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點高於上門檻，則此區塊即為副結構變遷。若否，

則為未變遷區塊，所以δ4的設定為50%。 

若是沒有相符合的線型特徵時，則代表了該區塊可能有變遷之情

形，所以需要偵測出此區塊為主結構變遷或是副結構變遷，所以使用

下門檻的變遷比率來檢視，藉由下門檻較為寬鬆的設定，將可能的變

遷點都納入，以利判斷變遷之型態，因此δ3的設定同樣為50%，若是

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點高於下門檻，則此區塊即為主結構之變遷。而若

是低於百分之五十的點高於下門檻時，則使用25平方公尺的面積門檻

進行判定是否有未變遷之情況，此概念為認定屋頂附加物的大小在25

平方公尺以上，若有25平方公尺以上的變遷面積，則此區塊為副結構

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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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規則式變遷偵測流程圖 

 

 

 

 

 

圖 3.11 進一步檢驗區域規則式變遷偵測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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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規則式變遷偵測門檻值設定表 

門檻名稱 門檻值 

使用上門檻之變遷比率 (δ1) 80% 

使用下門檻之變遷比率 (δ2) 80% 

使用下門檻之變遷比率 (δ3) 50% 

使用上門檻之變遷比率 (δ4) 50% 

變遷面積 (δ5) 25m2 

 

利用上述規則式變遷偵測，配合設定之各項門檻值，房屋模型變

遷偵測之成果如圖3.10到圖3.17所示。其中圖3.12為主結構變遷之成

果、圖3.13為副結構變遷之成果、圖3.14為未變遷之成果，於此三圖

中，藍色區塊為正確偵測，紅色區塊為誤授區塊；圖3.15為地真資料

中主結構變遷之區域、圖3.16為地真資料中副結構變遷之區域、圖3.17

為地真資料中未變遷之區域，於此三圖中，藍色區塊為正確偵測，紅

色區塊為漏授區塊。而詳細之成果驗證部份於3.4節精度分析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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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主結構變遷之成果 

 

圖 3.13 副結構變遷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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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未變遷之成果 

 

圖 3.15 主結構變遷區域之地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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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副結構變遷區域之地真資料 

 

圖 3.17 未變遷區域之地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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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偵測新建房屋區域之成果 

本步驟如研究方法中所述，可以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新建

房屋偵測，偵測出屬於新建房屋的光達點雲，第二部份為針對新建房

屋區域的光達點雲，進行區域成長，將光達點雲區分成不同群組，以

區分出不同的房屋區域。第三部份為邊界追蹤，將上一步驟中不同群

組的光達點雲，建立該群組的邊界，以產生出該房屋區域。於本章節

中，將展示此三個部份之成果。 

第一個部份中，根據研究方法所述，地表主要包含三種類別，分

別為地面、植生、及建築物。因此本步驟的作法藉由將原始光達點雲

中，移除植生區域、地面以及舊時期房屋區塊內的光達點雲，則可認

為剩餘的點於即屬於新建房屋區域的點雲。如圖3.18所示。 

 

圖 3.18 新建房屋區域偵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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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為針對新建房屋區域的光達點雲進行區域成長，此部份

之目的為建立不同的光達點雲群組，於研究方法中也提及，由於可能

的套合誤差使得有雜訊產生，因此本研究使用區域成長將光達點雲產

生不同的群組之後，設定面積門檻以濾除雜訊，在此將面積門檻轉換

為點數門檻，將數量小於門檻的群組去除。本研究所設定的面積門檻

為25平方公尺，而使用點雲密度為1.8pts/m2，因此當群組的點數小於

25*1.8=45點時即被去除。針對新建房屋區域的光達點雲進行區域成

長之成果如圖3.13所示。經由點數門檻濾除雜訊之成果如圖3.20所

示。於圖3.19中，所產生的群組共有171個，圖中鄰近區域內同一種

顏色之點雲即為同一群組。而圖3.20中，雜訊濾除後剩下9個群組，

從此圖中可看出明顯之建物輪廓，並且雜訊之部份皆以被濾除。 

圖 3.19 區域成長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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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點數門檻濾除雜訊之成果 

 

第三部份為邊界追蹤，將上一部份中不同群組的光達點雲，建立

該群組的邊界，以產生出該房屋區域，上一部分濾除後之成果包含了

9 個不同群組的光達點雲，針對這些點雲進行邊界追蹤法（Boundary 

Tracing）中的 TIN 法，其成果如圖 3.21 所示。由圖中可以看到九個

不同群組皆有正確的產生其邊界，標示出九個不同的新建房屋區域。

而偵測新建房屋區域之驗證部份於 3.4 節精度分析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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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邊界追蹤之成果 

 

3.5 精度分析 

本研究之精度分析分為兩部份，第一個是房屋模型變遷偵測之精

度評估，第二個是偵測新建房屋區域之精度評估。所使用的地真資料

產生方式皆為人工量測，於3.1測詴區資料介紹中已提及。房屋模型

變遷偵測之地真資料中，包含有未變遷432個、主結構變遷35個、副

結構變遷25個，總共492個房屋模型區塊。而偵測新建房屋區域之地

真資料中，包含有9個新建房屋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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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房屋模型變遷偵測之精度評估 

在舊時期房屋模型變遷型態判定之驗證部份，使用人工之方法，

針對每個房屋區塊逐一判斷。如圖3.9到圖3.11所示。經由判斷實驗成

果與地真資料是否為相同變遷型態，即可得到每個地真區塊相對應的

實驗成果。如圖3.6到圖3.8所示。 

於比對實驗成果與地真資料後，可統計出判定舊時期房屋模型變

遷偵測的錯誤矩陣（error matrix），如表3.3所示。由表3.3中資訊，可

以計算出本研究判定變遷偵測之各種不同的指標，本研究於此列出四

種不同的精度指標，分別為整體精度（Overall accuracy）、漏授率

（omission）、誤授率（commission）、及Kappa值，如表3.4所示。 

在本研究中，整體精度為正確偵測出變遷型態的比率，即為錯誤

矩陣中對角線總合佔總數的比率。各類別的漏授率為地真資料中未偵

測至正確的數量佔地真資料總數的比率，而整體的漏授率為每種類別

漏授率的平均。各類別的誤授率為每種類別偵測錯誤的數量佔該類別

實驗成果中的總數，而整體的誤授率為各類別誤授率的平均。Kappa

值顯示分類成果與隨機抽樣的差異，若Kappa值為0則表示分類成果與

隨機抽樣之成果相同，而Kappa值為1則代表分類成果完美，若Kappa

值為負的則表示分類成果比隨機抽樣更差。一般而言，Kappa值在0.6

以上表示分類成果好，若達0.8以上表示分類成果極佳。各類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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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pa值計算方式如公式(3.1)所示，而整體的Kappa值計算方式如公式

(3.2)及公式(3.3)所示。 

由表3.3及表3.4與表3.5及表3.6中可看出，由於本研究導入了雙門

檻之策略，若是與之前章節中所述之單一門檻之錯誤矩陣成果相比

較，本研究之整體精度提昇從93.1%至95.9%，漏授率從12.6%降低至

6.3%，誤授率從22.1%降低至14.8%，Kappa值從0.714提昇至0.829。

於精度指標中可以看出，主結構變遷以及副結構變遷之誤授率較高，

這些錯誤偵測的情形，皆為未變遷型態之誤授。而造成這些誤授情形

的原因，於3.5節會舉例說明。此外，若是從更新房屋模型的角度來

看，未變遷型態誤授成變遷型態與變遷型態誤授成未變遷型態相比，

是較為可以接受，因為於更新時，處理變遷區域時發現此區未變遷所

造成之影響較小，但是若是誤判為未變遷區域，則更新時不會處理，

則該區域需要進行更新但是卻因為偵測誤判而沒有進行更新，所造成

之影像較大。而從本研究之成果來看，誤判為未變遷區域的區塊屬於

少數，僅只有五個，佔整體未變遷區域實驗成果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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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單一門檻之房屋模型變遷偵測的錯誤矩陣 

實驗成果  

地真資料  
主結構變遷 副結構變遷 未變遷 總數 

主結構變遷 25 0 10 35 

副結構變遷 0 24 1 25 

未變遷 13 10 409 432 

總數 38 34 420 492 

  
正確分類數量 458 

 

 

 

表 3.4 單一門檻之房屋模型變遷偵測的精度指標 

整體精度 
 

0.931  

漏授率 0.286  0.040  0.053  0.126  

誤授率 0.342  0.294  0.026  0.221  

Kappa 
 

0.714  

 

 

 

 



 

 61 

 

 

表 3.5 雙門檻策略之房屋模型變遷偵測的錯誤矩陣 

實驗成果  

地真資料  
主結構變遷 副結構變遷 未變遷 總數 

主結構變遷 31 0 4 35 

副結構變遷 0 24 1 25 

未變遷 8 7 417 432 

總數 39 31 422 492 

  
正確分類數量 472 

 

 

表 3.6 雙門檻策略之房屋模型變遷偵測的精度指標 

整體精度 
 

0.959  

漏授率 0.114  0.040  0.035  0.063  

誤授率 0.204  0.226  0.012  0.148  

Kappa 
 

0.829  
 

 

3.5.2 偵測新建房屋區域之精度評估 

在偵測新建房屋區域之驗證部份，使用人工之方法，針對測詴區

內可能的新建房屋區域逐一尋找。由於本部份偵測新建房屋區域之目

的為提供後續房屋模型重建或是更新時的初始位置，並非偵測出準確

之建築物邊界並且重建，因此於本部份之成果驗證部份，將評估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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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放於是否有正確的尋找出新建房屋區域，或是偵測得到之房屋區域

是否皆為正確偵測。所以於本章節中，只針對新建房屋區域偵測之類

別進行驗證，對於偵測之區域邊界或是區域範圍之驗證為房屋模型重

建時之重點，並非本研究針對的目標。 

如研究方法中所述，本研究利用三部份之處理，將新建房屋區域

之光達點雲分成不同群組，並產生其邊界。於成果中可看到共有9個

新建房屋區域。於人工產生地真資料中，同樣也有9個新建房屋區域。

對應於偵測之成果，沒有誤授與漏授之情形。如圖3.22中所示，本步

驟偵測得到9個新建房屋區域，經由人工產生之地真資料中，本區域

之新建房屋區域也同樣為此9個區域，因此本部份之偵測並無誤授與

漏授，偵測之正確率為100%。 

 

圖 3.22 偵測新建房屋區域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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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實驗成果摘要 

本節分析並探討於舊時期房屋模型變遷偵測之成果中，各種不同

案例的情形，總共有七種不同情形之案例，案例一為未變遷房屋之正

確偵測、案例二為副結構變遷房屋之正確偵測、案例三為主結構房屋

之正確偵測、案例四為未變遷誤判為副結構變遷之案例、案例五為未

變遷誤判為主結構變遷之案例、案例六為原房屋模型錯誤之案例、案

例七為植生遮蔽區域變遷偵測之案例。利用此七個案例對造成實驗成

果正確與錯誤之因素進行探討。以下會針對各個不同的案例進行分

析。 

 

3.6.1 未變遷房屋之正確偵測 

 

新時期航照影像 新時期房屋模型內之光達點雲 舊時期房屋模型 

  

 

圖 3.23 未變遷房屋正確偵測之使用資料 

於案例一中，圖3.23為此案例所使用的三種資料，包含有新時期

航照影像，新時期光達點雲以及舊時期之房屋模型。於後續之案例

中，同樣皆使用此三種資料。圖3.24以及圖3.25為此案例之偵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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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為了方便觀察偵測情形，圖3.24以及圖3.25為兩種不同視角

的示意圖。其中黑色線段為三維房屋模型，藍色點群為歸類為未變遷

之光達點雲，紅色點群為歸類為變遷之光達點雲。綠色點群則為被濾

除之牆面點。於後續案例之成果示意圖中，皆以此種方法表示。

 

圖 3.24 未變遷房屋正確偵測之成果 

 

圖 3.25 未變遷房屋正確偵測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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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兩圖中可以看到，大部分之點雲皆可被正確判斷，且因為套

合誤差而產生之牆面點也可以有效的被偵測出來，進而濾除，以免影

響變遷偵測之成果。從此案例中也可以觀察到，使用光達點雲之高程

差異資訊，可以有效且正確的對三維房屋模型進行變遷偵測。 

 

3.6.2 副結構變遷房屋之正確偵測 

新時期航照影像 新時期房屋模型內之光達點雲 舊時期房屋模型 

   

圖 3.26 副結構變遷房屋正確偵測之使用資料 

 

於案例二中，圖 3.26 為此案例所使用的三種資料，包含有新時

期航照影像，新時期光達點雲以及舊時期之房屋模型。圖 3.27 以及

圖 3.28 為此案例之偵測成果示意圖，同樣為了觀察成果，圖 3.27 以

及圖 3.28 為兩種不同視角的示意圖。於此案例中，展示之重點為副

結構變遷正確的偵測。於圖 3.26 的航照影像中，可以看到房屋中間

有一塊白色的區塊，此區塊即為新建的副結構，因此此房屋區塊為副

結構變遷之情形，可以從舊時期之房屋模型上看出，於舊時期該區塊

內並未包含有次副結構。因此於圖 3.27 以及圖 3.28 中，可以看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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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正確的偵測出該副結構的變遷區塊，並能正確的將此房屋模型判

斷為副結構變遷。圖中，房屋模型中間，一大群的紅色點群，即為偵

測得到的變遷點雲，從此案例中，也可以得知利用光達點雲的高程差

資訊可以有效的偵測出變遷的區塊。 

 

圖 3.27 副結構變遷房屋正確偵測之成果 

 

圖 3.28 副結構變遷房屋正確偵測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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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主結構房屋之正確偵測 

新時期航照影像 新時期房屋模型內之光達點雲 舊時期房屋模型 

   

圖 3.29 主結構變遷房屋正確偵測之使用資料 

 

於案例三中，圖 3.29 為此案例所使用的三種資料，包含有新時

期航照影像，新時期光達點雲以及舊時期之房屋模型。圖 3.24 為此

案例新舊時期之航照影像，從圖 3.30 新舊時期的航照影像中，可以

明顯看出此案例中，主體結構完全改變，變成另外一棟房屋。而本研

究之目的之一即為偵測出此種主體結構變遷的房屋。 

 

舊 QuickBird 衛星影像 新時期航照影像 

 

 

圖 3.30 主結構變遷房屋案例之新舊時期航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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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主結構變遷房屋正確偵測之成果 

 

而圖 3.31 為此案例之偵測成果示意圖。於此案例中，同樣紅色

點群為變遷點，藍色點群為未變遷點，綠色點群為去除之牆面點。從

圖中同樣可以觀察到，牆面點於不同的建物時同樣可以被有效偵測出

來並去除，而主體結構變遷之房屋，利用光達點雲的高程差異資訊，

可以有效的被偵測到，並且能正確的偵測為主結構變遷。從圖中可以

看到新時期光達點雲與舊時期房屋模型之間的差異。本研究即為利用

這些差異來進行變遷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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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未變遷誤判為副結構變遷之案例 

新時期航照影像 新時期房屋模型內之光達點雲 舊時期房屋模型 

   

圖 3.32 未變遷誤判為副結構變遷案例之使用資料 

 

以上三個案例皆為正確偵測之案例，但是本研究中，仍有些許

錯偵測之情況，因此接下來介紹之案例為導致本研究偵測錯誤之案

例。於這些案例中，分析造成錯誤的原因。圖 3.32 為此案例所使用

之資料，同樣是新時期航照影像，新時期光達點雲以及舊時期之房屋

模型。而圖 3.33 為此案例之新舊時期的航照影像。 

 

舊時期 QuickBird 衛星影像 新時期航照影像 

 

 

圖 3.33 未變遷誤判為副結構變遷案例之新舊時期航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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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3.33 中可以觀察得到，此案例之房屋區塊於新舊時期並無變化，

因此變遷型態為未變遷。但是於本研究中，卻將此房屋區塊偵測為副

結構變遷。圖 3.34 以及圖 3.35 為此案例之偵測成果示意圖，同樣為

了觀察成果，圖 3.34 以及圖 3.35 為兩種不同視角的示意圖。觀察圖

3.34 以及圖 3.35，可以發現於此案例中大部分的紅色點群皆位於牆

上，而這些紅色點群代表的是變遷的光達點雲，也就是因為這些變遷

點，導致偵測上錯誤的成果，從圖 3.35 中可以明顯看出，這些判定

為變遷點的光達點雲，應該屬於被去除之牆面點，但是因為套合時產

生的誤差，殘留了過多的牆面點，導致有部份的牆面點無法被有效的

偵測並去除。進而導致了此房屋區塊判定上的錯誤。 

 

 

圖 3.34 未變遷誤判為副結構變遷案例之成果 



 

 71 

 

圖 3.35 未變遷誤判為副結構變遷案例之成果 

 

3.6.5 未變遷誤判為主結構變遷之案例 

 

新時期航照影像 新時期房屋模型內之光達點雲 舊時期房屋模型 

  

 

圖 3.36 未變遷誤判為主結構變遷案例之使用資料 

 

圖 3.36 為此案例所使用之資料，同樣是新時期航照影像，新時

期光達點雲以及舊時期之房屋模型。而圖 3.37 為此案例之新舊時期

的航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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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期 QuickBird 衛星影像 新時期航照影像 

 
 

圖 3.37 未變遷誤判為主結構變遷案例之新舊時期航照影像 

 

從圖 3.37 中，本研究針對之房屋區塊為屋頂中央之白色區塊，由圖

中可以觀察得到，此案例之房屋區塊於新舊時期並無變化，因此變遷

型態為未變遷。但是於本研究中，卻將此房屋區塊偵測為主結構變

遷。圖 3.38 以及圖 3.39 為此案例之偵測成果示意圖，同樣為了觀察

成果，圖 3.38 以及圖 3.39 為兩種不同視角的示意圖。觀察圖 3.38 以

及圖 3.39，可以發現，此房屋區塊之點雲為波浪形狀的屋頂面，並非

單純的平頂屋頂面。而這種微小的屋頂變化，於舊時期之房屋模型上

無法反應出來，但是於新時期的光達點雲卻可以表現出來。因此這種

波浪狀屋頂的微小變化，導致判斷變遷點時產生錯誤，會將波浪之上

半部判定為未變遷，將波浪之下半部判定為變遷，因此造成變遷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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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此房屋區塊判定上錯誤。 

 

 

圖 3.38 未變遷誤判為主結構變遷案例之成果 

 

圖 3.39 未變遷誤判為主結構變遷案例之成果 



 

 74 

3.6.6 原房屋模型錯誤之案例 

新時期航照影像 新時期房屋模型內之光達點雲 舊時期房屋模型 

   

圖 3.40 原房屋錯誤案例之使用資料 

圖 3.40 為此案例所使用之資料，同樣是新時期航照影像，新時

期光達點雲以及舊時期之房屋模型。而圖 3.41 為此案例之新舊時期

的航照影像。 

 

 

舊時期航照影像 新時期航照影像 

 

 

圖 3.41 原房屋模型錯誤之新舊時期航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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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例六以及案例七皆屬於較為特殊之情形，因此特別於本章

節中探討。此案例所指的原房屋模型錯誤，意思為舊時期的房屋模

型，於重建房屋模型時有錯誤的情況發生，因此導致舊時期房屋模型

與舊時期的資料不符合。由圖 3.41 中可以看到，此房屋區塊於新舊

時期並無變化，因此此區塊經由人工判定所的變遷型態為未變遷。而

從圖 3.40 中則可以看到，此一房屋區塊，於左方有一籃球場，但是

於舊時期房屋模型中，該區塊卻無此籃球場的部份，從舊時期的影像

中可以得知，此部份於舊時期時已經存在，因此並非是變遷之區域。

所以該區塊之房屋模型有錯誤之情況，而此錯誤之情況導致此區域於

本研究中，偵測之成果為副結構變遷。如圖 3.42 所示。 

 

 

圖 3.42 原房屋模型錯誤案例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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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房屋區塊因為舊時期房屋模型的錯誤，因此與新時期的光達

點雲有許多的差異。但是若是從房屋模型更新的角度來看，此房屋模

型被偵測為副結構變遷是正確的，因為該房屋模型與新時期的資料相

比較時，有副結構上的變化，因此需要進行更新。可是從地真資料驗

證的角度來看，此房屋區塊為未變遷之情形，因此此區塊之成果為錯

誤偵測。雖然此種案例非常少見，但是此為一種特殊之情形，因此在

本章節中提出來探討。 

 

3.6.7 植生遮蔽區域變遷偵測之案例 

最後的案例七為植生遮蔽區域內的房屋區塊來進行變遷偵測之

情形，如圖3.43所示。此案例針對之區塊為圖中紅色框之內，植生遮

蔽之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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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 植生遮蔽區域案例之航照影像 

於本研究中，植生遮蔽區域之點雲會將其標記，並於後續之處理中不

予於使用。本案例所要展示之重點，即為若是使用這些植生點來進行

變遷偵測所會造成之影響。如圖3.44所示，紅色框範圍內之點雲即為

此植生區域的光達點雲，而經由判定之後此植生區域的點雲大部分皆

判定為變遷點，實際上該區塊並無變遷之情形，只是因為新時期點雲

所代表的為植生的高度，並非為屋頂面的高度，因此造成判斷上的錯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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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4植生遮蔽區域案例之成果 

 

因此植生區域內的點雲無法用於房屋模型之變遷偵測上，可是於

本研究中，會將植生區域內的光達點雲給予標記，雖然無法利用這些

點雲進行房屋模型之變遷偵測，可是可以利用這些植生區域內的點

雲，來判斷該房屋區塊植生遮蔽的情形，而於面積較大之植生區域，

可以利用光達點雲高度之紋理來判斷該區域之植生為樹木或是草

地。雖然於實驗區內此種植生遮蔽的情況屬於少數，但是因應日後之

房屋建築可能於屋頂上種植不同之花草或是樹木，可以利用此種方法

加以偵測。此一部份為本研究之附屬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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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由文獻回顧與分析，融合新時期的光達點雲以及航照影

像，針對舊時期的三維房屋模行進行變遷偵測。利用規則式判斷並配

合雙門檻之策略來進行變遷偵測。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由實驗成果

中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1. 由實驗成果顯示，利用舊時期房屋模型、新時期光達點雲以

及航照影像，經由本研究所利用之規則式判斷進行變遷偵測

時，可以得到良好之成果。應用於後續三維房屋模型更新重

建時，只需要重建變遷區域，並且對於模型之重建，提供了

良好的初始位置，以此可以減少三維房屋模型更新重建的成

本並提昇效率。 

2. 由於利用統計式之方法進行變遷偵測時，需要擁有大量之資

訊進行統計分析，但是房屋區塊內之光達點雲或是航照影像

不一定能提供足夠之資料量。因此本研究使用規則式的方法

來進行變遷偵測，並且得到良好之成果。 

3. 於本研究中，針對規則式判斷時會遇到的門檻敏感度之問

題，導入了雙門檻之策略，從實驗成果中可以得知，使用雙

門檻策略之方法於各個精度指標皆有所提昇。 

4. 判定原房屋模型變遷型態之整體精度可達 95.9%，而偵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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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屋區域之正確率雖為 100%，但因測詴區內新建的房屋數

量較少，其效能仍需經過更多的測詴。從更新房屋模型的角

度來看，本研究中，未變遷區域誤授成變遷區域之區塊屬於

少數，只有五個，佔整體未變遷區域實驗成果之 1.2%，這部

份之誤授為之後更新時無法發正確更新之部份。 

5. 於實驗成果摘要中可以得知，造成本研究變遷偵測錯誤之因

素主要為兩項，第一為套合上的誤差所造成過多的牆面點。

第二為屋頂面上微小的變化量。 

 

本研究仍有些許不足之處，因此對於本研究後續研究之建議，有以下

幾點： 

1. 於實驗成果摘要中，可以得知，套合上的誤差會對後需變遷

偵測之成果造成影響，本研究於多元資料套合時，僅考慮全

區域使用單一之套合參數，於後續之研究中，應針對不同之

房屋區塊，進行區域性獨立的套合，如此可以將可能之套合

誤差降低。 

2. 於實驗成果摘要中，屋頂面上之微小變化量同樣會對變遷偵

測之成果造成影響，因此於進行後續之研究時，可以嘗詴利

用額外之光達資訊或是航照影像資訊，避免此種影響之干擾。 

3. 於後續之研究中，可以針對本研究於實驗成果摘要的案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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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之植生區域內之光達點雲進行研究，可以利用光達點

雲高程的紋理資訊配合航照影像的各種資訊，針對植生區域

進行不同的分類或是偵測。 

4. 於本研究中，原有房屋模型錯誤為一種特殊之情況，若是從

房屋模型更新的角度上來看，此類房屋模型是需要進行更

新，但是也有一種情形為舊有之模型無法詳細的描述該房屋

區塊，因此若是新時期的資料能給予越多的資訊，越精準的

描述該房屋區塊，則能對於舊時期的房屋模型進行更細緻的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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