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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三維地理資訊系統為了描述現實世界，常使用物空間環境特徵。

其構成元素包含房屋、道路、植被等，其中房屋為最顯著者。重建三

維房屋模型，最常見的資料來源之一為航照影像。使用航照影像重建

三維房屋模型，處理過程分為三大部分：房屋偵測、影像匹配及模型

重建。 

本研究結合多航帶高重疊數位航照影像，進行房屋模型重建，處

理重點為多重影像匹配及模型重建。處理屋頂形狀包含山型屋、女兒

牆房屋及具有屋頂副結構之平頂屋。研究中在主影像中概略圈選房屋

工作區，利用輪廓特徵偵測房屋資訊，以便後續影像匹配。利用多重

影像匹配技術來搜尋共軛特徵，經由二維特徵的線追蹤並加入三維資

訊進行判斷，得到三維房屋邊緣線段，配合著利用房屋特徵點所偵測

出屋頂內部資訊進行房屋模型重建。 

實驗成果顯示，多重影像匹配有效提升匹配精度，利用屋頂面資

訊也可改善模型高程精度，房屋模型與參考資料相比，三軸方向之均

方根誤差(RMSE)可達40公分內。 

 

關鍵詞：房屋重建、多重影像匹配、多視窗匹配、整合式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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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dimens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describe the 

reality with environmental elements such as buildings, roads, vegetation 

etc. Among those elements, building is the most prominent. Aerial 

images are commonly used in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In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with aerial images, building detection, image matching, 

and building modeling are the three major works. 

This study uses multiple strips acquired from highly overlapped 

aerial images to perform 3D building modeling. Multiple image matching 

and building modeling are the major works in this study. Test cases 

include different types of building roofs. We first select the working area 

in the master image to extract building features. Then, the detection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with line features can aid the image matching. 

Multiple image matching employs multi-windows with multi-epipolar 

constraint to find conjugate positions in the same procedure. In the 

generation of line segments, line tracing is performed in the image space 

with 3D information. Building modeling is made by the integration 

building boundaries and roof surface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multiple images matching can improve the 

matching accuracy. Model refinement with 3D roof point clouds can 

work well. Compared with reference data, the RMSE of building model 

in most of case can be smaller than 0.4m.  

Keywords: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Multiple images matching, 

Multi-eipolar matching, Multi-windows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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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傳統航空測量主要為繪製各種地圖及正射影像，但隨著科技的進步，地

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軟體應用日益普及，加上

Google Earth 和 Bing Maps 3D 廣泛運用於各大領域，使空間資訊技術逐漸

融入日常生活中，三維地理資訊系統重要性也隨之上升。配合著 GIS 的發

展，數碼城市逐漸被重視。現今數碼城市已不僅是視覺的展示平台，更被

要求完整、真實地呈現地貌，以滿足現在、未來技術之應用。 

在地理資訊系統中，利用不同圖層資料，整合及分析所需之資訊，而其

中房屋為重要元素之一。科技發展的進步，資訊呈現也從舊有的二維位置，

轉變為三維模型，因此房屋模型之建立變得重要且必須。房屋型態的多樣

化使得重建模型複雜且困難，對房屋重建而言，最終理想目標是以自動化

方式產生房屋模型。然而，由於電腦影像自動辨識能力不足、資訊間相互

干擾和房屋種類的複雜程度，要達到全自動化房屋重建仍有許多困難之處，

因此目前以半自動進行房屋重建較為實用，提升自動化程度、重建品質及

減少人工介入程度為現今研究主流方向。 

從大範圍重建房屋模型來看，常用資料可分為影像、空載光達、地圖。

各種資料有著各自的優勢：影像資料含有豐富的紋理資訊及明顯的邊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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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空載光達資料則有高精度三維點雲可得知房屋高程資訊；而利用地圖

資料可得知房屋精確的外圍平面輪廓邊界。整合不同型態資料，則是希望

藉由多種資料間之優點及互補，期望產生優於只以單一資料來源重建之房

屋模型。 

傳統建立房屋模型為使用航照影像，以人工方式進行立體製圖。這種製

圖方式需要耗費大量的人力與時間，現今數位影像處理技術的快速進展，

取代了傳統類比攝影測量中許多人工介入的部分，朝向數值航測自動化之

發展。傳統航照在同航線前後影像重疊率約 60%，相鄰航帶影像重疊率約

30%，近年隨著空載數位航照系統性能的提升及取得成本的降低，同航線影

像重疊率可達 80%以上，相鄰航線影像重疊率至少可達 30%以上。高重疊

影像由於有著高紋理相似性有利於影像匹配，大幅提昇影像匹配的正確率，

也因為高重疊性，地面點可出現於更多的影像上，交會定位之幾何具更多

的觀測量。 

傳統航空測量主要應用於測繪製圖，現今此技術可應用於緊急救災方面，

利用航照影像快速和大範圍地重建出地物真實情況，以供救災使用；文物

保護方面，完整記錄文物表面紋理及三維特徵。 

在重建房屋模型時，依使用影像數量之不同可分為兩大方向，一為使用

單張影像重建，基於事先訂定之前提假設或利用資料庫之方式，利用單一

影像進行模型重建，避免了整合不同型態資料因套合而使誤差放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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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利用多重疊影像進行模型重建，在多張航帶高重疊之影像中，高重疊率

給予共軛像點在三維定位時有著較佳之交會幾何和大量的多餘觀測量。本

篇論文利用多重疊航照影像本身之特性及優勢，在多重影像匹配中，以多

張重疊影像之優點獲得準確的匹配位置及高精度的三維資訊為基本核心，

進而重建出房屋模型。 

1.2. 文獻回顧 

從大範圍重建房屋模型來看，常用資料可分為影像、空載光達、地圖。

不同資料有著各自的優勢，以資訊來源來說，使用整合不同型態的資料可

獲得最多之房屋資訊，對於重建有著直接的幫助[Overby et al., 2004]，且不

同資料間精確套合變為十分重要。在常用資料來源中，影像相較於空載光

達，易取得且取得成本較低。若能在單一資料來源萃取出更多元資訊以重

建房屋模型，亦即可用少量資料來源就可達成重建目標。影像除了擁有豐

富的光譜及紋理資訊外，可利用拍攝幾何原理重建出目標物之三維資訊

[Rottensteiner and Briese, 2003]。 

由於房屋型態的多樣化，要達到全自動化房屋重建仍有許多困難之處。

因為台灣地小人稠、高樓林立，故利用影像重建房屋時，透視投影和傾斜

拍攝導致影像中房屋間互相遮蔽，造成幾何資訊不足，甚至資訊干擾，種

種原因皆會造成房屋重建時的偏差亦或是錯誤。目前房屋重建多以半自動

進行，以提升自動化程度與重建品質，並減少人工介入程度為研究主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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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重建房屋模型的三大處理程序為：房屋區偵測，房屋資訊萃取及模型

重建。 

房屋區偵測是重建模型重點之一，目的為在影像中自動判斷出房屋區域。

部分學者以各項特徵的整合分析進行房屋區的偵測，例如直線偵測、陰影

分析、矩形測試、平行結構、鉛直線分析等[張劍清等，1998]；或假設房屋

形狀，以形態學配合著光譜、紋理、及形狀之方式，在影像上偵測其房屋

位置[Jin et al.,2005]。 

接著萃取出房屋在影像上之物理特性，包括光譜灰階資訊和幾何形狀資

訊。以幾何資訊為例，從影像中可獲得點、線、面的資訊，各種特徵可提

供不同房屋資訊，特徵點可能為房屋邊界角點或特徵明銳處[Suveg and 

Vosselman, 2004] ，特徵線可顯示房屋線型特徵邊緣輪廓，特徵面由特徵點、

線結合[Baillard and Zisserman, 2000; Noronha and Nevatia, 2001]而成，可提

供房屋屋頂高程與副結構高程。 

最後，利用萃取出之房屋資訊進行模型重建。例如，以人工在單一影像

上進行量測，並同時與重疊影像進行匹配，以重建房屋模型[Lang, 1995; 

Gruen and Zhang, 2006 ] ，人工挑選房屋模型元件，調整參數及布林運算子

組成房屋模型[Tseng and Wang, 2003] ，或利用航照立體對人工量測特徵線，

再經分割、合併與模塑建立模型[Rau and Chen, 2003]。 

房屋的模型具有多樣性。從重建的策略來看，可分為資料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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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driven)和模型導向(Model-driven)。資料導向是先對於資料進行特徵萃

取，再對特徵進行處理以產生房屋模型[Rau and Chen, 2003]；模型導向是以

現有之初始模型資料庫，將模型與其他資料進行擬合和比對再加以修正，

產生房屋模型[Tseng and Wang, 2003]。使用模型導向來產生房屋模型時，

必須先建立其模型資料庫，故若考量台灣房屋之多樣性及複雜度，資料導

向之重建方式，則較適合。 

尋找影像中房屋的幾何特性為核心來重建模型，有許多相關研究：利

用影像匹配及空間前方交會，連結物像空間建立房屋幾何[蔡函芳,2009]；

也可利用影像透視投影原理，利用滅點來重建房屋[Criminisi, 2001; Huan 

Chang,2009]；或直接利用單張影像中之幾何關係重建房屋，依知識參照推

估其三維資訊，包括坐標訊息和連邊規則等，以恢復立體圖的拓撲訊息和

深度訊息[Yuan et al., 2005]。 

在連結物像空間建立房屋幾何時，可利用多張影像增加其自由度，減

少定位之誤差；若利用單張影像建構其幾何關係，必須給予相關參考值且

又無法使用於大範圍之重建。比較兩種方式，以多張影像來重建其幾何，

對於大範圍多目標而言是可行也更為適合的方式。 

為了要連結物像空間建立房屋幾何，必須找到在影像上之共軛位置。在

影像匹配中，主要分為特徵匹配 (Feature-based matching)及區域匹配

(Area-based matching)。前者藉由萃取影像中灰值變化明銳之特徵，依目標



 

6 

輪廓或相對位置進行匹配並找尋線特徵，其優勢為不須給予良好之初始位

置也可匹配成功，但匹配精度較低；而後者使用局部的影像區塊灰度值，

比較待匹配影像間的相關性，找尋影像間對應點目標，其匹配範圍大小直

接影響匹配成功率，且其匹配精度最高。 

在區域匹配中，一般做法為沿單一核線匹配[鄭傑文, 2007]，若有良好之

影像外方位時，可縮小匹配之範圍，但遇到影像特徵平行於核線或有遮蔽

區時，仍易產生模稜兩可的現象，特別是沿著核線上匹配的，就可能會有

匹配錯誤或是不精準的情形，進而影響了三維定位及影像套合的可靠度。

若有數個不同方向或接近正交方向的核線作為約制，就能使這種的匹配的

不可靠性減低到最小。現在多航帶影像因取得成本降低，可利用多航帶影

像之多餘觀測及幾何關係，建構更完整的核幾何，強化其幾何約制力。在

航照影像中，因為飛行高度較衛星影像低，相機透視投影所造成之高差移

位明顯，在房屋邊緣匹配時罩窗內所包含之資訊不一致情形，將使得相關

係數不可靠，故利用多視窗匹配(CLR matching) 以減少房屋在高差不連續

處相關係數不可靠問題[徐偉城,1999; 吳華泰,2003]。 

1.3. 研究流程 

本研究使用的資料為多航帶高重疊航照影像，以房屋輪廓線為核心，輔

以能增加房屋屋頂資訊的特徵位置來重建房屋模型。處理屋頂的形狀包含

山型屋、女兒牆房屋及具有屋頂副結構之平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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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影像概略圈選房屋工作區，縮小處理範圍，利用萃取出之線型結構

特徵偵測房屋幾何資訊，以便後續影像匹配。而多重影像匹配技術為同時

建立多張影像特徵之共軛關係，並以空間前方交會得到其三維資訊。經由

二維特徵線追蹤並加入三維資訊進行判斷，得到房屋邊緣之三維線段，最

後配合經由特徵分佈補強後所偵測出屋頂內部資訊進行房屋模型重建。 

研究流程可概略分為資料前處理、房屋輪廓分析、房屋屋頂分析、三維

房屋重建四部分。研究架構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架構 

1.3.1. 資料前處理 

資料前處理之工作項目為工作區圈選。主要目的為決定目標房屋概略位

置，以萃取房屋特徵資訊。本研究中在主影像中以人工方式，針對房屋區

塊大略圈選工作區。主影像挑選時，需考慮影像中重要特徵資訊是否有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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漏的情形，理想之主影像應包含房屋重要特徵，如屋角點及明確之邊緣線。

而由於拍攝角度使得房屋有高差移位之情形，房屋區塊範圍內可能包含牆

面特徵資訊，故對於重建房屋邊緣線，牆面資訊為干擾來源。一般來說，

通常會選擇房屋高差移位最小之影像，因為高差移位小，相對牆面資訊也

較少，房屋結構相對完整。 

1.3.2.  房屋輪廓分析 

邊緣資訊分析之工作項目為：（1）線型結構萃取、（2）匹配幾何預估、

（3）多重影像匹配。主要目的為萃取出在工作區中具有線型特徵之結構，

以找出房屋在影像中的幾何資訊。再利用多重影像匹配，建立多影像特徵

間之共軛關係，並以多視窗匹配及視窗旋轉提升匹配可靠度及精確度。 

由於房屋邊緣線為人工建物中明顯的特徵，因此本研究採用 Canny 邊緣

偵測[Canny,1986]在工作區內進行特徵萃取。在匹配幾何預估中，包含房屋

主軸分析、房屋角區偵側、房屋高程範圍估計和匹配區預估。利用主影像

的線型特徵分佈，在參數空間中找出房屋兩大主軸方向，以不同梯度方向

交界區當作是屋角區域[Henricsson, 1997]供後續局部微調，並運用兩張影像

進行影像匹配與前方交會，以快速獲得房屋高程範圍，利用工作區位置及

其高程範圍，以核幾何關係對其餘影像預估匹配工作區。 

多重影像匹配為本研究之處理重點，其目的在於以自動化的方式同時連

結多影像之共軛特徵。本研究中在此結合整合式匹配、多視窗匹配及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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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以提升處理多航帶影像匹配之精度。 

在多張高重疊影像的整合式匹配中，由改變物空間高程達成各影像間幾

何的一致性，藉以搜尋共軛目標，接著利用最小二乘匹配對共軛點進行局

部微調。由於多重影像匹配是同時對於多張影像進行匹配，其連動性較高

也具有較高可靠度。 

在立體像對中，由於人工建物與周圍地表的高程不連續和連續影像拍

攝角度的不同。若以房屋邊緣為特徵，傳統匹配方法為將特徵點置於目標

視窗中心，因視窗包含資訊可能不一致，故造成部分匹配失敗甚至錯誤。

因此本研究採用多視窗影像匹配法概念[徐偉城，1999]，利用特徵點置於目

標視窗不同的位置的方式，減少房屋因拍攝角度及高差位移所導致不合理

的匹配，並因房屋在影像間主軸不同，所造成視窗內包含不同資訊的情形，

加入視窗旋轉技術以改良多視窗匹配。 

1.3.3. 房屋屋頂分析 

屋頂資訊分析之工作項目為：（1）特徵分佈補強、（2）多重影像匹配、

（3）屋頂資訊偵測。主要目的為利用特徵分佈補強，萃取出分佈均勻之特

徵位置，以建立屋頂資訊輔助模型重建。利用均勻分佈的特徵位置進行多

重影像匹配獲得三維點雲資訊，將三維點雲組成三角網以供後續模型修正，

並在特徵分佈補強時，再次偵測有無遺漏之線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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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三維房屋重建 

三維房屋重建之工作項目為：（1）房屋線段產生、（2）模型重建。主要

目的為整合經過房屋輪廓分析、房屋屋頂分析後所得的三維資訊，進而產

生三維線段以重建房屋模型。本研究先於影像空間追蹤像平面直線，再以

物空間三維坐標資訊輔助判斷，完成房屋模型重建。 

1.3.5. 成果分析及證驗 

對於本研究使用之多重影像匹配之成果，進行精密度及精確度分析。

以影像匹配獲得之共軛點，於空間前方交會之解算精度做為精密度指標；

研究中參考資料以人工方式於航照立體對上進行量測，精確度則以本研究

產生之三維點雲與參考資料進行比對。最後對成果進行幾何分析。 

 

本論文架構共分四章。第一章，即本章，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並概略

提出本研究所使用之方法與步驟。第二章，說明本研究提出之利用高重疊

影像多重影像匹配之技術重建房屋流程，包括線型結構萃取、匹配幾何預

估、多重影像匹配、特徵分佈補強、屋頂資訊偵測、房屋線段產生及模型

重建的詳細內容。第三章，成果與分析，介紹使用影像資料及測試資料，

展示實驗成果，並對實驗成果進行分析，而分析內容如上段所述。第四章，

根據實驗成果，對本研究方法提出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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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介紹研究中各階段所使用之方法。主要分為六個部分作說明，

分別為 2.1 資料前處理、2.2 線型結構萃取、2.3 匹配幾何預估、2.4 多重影

像匹配、2.5 特徵分佈補強、2.6 屋頂資訊偵測、2.7 房屋線段產生及 2.8 模

型重建。研究流程如圖 2.1 所示。 

 

圖 2.1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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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資料前處理 

本研究中資料前處理為工作區圈選，目的在於決定主影像及目標工作

區位置。一般在影像中可利用光影位置、形狀分析等自動判斷可能為房屋

之區域，自動化偵測房屋區域為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但非本研究探討主題，

故此以半自動偵測房屋資訊為主。 

工作區圈選為在主影像中，以人工概略圈選房屋區位置。由於模型重

建主要是以房屋邊緣線為主，為了避免特徵萃取時，萃取到過多牆面資訊，

主影像以選擇在多航帶影像中，該房屋高差位移最小之影像當作主影像。 

2.2. 線型結構萃取 

本研究目的為重建房屋模型，對於一般房屋具有線型結構之特徵為重

要的房屋幾何資訊，在此利用 Canny 邊緣偵測進行線型特徵萃取，以獲得

房屋邊緣特徵，重建出房屋主要模型。 

Canny 邊緣偵測主要可分為四個步驟：（1）高斯平滑濾波、（2）計算灰

階梯度向量與大小、（3）非最大值壓縮、（4）雙臨界值演算法。首先將原

始影像經過高斯平滑濾波處理，目的在於減少雜訊影響；接著計算灰階梯

度之向量與大小，梯度向量代表該像元在平面上灰階變化最大的方向；接

著根據計算得到的梯度向量進行最大值壓縮避免偵測得到的邊緣線過寬；

最後利用雙臨界值演算法進行邊緣的判斷與連結，首先設定大小兩個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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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門檻與低門檻），當像元梯度大於高門檻，則該像元為邊緣上一點，

若界於高門檻與低門檻之間，則需判斷周圍像元是否為邊緣來決定，若梯

度小於低門檻，則該像元不為邊緣。 

2.3. 匹配幾何預估 

匹配幾何預估主要目的為偵測出房屋在影像上的幾何資訊，以提升多

重影像匹配之可靠度及精確度，其中包括房屋主軸分析、屋角區偵側、房

屋高程範圍估計及匹配區預估。在本節中會依序進行介紹。 

2.3.1. 房屋主軸分析 

在假設一般房屋為近似矩形形狀之前提下，對房屋而言則會有兩個近

似垂直之主軸方向。在房屋主軸分析中，為偵測房屋在各影像中兩主軸方

向，以供後續匹配視窗旋轉之旋轉角度及多視窗匹配時之方向。 

在目標房屋中，萃取之線型特徵線多半為房屋邊緣線，故所偵測出來

特徵線的方向，也就為房屋在影像中之主軸方向。使用先前萃取出工作區

中的特徵線，藉由 Hough 轉換至參數空間中進行主軸的判定，找尋最大峰

值處的角度，再以最小角度間距外搜尋第二方向之主軸角度，若找出角度

相距約略九十度時，即確定兩個角度為房屋之主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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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屋角區偵測 

此處以找尋線特徵中房屋屋角點區之位置，主要目的以房屋屋角區之

位置，進行後續局部匹配微調。利用影像中梯度變化處當作房屋屋角點，

再對所偵測出屋角點處開搜索視窗，建立房屋屋角區域。 

對先前所萃取出之線特徵，偵測其影像上不同梯度區間，為避免偵測

出梯度變化較小之位置，在此以 45 度當作一區間共分成四個方向，如圖 2.2

所示。以方向變化處判斷為屋角點處，在此是以影像上特徵紋理變化做為

分類考量，而這變化應是區域性的，故目標不應僅針對屋角點之位置，而

應該是以匹配視窗的範圍做為區域大小的考量，故此處將屋角點概念延伸

至屋角區，在屋角區內的特徵都列為局部定位微調的候選點。 

 

圖 2.2 梯度方向分類圖 

2.3.3. 房屋高程範圍估計 

本階段主要目的為估計房屋高程範圍，以供後續匹配工作區之預估。

以兩張影像進行影像匹配與前方交會快速獲得房屋高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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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找尋離主影像最近之影像作為此階段匹配副影像，進行兩張影像匹

配。此處預估匹配工作區之方式，為假設所處理房屋樓高當作匹配工作區

範圍，若已有此處地面位置之數值高程模型時，可先利用光線追蹤法得到

工作區之地表高度，如圖 2.3 (a)所示。再以預設處理之房屋樓高，配合兩

張影像之核幾何，將其概略高程範圍分別反投影至副影像中，預估初始匹

配工作區。接著利用兩張影像之影像匹配，快速建立起影像中物像關係，

以統計前方交會之高程直方圖，找出最大累計高程值作為該房屋屋頂之概

略高程值。以此高程值上下給予一誤差門檻後，則為該房屋屋頂之高程範

圍，如圖 2.3 (b)所示。 

(a) 光線追蹤找尋地面高程 (b) 假設樓高預估匹配區 

圖 2.3 房屋高程範圍 

2.3.4. 匹配工作區預估 

依先前所偵測出房屋屋頂高程範圍，配合主影像中工作區之位置，利

用共線條件式，將房屋之概略高程範圍分別反投影至各張副影像上，得到

匹配工作區。藉此達到預估匹配工作區，以縮小匹配範圍，增加可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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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重影像匹配 

影像匹配為數值攝影測量邁向自動化過程中重要的發展，其目的為自

動化尋找立體像對中之共軛像點，取代以人工立體量測獲取三維資訊。一

般而言，匹配方式可分為區域匹配和特徵匹配，區域匹配使用影像局部區

塊像元灰度值，比較待匹配影像間之相關性；特徵匹配則為影像中萃取灰

度值變化明銳之特徵，依特徵間之幾何關係，搜尋對應特徵。多重影像匹

配為基於區域匹配之匹配方式。 

影像匹配為在不同影像中建立共軛位置，但若目標物在影像上有遮蔽、

影像光譜差異大等資訊缺少或不足時，匹配可靠度就隨之下降。為了改善

資訊不足或幾何較差之情形，在影像匹配時同時考慮多張影像之資訊，則

可建立影像間更完整之幾何關係，也可考慮不同影像資訊，以增加匹配精

度及可靠度。在多影像匹配中，依匹配方式不同，略可分為序列式匹配與

整合式匹配，前者概念為利用連續性影像反覆確認共軛點位置，此種匹配

時連動性較差；後者概念為利用物像空間之幾何一致性來搜尋共軛特徵，

以同時考慮不同影像資訊，尋找最有可能之物空間位置，為投影至影像中

得影像位置，此種匹配時連動性較佳，且較能因應房屋在影像上之不同狀

況。故本研究利用整合式匹配建立多重影像匹配之核心。 

由於研究中使用房屋邊緣特徵點為匹配對象，利用影像間灰度值相似

性搜尋共軛目標。然而，傳統將特徵點置於視窗中心之匹配方法，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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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解析度航照影像匹配時，常會因拍攝角度的不同，對於地表高程不連

續如房屋邊緣處，造成視窗涵蓋之地面範圍不一致，容易產生匹配失敗的

情形，如圖 2.4 所示。因此，本研究使用多視窗匹配法將特徵點置於視窗

不同位置，以減少因拍攝角度於高程不連續處匹配失敗的情形。此外，由

於使用高重疊多航帶影像，飛行方向之不同造成房屋主軸在影像中方向不

一致，造成視窗內包含資訊不一致，故本研究加入視窗旋轉技術來增進匹

配時相關係數之可靠度。 

多重影像匹配為本研究之處理重點，其目的在於自動化的方式尋找共

軛特徵。本研究中結合整合式匹配、多視窗匹配及視窗旋轉以提升在處理

多航帶航照影像時匹配之精度。 

 

圖 2.4 傳統影像匹配示意圖 

2.4.1. 整合式匹配 

Gruen and Zhang [2006]針對高解析衛星(IKONOS)多重影像提出整合式

匹配，利用物像空間之幾何一致性來搜尋共軛特徵，在同一特徵光束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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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高程位置，依投影至影像位置之相似性，判斷物空間位置之正確性。由

於影像方位參數已知，對於主影像一待匹配點，在共線條件式給予一高程

值，則可計算物空間坐標，反投影至副影像上，得到該高程所對應之影像

坐標。若其高程值與此特徵實際高程相同時，此時相關係數應為該影像上

最大值。在實際匹配時，如圖 2.5 所示，在房屋區可能因為邊緣線沿著核

線以致匹配不可靠，若此時如圖 2.6 有多張影像同時進行匹配，即為有著

不同方向之核線加以輔助，利用物像空間幾何一致性則可匹配至正確之共

軛特徵。整合式影像匹配為基於此原理進而使用多張影像，以整合各影像

之高程與相關係數之關係，偵測出相關係數最大之高程，作為匹配成果。 

 

圖 2.5 單一核線方向匹配 

圖 2.6 不同核線方向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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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合式影像匹配中，對於一待匹配點 p，估計一高程範圍，每次變化

∆Z 分別將此點依不同高度計算地面坐標，再將每個高程所計算之地面坐標

分別反投影至各副影像中，與反投影之像坐標計算相關係數，如圖 2.7 及

圖 2.8 所示。 

圖 2.7 整合式匹配反投影

示意圖 1 

圖 2.8 整合式匹配反投影示意圖 2 

[蔡函芳,2009] 

 

因此一待匹配點對於一副影像可得以橫軸為高程，縱軸為相關係數的曲

線變化如圖 2.9，並以加權平均方式(式 2-1)整合多張影像之相關係數，以

相關係數平均值最高處之橫軸即為匹配成功之地面高度，此高度之地面坐

標反投影至各副影像中之像坐標即為共軛像點。 

由於整合式匹配最早使用至衛星影像匹配上，衛星因拍攝角穩定，對房

屋而言拍攝所造成高差位移可忽略不計，故以相關係數之平均值作為整合。

使用航照時，飛行器航高較低，影像受到透視投影之影響，高差位移十分

明顯，使用平均值作為整合較不適當，本研究將使用加權平均作初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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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相關係數整合示意圖 

 

 
1

∑
,  式 2-1 

其中 

W為不同影像中給予之權重；n 為副影像張數 

, 為在高程 Z 時，投影至影像 i 之像坐標  

 

蔡函芳[2009]利用整合式匹配處理多張單航帶高解析影像，而匹配成果

在平面精度約為 1 個像元，高程方向中誤差約為 40 公分。然而，整合式匹

配此時求解得到的共軛像點是基於幾何間的一致性之結果，對於影像來說，

方位參數的誤差可能導致核線的偏差，使得最佳解可能存在核線周圍而不

是核線上。再者計算相關係數平均值為一整體性之最佳解，對於單一副影

像來說，其相關係數可能不為峰值。基於以上兩點理由，理論上需分別對

各張副影像之共軛點進行微調。 

此外，蔡函芳[2009]提及共軛點在邊緣線特徵處微調，因失去核幾何約

制，及邊緣線特徵方向上之像元灰度值類似，而導致微調後線性特徵較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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亂。故此研究中，僅針對房屋屋角區域，以最小二乘匹配進行共軛點微調。

由上述可知，整合式影像匹配可分為兩個階段，一為改變物空間坐標至影

像判斷相似性以搜尋共軛位置，再微量修正影像空間坐標。第一階段在影

像匹配中，影像的共軛位置是以各影像間相關係數加權平均值最大值處，

此時的求解為達到各影像間的幾何一致性，是考慮整體性的最佳解。然而

對於單張影像來說，可能非實際共軛點所在，理論上，經過微調之後的共

軛點對於單一副影像來說應為最佳位置。 

2.4.2. 匹配視窗 

在房屋重建中，因特徵萃取為影像上灰階明銳處，故所萃取出特徵多

半為房屋邊緣。徐偉城[1999]提出以將特徵點置於視窗不同位置之多視窗匹

配法，如圖 2.10 所示，期望提升房屋邊緣線之匹配可靠度。 

 

         (a) C 視窗           (b) L 視窗           (c) R 視窗 

圖 2.10 多視窗示意圖[徐偉城，1999] 

 

多視窗匹配法分別將特徵點置於視窗之中心、左方及右方，而多視窗

主要貢獻於房屋邊緣因高程不連續所造成之位移處，利用將目標物放置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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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視窗中不同位置來決定出該位置較為正確的相關係數。若多視窗開啟之

方向可垂直於邊界時，可呈現出該位置更符合真實的相似性。因此本研究

提出三種視窗開啟方向：梯度方向匹配法(Gradient Direction Matching, 

GDM)；優勢方向匹配法(Prominent Direction Matching, PDM)及整合方向匹

配法(Integrated Direction Matching, IDM)來偵測該位置垂直於邊界之方向。 

所提出三種多視窗開啟方式，主要為找尋該特徵位置垂直於邊界之方向，

以供多視窗開啟及匹配。此處將使用偵測出的房屋主軸方向幫助判斷。梯

度方向匹配法為以該特徵點之梯度方向作為判斷依據，房屋主軸方向與該

位置之梯度值相比，以選擇最臨近之主軸角度作為其匹配方向，也即為垂

直邊界方向；優勢方向匹配法為在該特徵位置分別對兩主軸方向分別進行

多視窗之開啟及匹配，在假設垂直於邊界方向的灰階差異會較大的前提下，

在多視窗匹配後，故其垂直於邊界方向相似係數變化量也較大，則可判斷

出垂直方向；而整合方向匹配法為假設特徵線都位於與周遭紋理較相近處，

而特徵角點區都位於特徵紋理較為複雜處，故分別對特徵線位置以梯度方

向匹配法處理、特徵角點區以優勢方向匹配法處理。在偵測完垂直方向後，

在垂直方向中以三視窗相關係數最高者，視為該點之相似性指標及匹配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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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匹配指標 

研究中使用房屋邊緣線之特徵點為待匹配之特徵，並基於影像間之灰

度值相似性搜尋共軛特徵點，使用標準化互相關法作為影像匹配之相似性

指標。 

標準化互相關法（Normalized Cross Correlation）是基於計算影像間灰

度值相關性，以移動視窗（moving window）的操作方式，在範圍內逐點搜

尋相關性最高者。由於搜尋到相關係數最大的坐標，其值為一整數解(單位

為像元)，但其最大值處可能為實數解，故需給進行次像元修正，以得理論

上相關係數最大值之實數解坐標。詳細公式如式 2-2 所示。 

 

22 )()(

)()(

SSTT

SSTT

GGGG

GGGG
r






ΣΣΣΣ

ΣΣ
式 2-2 

 

其中： 

r 為相關係數， 

TG
為目標窗中之像元灰度值， 

TG 為目標窗中之像元平均灰度值， 

SG
為搜尋窗中之像元灰度值， 

SG 為搜尋窗中之像元平均灰度值。 

 



 

24 

而次像元修正主要目的為修正共軛點之像坐標以求在三維定位時有著

更精確之物空間坐標，本研究匹配策略為整合式匹配，其概念以改變高程

配合共線條件式反投影至影像，比較不同位置之相關係數，藉以找出相關

係數最大之高程作為匹配成果，因此在此不進行次像元修正。 

2.4.4. 視窗旋轉 

在一般影像匹配中，在利用核幾何時多半都以建立核影像並沿著核線

來找尋共軛點為主，好處為可校正至影像間方位一致，但建立核影像為從

原始影像中重新取樣，產生核影像。在使用多重影像匹配時，其匹配過程

是以物空間給予一高程值，反投影像至副影像上，其影像坐標可能不為整

數值，所以需要重新取樣得到局部影像，再使用核影像進行多重影像匹配

時，將遇到過度取樣造成資訊流失，使用整合式匹配時，較不適合使用核

影像作為資料來源，故本研究不使用核影像進行匹配。 

對於原始航照影像，同一房屋在不同影像上皆存在相對旋轉，本研究

使用視窗旋轉法，讓匹配時每一影像上，匹配開啟的位置都可垂直或水平

於邊界，以抵抗各張影像之相對旋轉問題。利用在主影像中偵測出房屋主

軸及每張影像方位之相對旋轉，建立每張影像房屋主軸方向及對應之旋轉

角度。如圖 2.11 所示，對任一張副影像而言，可利用此方式，建立相對旋

轉方向及主軸方向，以有效開啟多視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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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視窗旋轉 (b) 視窗旋轉 

圖 2.11 視窗旋轉示意圖 

2.4.5. 權之給定 

在處理多張影像匹配時，一般而言在多共軛點之三維定位時，都會依照

主影像與副影像之距離給予一定的權重，離主影像越遠之影像，因為拍攝

方位較為偏遠，影像間相似性也較低，故給予較低的權重，以越相近之影

像權越高的原則，在前方交會中作整合。 

相同道理，在整合式匹配中以加權平均來整合各張影像之相關係數。以

不同權重整合不同影像，主要原因為每張航照影像受到高差移位影響程度

皆不相同，需對每張影像給予不同權重進行整合較為合理，傳統在同航帶

影像間外方位距離較近，多半以外方位距離作為權重之依據，而在多航帶

影像匹配中，同航帶間之影像外方位距離較近，跨航帶間之影像方位距離

較遠，仍以外方位之距離作為依據會使得跨航帶影像因不等權之影響，影

響量大幅降低。以極端值為例，若同航帶匹配皆正確，而跨航帶影像皆匹

配錯誤，整合後仍可得到極高之相似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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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以特徵點至該影像之像主點之距離作為權重之考量(三軸旋

轉角度若皆很小時，可以像主點取代像底點位置)。離像主點越近，其高差

位移影響量也越小，權重也越高，以此方式初步整合多航帶影像匹配。 

2.4.6. 局部微調 

在蔡函芳[2009]中發現在屋角點處，在經過共軛點微調之後，特徵點之

間的關連較原始特徵點相似；在房屋邊緣線處，線性特徵在經過共軛點微

調之後反而較為凌亂。原因為共軛點的微調採取區域匹配的方式，在搜尋

範圍中缺乏核幾何的約制，在遇到線性特徵時，沿著邊緣線方向像元，灰

階值都極為相似，較有可能發生匹配錯誤。故本研究將只對房屋屋角點區

及該副影像與主影像之幾何關係，以最小二乘匹配分別進行局部微調。 

最小二乘匹配為現今影像匹配中，匹配精度可達次像元之影像匹配方式

之一。利用兩影像灰階值修正量為最小之原理進行影像匹配，計算出影像

中兩方向需移動變化量使兩張影像的灰度值差平方和最小作為下次迭代移

動位置，並且在計算過程中，將納入仿射轉換參數一並計算以處理影像間

旋轉及尺度變化，其限制部分為需要有良好之初始位置，才能有滿意之匹

配正確率。 

利用兩個輻射參數及六個幾何參數連結目標影像及搜索影像之坐標位

置，如式 2-3 及式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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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h 、 2h  分別為灰階值之平移量、尺度量， 

(X,Y)、(x,y)分別為在目標影像、搜尋影像中之影像位置， 

A 為仿射轉換參數。 

考量隨機誤差，平差模式之觀測方程式如式 2-5。經最小二乘計算可得

八個轉換參數，進而獲取共軛點之位置。 

),(),( YXlAXYXV   式 2-5

 

2.5. 特徵分佈補強 

在 2.2 節線型結構萃取中，主要為萃取出房屋具有線型結構之特徵，以

當作重建房屋模型主體之資訊，但在房屋中可能有著不同的屋頂型態，如

有女兒牆之平頂屋或是山型屋，若只使用線型特徵時，較無法完整的描述

出屋頂面及其型態。在有女兒牆建物中，重建出屋頂面高程及女兒牆高對

於模型重建是同樣重要的；在山型屋中，屋脊線對屋頂的描述甚至比邊緣

還關鍵。為了重建出更細緻之模型，在此考慮原有線型特徵分佈，再次萃

取特徵以達到特徵分佈補強，且重建出房屋屋頂面細緻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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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線型結構萃取相比，此處以較低之萃取門檻，萃取出均勻分佈的特徵

位置並可望重建房屋屋頂面，及偵測有無額外之線型特徵。此處使用 TDGO

進行特徵萃取，其全名為 Target Defined Ground Operator [李良輝，1991]。

該萃取特徵方法為使用目標導向運算元，首先需建立一個 3x3 大小之視窗

(Moving Window)作為「操作元」，對該視窗中的每一格點作相位編碼

(Topological Encode)，以中心和周圍像元灰度值關係來描述中心像元的特徵，

並同時進行二位元化處理作「位元形式(Bit Pattern)」編碼。如圖 2.12 所示。 

If  iGG0   then 12  i
iB （i=1,2,…,8）Else 0iB  

0G ：中心點灰值、 iG ：編碼 i 點灰值、 ：Threshold、 iB ：位置碼位元型

式值，共有 256 種組合。如圖 2.13 為所使用之 28 種特徵樣式組合，依此

組合萃取所需之特徵位置，進行特徵分佈補強。  

圖 2.12 TDGO 編碼圖 圖 2.13 TDGO 特徵樣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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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屋頂資訊偵測 

在本階段主要目的為利用經由特徵分佈補強後之特徵位置，經過多重

影像匹配後，所得之高精度三維點雲資料，來對屋頂資訊進行偵測，以輔

助後續重建過程。主要工作項目可分為下列兩項，不規則三角網建立、偵

測線型特徵。 

在第一部分不規則三角網建立。在台灣許多房屋在房屋屋頂都有女兒

牆之建築結構，往往因為資訊不足，顯少在房屋模型中重建出女兒牆及屋

頂面，為了要細緻化模型，偵測其高度值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在對邊緣

進行影像匹配時，在同一線段中，常常發生匹配至女兒牆上或屋頂面不同

高度上，造成模稜兩可，若有屋頂面之高程時，也可幫助判斷，使之三維

線段更精確。 

在萃取出之特徵點，大部分分佈至屋頂面上或其房屋副結構時，即可利

用多重影像匹配之高精度點雲資料，組成不規則三角網對模型進行高程面

之調整。在理想情形中，在影像上相同特徵會有著非常近似的高程，使用

相同特徵之組成不規則三角網時，其每一三角形之法向量應十分近似，若

以法向量及其平均高度作為分類依據時，相同平面之三角網則可順利被連

結出。但實際情形上，可能少部分特徵位置匹配有偏差，或在高度不連續

處，三角網之法向量變動較大，則可設定門檻來幫忙判斷是否為同一平面。

產生三角網後，則可利用其三角網高程資訊，修正模型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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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部分為偵測非邊緣之線型特徵，在線型特徵萃取時，主要目的為

找尋明顯房屋邊緣位置，故用較高門檻對較明銳及重要之特徵進行萃取。

但在房屋內部結構中，可能仍存在較不明銳但重要之特徵，如山型屋之屋

脊線。以降低萃取門檻，利用其萃取之特徵點分佈，利用 Hough 轉換至參

數空間後，偵測有無共線點群存在。由於萃取為不連續之特徵點，在影像

空間可能為不連續，但在高程上應有相近之數值，故同樣利用在參數空間

之峰值來找尋同線點群，設定最小共線點數量，判斷是否有較長之線性特

徵。並判斷同一點群高程標準差是否滿足所設定之門檻。此處為半自動輔

助資訊，以人工方式來選擇所需之線段。 

2.7. 房屋線段產生 

此部分的主要目的在於利用多重影像匹配成果建立房屋邊緣線，工作

項目包含空間前方交會和三維線段產生兩部分。經由匹配獲得影像邊緣特

徵之共軛位置之後，將各影像之共軛像點利用空間前方交會可得到各點之

三維坐標。而這些三維點位置在空間中為離散點雲且不具有線性關係，故

在模型重建時，必先經過空間直線擬合。直線擬合有兩種方式。第一點是

直接於三維空間中偵測離散點的線性結構並加以擬合，第二種方法是於二

維影像當中偵測線性結構，再利用其三維坐標，將屬於同一條線的離散點

擬合成一直線段。而直接在三維空間進行線性結構偵測，可能會因為方位

之偏差，或匹配之不完全正確，造成共線之點群在物空間中無法落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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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或平面上，造成偵測之錯誤。故本研究在像空間先進行線性偵測，再

以三維資訊輔助判斷，利用影像及三維坐標資訊，產生三維線段。流程以

圖 2.14 所示。 

 

圖 2.14 房屋線段產生流程圖 

 

2.7.1. 空間前方交會 

空間前方交會（Space intersection）的目的在於求解共軛像點之物空間三

維坐標。而在多影像中因為有多組觀測量，為了使整體修正量為最小，故

以最小二乘法求解。共線條件式為非線性，因此以泰勒展開式線性化方程

式，初始值可由正射投影求得，進而代入以最小二乘法並經由迭代過程求

得最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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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多重影像匹配概念為滿足物像空間幾何一致之匹配過程，在前方

交會計算迭代過程中，已滿足幾何一致性之下，修正量皆不明顯。且幾何

一致之匹配過程中，相關係數過低，則為可靠度不足，在此處設定最低相

關係數門檻，以避免匹配錯誤造成後續處理之偏差。 

2.7.2. 三維線段產生 

本階段為利用房屋邊緣特徵，重建出三維線段。先在二維影像平面中，

找出共線點群產生二維線段，再利用三維資訊，判斷及產生二維線段中三

維空間可能之線段類型。 

第一步產生二維點群：將所有之房屋邊緣特徵轉換至 Hough 參數空間

中後，找尋峰值所在，並設定共線點段最小累積次數，依序找出共線點群，

再對所有共線點群判斷其相似度，利用極坐標公式中之 θ與 r 合併相似之線

段，如式 2-6 所示。而共線之點群不代表為一線段，故需以其幾何關係再

進一步判斷。 

 

x cos(θ) + y sin(θ) = r 式 2-6 

  

第二步產生二維線段：主要為判斷共線點群之幾何關係，共分成三個

處理程序，分別為去除無連接關係共線點、分割線段、去除過小線段。程

序一：先檢查點與點間周遭有無其他之共線點，去除無連接關係共線點；

程序二：判斷共線點群間之距離，若點與點之間距離相隔太大則分割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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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三：判斷若線段長短，若線段過短時則予以去除，處理示意如圖 2.15

所示。 

  

(a) 共線點群 (b) 去除及分割 

 

圖標 

紅：共線段之特徵點 

綠：線段端點 

藍：刪除之孤立點 

(c) 二維線段  

圖 2.15 二維線段處理示意圖 

 

第三步產生三維線段：在二維線段中，利用其三維坐標資訊，再次判斷

是否在三維空間中也為一線段。此處定義在平面上為一線段，在三維中可

能之情況，分為下列四種，直線、斜線、高程不連續線、山型屋線，分別

如圖 2.16 至圖 2.19。偵測方式同二維偵測線段，在沿二維線段方向與其高

程面上，轉換至參數空間中進行偵測，是否有滿足三維線段的形狀特性。

若皆無滿足時，則以平均高程之三維直線表示，若線段呈圖 2.18 及圖 2.19

時，就再次分割線段。 



 

34 

 

圖 2.16 三維直線 
 

圖 2.17 三維斜線 

 

圖 2.18 高程不連續線 

 

圖 2.19 山型屋線 

 

2.8. 模型重建 

在本實驗中，房屋重建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為基於 Rau & Chen(2003)

所提出之利用三維線段以「分割-合併-成形」演算法進行房屋模型之重建。

第二階段為使用屋頂內部三維點雲之不規則三角網，對模型高程進行修

正。 

「分割-合併-成形」(Split-Merge-Shape, SMS)演算法，其概念為利用屋

緣線段，以最小限度之人工介入來建立三維城市模型。以重建及利用屋緣

線段之拓樸關係，完成封閉平面多邊形，接著利用屋緣之高度資訊，來判

定屋頂面為平面或斜面。 

「分割-合併-成形」演算法簡述如下：(1)首先由人工粗略圈選初始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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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範圍，並將所有三維線段包圍。(2)在二維平面上，利用先前偵測之房

屋邊緣之三維線段，將初始房屋模型「分割」成許多房屋單元。(3)在二維

平面上分析，將兩相鄰之房屋單元，判斷是否要「合併」成一個房屋單元。

(4)最後在高度方面，進行共面處理將房屋之外形「成形」。 

接著利用所產生之不規則三角網，判斷位於模型內部之部分，以分群後

結果，對該多邊形模型之高程進行修正。詳細修正方式如 2.6 節所論。 

針對三維房屋模型自動化重建與結構化，採用「分割-合併-成形」演算

法具有下列幾個優點:(1). 不採用建立房屋模型資料庫的策略，可適應真實

房屋模型的多變性。(2). 可克服房屋遮蔽問題，減少人工判識與推估被遮

蔽屋角點所造成之困擾與工作量，以及減少房屋模型結構化之難度，針對

房屋模型自動化重建提供一解決方案。(3). 準確度方面，重建後之房屋模

型在看得見的屋角，其變異程度在一個像元以內，其餘誤差皆與像比例尺

和人工立體量測之精度相關。(4). 效率方面，所花費的處理時間依「分割」

結果房屋單元之多寡而定，一般情形都在幾秒鐘之內即可完成。(5). 由於

人工的參與相當少，處理效率又很高，可配合人機介面結合立體航測工具，

建立一套有效率的房屋模型自動化重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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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成果與分析 

本章包含實驗資料、參考資料及測試例的介紹和各階段成果的展示，

以及成果之分析驗證。 

3.1. 實驗資料 

研究中使用台北市都發局所提供之航照影像，影像相關資料如表 3-1

所示，圖 3.1 為航帶地面涵蓋範圍，圖 3.2 至圖 3.5 共四條不同航帶十九

張影像。研究中挑選四棟不同屋頂種類之房屋為測試例。 

表 3-1 航照影像資訊 

影像拍攝區域 台北市信義區 

相機 UltraCamD DMC 

相機焦距 101.4 mm 120 mm 

地面解析度 18 cm 16cm 

影像大小 
11500 x 7500 pixels 

@9μm 
13824x7680pixels 

@12μm 

重疊率(同航帶、跨航帶) 80%、40% 80%、30% 

相鄰影像基線航高比 0.1~0.2、0.2~1.2 0.1~0.2、0.2~1.2 

拍攝日期 2005 八月 2007 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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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標： 

由上而下為航帶四至航帶一 

 

圖 3.1 航帶分佈圖 

 

(a) 940826_0941 (b) 940826_0943 (c) 940826_0944 

 

  

(d) 940826_0946   

圖 3.2 航帶一原始影像(UltraCa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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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940826_0956 (b) 940826_0958 (c) 940826_0959 

  

 

(d) 940826_0960 (e) 940826_0961  

圖 3.3 航帶二原始影像(UltraCa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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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940811_1578 (b) 940811_1579 (c) 940811_15780 

 

  

(d) 940811_1583   

圖 3.4 航帶三原始影像(UltraCa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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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050120 (b) 6050121 (c) 6050122 

   

(d) 6050123 (e) 6050124 (f) 6050127 

圖 3.5 航帶四原始影像(D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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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參考資料 

參考資料為人工在立體像對中量取影像共軛點，以檢核模型成果。分別

對不同測試例之房屋角點多張且每張多次觀測，其平均值中誤差如表 3-2

所示。詳細數據在 3.5.6 節中有進一步之呈現。 

 

表 3-2 參考資料精度表 

單位:公尺 中誤差 X 中誤差 Y 中誤差 Z 

整體精度 0.059 0.058 0.077 

 

3.3. 測試例資料 

本研究共以四棟房屋測試例來檢驗方法之可行性，測試例包含山型屋、

平頂屋。其中山型屋分為單棟及含有副結構之建築各一，平頂屋分為含副

結構及明顯女兒牆建築各一，如圖 3.6 至圖 3.9 所示，紅框為在主影像中

之工作區位置。 

圖 3.6 測試例一為單棟之山型屋建築，結構單純房屋高程矮小；圖 3.7

測試例二為有附加副結構之山型屋建築，三個結構體組合而成之房屋，包

含一山型屋兩平頂屋；圖 3.8測試例三為有附加副結構之高棟平頂屋建築，

有三個結構體組合而成之房屋，包含平頂屋及兩副結構，其中平頂屋包含

細小女兒牆；圖 3.9 測試例四為有附加副結構之高棟平頂屋建築，有三個

結構體組合而成之房屋，包含複雜平頂屋及兩副結構，其中平頂屋包含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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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女兒牆。各測試例工作區尺寸關係如表 3-3 所示。 

 

表 3-3 測試例工作區尺寸表 

單位：像元、公尺 像空間大小 物空間大小 

測試例一 213 163 36.2 27.7 

測試例二 142 300 24.1 51.0 

測試例三 388 465 66.0 79.0 

測試例四 261 177 44.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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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影像(航帶二) (b) 線型特徵位置 (c) 特徵補強位置 

   

(d) 副影像 1 (航帶二) (e) 副影像 2 (航帶二) (f) 副影像 2 (航帶二) 

   

(g) 副影像 4 (航帶三) (h) 副影像 5 (航帶三) (i) 副影像 6 (航帶三) 

圖 3.6 工作區及特徵影像(測試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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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影像 (航帶一) (b) 線型特徵位置 (c) 特徵補強位置 

   

(d) 副影像 1 (航帶一) (e) 副影像 2 (航帶二) (f) 副影像 3 (航帶二) 

   

(g) 副影像 4 (航帶三) (h) 副影像 5 (航帶三) (i) 副影像 6 (航帶三) 

圖 3.7 工作區及特徵影像(測試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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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影像 (航帶一) (b) 線型特徵位置 (c) 特徵補強位置 

   

(d) 副影像 1 (航帶一) (e) 副影像 2 (航帶三) (f) 副影像 3 (航帶三) 

   

(g) 副影像 4 (航帶四) (h) 副影像 5 (航帶四) (i) 副影像 6 (航帶四) 

圖 3.8 工作區及特徵影像(測試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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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影像(航帶三) (b) 線型特徵位置 (c) 特徵補強位置 

 

(d) 副影像 1 (航帶三) (e) 副影像 2 (航帶一) (f) 副影像 3 (航帶一)

 

(g) 副影像 4 (航帶二) (h) 副影像 5 (航帶二) (i) 副影像 6 (航帶四)

  

(j) 副影像 7 (航帶四) 
  

圖 3.9 工作區及特徵影像(測試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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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實驗成果 

實驗成果主要包含三維線段及房屋模型之成果。並以不同測試例並搭

配三種匹配方式分別作為成果的展示。 

 

3.4.1. 實驗使用參數 

此處僅列出重要之實驗參數，以供後續實驗參考。 

房屋主軸數：2，(詳細資料如表 3-4) 

匹配視窗大小：9*9 

相關係數成功門檻：0.7 

最小高程改變距離：10 公分 

Hough 空間最小角度區間：1~2 度 

最小處理線段長：1.5 公尺 

表 3-4 測試例參數 

單位：度、公尺 主軸一(主影像) 主軸二(主影像) 高程範圍 

測試例一 144 53 12-25 

測試例二 91 1 8-21 

測試例三 118 29 69-83 

測試例四 80 169 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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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三維線段 

此處以不同測試例分別進行展示，每一測試例包含三部分：線段資訊、

線段影像位置和三維線段示意圖。部分測試例有使用到內部結構線則會有

三維線段加內部結構線示意圖。詳細數據如表 3-5 至表 3-8 及圖 3.10 至圖 

3.19。 

 

表 3-5 線段資訊(測試例一) 

房屋輪廓資訊 

邊緣特徵點數 374 

線性化百分比 97.8% 

共線點群數 9 

2 維線段數 4 

屋頂結構資訊 

內部特徵點數 2014 

共線點群數 53 

使用數量 1 

房屋三維線段 

3 維線段數(梯度) 6 

3 維線段數(優勢) 6 

3 維線段數(整合) 6 

 
 
 
 

 



 

49 

 

(a) 原特徵線位置 (b) 2 維線段位置 

圖 3.10 線段影像位置(測試例一) 

 
 

上視圖 側視圖 

梯度匹配 

 

優勢匹配 

 
 

整合匹配 

 

圖 3.11 三維線段示意圖(測試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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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視圖 側視圖 

梯度匹配 

 
 

優勢匹配 

 
 

整合匹配 

 
 

圖 3.12 三維線段加內部結構線示意圖(測試例一) 

 
 
 
 
 
  



 

51 

表 3-6 線段資訊(測試例二) 

房屋輪廓資訊 

邊緣特徵點數 1551 

線性化百分比 92.8% 

共線點群數 15 

2 維線段數 21 

屋頂結構資訊 

內部特徵點數 1847 

共線點群數 28 

使用數量 1 

房屋三維線段 

3 維線段數(梯度) 21 

3 維線段數(優勢) 31 

3 維線段數(整合) 23 

 
 

 

(a) 原特徵線位置 (b) 2 維線段位置 

圖 3.13 線段影像位置(測試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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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視圖 側視圖 

梯度匹配 

 

優勢匹配 

 

整合匹配 

 

圖 3.14 三維線段示意圖(測試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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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視圖 側視圖 

梯度匹配 

 

優勢匹配 

 

整合匹配 

 

圖 3.15 三維線段加內部結構線示意圖(測試例二) 

  



 

54 

表 3-7 線段資訊(測試例三) 

房屋輪廓資訊 

邊緣特徵點數 6328 

線性化百分比 59.1 

共線點群數 135 

2 維線段數 136 

屋頂結構資訊 

內部特徵點數 8205 

共線點群數 228 

使用數量 0 

房屋三維線段 

3 維線段數(梯度) 66 

3 維線段數(優勢) 72 

3 維線段數(整合) 71 

 
 

 

(a) 原特徵線位置 (b) 2 維線段位置 

圖 3.16 線段影像位置(測試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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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視圖 側視圖 

梯度匹配 

優勢匹配 

 

整合匹配 

 

圖 3.17 三維線段示意圖(測試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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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線段資訊(測試例四) 

房屋輪廓資訊 

邊緣特徵點數 2274 

線性化百分比 66.0 

共線點群數 51 

2 維線段數 62 

屋頂結構資訊 

內部特徵點數 2814 

共線點群數 78 

使用數量 0 

房屋三維線段 

3 維線段數(梯度) 60 

3 維線段數(優勢) 58 

3 維線段數(整合) 61 

 
 

 

(a) 原特徵線位置 (b) 2 維線段位置 

圖 3.18 線段影像位置(測試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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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視圖 側視圖 

梯度匹配 

優勢匹配 

整合匹配 

圖 3.19 三維線段示意圖(測試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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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房屋模型 

此處展示重建後模型成果，並以四個測試例不同匹配方式分別進行展示，

如圖 3.20 至圖 3.31。 

 
 

 

(a) 模型上視圖 (b) 模型側視圖 

  

(c) 投影至影像 1 (d) 投影至影像 2 

圖 3.20 房屋模型(梯度匹配、測試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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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型上視圖 (b) 模型側視圖 

  

(c) 投影至影像 1 (d) 投影至影像 2 

圖 3.21 房屋模型(優勢匹配、測試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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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型上視圖 (b) 模型側視圖 

  

(c) 投影至影像 1 (d) 投影至影像 2 

圖 3.22 房屋模型(整合匹配、測試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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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型上視圖 (b) 模型側視圖 

  

(c) 投影至影像 1 (d) 投影至影像 2 

圖 3.23 房屋模型(梯度匹配、測試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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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型上視圖 (b) 模型側視圖 

  

(c) 投影至影像 1 (d) 投影至影像 2 

圖 3.24 房屋模型(優勢匹配、測試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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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型上視圖 (b) 模型側視圖 

  

(c) 投影至影像 1 (d) 投影至影像 2 

圖 3.25 房屋模型(整合匹配、測試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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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型上視圖 (b) 模型側視圖 

  

(c) 投影至影像 1 (d) 投影至影像 2 

圖 3.26 房屋模型(梯度匹配、測試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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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型上視圖 (b) 模型側視圖 

  

(c) 投影至影像 1 (d) 投影至影像 2 

圖 3.27 房屋模型(優勢匹配、測試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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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型上視圖 (b) 模型側視圖 

  

(c) 投影至影像 1 (d) 投影至影像 2 

圖 3.28 房屋模型(整合匹配、測試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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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模型上視圖 (f) 模型側視圖 

 

(g) 投影至影像 1 (h) 投影至影像 2 

圖 3.29 房屋模型(梯度匹配、測試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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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型上視圖 (b) 模型側視圖 

  

(c) 投影至影像 1 (d) 投影至影像 2 

圖 3.30 房屋模型(優勢匹配、測試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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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型上視圖 (b) 模型側視圖 

  

(c) 投影至影像 1 (d) 投影至影像 2 

圖 3.31 房屋模型(整合匹配、測試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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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成果分析 

謹針對影像匹配及定位進行定性及定量的分析：在前者將會證驗及分析

本篇提出之匹配方式成效及對定位影響；後者則會對參考資料及產生之模

型進行精密度的分析。 

影像匹配及定位分析包括：視窗大小分析對定位之影響、多視窗貢獻及

視窗旋轉貢獻、匹配成功率及可靠度分析、匹配局部微調成效；精度分析

包括：參考資料精度分析、模型精度及完整度分析、不規則三角網分佈及

高程面精度分析。以上分析將會分段進行討論。 

 

3.5.1. 航照影像幾何分析 

在航空測量中，基線航高比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不同航照影像中，

計算其飛行高度及基線，其比例也就代表著在定位時平面及高程方向間精

度大概的比例關係。若方位旋轉角不大時，則可以垂直攝影之幾何近似定

位成果，高程誤差約為 
σ

/
，其中σ 為平面方向中誤差，B/H 為基線航高比。 

若基線航高比小，代表著兩張影像距離近，對任意共軛點而言，其兩影

像點及一地面三維點之三角構型為較尖銳，在前方交會中不利於三維定位；

反之，航高比大，一共軛像對及地面三維點之三角構型會較佳，對高程方

向定位精度之放大程度較低。一般而言，同航帶間影像之基線航高比較小，

跨航帶基線航高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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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實驗當中共使用四條航帶，在每一同航帶間影像基線航高比約

0.1~0.2 間，跨航帶之依選擇不同航高比從 0.2~1.2，此處以整體平均 0.7 為

準，配合影像之地面解析度約 20 公分，以此幾何關係，高程精度約 30 公

分左右，後續以高程精度分析就以 0.3、0.6、0.9 公尺(分別為一倍、兩倍、

三倍標準差)作為判斷準則。 

 

3.5.2. 視窗大小對定位之影響分析 

在影像匹配時，視窗大小對於成果是有著高相關的影響。此處分別以

兩種屋頂型態房屋(測試例一及測試例四)進行視窗大小對定位之分析。分析

成果如表 3-9 及表 3-10 所示。這裡定位精度是指三維點雲高程與參考資料

的差值，如前一小節所論分為 0.3、0.6、0.9 公尺分類門檻建立累計百分比

數。在圖 3.32 及圖 3.33 中以正負 0.3 公尺為考量時，成果顯示使用罩窗

9*9 至 13*13 像元間成果較好，若罩窗再放大時，則可能包含資訊過多，造

成定位的不精確。一個影像像元地面解析度以 18 公分估計，9*9 罩窗所包

含的地面範圍約 2.62 平方公尺，對於房屋而言，考量的範圍是適當的。 

 

表 3-9 罩窗大小與點雲高程精度(測試例一) 

單位：佔整體百分比 0.3m 0.6m 0.9m 

罩 

窗 

5*5 88.5 92.0 93.9 

7*7 85.6 90.9 93.9 

9*9 87.7 90.1 93.0 

11*11 85.8 90.4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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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小 

 

13*13 86.1 90.6 93.0 

15*15 75.4 89.8 93.0 

17*17 78.3 88.8 92.0 

19*19 77.5 86.9 91.7 

21*21 75.7 89.6 95.2 

23*23 76.2 87.2 93.9 

 
 

表 3-10 罩窗大小與點雲高程精度(測試例四) 

單位：佔整體百分比 0.3m 0.6m 0.9m 

罩 

窗 

大 

小 

 

5*5 66.3 89.2 93.0 

7*7 70.4 91.8 94.6 

9*9 72.6 92.8 95.2 

11*11 73.2 93.1 95.5 

13*13 69.8 92.7 96.5 

15*15 66.0 91.8 96.7 

17*17 63.2 88.1 95.1 

19*19 65.8 88.3 94.4 

21*21 64.2 87.4 94.7 

23*23 60.8 85.8 94.7 

 
 

 

圖 3.32 罩窗大小與定位精度百分比圖(測試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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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罩窗大小與定位精度百分比圖(測試例四) 

 

 

3.5.3. 多視窗貢獻及視窗旋轉貢獻 

對於房屋重建而言，邊緣線為十分重要的特徵。此處提出的多視窗匹配

以減少匹配的失敗。這裡以兩個實際例子來展示多視窗的工作成效，圖 3.34 

(a)至(c)為三張影像的共軛位置，圖 3.34 (d)為多視窗目標物位置，圖 3.34(e)

與(f)為副影像匹配成果的相關係數。此紋理在副影像一上使用左視窗和在

副影像二使用右視窗會最相似。另一個例子如圖 3.35 所示，各影像因拍攝

時間差異過大，造成紋理皆不同，在多視窗匹配時轉變為使用視窗中心位

置作為匹配成果，可觀察到不同視窗內相似度仍有一定之變化趨勢，在特

徵保有一定相似程度時，使用多視窗匹配仍可對於高程不連續處有所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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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影像 (b) 副影像一 (c) 副影像二 

   

(d) 多視窗目標物位置 
(e) 相關係數分佈(副影像

一) 
(f)相關係數分佈(副影像二)

圖 3.34 多視窗匹配成果一 

 
 

  

 

(a) 主影像 (b) 多視窗目標物位置  

 
 

 

(c) 副影像一 (d) 副影像二 (e) 副影像三 

 

(f) 多視窗目標物位置 
(g) 相關係數分佈(副影像

一) 

(h) 相關係數分佈(副影像

二) 

圖 3.35 多視窗匹配成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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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論文 2.4.4 小節中所論述，為避免對影像過度取樣，本研究不使用核

影像，而以原始航照影像作處理，也因為每條航帶飛行方向不盡相同，進

而影響著房屋在影像上之方向。為了確保匹配時罩窗包含著相同目標物，

在匹配時加入視窗旋轉以避免因方位而造成匹配之偏差、定位的不準確。 

此處以測試例一及測試例四作為實驗的驗證，測試例一之房屋在影像上

與影像排列方向相比，約略 50 度；測試例四在影像上為較為複雜之房屋，

與影像排列方向約 20 度。在表 3-11 可以發現在測試例一及四中，在多視

窗匹配中使用旋轉視窗的成效遠大於無旋轉視窗，原因為在多影像匹配中，

每張影像拍攝角度皆不同，對於同航帶間影像改變可能較小，不使用旋轉

視窗在匹配時影響較不大，但對不同航帶之影像，影像間差異度較大或在

房屋與影像排列角度較大時，使用旋轉視窗可增加對匹配之成效。 

 
 

表 3-11 不同匹配視窗定位影響 

 
測試例一 

 
測試例四 

高程精度 0.3m 0.6m 0.9m 0.3m 0.6m 0.9m 

無旋轉視窗 0.8% 3.3% 6.3% 32.9% 56.6% 86.9% 

旋轉視窗 87.7% 90.1% 93.0% 72.6% 92.8%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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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匹配成功率及可靠度分析 

此處可分為兩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檢驗其匹配成功率，第二部分為可靠

度之討論。以相關係數大於 0.7 判斷為匹配成功，而對於不同測試例使用不

同匹配方式之成功率如表 3-12 所示。可以發現利用多重影像匹配技術，匹

配成功率都相當的高。 

本研究特徵萃取是在主影像進行，而主影像為高差移位最小之影像，故

在萃取後牆面的特徵會較少，但有可能出現地面之特徵。在匹配之預估時

是以屋頂面之高程為主，所以在副影像之預估工作區則無包括地面資訊，

因此以屋頂面上之特徵點，匹配後相關係數都會相當高。而萃取出非屋頂

面上之特徵點，若在副影像無包括及顯示同一區域時，相關係數將會偏低，

造成在測試例三四成功率較低之情形。 

以人工判斷地面點後並去除其相關係數時，成功率如表 3-12 所示，可

發現到每個測試例成功率可達到 90%以上，甚至達到 95%。再細部去探討

測例三的匹配情形時，也發現幾乎有近 5%是陰影所導致的特徵，當然這些

位置在多航帶的影像中，是無資訊的特徵。在此也可歸納出以多重影像匹

配之成果，在匹配高程範圍是合理時，其匹配成功率都是相靠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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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匹配成功率 

單位：百分比 
原始成功率 去除地面點 

 

 

梯度 優勢 整合 梯度 優勢 整合 總點數

測試例一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374 

測試例二 96.4 99.8 98.7 100 100 100 1551 

測試例三 58.2 61.2 60.6 88.9 92.7 91.9 6328 

測試例四 81.2 86.5 83.4 95.7 99.3 97.0 2274 

 

接著為匹配可靠度之討論，多重影像匹配本身為以物、像空間幾何一致

性之匹配過程，在影像匹配中其基本前提為對一待匹配特徵而言，另一影

像間必定存在一共軛位置。若在影像間存在遮蔽情形，在某些影像上已不

存在之特徵，只要滿足多數影像仍存在該特徵時，利用多重影像匹配仍可

順利匹配到正確位置。如表 3-13、圖 3.36 所示，可以發現除了影像六、七

為遮蔽無資訊，其餘的影像皆可匹配至正確位置。 

另一方面，匹配過程為在一範圍中以高程改變做為運算， 若匹配目標

物之高程在匹配範圍內，則匹配成果的可靠的，反之，目標物之高程在匹

配範圍外，則以相關係數很難去判斷出錯誤來，以表 3-14、表 3-15 及圖 

3.37、圖 3.38 做說明。在表 3-14 中為正常匹配之成果，匹配位置正確且相

關係數也十分高，但若改變匹配之範圍，給予一錯誤範圍時，在表 3-15 可

以發現，匹配相關係數仍可達到 0.7，在傳統匹配中相關係數 0.7 並不是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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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數值，但此處匹配是錯誤的，原因為有數張影像之相關係數偏高導致

整體數值而言也會隨之拉高。 

在經過測試中可得知，在多重影像匹配時，匹配高程範圍合理且包含目

標物，及特徵在多數影像上皆存在時，匹配成果應是可靠的。 

 

表 3-13 匹配測試一(相關係數) 

整合相關係數 0.669 副影像三相關係數 0.760 

匹配高度 59.3 公尺 副影像四相關係數 0.814 

 副影像五相關係數 0.701 

副影像一相關係數 0.939 副影像六相關係數 0.218 

副影像二相關係數 0.848 副影像七相關係數 -0.040 

 

    

主影像(特徵) 副影像一 副影像二 副影像三 

    

副影像四 副影像五 副影像六 副影像七 

圖 3.36 匹配測試一(影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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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匹配測試二(相關係數) 

整合相關係數 0.935 副影像三相關係數 0.917 

匹配高度 65.6 公尺 副影像四相關係數 0.970 

  副影像五相關係數 0.948 

副影像一相關係數 0.967 副影像六相關係數 0.894 

副影像二相關係數 0.969 副影像七相關係數 0.835 

 
 
 
 

  
  

主影像(特徵) 副影像一 副影像二 副影像三 

  

副影像四 副影像五 副影像六 副影像七 

圖 3.37 匹配測試二(影像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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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匹配測試二(錯誤高程範圍) 

整合相關係數 0.702 副影像三相關係數 0.791 

匹配高度 59 公尺 副影像四相關係數 0.788 

 副影像五相關係數 0.813 

副影像一相關係數 0.586 副影像六相關係數 0.432 

副影像二相關係數 0.526 副影像七相關係數 0.760 

 
 
 
 

    

主影像(特徵) 副影像一 副影像二 副影像三 

   

副影像四 副影像五 副影像六 副影像七 

圖 3.38 匹配測試二(錯誤高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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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匹配局部微調成效 

基於線特徵與周遭紋理近似，故僅對特徵屋角點區利用最小二乘匹配定

位微調，以圖 3.39為例，對照主影像之特徵位置及副影像上微調後之位置，

以影像特徵而言微調後的成果更接近局部區域之分佈。其量化指標可以從

圖 3.40、圖 3.41 中微調前後之高程精度變化大略得知，而對整體而言，對

於形狀較為複雜的房屋，微調的成果較為明顯。在表 3-16 中為各個測試例

微調後其三維定位之解算精度。利用最小二乘匹配進行局部微調時，常會

遇到解算時的不穩定，為避免及減少不穩定計算所造成的成果不可靠，此

處設定解算後微調位置與原始位置需在 3 個像元內，才採用微調後成果。 

 
 

 
 

(a) 主影像特徵位置(藍圓點) (b) 微調前後位置 (藍圓點、黃十字)

圖 3.39 特徵點微調前後示意圖(測試例一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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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0 微調前後高程精度分佈圖(測試例一) 

 
 
 

 

圖 3.41 微調前後高程精度分佈圖(測試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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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前方交會解算精度(微調後) 

單位:公尺 中誤差 X 中誤差 Y 中誤差 Z 

測試例一 0.002 0.002 0.003 

測試例二 0.002 0.002 0.005 

測試例三 0.002 0.003 0.007 

測試例四 0.006 0.006 0.014 

 
 

3.5.6. 參考資料精度分析 

參考資料為人工在立體像對中量取影像共軛點，以檢核模型成果。為了

確保資料精確度及增加其觀測量，對於每一參考點，於兩次不同時間中進

行量測，而每一次皆以不同影像之立體像對，並重複觀測三次。考慮每次

量測時精度之不同，在兩組參考資料上，依每個測試例之中誤差加權平均

整合其參考資料。參考資料資訊如表 3-17 所示，可以得知整合後參考資料

精度，在三個方向上量測誤差皆小於 10 公分，對於本實驗影像每一像元地

面解析度約 16 公分，匹配時高程改變量為 10 公分，故參考資料為足夠驗

證，其詳細分佈位置如圖 3.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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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參考資料資訊一覽表 

單位:公尺 中誤差X 中誤差Y 中誤差 Z 參考點數 有無屋頂高程面

測試例一 0.065 0.058 0.085 6  

測試例二 0.075 0.061 0.076 11  

測試例三 0.043 0.050 0.063 20 V 

測試例四 0.050 0.062 0.084 32 V 

整體精度 0.059 0.058 0.077 
  

 

 

(a) 測試例一 (b) 測試例二 

 

(c) 測試例三 (d) 測試例四 

圖 3.42 參考資料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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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模型精度及完整度分析 

表 3-18 至表 3-21 為測試例一至四之模型精度及完整度資訊，考慮影像

基線航高比，最大值在跨航帶間達到 1 左右，即最佳定位情形均方根誤差

(RMSE)在三軸表現上大致相同。 

測試例一為較單純的房屋中，使用不同之匹配方式時，模型精度皆可在

20 公分內，也可推論在影像上匹配偏差為一個像元內。在模型修正後，不

僅在高程面更為精準外，模型精度更可達到 15 公分內。 

測試例二為有附加建物的山型屋，在使用不同匹配方式產生之三維線段

及模型後，模型精度大約在 30 公分至 50 公分左右，可以發現在三維線段

產生時，有部分的線段 X 方向的偏差較大，造成模型產生後在 X 方向上精

度較差，故在 X 方向 RMSE 較 Z 方向還大，但整體來看，三軸的精度都可

在 50 公分內，高程修正後也有所幫助。 

測試例三為有女兒牆之高樓建築，模型精度大約達到 50 公分內。在這

個測試例中，可以明顯觀察出利用三維點雲進行模型之高程修正之貢獻，

在一般利用房屋邊線段來重建模型時，並無屋頂面之高程資訊，故在女兒

牆之重建時，無法有效之區別女兒牆與屋頂面之高度。使得初始模型在高

程方向 RMSE 皆在 70 公分左右，而原有模型在女兒牆及屋頂面皆重建至相

近的高程，但在高程修正後，RMSE 在高程方向皆可提升至 30 至 40 公分

左右，並且在模型上區分為不同高度，以細緻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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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例四為複雜之高樓建築，模型成果精度在 X、Y 方向約 50 至 70 公

分；Z 方向 40 至 50 公分。在三維線段產生時，在房屋區的上半部縱向之線

段就無法順利產生，原因為線段長度已小於最短處理線段長，在模型重建

時資訊的缺少，其在檢核時模型之不完整造成精度下降。雖然模型較不完

整，但仍在高程修正後，其 RMSE 可提升至 40 至 50 公分。 

在模型完整度部分，此處以多邊形模型之角點位置與參考資料相比之計

算符合程度，若其模型角點位置與最近參考資料相比在任一方向大於 1.5 公

尺以上，則列為無參考點，無參考點的數量越少，模型符合程度也越高，

當模型多邊形位置都有參考資料時，符合程度則為100%。可成果中可發現，

測試例一二當中，每一模型中之多邊形都可找到相對應之參考資料，模型

完整度可達 100%。但在測試例三四中，因三維線段數化之不完整或相互間

之干擾，導致模型重建之完整度下降。在測試例四較為明顯，因模型上部

之細小線段無法順利重建出，而影響模型重建後之完整度及精度。 

整體來看無論是在模型精度或模型完整度，三種不同匹配方式可以達到

一定之水準，梯度方向匹配及優勢方向匹配成果無明顯不同，而整合方向

匹配則介於兩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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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模型精度及完整度(測試例一) 

單位：公尺，百分比 RMSE_X RMSE_Y RMSE_Z 符合程度

梯度方向匹配 0.152 0.148 0.180 100 

梯度匹配修正 0.169 0.145 0.139 100 

優勢方向匹配 0.126 0.132 0.186 100 

優勢匹配修正 0.131 0.124 0.147 100 

整合方向匹配 0.122 0.112 0.150 100 

整合匹配修正 0.114 0.139 0.137 100 

 
 
 

表 3-19 模型精度及完整度(測試例二) 

單位：公尺，百分比 RMSE_X RMSE_Y RMSE_Z 符合程度

梯度方向匹配 0.345 0.291 0.385 100 

梯度匹配修正 0.345 0.291 0.372 100 

優勢方向匹配 0.502 0.266 0.456 100 

優勢匹配修正 0.470 0.252 0.324 100 

整合方向匹配 0.416 0.277 0.421 100 

整合匹配修正 0.416 0.277 0.34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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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模型精度及完整度(測試例三) 

單位：公尺，百分比 RMSE_X RMSE_Y RMSE_Z 符合程度

梯度方向匹配 0.327   0.370 0.725 97.9 

梯度匹配修正 0.327   0.370 0.450 97.9 

優勢方向匹配 0.421 0.387 0.748 83.9 

優勢匹配修正 0.421 0.387 0.350 83.9 

整合方向匹配 0.284 0.293 0.699 91.8 

整合匹配修正 0.284 0.293 0.354 91.8 

 
 
 

表 3-21 模型精度及完整度(測試例四) 

單位：公尺，百分比 RMSE_X RMSE_Y RMSE_Z 符合程度

梯度方向匹配 0.485 0.659 0.678 81.0 

梯度匹配修正 0.498 0.641 0.464 75.9 

優勢方向匹配 0.509 0.788 0.715 62.7 

優勢匹配修正 0.490 0.742 0.501 62.7 

整合方向匹配 0.505 0.765 0.560 84.7 

整合匹配修正 0.542 0.773 0.358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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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不規則三角網分佈及屋頂高程面求取 

此處展示各測試例在模型高程修正時，使用工作區內之三維點雲所組成

之不規則三角網之分佈，分別為圖 3.43 至圖 3.46。圖中可以發現在山型屋

建築，使用之特徵點多半落在邊緣線或屋脊線上，所組成之三角網對同一

個屋頂多邊型而言有著許多之自由度，有助於屋頂高程改正。也因為對同

一高度物有著不同之觀測量，用其三角網修正高程可靠度值得信賴。而在

平頂建物或有副結構建物中，因多數特徵點落入同一平面上，例如屋頂面

或副結構中，若點數足夠描述該物體高度時，用三角網修正高程，可靠度

也值得信賴。在測試例三及四當中，有多數點落入屋頂面上或其副結構物

上，在數據如表 3-22 所示。在模型修正後之屋頂面與參考資料相比，相差

約 40 公分內。在測試例四中，相差更小於 10 公分，因此可知屋頂面修正

後之精度可提升至與房屋模型邊緣相近之等級或更好的成果。 

在房屋模型上，不同結構物的高程都可順利修正高差移位之影響，未來

可應用於正射影像當中。在模型高程修正時，僅使用在模型內部之三維點

所組成三角網修正其模型高程。故在修正時，並不會對模型邊界進行調整

修正，理論上僅會影響高程方向之 RMSE 值，但有時在兩相鄰模型多邊形

中，共用邊之角點坐標不完全相同時，導致在自動檢核重複計算坐標，造

成平面方向之 RMSE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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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二維投影分佈 
 

 
 

(b) 三維投影分佈 (c) 使用點雲分佈 

圖 3.43 不規則三角網分佈(測試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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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二維投影分佈 
 

(b) 三維投影分佈 (c) 使用點雲分佈 

圖 3.44 不規則三角網分佈(測試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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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二維投影分佈 

 

(b) 三維投影分佈 

 

(c) 使用點雲分佈 

圖 3.45 不規則三角網分佈(測試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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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二維投影分佈 
 

 

(b) 三維投影分佈 (c) 使用點雲分佈 

圖 3.46 不規則三角網分佈(測試例四) 

 
 

表 3-22 屋頂面精度 

單位：公尺 模型高程 參考高程 相差 

測試例三 71.310 71.693 -0.383 

測試例四 59.258 59.351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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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實驗總結 

實驗成果顯示，使用16至18公分之航照影像時，罩窗大小在9x9至13x13

像元時，三維定位會有較佳之成果。在多視窗之匹配中，偵測房屋主軸方

向並在匹配時使用視窗旋轉，可確實增加定位精確度及可靠度；匹配局部

微調成效在特徵屋角區，也證實是有幫助的。 

在多重影像匹配中，經由整合式匹配後之匹配可靠度而言，在匹配高程

範圍合理及包含目標物，並且特徵在多數影像上皆存在時，匹配成果為可

靠且高精度的。 

在以不同匹配方式產生之三維線段及重建模型，可以發現梯度方向匹配

與優勢方向匹配之成果近似、無明顯差異。但以處理時間而言，梯度方向

匹配僅使用一半之匹配時間，在效率上可提供更好之成果。而整合方向匹

配在精度及重建完整度中，成果介於兩種匹配方式中。 

在精度分析部分，以實驗成果來看，利用多重影像匹配所產生皆為高精

度之三維點雲，產生之模型與參考資料相比，三個方向之 RMSE 值大多落

於 10 至 40 公分間，利用屋頂內部點雲所組成之三角網修正模型高程時，

除了改善在高程方向 RMSE 外，也可區分不同高程之模型建物，如屋頂或

女兒牆，因此房屋模型可更細緻。另外，在模型高程修正後 RMSE 也可達

到與模型邊緣線相當之精度或更佳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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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使用多航帶高重疊之航照影像，提出以多重影像匹配技術，萃取

及分析房屋輪廓資訊及屋頂內部資訊，加以結合之房屋模型重建方式。本

篇以半自動化之方式利用偵測房屋區及其相關資訊，並以多重影像匹配進

行房屋重建。 

研究中對影像匹配、定位分析及對模型精密度分析討論，其參考資料為

人工在立體像對中多次重複量測後進行驗證。而根據研究成果，提出以下

結論： 

1. 本研究使用多重影像匹配技術進行房屋模型重建，結合使用屋頂特徵資

訊，進而在房屋模型中可區分出屋頂面及女兒牆等不同附加建物之高度。

房屋模型與人工量測之參考資料相比，無論在屋頂高程面或房屋邊緣之

高度、位置皆可達 40 公分內之精度水準。 

2. 在整合式匹配中結合多視窗匹配及視窗旋轉，確實及有效的提升匹配精

度。在多航帶之影像匹配中，航照之幾何分佈較佳，可有更高之基線航

高比，因此可提升在三維定位時高程精度較差之情形，以及提升匹配可

靠度。 

3. 本篇所提出三種多視窗開啟方式皆可達到近似之精度，梯度方向匹配與

優勢方向匹配之成果近似。但以處理時間而言，梯度方向匹配為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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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之匹配時間，在效率上可提供更好之選擇。而整合方向匹配在精度

及重建完整度中，成果介於兩種匹配方式。 

 

根據實驗結果及實驗過程中發現，仍有部分可改善加強。茲附後續工作

建議如下： 

在影像匹配中，匹配視窗大小與定位成果為高度相關，本研究中僅對測

試例進行視窗大小的測試，進而選用較為適當之視窗大小。以同一房屋目

標物而言，在局部特徵上紋理明銳程度不盡相同，且可能因為各張影像航

高不同，造成匹配視窗在不同影像中所包含之地面範圍也不一致，故使用

同一大小之匹配視窗可能無法得到局部最佳之範圍。若能先對房屋紋理進

行複雜度的分析，以複雜程度及航高決定在各張影像所使用視窗之大小，

以達到抗尺度之變化，可望得到更好結果。 

在整合匹配當中，給予不同的權重來整合不同影像之成果，所以權的給

定是相當重要的。一般而言在同航帶影像因紋理特徵較近似，相關係數會

較高。而在跨航帶影像中，紋理特徵、拍攝情形差異度都是較大情形，相

關係數必定會較低。若是純粹以相關係數作為整合依據時，不利於跨航帶

之影像。以觀測幾何來看，跨航帶影像對於三維定位之幾何構型較好，也

由於跨航帶影像有著不同核線方向，在多重影像匹配中可以其幾何約制，

幫助影像匹配及三維定位。若是純粹以觀測幾何作為整合依據時，卻不利

於同航帶之影像。故在未來多重影像匹配中，可考慮整合核線方向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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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數之關係，以增加匹配之可靠度。此外，本研究僅使用相關係數大於 0.7

作為匹配成功之門檻設定，未來可以相關係數與高程曲線之形狀及最大峰

值與次高峰值間之比例關係，作為判斷依據。 

在模型重建時，需利用建全、完整且可靠之三維線段才有可能模塑出完

整且可靠之房屋模型。在本研究中僅利用主影像作為特徵萃取，在經過不

同處理過程後，勢必能使用的特徵會逐漸減少，影響至後續三維線段之產

生。若利用每張影像都列為主影像進行同樣重建其三維線段，且最終在三

維空間中合併整合重複線段，可望得到更完整之房屋邊緣。因利用影像在

紋理特徵上完整之特性，更可減少房屋遮蔽或其他資訊之干擾，以重建出

更完整且可靠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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