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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房屋紋理的敷貼是建立仿真房屋模型中重要的步驟，而隨著數位

相機的普及，讓數位影像資料的獲取變的相當便利。針對已存在的積

木式房屋模型，本研究利用數位相機獲取大量資訊豐富的高重疊近景

影像，目的是利用高重疊影像獲得無遮蔽牆面紋理。但是所獲取的影

像資訊通常有前景遮蔽問題，因此，如何獲得無遮蔽牆面紋理是目前

需要克服的問題。 

針對此問題，本研究所提出的處理方法可分為四個部份：(1)方

位求解，(2)產生三維點雲，(3)偵測遮蔽區，(4)影像填補。首先需進

行相機率定並解算影像方位參數。在影像方位解算乃利用已知之積木

模型取得控制點，配合於目標影像間觀測得的共軛點，解算影像的方

位參數。第二步，利用影像匹配求得共軛點的三維座標，產生三維點

雲。匹配時除了採用多視窗(Center-Left-Right)匹配外，本研究提出使

用影像分類作為額外的匹配指標，以提高匹配的正確率。接下來，以

影像的光譜及幾何的性質分析影像，以區塊的方式辨別房屋紋理及前

景遮蔽物。幾何方面，利用三維點雲所在位置判斷景物的距離；在光

譜方面，則以光譜資訊進行分類，使每個像元具有類別。在綜合光譜

及幾何條件後，可獲得無前景遮蔽的房屋紋理。最後是影像填補，第

三步驟後，我們擁有數張無遮蔽房屋紋理影像，使用副影像對於主影

像做填補，以獲得可能完整的房屋牆面紋理影像，但若有任一塊牆面

區塊無法被拍攝到，將無法產生完全無遮蔽的房屋牆面紋理。 

由實驗結果得知，增加影像分類資訊輔助影像匹配，可以得到較

高的相關係數。而使用重新取樣及多視窗匹配法，可改善匹配視窗中

包含內容不同的部份。最終成果顯示，本方法可以移除前景遮蔽的區

域，並由其餘影像填補遮蔽區域，滿足視覺化之要求。 

 

關鍵詞：近景影像、影像匹配、影像分類、房屋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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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exture mapping for building facades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photorealistic building modeling. Following the popularity of digital 

cameras, extraction of the object texture becomes convenient. The 

close-range photogrammetry, thus, can acquire rich spatial and texture 

information from high overlap images. Although those close-range 

images can provide detail information, occlusion is still a problem to 

overcome. To derive complete textures for a block building model, this 

investigation proposes a scheme using high overlap images through 

geometrical and spectral analyses. 

There are four parts in the proposed scheme, namely, (1) 

orientation modeling, (2) generation of 3D point clouds, (3) occlusion 

detection, and (4) image compensation. First step calibrates the camera 

and computes orientation parameters. We acquired high overlap images 

with signalized targets for camera calibration. Then, the images were 

acquired for test buildings. To examine the applicability of generating 

ground control points (GCPs) from building models, a small number of 

structure points were extracted. In the second part, we combine CLR 

(Center-Right-Left) matching and image classification to derive reliable 

conjugate points for 3D point clouding. Then, geometry and spectrum are 

analyzed to separate the foreground from building surfaces. On the 

geometry part, space intersection is employed to calculate the object 

coordinates for conjugate points. In the spectrum analyses, image 

classification i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class for each pixel. 

Combining geometry and spectrum characteristics, we detect the 

foreground objects for removal. The last step is image compensation. The 

occluded regions in a selected master image are then replaced by the 

unhidden parts extracted from slave images. 

The result shows higher correctness when CLR matching and 

image classification are combine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detect occlusion part and replaced by the unhidden 

parts extracted from other images. 

 

Keywords: Close-range Images, Image Matching, Spectral Analysis, 

Building Te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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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背景 

隨著科技的進步，電腦、網路與各種電子產品變得更便利普及，平面

電子地圖已經無法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三維導覽地圖，讓使

用者可以有身歷其境的感覺。因此發展出三維的數位城市，其中保留原先

的二維位置資訊外，還加上了建築物本身的樣貌以及更多的附帶資訊。為

了讓數位城市更為真實，在製作過程中，將真實的房屋紋理影像敷貼於立

體模型上成為主要的步驟。 

在數位城市中，建物模型的建置甚為重要，其中分為兩個主要的部份：

製作幾何模型及紋理敷貼。前者為建築物的外形，常見作法是使用建築圖

內的建築物資訊，製作出建築物的位置以及骨架，此時的模型稱為積木模

型。後者則是增加建築物的外觀，讓建物模型看起來更為真實，增加建築

物間辨識的程度，稱為仿真房屋模型。目前房屋模型，有兩種敷貼紋理，

一種採用材質庫中的紋理，直接敷貼於模型表面。另一種則是利用真實房

屋影像。在建造大範圍的房屋模型時，其中非重點區域房屋多使用材質庫

紋理貼圖[Catmull, 1975]，可以大幅降低處理的時間及成本，而在要求精細

的房屋模型中，會使用真實房屋影像作為紋理的貼圖，以增加房屋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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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性[林后駿, 2005]。其影像資料來源，可為航照影像[Wu et al., 2007]與

近景影像[Tsai and Lin, 2007]。航照影像可以快速獲取大範圍區域的房屋紋

理，但是由於拍攝角度是由上往下，故以屋頂紋理為主。而近景影像由於

數位相機的性能提昇，可以快速且便利的獲取大量的影像資訊，且視角與

一般行人相同，其資訊以房屋牆面紋理為主。以近景影像敷貼牆面紋理可

以讓數位城市的使用者有深入其境的感覺。但近景影像的拍攝過程中，經

常受到樹木、車子、及其他物體等前景物遮蔽，導致紋理影像不完整，所

以如何獲取最小遮蔽的房屋牆面紋理是一個值得需研究的方向。 

1.2 文獻回顧 

 在影像中，針對遮蔽區域可以使用二維或是三維的影像敷貼技術。

其中，二維的影像填補方法，主要分為兩種：紋理合成(Texture Synthesis)

及影像修補(Image Inpainting)。前者適用於大範圍中相似的特徵，針對不同

影像使用不同的演算法及約制條件填入相同重複的紋理，重新修復遮蔽的

區域[Effros et al., 1999]。另一種則是利用未遮蔽的區域，由人工定義可靠的

資訊、修補的範圍及填補的邊界，再針對影像使用特定的演算法修補遮蔽

的區域 [Oliveira et al., 2001]。以上兩種方法都僅限單張影像，並利用剩餘

區域作為填補遮蔽區域的資訊。而若從三維空間出發，則不如二維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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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慮空間幾何及光譜資訊。在幾何方面，可以利用光達點雲

[Rottensteiner, 2003]或是由多影像交會而成的三維點雲，得到豐富的物空間

坐標，描繪出地貌，由此可直接獲得位於建築物上的點位，及遮蔽物位置。

而光譜資訊的方面，仍需要使用影像提供，但與單張影像不同。多張影像

所拍攝的角度不同，所包含的資訊亦不同，針對單張影像中的遮蔽區域，

可由其餘影像中的未遮蔽區域填補，其填補資訊相對單張影像可靠。除了

多張影像互相填補，光譜資訊提供匹配的原始灰度值，以及透過影像分類，

在不同類別中突出的影像內容差異性，並且利用分類特性，將獨立離散點

聚集成區塊。 

在結合幾何以及光譜資訊時，若使用光達點雲，物空間位置不需要透

過匹配得到，具有準確及快速性的優點，但是其資料密度與成本相關，且

須先點選控制點套合光達點雲及影像[Matikainen et al, 2004]。使用影像交會

出的三維點雲，需透過影像匹配建立多影像間的物像關係，獲得影像間的

共軛點及三維點雲，其中需要花費搜尋時間，及需考慮匹配成果的除錯，

不如光達點雲的即時確切。若是使用影像，即不需另外獲取資料耗費成本，

而且在結合光譜資訊時，也不需要另行套合。本研究即使用三維的影像填

補方式，單純使用影像產生三維點雲，配合影像分類的區塊，使其自動偵

測遮蔽區域，並利用多角度影像提供的資訊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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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匹配的目的之一為獲得大量的共軛點，以求得三維點雲。有兩個

主要的匹配方式：區域匹配(Area-base matching)及特徵匹配(Feature-base 

matching)。區域匹配的概念比較直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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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標準化互相關

法(Normalized Cross-Correlation, NCC) [Pratt, 1991]、及最小二乘匹配(Least 

Squares matching, LSM)。特徵匹配則是比較灰階差異外，還配合特徵的形

狀、輪廓等其他資訊，尋找影像間的對應位置，[Foerstner, 1987;Fraser, 2009]。

例如：尺度不變特徵轉換(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SIFT) [Lowe, 

2004]、最小核心值相似區域(Smallest Univalue Segment Assimilating Nucleus, 

SUSAN) [Smith and Brady,1997]、快速角點偵測法(Features from Accelerated 

Segment Test, FAST) [Rosten and Drummond, 2006]。但是只比較特徵相似程

度，容易出現模稜兩可導致匹配錯誤，故此時再加入核線幾何特性進一步

限制匹配範圍，提昇匹配成果的精確度。 Han and Park [2000]提出使用核線

幾何，於近景影像中偵測目標物線特徵，進而建立核線幾何關係作輪廓線

匹配處理，可快速描述各影像間對應關係。Otto and Chau [1989]則提出幾何

約制互相關法(Geometrically Constrained Cross-Correlation, GC3) 應用於衛

星影像的匹配，利用一組同航帶的衛星影像匹配提升定位的精度。核線幾

何關係建立後，亦可輔以 Center-Left-Right (CLR)匹配方法，以區域匹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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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逐點處理[徐偉城, 1999]。由現有相關文獻可了解，使用核線幾何方式，

的確可有效提升影像匹配的自動化程度與成果的正確度。 

由以上方式應用於航空影像或衛星影像都可以有好的匹配成果，但於

近景影像中，有由距離不連續導致很大的高差移位、傾斜移位及遮蔽的問

題。本研究提出利用影像光譜資訊作為額外的匹配依據。其中與傳統匹配

比較灰度值方法不同，是利用影像分類獲得整體的光譜資訊，進而比較其

相似度，作為匹配之判斷條件，以提升近景影像中匹配定位的精度。 

1.3 研究目的及內容 

本研究中，針對現存的積木模型，配合不同角度拍攝的高重疊近景影像，

可以透過影像匹配，及影像分類的方式偵測遮蔽區域。再使用多張影像互

相填補遮蔽區，達到獲取最小遮蔽房屋牆面紋理的目的。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為多張近景影像，及積木房屋模型，主要的處理步驟

有四個部份：（1）建立方位、（2）影像匹配、（3）偵測遮蔽區域、及（4）

影像填補，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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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首先求取影像的方位參數，再進行影像匹配，獲取大量的共軛點及三維

點雲，本研究中的影像匹配，除了使用多影像不同方向的核線約制外，還

加入影像分類資訊輔助判斷相似性，藉此產生較為可靠的許多房屋模型的

三維點雲，以應用於自動偵測遮蔽區域。在影像的填補中，使用多張非遮

蔽區域影像提供填補資訊，比使用單張影像中的剩餘部分資訊填補還可靠。

最後，本研究可獲得最少遮蔽區域的牆面紋理影像。 

本論文整體架構分為四章。第一章，即本章，介紹本研究之研究背景，

並做文獻回顧，以了解相關研究的發展，最後再說明目的、內容、及本研

究的整體架構。第二章，說明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之詳細內容。第三章則

是以中央大學的房屋為測試例，討論不同方法對成果的差異，並進行成果

的展現。第四章，根據實驗成果進行結論與建議，並做總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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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研究方法 

研提之方法以多重疊近景影像及房屋積木模型，獲得無遮蔽之房屋牆面

紋理。其步驟將分為四節，流程如圖 2.1 所示。第一節先建立相機參數及

影像間的物像關係，第二節闡述，多影像匹配方法產生三維點雲，用以判

斷遮蔽區域的基礎。第三節則說明如何利用幾何以及光譜條件，判斷影像

上的遮蔽區域，並將其移除，最後一節，說明影像填補的方法。 

 

圖 2.1 詳細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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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立方位  

 本研究中使用非量測型相機，獲取高重疊影像，首先要校正相機對影像

成像時的偏差，再建立各個影像間與目標物的物像關係。本節開始會先介

紹相機成像變形及校正方法，接著再討論建立物像關係之方法。 

2.1.1 相機率定 

一般相機拍攝為中心透視投影成像，由相機中心、像平面及物空間符合共

線條件關係，以共線條件式表示[Wolf, 2002]。其中相機中心至像平面成像

時，會因為透鏡畸變及焦平面變形，導致光軸偏移，故需要利用數學模式

改正，即為相機率定(Camera Calibration)，其參數稱為內方位參數，包含像

主點像空間坐標(     )以及點位之像空間系統誤差(     )。像主點為相機

之焦平面與透鏡中心光軸正交時，透視中心與焦平面的交點，因光軸的偏

移，故需進行位置的校正。另外，點位之像空間系統誤差包含透鏡輻射畸

變差、透鏡切線畸變差、焦平面上的影像變形、焦平面以上的變形及其他

因素[Fraser, 1997]。雖然在非量測型相機上沒有已檢定過的數值，但在相同

的數位相機中的變形程度是固定的，因此利用大量多角度的照片，去尋找

可能的扭曲樣子，得到其修正參數。本節僅討論變形影響量最大的透鏡輻

射畸變差(       )，因此其中的(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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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鏡輻射畸變差是由於相機鏡頭的形狀，造成光線由透視中心射出時，

經過透鏡改變光線前進方向，使成像點沿輻射方向偏離。其改變方式以像

主點為對稱中心，故又稱對稱輻射透鏡畸變差。輻射畸變差改正公式

[Photometrix, 2011]，如式 2.1所示： 

        
     

     
     (2.1) 

其中利用輻射距離                  
        

 求得輻射畸變差

後，再依幾何關係計算像點的改正量(       )，如式 2.2所示： 

              
  

 
，       

  

 
    (2.2) 

亦可寫作式 2.3： 

  
           

     
     

  

           
     

     
  

  (2.3) 

       ;        

       ：對稱輻射畸變差之改正量 

  ：對稱輻射畸變差 

 ：像點至像主點之輻射距離 

        ：對稱輻射畸變差係數 

     ：改正像主點偏差之像坐標 

   ：量測所得的像坐標 

     ：像主點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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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方位求解 

本研究使用光束法求解方位，並得到各影像間及物像間之連結關係。光

束法整體平差的目的，是將目標區域內所有影像的外方位同時進行平差，

以求得所有共軛光束之最佳交點，並同時滿足已知之地面點三維座標，如

圖 2.2所示。其方法是以共線條件式為基礎，針對影像座標、外方位參數、

及地面座標分別列出三組觀測方程式。其中將量測的影像共軛座標、地面

控制點與未知的外方位參數及地面三維座標同時求解，並於迭代的過程中

修正初始值，調整所有參數至最佳相對位置。再將所得之相對坐標，配合

已知的積木房屋模型控制點，轉至絕對坐標。 

 

 

圖 2.2 方位解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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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影像匹配 

利用已建立的物像關係，透過影像匹配獲得影像共軛點的物空間坐標，

此三維點雲可以將影像上的元素，包含房屋模型以及前景遮蔽物描繪在物

空間中。匹配分為兩個主要部分：(1)特徵萃取，(2)多影像匹配。首先於主

影像中萃取大量的特徵點，接著配合影像分類的資訊及匹配視窗改進，利

用幾何約制互相關法進行多影像的匹配，以找到大量可靠的共軛特徵位置，

並產生三維點雲。 

2.2.1 特徵萃取 

特徵萃取為針對目標物取出灰度值不連續等較明銳的地方，方法有很多

種，以類型來分主要分為萃取特徵點、特徵線、及特徵面三種。依據不同

的影像特性，及不同的目的選擇不同的萃取方式，常見的有針對特徵點的

Moravec [Moravec, 1977]、Harris [Harris, 1988]，針對線特徵的 Canny[Canny, 

1986]，以及面特徵的區域成長法 [Rottensteiner, 2002]。以建築物為例，特

徵點可以找尋到房屋的屋角點跟窗戶窗框旁邊的角點，特徵線則是可以找

出房屋邊緣的結構線，特徵面可以找到屋頂或牆的平面。使用在這些不同

的目標處，各種特徵都有各自的優缺點。 

點為一個明確而且精度高的特徵，但是點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與四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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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沒有幾何關係。線特徵可輕易看出物體的形狀以及位置，但是在物空

間中尋找相同的線段，會因形狀變形及長度不同較困難。面特徵則因為需

要先訂定搜尋門檻及成長條件，故尋找困難，且會因使用不佳的種子點成

長，或條件訂定不同的優先順序，都會影響最終的特徵面。因此在萃取特

徵中，特徵點因其幾何不變性可望得到最好的精度。Fraser[2009]提出先使

用許多點的特徵，再視整體點群之間是否存在幾何關係，以數學式將大量

特徵點群連成有幾何關係的線，最後連結多張近景影像中的特徵點，利用

光束法交會出地面模型位置重建模型。由此研究可知，點特徵有好的精度

值，可以提昇定位的品質。本研究的目標物為房屋牆面，因此希望能得到

房屋牆面上的特徵，例如房屋角點，或是窗戶邊緣窗框的位置，以利匹配。 

本研究中，使用 Lü[1988]提出的點特徵萃取法，此為一種簡單而且快速

的搜尋方法，數學模式如式 2.4及式 2.5。僅使用    的矩陣視窗兩階段

搜尋達到門檻值的特徵點，如圖 2.3所示。 

 

圖 2.3 點特徵萃取搜尋視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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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Ｂ

１
  １          (2.4) 

  ＝        
 
    ， Ｂ

 
             (2.5) 

  ：中心點的灰度值 

  ：周圍點的灰度值 

  ：萃取之門檻值 

  ：灰度值的總和 

2.2.2 多影像匹配 

透過多重影像匹配，以此自動化的尋找過程獲取共軛點，同時產生足以

描述物空間的三維點雲。影像匹配有兩個主要的匹配方式：區域匹配

(Area-base matching)及特徵匹配(Feature-base matching)。區域匹配是使用局

部的影像區塊灰度值，比較影像間的相關性，找尋影像間對應點目標；特

徵匹配不單純是比較灰階差異，還配合特徵周圍之幾何關係，尋找影像間

的對應位置。多影像匹配為基於區域匹配之匹配方法。 

影像匹配為尋找目標物在影像上的共軛位置，但是在影像上遇到遮蔽時，

容易導致匹配失敗。此時，使用多影像匹配除了有多條核線約制定位位置，

建立較完整的幾何外，還可利用其餘未遮蔽影像找尋目標物。在多影像匹

配中，依匹配的方式不同，分為序列式匹配及整合式匹配。前者利用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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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影像重複確認共軛位置，此法的整體性較差。整合式匹配利用物空間

之幾何關係，於影像中搜尋共軛位置，由於同時對所有影像進行搜尋比較，

故具有整體性，且不因少數被遮蔽的影像干擾共軛點的最佳位置[Otto and 

Chau, 1989; Zhang and Gruen , 2006]，故本研究使用整合式匹配。 

在搜尋影像間的相關性時，由於近景影像相較航空及衛星影像，有較大

的高差移位、傾斜移位及遮蔽的問題，故本研究提出對影像作影像分類，

並比較整體的光譜相似度，作為額外的匹配依據。因此，本研究的整合式

匹配中，除了使用傳統灰度值的相似性外，加入影像分類之判斷條件。 

近景影像拍攝時，由於拍攝角度及位置的關係，影像間擁有不同尺度及

不同視角的問題。如果只使用傳統視窗，則視窗內會包含不同尺度之紋理

特徵，故需先重新取樣，使視窗中的紋理大小相同且位置相同。另外，由

於拍攝角度的不同，在距離不連續的地方，造成視窗涵蓋之牆面範圍不同，

容易產生匹配失敗。因此徐偉城 [1999] 提出使用多視窗匹配法

(Center-Left-Right Matching, CLR)，將特徵點配置在視窗的不同位置，減少

匹配失敗的情況。多影像匹配為本研究中的核心技術，其目的為利用自動

化的尋找影像間的共軛點，獲得各點的物空間位置，產生三維點雲。本研

究結合影像分類資訊、重新取樣改正尺度、及多視窗匹配法，進行整合式

影像匹配，以提昇高重疊近景影像的匹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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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 整合式影像匹配 

Han and Park [2000]提出使用核線幾何概念，於近景影像中偵測目標物

大量線特徵，進而建立核線幾何關係作輪廓線匹配處理，可快速描述各影

像間對應關係。 Otto and Chau [1989] 則提出幾何約制互相關法

(Geometrically Constrained Cross-Correlation, GC
3
) 應用於衛星影像的匹配，

利用一組同航帶的衛星影像匹配以提升定位的精度。本研究使用類似的概

念，針對多張近景影像中使用整合式匹配。利用物像空間符合共線條件式

的幾何關係搜尋，其搜尋條件為改變相機至目標物之距離，以達獲得影像

間共軛位置及目標物三維座標之目的。首先於主影像中選定一特徵，並以

模型面為初始距離，開啟一段包含前景遮蔽物，及房屋的搜尋距離範圍

（  ）。利用改變距離（即改變物空間 值）所計算之物空間坐標，反投影

於副影像上，比較影像資訊之相似程度。於搜尋範圍中相關係數算術平均

數最大值者，即為此特徵於影像中的為最或是值，而所搜尋到的距離即為

此特徵的物空間座標最或是值，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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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幾何約制互相關法示意圖 

2.2.2.2 影像分類 

在近景影像中，由於拍攝距離與角度的關係，影像中所造成的高差移位、

傾斜移位及遮蔽問題，相較航空及衛星影像嚴重，故匹配不易。因此本研

究提出增加影像分類資訊，作為匹配參考。影像透過分類可以顯現整體的

光譜差異，與傳統灰度值不同，不只侷限於局部小範圍中。故本研究以假

設分類類別相同的特徵點為正確共軛點的機率較大為前提，如圖 2.5所示，

加入影像分類做為匹配的第二參考資料。 

其操作方式為先對主影像作非監督式分類，將影像按灰度值差異分類，

再將主影像的分類中心作為副影像的訓練區，進行監督式分類。如此，在

主影像及副影像中，灰度值相近的像元會分類為相同類別，提供光譜資訊。 

 



 

17 

 

另外，影像分類除了作為匹配指標外，還用於預估匹配的搜索區域；在

興趣範圍內，假設分類中占最多數分類區域為房屋建築本體，其餘少數的

分類區域為前景遮蔽物。以此條件，進而限制幾何關係中搜尋的範圍，減

少處理量以提昇匹配的效率。 

 

圖 2.5 影像分類提供相關性示意圖 

 

2.2.2.3 決定匹配視窗  

近景影像中，由於拍攝角度及距離的不同，因此匹配視窗中涵蓋的範圍

以及其紋理的形狀，皆不相同，故首先對影像重新取樣，再使用多視窗匹

配法，以提昇匹配精度。重新取樣（Resample）是利用物空間座標反投影

至影像上，通常不是整數值，故使用內插法尋找鄰近像素之整數值，使不

同尺度的影像重新取樣填入匹配視窗中。內插法中常用的方式有：最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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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插法（ Nearest-neighborhood Interpolation ）、雙線性內插法 (Bilinear 

Interpolation)、及立方內插法（Cubic Polynomial）[Chang, 2010]。最鄰近內

插法是一個極為簡單方法，將所求得的影像座標，於影像上找其最相近的

整數像素之灰度值，此方法雖然計算簡單且快速，但容易造成影像上鋸齒

的情形。雙線性內插法則是利用所得影像座標，其周圍 4 個鄰近點，依照

距離比例加權，求取像素灰度值，此法具有連續性，且影像也會較為平滑。

立方內插法則是利用周圍 16個鄰近影像點，依距離的貢獻度加權，經過旋

積計算後，求得其值，此法計算量較大。本研究使用雙線性內插法，進行

不同尺度影像的重新取樣。 

影像中房屋的邊緣，為距離不連續處，因此在不同視角的影像中，傳統

匹配視窗集會涵蓋不同的影像範圍，如圖 2.6 所示，降低匹配成功率。故

使用多視窗匹配將特徵點放置在視窗的周圍使其匹配視窗中涵蓋範圍相同，

如圖 2.7 所示。原本的多視窗匹配是將特徵置於匹配視窗的十字位置，但

由於近景影像中，有許多局部方向不規則的地方，因此本研究的多視窗匹

配，使將特徵置於匹配視窗的米字位置，如圖 2.8所示。 



 

19 

 

 

圖 2.6 傳統匹配視窗示意圖 

 

圖 2.7 多視窗匹配示意圖 

   

（a）傳統匹配視窗 （b）十字多匹配視窗 （c）米字多匹配視窗 

圖 2.8 多視窗匹配之特徵放置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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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 判斷匹配指標 

影像匹配是在多張影像之間，比較匹配視窗中的相似程度，獲得共軛點

位置。在近景影像中，由於前景物與建築物的距離差異，所以影像中的高

差移位會影響匹配的結果。因此本研究提出，使用兩個匹配指標，一個為

標準化互相關法作為影像的匹配指標，另外則是將影像做影像分類，取得

整體的灰度值關係，做為第二匹配指標，以提升匹配可靠度。 

在整合兩種相關係數後，設定兩個相關係數匹配門檻。首先於多張影像

間比較相關係數時，設定第一個門檻值，用以濾除遮蔽影像中對整體相關

係數的影響。另外，於相關係數整合時，設定第二個門檻值，皆通過門檻

值的方為共軛位置。 

 

(1) 標準化互相關法（Normalized Cross-Correlation, NCC）是比較匹配視窗

中灰度值的相關性。在一對影像間可能因為光線輻射的不同有不同的灰階

分佈，故先將匹配視窗內灰度值正規化，才能比較出特徵周圍的變化是否

相同，得一相關係數(r)，其公式如式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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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係數 

  ：目標視窗內各像元的灰度值 

  
   ：目標視窗內所有像元灰度值的平均值 

  ：搜尋視窗內各像元的灰度值 

  
   ：搜尋視窗內所有像元灰度值的平均值 

 

(2) 影像分類的可提供整體類別差異，在匹配搜尋時，本研究假設分類為相

同類別的特徵點為正確共軛點的機率比較大，因此比較匹配視窗類別的相

似度。在匹配時，首先將影像分類，獲得各張影像的分類圖，並且比較類

別，並標註成二值化影像，相同類別標記為 1，否則為 0，如圖 2.9 所示。

最後計算相同類別數於視窗中所占比例為其相關係數，計算方法如式 2.7

所示。 

 

(a) 主影像分類圖     (b) 副影像分類圖     (c) 匹配相似圖 

圖 2.9 影像分類匹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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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影像分類之相關係數，其值介於 0～1 

  ：視窗中類別相同的像元 

  ：視窗中所有像元的總和 

 

2.3 偵測遮蔽區 

近景影像中，由於拍攝角度的問題，導致影像中有大量的前景遮蔽物，

故此步驟目的為偵測出遮蔽區域並將其移除。本研究使用幾何及光譜資訊

分析遮蔽區域。由影像匹配所得共軛點及其三維座標，可以得知影像點於

物空間之分佈情形。再利用已知的積木房屋模型之空間位置，作為篩選門

檻值，將距離相機成像中心位置較近的三維點，標記為前景物點，落於房

屋模型附近之三維點，則標記為房屋牆面點，如圖 2.10所示。由於匹配所

得的三維點雲，為影像上特徵明銳之位置，而非每個影像像元皆有三維資

訊，故在各張影像上分別進行影像分割。首先分別於各張影像上針對灰度

值進行非監督式分類，再使用叢集將不連續處分割成不同區塊，即可將離

散的影像像元集結成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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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2.11(a)所示為影像分類圖，將離散的三維點雲資訊對應各群分類，

如圖 2.11(b)所示，經過統計結果可得，具有最多三維前景物點的分類區塊

即為前景遮蔽區域，如圖 2.11(c)所示，將其移除，保留剩餘的房屋紋理區

塊。 

 

圖 2.10 以距離作點雲的分群示意圖 

 

 

(a)分類影像 (b)點雲反投影統計 (c)判斷遮蔽區域 

圖 2.11 判斷遮蔽區域方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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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影像填補 

在影像遮蔽的部份，傳統上是利用紋理合成及影像填補的方式，使用影

像剩餘部份填補。本研究使用多視角拍攝的影像，以影像所拍攝的真實紋

理作為填補資訊，比傳統填補方式的假設紋理更真實。 

由於最終的紋理是應用於模型的紋理敷貼，故直接使用模型表面的三維

座標，將無遮蔽紋理製作成同解析度之正射影像，如圖 2.12所示。比較多

張正射影像間的遮蔽面積，進行資訊的填補，最終產出最少遮蔽的牆面紋

理影像。 

 

圖 2.12 模型面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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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成果與分析 

 為了測試本實驗方法於近景影像中，是否有效移除前景遮蔽區域，使用

三個測試例。首先測試少量遮蔽物時，可否移除遮蔽，再者測試具有自我

遮蔽的房屋，最後測試有圓柱體面及大量玻璃的建築物，方法是否適用。 

於本章中首先介紹測試例資料，其中包含三個測試例的多角度拍攝影像，

及積木模型。再來是相機資料，由於使用非量測型相機，故須自行解算內

外方位參數。最後展示各測試例的房屋牆面紋理獲取成果，及其方法的分

析與驗證。 

3.1 測試例資料 

本研究的測試區域有三個，分別為中央大學的國鼎圖書館、太空遙測中

心二期館、及工程五館。前兩個測試例分別使用八張影像，第三個測試例

則使用二十四張影像，總共使用 40張不同角度拍攝的目標物影像。其影像

重疊率大約 90%，其解析度約為 1公分。每個測試區中，皆有積木模型，精

度約 20公分，及位於房屋模型上之地面控制點。另外，測試例中使用自定

坐標系統，令模型高為 X 軸，成像中心至物體之距離為 Y 軸，平行模型面

為 Z軸，其原點則設置於模型之控制點上，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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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坐標系定義 

3.1.1 測試例一 

測試例一為國鼎圖書館，本測試例的遮蔽物為一盞路燈，且距離建築物

遙遠，約 30公尺。測試區域使用之八張影像如圖 3.2所示，影像解析度為

1 公分，房屋積木模型及地面控制點，如圖 3.3 所示，其模型精度約為 50

公分。本測試例有八個地面控制點，其中以編號 3的控制點為原點。 

    
(a) 主影像 (b) 副影像 1 (c) 副影像 2 (d) 副影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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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副影像 4 (f) 副影像 5 (g) 副影像 6 (h) 副影像 7 

圖 3.2 測試例一之原始影像 

 

圖 3.3 測試例一之積木模型 

3.1.2 測試例二 

測試例二為太空遙測中心二期館，本測試例為一棟具有自我遮蔽的建築

物，其遮蔽物有樹木以及車輛。測試例中使用之八張影像如圖 3.4 所示，

影像解析度為 1 公分，房屋積木模型及地面控制點，如圖 3.5 所示，其模

型精度約為 50公分。本測試例中的控制點分布不佳，故一併檢測控制點不

佳時對於方位求解的影響。本測試例有六個地面控制點，其中以編號 2 的

控制點為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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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影像 (b) 副影像 1 (c) 副影像 2 

   

(d) 副影像 3 (e) 副影像 4 (f) 副影像 5 

  

 

(g) 副影像 6 (h) 副影像 7  

圖 3.4 測試例二之原始影像 

 

圖 3.5 測試例二之積木模型 

3.1.3 測試例三 

測試例三為工程五館，本測試例為一棟範圍區域較廣，因此分為三個部

分處理，其中第二部分為玻璃帷幕，第三部分為圓柱體面，其遮蔽物有多



 

29 

 

棵樹木。測試例中分為三部分，使用之二十四張影像如圖 3.6 所示，影像

解析度為 1 公分，房屋積木模型及地面控制點，如圖 3.7 所示，其模型精

度約為 50公分。本測試例有四個地面控制點，以編號 2的控制點為原點。 

   

(a) 主影像 1 (b) 副影像 1-1 (c) 副影像 1-2 

   

(d) 副影像 1-3 (e) 副影像 1-4 (f) 副影像 1-5 

  

 

(g) 副影像 1-6 (h) 副影像 1-7  

   

(i) 主影像 2 (j) 副影像 2-1 (k) 副影像 2-2 

   

(l) 副影像 2-3 (m) 副影像 2-4 (n) 副影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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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副影像 2-6 (p) 副影像 2-7  

   

(q) 主影像 3 (r) 副影像 3-1 (s) 副影像 3-2 

   

(t) 副影像 3-3 (u) 副影像 3-4 (v) 副影像 3-5 

  

 

(w) 副影像 3-6 (x) 副影像 3-7  

圖 3.6 測試例三之原始影像 

 

圖 3.7 測試例三之積木模型 



 

31 

 

3.2 相機資料 

本研究中使用非量測型相機，其型號為 Nikon D2Xs，使用固定焦距 17

公厘，拍攝多張覘標影像供相機率定使用，如圖 3.8 (總共拍攝 46張)。經

過 iwitness (Photometrix, 2011)解算獲得內方位率定參數，其包含像主點偏移

量，及透鏡畸變差係數，誤差為 0.1像元，如表 3.1。 

 

     
(a) 影像 1 (b) 影像 2 (c) 影像 3 (d) 影像 4 (e) 影像 5 

圖 3.8 覘標影像 

表 3.1 透鏡畸變差參數 

 

 

 

 

 

 

微調後的焦距(mm) 

 
17.41 

像主點偏移量(mm) 

xp -0.013 

yp  0.042 

透鏡畸變係數 

k1  8.031E-05 

k2  6.590E-07 

k3 -1.679E-10 

σ(pixel)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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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實驗成果 

實驗成果，就三個測試例分別展示。其中包含各影像的外方位參數，

特徵萃取的特徵點位，影像分類結果，匹配產生的三維點雲，移除遮蔽區

域的影像，及最後填補完成的影像。在本研究中，使用 iwitness 進行光束法

求解方位，並使用 ENVI 進行影像分類中的 ISODATA 非監督式分類，及影

像分割中的 ISODATA 非監督式分類。 

3.3.1 測試例一之成果 

測試例一成果顯示，利用少數的控制點配合多數的連結點可以求得精度

約 1 像元的外方位參數；在特徵萃取時使用不同門檻值可以得到數量龐大

並且分布均勻的特徵點。在三維點雲中，前景物的數量上較少，在偵測前

景物時，可找到路燈的位置，但配合分類區域移除時，路燈下半部的區域，

由於匹配成果中的前景三維點的不足，故無法移除，因此在最終成果圖中，

仍存在遮蔽。 

 (1) 外方位參數 

 外方位參數成果如表 3.2所示，從表中可以得知，拍攝方向主要是沿 Z

軸移動，且拍攝距離約為 35 公尺。由此顯示搜尋前景物的區間也約為 35

公尺，最長基線為 3公尺，誤差為 1.03 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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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測試例一之外方位參數 

影像 X(m)  Y(m)  Z(m)  ω(deg)  φ(deg)  κ(deg)  

主影像 -28.699 -36.054 -9.142 96.558 -14.967 2.256 

副影像 1 -28.712 -36.241 -8.660 99.430 -14.075 1.796 

副影像 2 -28.670 -35.850 -9.859 98.950 -14.703 1.934 

副影像 3 -28.650 -35.692 -10.762 102.550 -10.797 2.237 

副影像 4 -28.668 -35.773 -11.038 99.585 -12.486 -0.018 

副影像 5 -28.631 -35.740 -11.322 99.869 -12.367 0.867 

副影像 6 -28.658 -35.692 -11.704 103.334 -13.245 2.438 

副影像 7 -28.640 -35.797 -12.088 99.671 -13.891 0.770 

RMS = 1.03 pixels 

(2) 特徵萃取 

 牆面磁磚區域相較路燈區域，為特徵明銳處，故先使用高門檻值，取得

牆面特徵點。另外，於路燈區域降低門檻值，以萃取其特徵點。最後，使

用區域最大壓縮使整體特徵點分布均勻，總共獲得 28555點。 

 

 

圖 3.9 測試例一之特徵萃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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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像分類 

 在影像匹配前，先將影像分類，如圖 3.10 所示。可以從圖上看到路燈

於各張影像上皆呈紅色，白色牆面呈藍色，而磚紅牆面則呈現綠色，表示

於不同物體上有類別的區別。因此可以提供正確的類別資訊，作為影像匹

配上的指標。 

 

    

(a) 主影像 (b) 副影像 1 (c) 副影像 2 (d) 副影像 3 

    

(e) 副影像 4 (f) 副影像 5 (g) 副影像 6 (h) 副影像 7 

圖 3.10 測試例一之影像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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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維點雲 

 三維點雲成果如圖 3.11 所示，以模型為距離判斷之基準，其紅色點為

落於建築物牆面的點，而綠色的點為前景遮蔽的位置。本測試例中大部分

綠色的點為前景花圃的位置，少數點為路燈位置，由紅色點即可大致看出

建築物的樣貌，表示三維點雲可以描述物體在物空間的樣貌，並提供三維

的位置資訊。 

 

圖 3.11 測試例一之三維點雲 

 (5) 移除遮蔽區域影像 

成果圖中紅色區域為偵測前景區域移除的部分。成果中路燈可被移除，

其餘建築物被移除的部分，首先為位於前景位置的階梯，以及少部分位於

陰影區域造成匹配錯誤的區域，成果如圖 3.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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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圖 3.12 測試例一之移除遮蔽區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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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填補完成影像 

本測試例主要目標物為路燈，可由成果得知，大部分可判斷移除並填補，

而右下角小樹則是因資訊不足，移除後仍無法填補牆面紋理，故將其留下。

圖 3.13(a)顯示原始的遮蔽情形，經過本研究方法後可以得到填補影像，如

圖 3.13(b)，最終將其成果敷貼於模型上，如圖 3.13(c)所示。 

  

(a) 原始遮蔽影像 (b) 填補影像 

 

(c) 影像敷貼模型 

圖 3.13 測試例一之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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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測試例二之成果 

測試例二成果顯示，分布不佳的少數的控制點，配合分布均勻的多數連

結點可以求得誤差約 0.5 像元的外方位參數。在特徵萃取時使用不同門檻

值可以得到數量龐大並且分布均勻的特徵點。在三維點雲中，前景物主要

位於兩側的建築物前方，包含汽車及樹木，在偵測前景物時，由於樹木的

三維點雲很少，故須配合植生指標的分類，才能移除可找到樹的位置，在

最終成果圖中，側面由於拍攝角度的問題，未獲得良好的幾何形狀及資訊，

故兩側的正射影像會嚴重傾倒，而右側的牆面由於樹木遮蔽嚴重，造成資

訊不足，故最終成果圖，仍存在遮蔽。 

 

(1) 外方位參數 

外方位參數成果如表 3.3所示，從表中可以得知，拍攝方向主要是沿 Z

軸移動，且拍攝距離約為 23公尺，表示搜尋前景物的區間也約為 23公尺，

最長基線為 15 公尺，誤差為 0.57 像元。而其中雖然控制點的分佈幾何不

佳，但是配合連結點，仍然可以得到好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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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測試例二之外方位參數 

影像 X(m)  Y(m)  Z(m)  ω(deg)  φ(deg)  κ(deg)  

主影像 15.233 -23.593 11.110 72.759 20.037 89.947 

副影像 1 15.246 -23.871 15.028 69.987 15.277 90.028 

副影像 2 15.264 -23.476 9.022 97.157 17.094 89.387 

副影像 3 15.273 -23.742 6.505 91.567 18.344 90.835 

副影像 4 15.301 -21.045 -0.582 110.702 19.918 89.230 

副影像 5 15.299 -22.523 13.099 69.400 12.507 90.286 

副影像 6 15.241 -23.055 12.356 92.721 16.475 89.350 

副影像 7 15.297 -23.736 6.436 103.493 16.797 89.280 

RMS=0.57 pixels 

 

(2) 特徵萃取 

建築物正面受光的地方，相較樹幹及陰影處為特徵明銳處，故使用高門

檻萃取特徵點。另外，於樹幹及陰影區域，則是使用較低門檻值萃取。最

後，使用區域最大壓縮使整體特徵點分布均勻，總共獲得 28052 點，如圖

3.14所示。 

 
 

圖 3.14 測試例二之特徵萃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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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像分類 

在影像匹配前，將影像分類如圖 3.15 所示。於圖中可以看到樹木於各

張影像上皆呈紅色，白色牆面呈綠色，而窗台部分由於多為陰影處，因此

也為紅色。雖然窗台與樹木分為相同類別為紅色，但是此分類仍將建築物

牆面與樹木明確分離，故也可以提供正確的匹配參考資訊。 

 

   

(a) 主影像 (b) 副影像 1 (c) 副影像 2 

   

(d) 副影像 3 (e) 副影像 4 (f) 副影像 5 

  

 

(g) 副影像 6 (h) 副影像 7  

圖 3.15 測試例二之影像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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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維點雲 

三維點雲成果如圖 3.16 所示，以模型為距離判斷之基準，其紅色點為

落於建築物牆面的點，由紅色點即可大致看出建築物的樣貌。而綠色的點

為前景遮蔽的位置，本測試例中左半部綠色的點為陰影匹配錯誤的位置，

而右邊則是正確的樹木位置。因此本測試例需要搭配針對植物區域的分類，

才能移除全部的樹木區域。 

 

圖 3.16 測試例二之三維點雲 

(5) 移除遮蔽區域影像 

測試例中有五個牆面，分別編號為 A~E，如圖 3.17~3.21所示，紅色區

域為移除遮蔽區域。由於本測試例中的有許多陰影的匹配錯誤，因此有牆

面移除的部分，而黑色區域則是影像中未包含的區域。於牆面 E 的部分主

要是利用少部分三維點，配合植物分類區域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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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1 (b) A-2 (c) A-3 (d) A-4 

圖 3.17 測試例二之 A面牆 

    

(a) B-1 (b) B-2 (c) B-3 (d) B-4 

  

  

(e) B-5 (f) B-6   

圖 3.18 測試例二之 B面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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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1 (b) C-2 (c) C-3 (d) C-4 

    

(e) C-5 (f) C-6 (g) C-7 (h) C-8 

圖 3.19 測試例二之 C面牆 

    

(a) D-1 (b) D-2 (c) D-3 (d) D-4 

圖 3.20 測試例二之 D面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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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1 (b) E-2 (c) E-3 (d) E-4 

  

  

(e) E-5 (f) E-6   

圖 3.21 測試例二之 E面牆 

(6) 填補完成影像 

成果圖如圖 3.22所示，其中 B 面及 D 面的拍攝角度較為傾斜，加上模

型沒有描繪窗台的部分，故成果圖中的窗台會有些許的變形。另外，牆面 E

被大量的樹木遮蔽，成果圖中紅色的部分，為無拍攝到牆面資訊的部分故

無法填補。 

  
(a) 原始遮蔽影像 (b) A填補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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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原始遮蔽影像 (d) B填補影像 

 
 

(e) 原始遮蔽影像 (f) C填補影像 

 
 

(g) 原始遮蔽影像 (h) D填補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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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原始遮蔽影像 (j) E填補影像 

 

(k) 影像敷貼模型 

圖 3.22 測試例二之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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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測試例三之成果 

測試例三成果顯示，分布不佳的少數的控制點，配合多數的連結點可以

求得誤差約 1.01像元的外方位參數；在特徵萃取時使用不同門檻值可以得

到數量龐大並且分布均勻的特徵點。在三維點雲中，結合三個部分，可以

找到樹的位置。在偵測前景物時，中間的一棵枯樹，由於枝幹過細，因此

無法得到匹配點也無法明確分類，只能移除樹幹的部分。再配合背景的玻

璃帷幕，反射物體造成分類的錯誤，因此在最終成果圖中，玻璃帷幕面的

成果圖可以看到細樹枝。 

 

(1) 外方位參數 

本測試例雖分為三個部分，但皆對於相同的建築物，故方位參數由 24

張影像共同交會而成。由方位參數中可以得知，拍攝方向主要是沿 Z 軸移

動，且拍攝距離最遠約為 18 公尺，搜尋前景物的區間約為 18 公尺，誤差

為 1.01像元。成果可以顯示，雖然控制點的分布不佳，但是配合分布均勻

的連結點，仍可以得到好的外方位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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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測試例三之方位參數 

影像 X(m)  Y(m)  Z(m)  ω(deg)  φ(deg)  κ(deg)  

主影像 1 -15.646 -17.876 4.842 87.06 -19.952 -91.222 

副影像 1-1 -16.181 -12.289 -12.275 122.012 -20.453 -91.718 

副影像 1-2 -15.978 -12.128 -5.641 116.817 -26.918 -91.709 

副影像 1-3 -15.569 -16.990 10.624 76.571 -20.856 -92.854 

副影像 1-4 -15.392 -16.528 21.031 35.02 -20.739 -94.488 

副影像 1-5 -15.659 -18.507 5.349 82.28 -18.633 -93.490 

副影像 1-6 -15.612 -17.238 6.328 82.566 -21.728 -91.972 

副影像 1-7 -15.515 -16.212 16.121 50.506 -22.211 -96.440 

主影像 2 -16.268 -13.065 -16.007 123.759 -18.010 -93.585 

副影像 2-1 -16.354 -12.344 -20.348 119.646 -20.808 -90.440 

副影像 2-2 -16.354 -12.363 -20.329 129.859 -20.35 -90.439 

副影像 2-3 -16.142 -12.209 -12.67 89.493 -18.596 -93.416 

副影像 2-4 -16.181 -12.289 -12.275 122.012 -20.453 -91.718 

副影像 2-5 -16.147 -3.986 -18.785 143.855 -18.275 -91.763 

副影像 2-6 -16.368 0.393 -22.189 150.774 -18.533 -87.981 

副影像 2-7 -16.369 1.824 -22.476 162.062 -16.709 -88.592 

主影像 3 -15.909 -13.830 1.460 62.133 -16.002 -91.677 

副影像 3-1 -16.452 -13.071 -23.921 92.477 -23.119 -89.451 

副影像 3-2 -16.353 -12.358 -20.419 88.578 -22.223 -90.328 

副影像 3-3 -16.088 -12.152 -8.795 68.427 -15.583 -89.250 

副影像 3-4 -15.992 -12.082 -5.920 57.714 -15.339 -90.425 

副影像 3-5 -15.954 -12.358 -2.987 60.864 -16.101 -91.261 

副影像 3-6 -15.774 -18.722 0.250 66.626 -17.134 -94.113 

副影像 3-7 -15.898 -18.649 -4.215 66.183 -10.571 -92.204 

RMS=1.01 pi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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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徵萃取 

特徵萃取成果如圖 3.23 所示，分別分為三部分的興趣範圍萃取，可得

17582點、20557點、及 13072點。於牆面磁磚區域為特徵明銳處，故使用

高門檻值獲得特徵點，而於樹木區域降低門檻值萃取。最後，再使用區域

最大壓縮使分布均勻，總共獲得特徵點 51211點。 

 

  

(a) 測試例三第一部份（17582 點） 

 
 

（b）測試例三第二部份（2055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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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測試例三第三部份（13072 點） 

圖 3.23 測試例三之特徵萃取成果 

 

(3) 影像分類 

在影像匹配前，將影像分類如圖 3.24 所示。第一部分中，樹木呈現紅

色區域，牆面則是由於光照角度不同呈現藍色或綠色，但牆面最底及窗台

皆呈黃色，表示分類時會受光照影像成不同顏色，但仍可將明顯不同出分

出來。第二部分樹木仍呈現紅色，但玻璃帷幕因反射前景物的光譜資訊，

因此隨角度呈現不同顏色，因此於影像中的分類並不統一，故此部分的影

像分類並不一致，無法達到假設前提。因此，於受光角度影響，使影像呈

現不同分類，為光譜分類的限制。第三部分中，樹木主要呈現紅色，而建

築物牆面為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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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影像 1 (b) 副影像 1-1 (c) 副影像 1-2 

   

(d) 副影像 1-3 (e) 副影像 1-4 (f) 副影像 1-5 

  

 

(g) 副影像 1-6 (h) 副影像 1-7  

   

(i) 主影像 2 (j) 副影像 2-1 (k) 副影像 2-2 

   

(l) 副影像 2-3 (m) 副影像 2-4 (n) 副影像 2-5 

  

 

(o) 副影像 2-6 (p) 副影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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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主影像 3 (r) 副影像 3-1 (s) 副影像 3-2 

   

(t) 副影像 3-3 (u) 副影像 3-4 (v) 副影像 3-5 

  

 

(w) 副影像 3-6 (x) 副影像 3-7  

圖 3.24 測試例三之影像分類 

(4) 三維點雲 

三維點雲成果如圖 3.25 所示，以模型為距離判斷之基準，其紅色點為

落於建築物牆面的點，由紅色點即可大致看出建築物的樣貌。而綠色的點

為前景遮蔽的位置，本測試例為三部分點雲總彙，可以找到樹木的位置，

但是數目上仍是比牆面點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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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測試例三之三維點雲 

 

(5) 移除遮蔽區域影像 

本測試例中分為 A~D 四個面，如圖 3.26~3.29 所示。其中，C 面為以

玻璃為主的牆面，故在光譜分類時，容易因為光線的照射呈現不同顏色，

或是與前景樹木呈現相同顏色，導致分類無法區別，導致判斷錯誤。另外，

前景的枯樹，無法使用影像匹配及影像分類得到細微樹枝的部分，故無法

將其移除，因此 B 面、C 面及 D 面前景物有枯樹細樹枝的部分皆無法移除。

另外 D 面成果顯示，在圓柱體方面，只要沿著模型表面做為距離判斷，其

結果與一般平面相同，表示本研究方法也可使用於圓柱體表面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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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1 (b) A-2 (c) A-3 (d) A-4 

  

  

(e) A-5 (f) A-6   

圖 3.26 測試例三之 A面牆 

    

(a) B-1 (b) B-2 (c) B-3 (d) B-4 

    

(e) B-5 (f) B-6 (g) B-7 (h) B-8 

圖 3.27 測試例三之 B面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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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1 (b) C-2 (c) C-3 (d) C-4 

   

 

(e) C-5 (f) C-6 (g) C-7  

圖 3.28 測試例三之 C面牆 

  

(a) D-1 (b)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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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3 (d) D-4 

  

(e) D-5 (f) D-6 

  

(g) D-7 (h) D-8 

圖 3.29 測試例三之 D面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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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填補完成影像 

本測試例中分為 A~D 四個面，如圖 3.30 所示，成果可見 A 面完整的

將樹移除，B 面剩下細的樹枝及樹葉無法移除，C 面的細樹枝也無法移除，

D 面也是。所以可以得知，若遮蔽物過於細長，則無法匹配成功，且分類

不易，無法移除，而與平面或圓弧面無關，其餘形狀較為規則的樹，雖匹

配較為不易，但於分類上可以彌補。 

  

(a) 原始遮蔽影像 (b) A填補影像 

  

(c) 原始遮蔽影像 (d) B填補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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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原始遮蔽影像 (f) C填補影像 

 
 

(g) 原始遮蔽影像 (h) D填補影像 

 

(i) 影像敷貼模型 

圖 3.30 測試例三之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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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成果分析 

在本節中，分析影像匹配中所使用的方法。首先展示匹配視窗改進的

貢獻，再討論影像分類的角色，最後對於影像匹配的成果作精確度的分析。 

 

3.4.1 匹配視窗的改進 

本研究中利用重新取樣的方法，解決多影像中尺度不同的問題，再利用

多視窗匹配法，改善在距離不連續處，視窗中包含不同影像的問題，如圖

所示。在經過匹配視窗改進的步驟後，可以包含相同的匹配景物，提昇匹

配成功率，如圖 3.31,3.32所示。 

 

(a) 原始視窗影像 

 

(b) 重新取樣後之視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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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原始視窗影像 

 

(d) 多視窗影像 

圖 3.31 匹配視窗改進範例一 

 

 

(a) 原始視窗影像 

 

(b) 重新取樣後之視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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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原始視窗影像 

 

(d) 多視窗影像 

圖 3.32 匹配視窗改進範例二 

 

3.4.2 影像分類的貢獻 

本研究提出先將影像做光譜分類，取得整體的光譜特性作為匹配的資訊，

再搭配傳統的灰度值匹配，可以提升匹配成果，如圖 3.33~3.36 所示。範

例一與範例二中，傳統匹配的相關係數高達 0.86及 0.84，但是非匹配正確

之位置，而加入影像分類的匹配，相關係數為 0.94，而且為正確位置，利

用控制點作檢核，精度約為 20公分。另外，範例三及範例四則是加入影像

分類指標後，才得以匹配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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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傳統匹配成果 相關係數：0.86 

 

(b)增加影像分類成果 相關係數：0.94 

圖 3.33 影像分類成果範例一 

 

(a)傳統匹配成果 相關係數：0.85 

 

(b)增加影像分類成果 相關係數：0.94 

圖 3.34 影像分類成果範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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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增加影像分類成果 相關係數：0.85 

圖 3.35 影像分類成果範例三 

 

 

(a) 增加影像分類成果 相關係數：0.94 

圖 3.36 影像分類成果範例四 

 

3.4.3 影像匹配成功率分析 

匹配成果中，通過相關係數門檻值者為匹配成功點，實驗中使用四種不

同的匹配方式，如表 3.5 所示。測試不同方法對於匹配結果之影響。於實

驗成果可得知，大多數的匹配點皆落於建築物上，只有少數的匹配點位於

前景物上。尤其當前景物是樹木時，更容易造成匹配失敗，如表 3.6~3.8

所示，另外，有使用多視窗匹配的匹配成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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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匹配方法 

  傳統 RGB 多視窗匹配 影像分類分析 

方法一 ○     

方法二 ○ ○ 

 

方法三 ○ 

 

○ 

方法四 ○ ○ ○ 

 

表 3.6 測試例一之匹配成功率 

測試例一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方法四 

匹配成功率% 36.32  51.91  37.02  55.13  

前景遮蔽物% 16.21  14.02  36.49  24.49  

建築物牆面% 83.79  85.98  63.51  75.51  

 

表 3.7 測試例二之匹配成功率 

測試例二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方法四 

匹配成功率% 83.09  58.52  63.22  35.71  

前景遮蔽物% 19.60  8.11  24.18  7.76  

建築物牆面% 80.40  91.89  75.82  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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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測試例三之匹配成功率 

測試例三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方法四 

匹配成功率% 20.42 37.21 16.09 30.64 

前景遮蔽物% 15.9 16.28 9.42 9.05 

建築物牆面% 84.1 83.72 90.59 90.95 

 

3.4.4 影像匹配正確率分析 

在影像匹配時，由於近景影像中有很多的相似紋理，就算有幾何約制，

但仍會發生匹配錯誤的情況，因此本研究針對匹配成功的點做進一步檢驗，

檢核方式如表 3.9 所示。由數據顯示，雖然仍有匹配錯誤的點但是比率並

不高，所以並不影響判別前景物區域。 

 

表 3.9 檢核匹配正確點的方式 

全部的點 

三維點雲的距離 

前景遮蔽物 建築物牆面 

影像位置 

前景遮蔽物 正確 錯誤 

建築物牆面 錯誤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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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測試例一之匹配檢核 

測試例一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方法四 

前景遮蔽正確% 11.76  11.26  14.71  10.94  

建築物牆面正確% 72.57  74.14  60.33  70.56  

總和正確% 84.33  85.40  75.04  81.50  

 

表 3.11 測試例二之匹配檢核 

測試例二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方法四 

前景遮蔽正確% 1.12  0.51  0.47  0.61  

建築物牆面正確% 76.40  88.59  73.99  89.20  

總和正確% 77.52  89.10  74.46  89.81  

 

表 3.12 測試例三之匹配檢核 

測試例三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方法四 

前景遮蔽正確% 9.32  9.90  4.28  4.35  

建築物牆面正確% 83.45  80.36  90.07  88.04  

總和正確% 92.77  90.26  94.36  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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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實驗總結 

本實驗以三個測試例，分別測試研究中所提出之方法，經由實驗成果，

歸納出下列結論： 

(1) 使用少許積木模型的屋角點作為控制點，加上大量連結點，在方位求

解中可以獲得精度約為像空間 1 個像元的成果(約為物空間的 1 公分)。

亦即，使用大量連結點之計算時，即使控制點分布不良，仍可得到尚佳

的定位精度。 

(2) 在特徵萃取上，可以萃取出大量的點，但為求分佈均勻，故使用局部最

大壓縮，避免特徵點集中在特定明銳地區。 

(3) 影像匹配視窗使用重新取樣及多視窗匹配，可以避免多影像間尺度不同

與於距離不連續處，視窗內所包含不同內容的情形。 

(4) 影像分類可以提供整體性的光譜資訊，相對於傳統灰度值，是值得參考

的資訊。 

(5) 影像匹配時使用兩個門檻值，可以濾除多影像匹配時，位於遮蔽區域的

低相關係數，使整合匹配的成功率提昇。 

(6) 影像匹配後可以得大量的共軛目標，及三維點雲，提供足夠描述物空間

的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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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光譜分類的方法，可以使獨立的像元成為區塊，配合三維點雲的距

離判斷，可自動判斷前景遮蔽區域。 

(8) 影像匹配時，樹木的匹配成功率較低，必要搭配光譜分類區塊，方能移

除其遮蔽區域。 

(9) 利用多張不同角度的影像，作為填補資訊，相較於使用剩餘影像填補可

靠，但位於無資訊的部份，則無法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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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利用高重疊近景影像獲取房屋牆面紋理，因此藉由數位相機的

拍攝獲取多張高重疊近景影像，並使用積木模型取得的控制點，計算外方

位參數，得到物像上的連結。加上特徵萃取以及特徵匹配獲取影像上共軛

點，最後交會出點雲以判斷距離，排除遮蔽區域，獲取最小遮蔽的牆面紋

理影像。從本研究得成果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1) 本研究使用多角度近景影像，進行影像分類與匹配，獲取牆面紋理資訊，

成果顯示，本方法可以移除前景遮蔽的區域，並由其餘影像填補遮蔽區

域。 

(2) 本研究使用少數且分布不佳的控制點，但配合多數連結點的輔助，可以

得到尚佳的外方位精度。 

(3) 在同時具有牆面及前景物的紋理影像中，使用兩種門檻值萃取特徵點並

使用局部最大壓縮，可以得到大量且分布均勻的特徵點。 

(4) 在影像匹配時，使用重新取樣可以解決不同影像的尺度問題，另外多視

窗匹配，則解決距離不連續時的匹配視窗內容不同的問題，有效提升匹

配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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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研究提出將影像分類資訊，加入傳統影像匹配中，可以有效提昇匹配

共軛點的正確度。 

(6) 本研究以距離做為遮蔽判斷依據，並搭配光譜分類區塊，可確實偵測出

遮蔽區域，並使用其餘影像補償，可以獲得最小遮蔽的房屋紋理影像。 

(7) 使用多張影像作為影像填補資訊，相較單張影像的填補，更具可靠度。 

 

由實驗成果得知，透過方位求解以及目標的萃取，利用高重疊近景影像

可以獲取最小遮蔽的房屋牆面紋理，此外，依據研究中所提出的實驗方

法與成果，提出以下建議： 

 

(1) 本研究只使用模型上的少數的控制點，若利用模型的邊線等資訊納入控

制，可望提高外方位參數的精度。 

(2) 影像分類分析可以提供整體性的光譜資訊，相對於傳統灰度值，是值得

參考的資訊，但是當影像受到的光照角度影響，導致分類錯誤，則會影

響匹配結果，因此，若能提昇分類的正確性，則對影像匹配更有幫助。 

(3) 影像匹配時，樹木難以匹配，由於拍攝角度及光照的角度不同，使樹木

呈現不同形狀及不同的灰度值，故匹配困難，因此，可以考慮使用特徵

匹配的方式，針對此部份尋找物空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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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像分類分區塊時，於玻璃的部份，由於光照角度不同呈現不同顏色，

或是由於前景物影響呈現相同色澤，皆會影響分類結果，導致前景物與

建築物無法分離，因此，分類區塊時，除了使用光譜分類外，還需考慮

目標物的形狀或是其餘特徵，使分類更為明確，以幫助遮蔽區域的移除。 

(8) 影像填補時，本研究直接將其影像製作成正射影像，並無考慮影像間的

灰度值差異，故成果顯示填補區塊的色澤明顯不同，針對此部份，可以

考慮拼接時的色彩最佳化，使最終填補成果可以滿足視覺化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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