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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說明 About the Cover 

標準化詮釋資料為空間資訊流通之重要基礎建設，其功用並不僅限於基本條件之搜尋，透過與領域知識

結合，未來將可發展智慧之應用機制，提升資料共享之效益。本圖為透過標準化詮釋資料與變遷分析知識所

發展之遙測影像搜尋平台，可自動依選取遙測影像之特性，基於變遷分析知識而自動形成搜尋條件，搜尋合

適之比較影像，再透過詮釋資料之解讀與比較而避免錯誤之分析。由於知識的介入，可達到減低使用者操作

負擔及提昇操作效益之目標。 

(封面圖片出處：結合詮釋資料與領域知識之地理資料搜尋與應用：以遙測影像應用於變遷偵測為例， 

第十八卷第四期第 235-2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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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 GPS掩星與低軌道繞極衛星之異質平台觀測於

大氣溫溼度反演 

張凱威 1  劉千義 2*  任玄 3  劉振榮 4  林唐煌 5  葉南慶 6 

摘  要 

全球定位系統 GPS 之掩星觀測與低軌道地球繞極衛星之輻射強度觀測，兩者均可用來反演三維大氣

之溫度與溼度分佈，近年來更嘗試將此兩者之異質平台觀測合併使用，其反演成效不僅優於各單一系統

之反演結果，更可以降低反演大氣垂直溫溼度時之不確定性。但目前合併使用時，除了是採取統計回歸

反演法之外，二種觀測之配對(co-location)，亦直接採取投影至地表之經緯度之垂直配對方式。本研究提

出一嶄新的空間幾何配對方式，係考慮掩星觀測於大氣層中，會隨高度而改變的正切點位置，同時低軌

道衛星之觀測，對於某一掃瞄角(scan angle)於不同高度之地面投影點及非柱狀之視場空間涵蓋範圍，予

以斜向配對，更嘗試以物理反演演算法，將二者資料融合對大氣垂直溫溼度反演。實驗結果顯示，二者

融合後的演算法除了仍保有優於單一反演系統之成效外，證實了高品質掩星觀測可以協助降低經輻射強

度觀測而反演的產品誤差，新開發的配對方式，更能提高反演準確度，提高反演產品於後續應用時的可

使用度。 

 

關鍵詞：福衛三號、掩星觀測、高光譜紅外線垂直探測儀 AIRS、三維大氣溫溼度反演 

1. 前言 

掩星(Radio Occultation；RO)觀測為利用全球

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與低地球軌

道(Low Earth Orbit; LEO)衛星為平台的臨邊(limb)

觀測方法。來自GPS的電磁波訊號在大氣傳播時，

會受到大氣成分以及狀態而偏折，導致訊號在大氣

中傳遞的路徑與時間增加。因此低軌道衛星所接收

到的 GPS 訊號中，會包含超額相位(excess phase)

的資訊，可用於估計大氣偏折角(bending angle)與

折射率(refractivity)，進而反演大氣相關參數，如垂

直之溫度、溼度分布。於 1996 年發射的 GPS/MET

任務，首次示範掩星觀測運用於大氣觀測，而近年

來利用掩星技術與低軌道衛星觀測來探測大氣的

方法逐漸普及，運用在氣象與大氣科學上的實例也

逐 日 增 加 。 我 國 的 福 衛 三 號 計 畫

(FORMOSAT-3/COSMIC) (Anthes et al., 2008)，透

過掩星技術觀測全球大氣，每天可提供大約 2000

次的觀測，顯著地提升氣象預報與大氣模式模擬之

準確度(Ao et al., 2012)。 

相較於大多數氣象衛星為輻射強度(radiances)

觀測儀器，掩星觀測擁有較良好的垂直解析度，例

如於平流層頂大約為 200 公尺，因其觀測方式不受

雲及天候之限制，所以可提供全天候觀測

(Melbourne et al., 1994; Kursinski et al., 2000; 

Yunck et al., 2000)。掩星觀測基於這些優點，常可

以用於輻射強度觀測無法適用之應用上。但另一方

面，掩星觀測的水平解析度較低，沿著 GPS 與 LEO

衛星對於大氣層之切線電磁波傳遞方向，投影至地

球表面的距離約介於 100 至 200 公里之間，因此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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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中尺度之天氣現象，則建議需考慮此空間解

析度之影響。 

利用可見光與紅外線之輻射強度觀測對大氣

垂直溫溼度反演，易受限於雲分布的影響；晴空區

域之大氣溫溼度垂直剖面反演，可較雲區準確。因

此對於使用此類輻射強度觀測來反演大氣溫溼度

等各項參數，辨別觀測視場(field-of-view; FOV)是

否有雲的分量，往往是首先最需要進行的工作。近

年 來 的 大 氣 垂 直 探 測 ， 也 透 過 高 光 譜

(hyperspectral-resolution)的觀測資料來進行，以美

國 Aqua 衛星上所酬載的 Atmospheric Infrared 

Sounder (AIRS)為例，具有 / 1200   (為波

長)之高光譜解析度觀測與星下點(nadir)13.5 公里

空間解析度的觀測。使用 AIRS 的輻射強度觀測來

反演大氣垂直溫溼度分佈，於溫度部分之均方根誤

差(root-mean-square error; RMSE)可達每公里厚度

層 1K 以下，相對溼度之 RMSE 可達每 2 公里厚度

層 15%以內的高品質反演成效(Divakarla et al., 

2006)。 

因此，掩星觀測與傳統輻射強度觀測，如能透

過資料融合技術，二者綜整一起使用於大氣垂直溫

溼度探測，可具有截長補短之相輔相成效果，提供

更多天氣及氣候方面的應用。但是掩星觀測所反演

之大氣垂直溫溼度，於中、小尺度之天氣方面的應

用時，常受限於水平分布較疏散，且當越接近邊界

層時，其水平解析度越低。因此近年來有數項研究

提出結合輻射強度與掩星觀測反演大氣剖面之演

算法(Borbas et al., 2008, Ho et al., 2007)，但其相關

研究方法屬於統計反演法，且二種由不同觀測平台

所獲得的觀測資料，其配對(co-location)方式，僅

單純以觀測位置投影至地面之經緯度行之，欠缺探

討兩種觀測之幾何差異。因此本研究嘗試開發結合

此二種異質平台之觀測資料的物理反演演算法，並

考慮二種觀測間之垂直空間幾何配對。本文之第二

部分將介紹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福衛三號 GPS RO

及AIRS資料，第三部分為垂直空間中之配對方式，

第四部分則呈現經由此配對後的二種觀測，針對大

氣垂直溫溼度進行物理反演之成果及討論。 

2. 資料 

福衛三號（FORMOSAT-3/COSMIC）任務係

由六枚低軌道衛星所組成，每顆衛星均有相同之三

種科學酬載，其總重量為 62 公斤，於 2006 年 4

月 15 日發射升空，六枚衛星分佈於距離地面 500

至800公里之軌道上，以72度傾角(inclination angle)

進行全球大氣層與電離層之各項科學觀測。其中負

責掩星觀測的為「全球定位系統掩星接收器(GPS 

Occultation Receiver，簡稱 GOX)」，每天可提供大

約2000次全球觀測，提供的觀測有大氣超額相位、

偏折角剖面、折射率剖面、以及應用這些觀測所反

演之大氣垂直溫溼度剖面(Anthes et al., 2008; Fong 

et al., 2008; Fong et al., 2011; Ao et al., 2012)。本研

究將使用由 GOX 所得之折射率為掩星觀測量，藉

由 Smith and Weintraub (1953) 提出了大氣折射率

( N )與大氣垂直溫度(T )、大氣水氣分壓(
wP )及壓

力( P )間之關係式： 

5

2
77.6 3.73 10 wPP

N
T T

   。                (1) 

另一方面，傳統低軌道之氣象衛星輻射觀測，

我們選用高光譜紅外線垂直探測儀(Atmospheric 

InfraRed Sounder; AIRS)的輻射強度觀測數據。

AIRS 為 NASA Aqua 衛星上之一種科學酬載觀測

儀器，擁有 2378 個頻道，主要於下列紅外線波段：

3.74~4.61μm 、 6.20~8.22 μm 與 8.8~15.4 μm 

(Chahine et al., 2006)。AIRS 觀測的水平解析度於

星下點約為 13.5 公里，且具有頻譜解析度為

/ 1200   之高光譜觀測，已證實其反演之多種

雲物理參數、大氣熱力參數等，不僅可監測即時天

氣現象，亦能透過資料同化方式，對未來天氣進行

預報，也兼具對氣候議題之各項協助(如 Li et al., 

2005a; Li et al., 2005b; Weisz et al., 2007; Liu et al., 

2008; Li et al., 2011; Li et al., 2012)。 

本研究所設計之實驗，將蒐集 2008 年 5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之時間範圍，(19°N,116°E)

至 (27°N,124°E)之空間範圍內福衛三號折射率及

經校正之 AIRS 輻射強度觀測(Level-1B radiances)

資料，並以本文第三部分之配對方式，將二者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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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氣溫濕度反演 

 

使用，對大氣垂直溫溼度進行物理反演。所反演之

產品，將與再分析(reanalysis)資料比較，分析不同

配對方式對於反演準確度的影響。 

使用於驗證配對方法的再分析資料有兩組，分

別是歐洲中長期預報中心之再分析資料(ECMWF 

Interim reanalysis)以及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之全

球再分析資料 (NCEP GFS reanalysis) 。其中

ECMWF Interim reanalysis 提供垂直解析度較高之

37 層等壓面之垂直溫溼度分佈，但其網格點解析

度為 1.5°1.5°，而 NCEP GFS reanalysis 則雖然提

供較低垂直解析度之 21 層等壓面之溫溼度資料，

但有較高 1.0°1.0°之網格點解析度。藉由與二組

分別具有較佳垂直解析度或空間解析度之再分析

場資料，相互比較驗證，提高此結合掩星與輻射強

度觀測之反演產品可信度。 

3. 異質觀測平台資料之配

對方法 

於本研究所設計的實驗時間及空間範圍中，吾

人挑選二個例子來詮釋異質觀測平台資料配對方

式。圖 1 中為 2008 年 6 月 26 日 Aqua 衛星之當地

夜間時間 17:24 UTC 下降軌道(descending pass)與

2008 年 5 月 27 日當地日間時間 05:20 UTC 上升軌

道(ascending pass)之AIRS第770頻道(波數911.235 

cm
-1

)亮溫(brightness temperature)觀測分佈（彩色橢

圓點）。此圖中的黑點，則代表福衛三號掩星觀測

正切點於地面之投影位置。本研究中之配對的方式，

即是要尋找可同時落於同一視場之觀測資料。過去

的研究，是將掩星觀測與某高度之正切點於地面的

投影點，直接與低軌道衛星輻射強度觀測之地表觀

測點直接配對，我們且以垂直配對 (vertical 

co-location)命名之。此種垂直配對，忽略了三度空

間中之幾何的相對位置差異，因此將二種觀測資料

結合使用時，易造成反演大氣參數時的誤差。因此

本研究考慮到低軌道衛星之飛行高度、輻射強度觀

測之掃瞄角(scan angle)，及掩星觀測之正切點高度，

並考慮二者觀測時間差距，予以斜向配對(slant 

path co-location)。圖 2 為過往垂直配對與本研究所

使用之斜向配對示意圖，當使用垂直配對時，可以

合成使用的掩星觀測則僅存於輻射觀測視場之正

上空，如紅線所圈定之柱狀體積範圍，因此掩星的

正切點觀測，並非正確地與低軌道輻射強度觀測之

視場正確地配對。因此當使用斜向配對，亦即圖中

藍線所涵蓋之範圍，可將三維空間中之掩星折射率

正切點觀測位置，準確地與輻射觀測配對。 

    

圖 1 高光譜紅外線垂直探測儀(AIRS) 11µm 亮溫觀測（彩色橢圓），及相對應之福衛三號掩星折射率觀測

正切點投影於地面位置（黑色點）。左側為 AIRS 於 2008 年 6 月 26 日 17:24 UTC（下降軌道)之觀測，

右側則為 2008 年 5 月 27 日 05:00 UTC（上升軌道）之觀測。亮溫單位為[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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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垂直配對與斜向配對之示意圖。圖中之藍色橢圓圈，為輻射強度觀測之視場(field-of-view)所涵蓋範

圍，而掩星觀測之正切點則以黑色菱形點表示之。於 h高度之地面投影點經度及緯度分別為( lat ,

lon )。紅色虛線係代表為傳統垂直配對方式，僅考慮掩星觀測之地面投影是否與輻射強度觀測之地

面視場範圍之平面關係。藍色直線所圈定之掃瞄角範圍，其水平空間涵蓋區域，隨 h改變均不相同，

本研究所使用之斜向配對，係考慮此輻射強度觀測視場範圍以及掩星觀測垂直正切點是否匹配之三

維空間幾何配對 

此斜向配對的之方法，可分為以下三個步驟： 

(i) 由掃瞄角(scan angle)計算斜距長度(slant path 

distance) 

由輻射強度觀測之視場掃瞄角，以及衛星軌道

高度，可以計算出於此掃瞄角之斜距長度如圖 3

所示。假設地球為球面，已知輻射儀之軌道高度為

sath ，其斜距長度( s )可被表示為掃瞄角( )之函數，

其型式為： 

2 2 2( ) cos sins ss r r r     ,             (2) 

其中
s e satr r h  ，

er r h 
，
而

er 為地球半徑，h

則為距離地表之某一高度。若已知瞬間視場

(Instantaneous FOV; IFOV)角度為，其內側之斜距

(
1s )與外側斜距(

2s )分別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2 2 2

1 1 1 1( ) cos sins ss r r r     ,           (3) 

與 

2 2 2

2 2 2 2( ) cos sins ss r r r     ,          (4) 

而方程式(3)與(4)中之 1 與 2 則分別為(α −
𝜃

2
) 

和(α +
𝜃

2
)。 

(ii) 推算任一掃瞄角投影至某 h高度時之視場中

心經緯度 

掃瞄角對於輻射儀位置所展開的弧長，可近似

為此掃瞄角於 h高度所投影之橢圓半長軸 X 的兩

倍。由圖 4 中之平面幾何關係，此弧長( 2X )可以

近似為： 

，  )
sin

(sin)
sin

(sin2 111221 r
r

s

r

s
X 








       (5) 

而另一方面，此橢圓之半短軸Y ，也是此 h高度的

函數。因此，於此 h高度上，其相對於地心之距離

為 r ，因此可推導出 r 與Y 的關係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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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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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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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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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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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因此由低軌道衛星觀測時之視場中心，於任意

高度投影至地表平面的經緯度位置（圖 5），將非

一固定值，會隨著觀測高度而改變。所以吾人需將

此視場中心，在高度為 0（地表）與 h之間所展開

的弧長可表示為 

1 ( ) sin( )
sin ( )

e

s

r

  
 ，                     (7) 

最後，某一視場中心隨高度變化投影至地表之經緯

度可表示為： 

' cos sin 0

' sin cos

lat lat

lon lon

 

 

    
    

      

，           (8) 

其中為衛星飛行運動方向與經線之夾角。若假設

衛星軌道的傾角 i ，當衛星為上升軌道時， i  ，

反之若衛星為下降軌道時， i  。經由以上推導，

任意掃瞄角在距離地面 h高度時，其視場中心投影

於地表之經緯度資訊( lat , lon )，將可由方程式(8)

獲得。 

 

圖 3 衛星觀測之斜距( s )與衛星高度(
sath )高度之

平面幾何關係。其餘圖中所使用之符號，請

參見內文所述 

 

圖 4 衛星觀測之內斜距(
1s )、外斜距(

2s )與衛星高

度(
sath )高度之平面幾何關係。其餘符號，與

圖 3 相同 

 

圖 5 本文研究中之低軌道繞極衛星輻射強度觀測視場於 h高度時，其地面投影位置，與觀測視場地面位

置之位移示意圖。圖中之紅色線段即為此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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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搜尋掃瞄角範圍內之掩星觀測 

假設有一筆掩星觀測，於高度 h之正切點投影

於地面位置為(
clat ,

clon )。此正切點位置與掃瞄角

中心之間的距離，可分成緯向 (zonal)與經向

(meridional)的二個分量： 

{
𝐷𝑧𝑜𝑛𝑎𝑙 = |(𝑟𝑒 + ℎ′)(𝑙𝑜𝑛𝑐 − 𝑙𝑜𝑛′)

2𝜋

360
|

𝐷𝑚𝑒𝑟𝑖𝑑𝑖𝑜𝑛𝑎𝑙 = |(𝑟𝑒 + ℎ′)(𝑙𝑎𝑡𝑐 − 𝑙𝑎𝑡′)
2𝜋

360
|
，     (9) 

由於觀測視場長短軸之方位，不與經緯線平行，

因此必須透過方程式(10)，先行求取於觀測視場之

長短軸上之緯向與經向分量： 

cos sin

sin cos

zonalX

Y meridional

DD

D D

 

 

     
     
    

，    (10) 

其中
XD 是緯向𝐷𝑧𝑜𝑛𝑎𝑙於視場長軸方向上之分量，

而
YD 則為經向

meridionalD 於視場短軸方向上之分

量。最後，當掩星觀測滿足下列之判斷式： 

2 2

2 2
1X YD D

X Y
  ，                          (11) 

即完成斜向配對程序，也就是吾人將掩星觀測與低

軌道衛星之輻射強度觀測，於此 h高度上視為同一

視場內之觀測資料。 

4. 實驗結果及評估 

為了測試不同配對方法對於異質觀測平台資

料合成使用時的影響，本研究選擇使用實際觀測資

料，及利用物理反演演算法，經由反演而得之大氣

垂直溫溼度產品，與再分析資料比較，評估二種配

對方法的差異。因此蒐集時間範圍為 2008 年 5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空間範圍為(19°N,116°E)

至(27°N,124°E)的各式資料，包括福衛三號 GOX

折射率，AIRS 輻射觀測資料，ECMWF Interim 

reanalysis 及 NCEP GFS reanalysis。 

於此時間及空間範圍內的福衛三號掩星觀測

折射率資料，與 AIRS 輻射強度觀測資料，分別進

行垂直配對，以及本文前述的斜向配對，經由配對

成功後的資料，使用大氣垂直溫溼度反演演算法

(Kwon et al., 2012; Liu et al., 2014)進行物理反演，

藉以評估經由不同配對方式於反演大氣熱力狀態

之準確性。經由垂直配對程序，共獲得 277 組配對

資料，另一方面則有 290 組符合斜向配對的條件。

由於現今AIRS的大氣溫溼度剖線物理反演演算法，

其產品於雲區的不確定性較高，因此於本研究中，

我們僅挑選晴空視場進行反演，藉以避免統計分析

之結果有來自於雲的影響，進而簡化為探討不同配

對方式的反演成效。 

由於 AIRS 各單一觀測視場(single FOV)的資

料，並無提供雲覆蓋量(cloud fraction)的資訊，因

此本研究係利用 Liu et al. (2008)的研究方法，使用

相同酬載於 Aqua 衛星之 MODIS 1 公里空間解析

度 Level-2 雲產品（資料代號：MYD35） (Ackerman 

et al., 1998; Frey et al., 2008; Ackerman, et al., 2008)

間接求得。類似研究方法，過往已應用於大氣參數

或雲物理參數反演演算法開發等研究（如：Li et al., 

2004; Li et al., 2005a; Li et al., 2005b; Liu et al., 

2008; Liu et al., 2013; Yao et al., 2013）。據此，吾人

最後篩選取得 19組垂直配對與 17組斜向配對的福

衛三號與 AIRS 晴空視場觀測。 

實驗進行了三組大氣垂直溫溼度反演：(1) 僅

使用 AIRS 輻射強度觀測資料，(2) 使用福衛三號

折射率、AIRS 輻射強度觀測資料與斜向配對方法，

(3) 使用福衛三號折射率、AIRS 輻射強度觀測資

料與垂直配對方法。透過以上三種方式的大氣垂直

溫溼度反演成果，與探空資料之配對後的成果，可

以分析而得均方根誤差(RMSE)，但能成功與探空

資料成功匹配的計算組數非常有限，進而使 RMSE

欠缺代表性，不易評估各組的成效。因此，我們採

取兩組再分析資料，分別為 ECMWF Interim 

reanalysis 與 NCEP GFS reanalysis，當作前述三組

溫溼度反演產品的參考值。反演結果與再分析資料

比 較 後 ， 採 用 均 方 根 差 異 (root-mean-square 

difference; RMSD)來評估各實驗組反演的表現。 

圖 6 與圖 7 為斜向配對後的反演結果（實驗(1)、

實驗(2)）與 ECMWF Interim 與 NCEP GFS 再分析

資料的比較，圖 8 與圖 9 則來自於垂直配對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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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驗結果（實驗(1)、實驗(3)）。比較斜向配對（圖

6）與垂直配對（圖 8）之反演結果與 ECMWF 

Interim 資料之均方根差異 RMSD 後，則可發現斜

向配對得到的反演，於氣壓座標 50 hPa 之上之各

層，其均方根差異會小於經垂直配對的反演。而與

NCEP GFS 再分析場比較後（圖 7 與圖 9），也可得

到類似的結果。ECMWF Interim 再分析場資料具

有較多垂直層數，而 NCEP GFS 再分析場資料則具

有較高之空間網格點解析度，吾人藉由直接比較兩

種方法得到的反演結果，首先可以發現，不論採取

垂直或斜向配對方式，掩星觀測與輻射強度觀測經

資料融合後的反演成果，優於僅使用輻射強度觀測

的結果，特別是於中、高對流層的溫度反演，這與

掩星觀測資料之反演，於此高度上，因其於反演演

算法當中，提供正向反饋有關。於溼度方面，由於

地球大氣層中之水氣大多位於低對流層，掩星觀測

於此部分較不具優勢，除了因為正切點位置越低，

其反演產品所代表之有效空間解析度增加之外，另

外一方面，越低層大氣，其空間方面的變異性

(variation)亦高，於溼度方面特別顯著。所以對於

加入掩星觀測後的溼度反演，其改善幅度不若溫度

反演顯著。 

另外，經由實驗(2)與(3)，吾人亦評估不同配

對方法對於大氣溫溼度反演的表現。由於不同的配

對方式，其配對後的觀測資料會相異，為了避免僅

考慮對於某高度層的影響，我們使用整層大氣的平

均均方根差異( EXPRMSD )，藉以整體評估整層大

氣之系統性表現。我們使用實驗(1)為反演參考基

準( CTLRMSD )，定義改善量( )為： 

EXP CTLRMSD RMSD   ，             (12) 

而改善比例( )，則定義為： 

1 ( )
CTLRMSD

   。                   (13) 

表 1 與表 2 分別為實驗(2)與(3)，與 ECMWF 

Interim 及 NCEP GFS 再分析資料比較之整層大氣

溫溼度反演的平均均方根差異、 及 。由表 1

數據顯示，經由斜向配對的改善效果，不論於溫度

或溼度方面的表現，均優於垂直配對的方法，甚至

經由斜向配對所得到之改善比例 ，斜向配對為

垂直配對的兩倍。此一結果於表 2 中，雖未如表 1

中來的顯著，但不改變使用這二種配對之相對結果。

透過不僅是與歐洲 ECMWF Interim 及美國 NCEP 

GFS 再分析資料場比較的結果，均可確認使用斜向

配對（實驗(2)）是優於垂直配對（實驗(3)）的選

擇，此乃肇因於應用前者配對方法時，有考慮掃瞄

角之水平位移，以及視場空間涵蓋範圍等二個因子，

均會隨配對高度而改變狀況。 

5. 結論與建議 

掩星觀測在每個高度的切線點之位置皆不同，

輻射強度觀測的視場中心位置與涵蓋範圍也隨著

高度及掃瞄角改變。因此若欲找到兩者在空間與時

間上一致的資料組，則必須考慮異質觀測平台間之

空間幾何關係。以 AIRS 輻射觀測最大掃瞄角 49°

為例，其於對流層頂之視場中心，相對於地面視場

中心之位置偏移可達 10 至 20 公里左右。此位移量

級，已接近 AIRS 之 13.5 公里空間解析度，若再考

慮平流層及以上之大氣，此位移偏量更高。因此修

正過去使用之垂直配對方法，改為由本研究提出之

斜向配對方法，對於大氣溫溼度的反演，具有正面

影響。 

此外，本研究之實驗結果，除了顯示不同配對

法於大氣垂直溫溼度反演的影響之外，亦證實了高

品質掩星觀測可以協助降低經輻射強度觀測而反

演的產品誤差，提高反演產品於應用時的可使用

度。 

掩星觀測的優點之一為不受雲的影響，然而經

由紅外線觀測而反演大氣參數的演算法，卻常因此

限制而導致可反演之大氣參數，僅能於晴空視場，

或低光學厚度(thin optical thickness)的有雲視場。

未來可利用此異質觀測平台資料融合技術，由掩星

觀測提供額外資訊，除了可協助輻射觀測於雲區之

反演演算法開發外，亦能改善反演演算法之收斂方

向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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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將掩星觀測與輻射強度觀測合成使用之資料，利用斜

向配對方式所反演之大氣溫溼度剖線，與 ECMWF 

Interim 再分析資料之均方根誤差(RMSE)。左側為溫

度[K]，右側為水氣混和比[g/kg]，紅色曲線為福衛三

號掩星與 AIRS 輻射強度觀測二者合成反演之

RMSE，而藍色曲線代表僅使用強度輻射強度觀測所

反演之 RMSE 

圖 7 同圖 6，亦為使用斜向配對資料之反演成果，但使用

NCEP GFS 再分析場為參考基準 

  

圖 8 同圖 6，但使用垂直配對資料之反演成果 圖 9 同圖 7，但使用垂直配對資料之反演成果 

表 1 使用 ECMWF Interim 再分析資料為參考基準的之大氣溫度、水氣混合比反演 RMSD，各欄位為整層

大氣之平均 RMSD。最後二欄之改善量( )與改善比例( )評估方式，請參見內文所述 

  僅 AIRS COSMIC+AIRS 改善量 ( ) 改善比例 ( ) 

斜向配對 

溫度 [K] 3.1017 2.8937 0.208 6.71% 

水氣混合比 [g/kg] 0.3443 0.3120 0.0323 9.38% 

垂直配對 

溫度 [K] 3.0098 2.9323 0.0775 2.58% 

水氣混合比 [g/kg] 0.2973 0.2807 0.0166 5.58% 



張凱威、劉千義、任玄、劉振榮、林唐煌、葉南慶：結合GPS 掩星與低軌道繞極衛星之異質平台觀測       213 

於大氣溫濕度反演 

 

表 2 同表 1，但以 NCEP GFS 再分析資料為參考基準 

  僅 AIRS COSMIC+AIRS 改善量 ( ) 改善比例 ( ) 

斜向配對 
溫度 [K] 1.8869 1.6633 0.224 11.87% 

水氣混合比 [g/kg] 0.7029 0.6726 0.0303 4.3% 

垂直配對 
溫度 [K] 1.8358 1.7157 0.120 6.54% 

水氣混合比 [g/kg] 0.6992 0.6779 0.021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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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servations from different platforms may be used together to retrieve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moisture vertical soundings, which may provide better accuracy profiles than either system alone from past 

studies. However, those combined retrieval algorithm followed a vertical-based co-location and statistical 

procedure, which lacks accurate 3D observational geometry and physical radiative transfer model iterations.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a co-location method that searches for radio occultation (RO) refractivity whose tangent 

points fall within the field-of-view of the radiances observation, and suggest this method improves the retrieval 

accuracy over co-location without considering observation geometry, in term of co-location using only 

observation latitude and longitude.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confirm the importance of the newly developed slant 

path co-location technique. The experiments also yield that the synergistic use of both RO and direct radiances 

observations has the better retrieval performance than either observation individually through a physical based 

retrieval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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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視角影像滅點偵測與三維建物模型重建 

張桓 1  蔡富安 2* 

摘  要 

本研究藉由單一視角的平面影像中，自動化地偵測三個彼此正交軸向的滅點，並針對平面建物與三

種常見的曲面結構：橢圓柱型、旋轉曲面、自由曲面，進行不同策略性的三維建物重建。整體流程自具

有透視投影的照片或是圖畫中萃取出直線特徵，計算滅點與估算特徵點與其對應之特徵底點的位置。接

著利用滅點幾何計算特徵點三維坐標，並迭代校正以降低誤差，最後重建曲面建物參數。使用之影像來

源包含電腦模擬、視訊擷取、非量測型相機與真實畫作等。建置成果與現地量測等資料進行量化驗証，

同時也針對視角條件進行了誤差分析。 

 

關鍵詞：單視角重建、近景攝影測量、滅點幾何、曲面結構重建、數位房屋模型 

1. 前言及研究目的 

建置三維房屋模型是一個跨領域性的技術，在

相關領域中皆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例如，在三維地

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數碼城市 (Cyber City) 、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AR&VR)、數位建物

典 藏 (Digital Archives) 、 建 築 測 量 (Building 

Surveying)等應用中，三維房屋模型都是不可或缺

的元素。近年來，由於以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為基礎的網路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如

Google Earth ®等蓬勃發展，已慢慢將民眾使用空

間資訊的方法與觀念，由傳統的二維平面地圖提升

為三維立體的空間概念。三維資訊的展示比傳統平

面資料更直觀且能含有更豐富的訊息，故使用三維

的空間資訊呈現為現在發展之趨勢。藉由電腦硬體

設備日益月新的進步、網路的普及與流量的提升，

也加速三維建物模型整合各種空間資訊的應用。 

在現有的各種量測或是房屋重建方法與技術

中，已然能使用遙測及近景測量等資料，有效地建

構三維建物模型，但絕大多數需要昂貴的器材與專

業人士進行儀器的現地量測、操作與資料處理，例

如使用光達、全測儀、量測型相機等。雖然能達到

高精度的成果，但所花費的人力、物力與資料處理

的時間也相當可觀。再者，有些建物因為地形或是

環境條件的關係，無法現地架設儀器量測，或是由

於已遭破壞、拆除，僅有些許有限的圖資，例如照

片或繪圖等，故無法利用上述方式重建其三維模型。

而在傳統的攝影測量中，皆需要多視角的觀測量與

已知的相機內外方位參數，相同地，在電腦視覺主

流的三維景物重建方法也是以立體視覺(Furukawa 

and Ponce, 2010; Geiger et al., 2011)或是利用多影

像的場景幾何預測(Nistér, 2005)，甚至是運用變焦

景深預估(Wöhler et al., 2009)等方式，在重建模型

所需的資料上有諸多的條件與限制。 

本研究採用僅需單一一張含有透視投影與良

好幾何關係的影像，藉由滅點(Vanishing Point)所提

供之相對幾何關係的單視角重建 (Single View 

Reconstruction, SVR)方式，在無需任何相機的內外

方位參數的情況下，進行特徵點的三維資訊估算，

並利用這些特徵點進行三維建物模型的重建與紋

理敷貼之展示。影像來源可由一般數位相機拍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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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掃瞄自平面影像、歷史文件、甚至是具有透視

投影之素描與繪畫等所產生之單視角影像，為一極

低成本且具有能重建非現實存在之建物的有效方

式。相較於先前的研究成果(Chang and Tsai, 2009)，

本研究著重於重建具有曲面結構之牆面或屋頂模

型，針對最常見的橢圓柱型、旋轉曲面(Surface of 

Revolution)、自由曲線等三種樣式，分別設計了相

對應的重建策略，拓展單視點重建技術所能應用的

範圍，並針對視角的變換進行誤差分析，驗證其拍

攝視角所造成的誤差量，可供日後實務應用時精度

要求之參考依據。 

2. 文獻探討 

近景攝影測量與電腦視覺領域皆對單視點重

建技術有所研究，其中最常使用的是以連續性三角

網格所建置成的三維表面模型為輸出格式。Hoiem 

et al. (2005)在以場景為數個彼此正交與垂直的平

面的前提下，將影像進行區域分割，給定各區域面

與面相交的相關性，使其建置於基底平面上形成三

維的場景，故此方法無法適用於非正交於基底平面

的建物結構上。Saxena et al. (2009)將影像先過度分

割成具有同質性的小區塊 (Superpixel)，再利用

Makove Random Field (MRF)給定每個小區塊像素

比鄰間的位置與方向性，以修正前者在切割區塊非

正交於基底平面的問題，亦能增加準確度與真實感；

但由於過度切割時破壞了部分應有的幾何特性且

小區塊參數計算與訓練資料類型高度相關，故在實

際運用上有所限制。Koutsourakis et al. (2009)依照

形狀語法(Shape Grammars)自輸入影像中紋理的特

性建置語意樹，因此能獲得具有規律幾何特性的平

面模型，適用於像辦公大樓或集體住宅等類型的建

物影像。Töppe et al. (2011)設計了使用投影輪廓像

的方式，將物體的輪廓建置出相聯性，再給予指定

的深度產生立體效果。Zhang et al. (2002) and 

Prasad and Fitzgibbon (2006)則針對自由曲面的建

置提出了使用人工判別影像上的拓普特徵，例如曲

面區塊、法向量、輪廓線與斷裂線等，藉由不同迭

代次數的計算形成曲面模型，在良好的給定與迭代

設定下能建置出相當仿真的效果。 

另外一類型的單視角重建方式則是利用透視

投影影像中所隱藏的滅點推估物件相對的三維資

訊。所謂滅點是指真實世界中平行的線段在影像中

因透視投影關係而於遠方所交會的點(Almansa et 

al., 2003)，如圖 1 所示，即為線性投影而產生滅點

的影像。滅點會因視角的不同產生相對應的點數

(1~3個滅點)，故在重建時也會有不同的因應方式。

Horry et al. (1997)將影像中的物件區分為前景與背

景物件，再藉由單一滅點的方式定義出場景的深度

資訊，將背景物件建置為網格式的基底空間，然後

將前景分別以簡單的多邊形重置於場景中，讓使用

者能在該建立之基底空間內瀏覽。 

 

 

(a) 1 個滅點 

 

(b) 2 個滅點 

 

(c) 3 個滅點 

圖 1 線性透視投影產生之影像 

若是在影像中基準面的水平方向能含有兩個

滅點並正確的預估出來，即可利用此兩點組成之滅

線(Vanishing Line)建置場景中的物件模型(Kang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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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1) 或 是 進 行 像 機 的 自 我 校 正

(Grammatikopoulos et al., 2007)。Colombo et al. 

(2005)藉由旋轉曲面投影在側視平面上特有的幾

何對稱性，能有效的在單張未校正之影像中計算出

軸線與外輪廓線，進而重建出旋轉曲面的模型與其

紋理的敷貼。Jiang et al. (2009)則是根據人造建築

物外型常出現的左右對稱與旋轉對稱等特性，採用

半自動求解建物輪廓的方式，開發出一套人機介面

的重建系統，能自單影像中建構高細緻度的三維模

型。而在一般拍攝建物的影像中，由於通常不會特

定保持某一軸向的水平，因此影像上會具有三個彼

此正交的滅點。Hartley and Zisserman (2000)歸納了

此三個彼此正交的滅點所內含的幾何特性與焦距、

像主點和視點傾角有關。因此根據滅點與滅線，能

利用其測量影像中線段、特徵點等拓樸(共平面分

類)與幾何關係(平行、對稱、垂直)，而重建出多面

體模型(Criminisi et al., 2000; van den Heuvel, 1998; 

Wang et al., 2005)。 

現有的研究方法中，多數的單視角重建機制需

要人為假設與參數給定，尚缺乏系統性的整合流程。

而在各種滅點求解的方式中，穩定性方面雖然有很

好的表現，但滅點本身為虛擬的點位，故難以直接

量化其準確度。本文針對此問題延續了前期研究之

成果，建置了一套回饋機制，能藉由特徵點求解的

幾何特性，去除滅點求解時的系統性與隨機誤差，

不僅能提高自動化程度與精度，所建置的模型也具

有規則性。此外，也將滅點的特性結合了三種常見

的曲面結構，求解其幾何參數，有效地自單視角影

像中予以重建。 

3. 研究方法及步驟 

所研發之利用滅點進行三維重建流程圖如圖

2 所示。首先對於輸入影像進行前處理並萃取連續

邊緣特徵，藉由直線特徵偵測區分直線與非直線特

徵，再由這些直線特徵中自動化的進行滅點計算，

並推估特徵點位置。然後利用滅點的幾何關係計算

特徵點三維坐標，再用平等化跟滅點微調步驟進行

微調修正，建置出由數個矩形多邊形組成的平面結

構模型。曲面結構則配合其求解之幾何參數獨立建

置後，合併於平面結構模型上，最後進行紋理貼圖

與細緻化的編修。 

 

圖 2 單視角滅點幾何三維重建流程 

3.1原始影像品質考量與前處理 

輸入之影像需考慮三個重要因素，包含：(1)

低透鏡畸變差與高影像解析度；(2)良好的幾何特

性與透視投影；(3)較少的遮蔽物。透鏡畸變差造

成的原因來自相機鏡頭本身，會使影像產生枕狀或

桶狀變型，由於本研究之圖檔無法進行相機的先驗

校正，故須採用直線特徵的變形曲度與滅點的方式

予 以 修 正 (Devernay and Faugeras, 1995; 

Thormählen et al., 2003)。影像解析度則與能計算的

精度有正相關。良好的幾何特性是指成像時視點的

姿態角(Pitch and Yaw)越接近 45°(圖 3(a))，越能平

均涵蓋整體建物的結構面，並避免其中任一角度接

近 0°，如圖 3(b)~(d)所示，否則將無法取得相對應

的結構面資訊，並於滅點求解時會有幾何交會條件

弱所衍生出的精度問題，詳細的角度誤差影響效應

在本文後續章節有額外的探討。透視投影的問題在

照片並不存在，但當原始影像為畫作時就要審慎考

量，若繪圖者本身沒有透視投影的概念，或是其獨

特的風格與透視投影相違背，則無法利用其幾何關

原始影像

影像前處理

直線特徵偵測

滅點計算 特徵點萃取

特徵點計算

滅點微調檢測

高程平等化

符合

滅點微調

直線特徵

曲面結構重建

是

否

平面結構重建

紋理敷貼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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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求解。一般建物影像(尤其是近景影像)常見的遮

蔽物有樹、汽機車、行人、鄰近建物等等，這些遮

蔽物往往會遮蔽住一些特徵點，例如屋角點、建物

邊緣、屋腳點等，亦有可能導致幾何重建失敗或不

完整。 

影像的前處理部份包含影像增揚、影像強度值

計算、邊緣偵測與形態學影像處理。影像增揚是為

了避免受光源的影響造成特徵線的偵測漏失，另其

亦可強化邊界線之強度，為一選擇性之步驟。影像

強度值計算後可取得影像梯度，以獲得影像中的邊

緣特徵；本研究利用 Canny 最佳邊緣偵測演算法，

考量因素為多量的偵測、準確的定位、及最小響應

等三項要素，取得之邊緣特徵以利後續自動化線特

徵萃取。最後形態學影像處理亦是選擇性之步驟，

主要是提升線段間由於雜訊或遮蔽物所造成的不

連續現象。 

3.2直線特徵偵測 

圖 4 為直線特徵萃取之流程圖，接續前一步驟

所取得之二值化影像(圖 5(a))，可將其轉換至法距-

法角(Normal Distance and Normal Angle)之霍氏空

間(Hough Space)，藉由投票(累計)機制的方式選出

最具直線特徵的峰值(圖 5(b))與其線性參數，並使

用最小二乘法與線段參數回推共線性之線段與其

群組在像空間的位置(圖 5(c))。為達到自動化參數

之給定，並配合求解滅點所需之足夠線段，本研究

提出一套自動化參數更新與尺度金字塔的檢核機

制。當滅點求解時所需之線段過少時會降低累計機

制之門檻值，容許更多的線段加入，確保有合理數

量之線性群組通過滅點。 

(a) (b) (c) (d)  

圖 3 視點姿態角改變對結構面資訊提供示意圖；(a) 姿態角(Pitch and Yaw)接近 45°；(b) 姿態角(Pitch)接

近 0°；(c)姿態角(Yaw)接近 0°；(d)姿態角(Pitch and Yaw) 接近 0° 

 

圖 4 直線特徵偵測流程 

邊緣偵測影像 初始參數

二元影像轉換至法距 -法角空間

記錄每個累加器的投票坐標  

依投票數選擇累加器

共線性檢核

滅點計算  & 特徵點萃取

初始參數 :

1: ρ,θ 值

2: 累加器門檻值

3: 最少點量數

   最大點間距

初始參數 1

情況 a情況 b

選取的累加器進行共線分析

初始參數 2

初始參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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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二值化測試影像         (b) 法距-法角空間之峰值        (c) 直線段在像空間的位置 

圖 5 直線特徵偵測示意圖  

3.3滅點計算與特徵點萃取 

幾何計算所利用的滅點為與物空間坐標系統

三軸平行之線段，經透視投影於像平面後，延伸所

交集出的三個主滅點。首先，將前述步驟得到的線

性特徵方程式進行交會取得滅點的候選點位置。理

論上在物空間彼此平行的線段，在經透視投影於二

維像平面後會聚集在單一交點，但實際解算時，這

些原本應該交會於單一點的延伸線並不會交於一

點，其中任意每兩條就會有一個交點，所以在各軸

向上會得到一個滅點的候選點群。由於點群需要先

做初始分群，故使用 k-means 分群法分割出三個滅

點的候選點群與像平面範圍中的點群。在此使用標

準差當作篩選的門檻值，在候選點群組中迭代運算

去除粗差，並以候選點群的中心定為該方向的初始

滅點，整體流程如圖 6 左側所示。為滿足此初始滅

點求解時的可靠性，滅點的穩定性檢核必須滿足兩

項要件：情況 a，每個點群要有足夠的點數，為滿

足自由度不為零，故至少為三條線三交點(預設為

五條線十交點以得較佳統計品質)，若未達門檻則

更新線特徵萃取門檻；情況 b，當改變法距-法角的

尺度時，有機會造成線分群的結果不同而導致不同

的交點產生，為確保參數給定的合理性與避免過度

分割，在更改法距-法角的尺度後，所得之初始滅

點需與前一參數所得之初始滅點之位置位於同一

標準差區間內。在滿足此二條件後即認定此三個初

始滅點可用於後續計算。但若多次迭代後皆無法滿

足幾何條件，則需以人為方式判別輸入影像是否適

用，並人為給定滅點位置。 

藉由滅點與直線特徵即能檢視透鏡畸變差對

影像的影響量，若變型量(直線參數擬合殘差)過大

則可用這些直線特徵以求解透鏡畸變差模組參數

(Devernay and Faugeras, 1995)，校正後重新計算。

本研究所使用的特徵點，為建物外部輪廓的結構特

徵，像是屋角點、凸出物頂點、結構物交會點等，

或是任何待測物的位置。在預估特徵點像坐標時，

先將線特徵中短線段與小面積的封閉多邊形去除，

配合長線段交點與對應於參考基準面的幾何約制，

能有效的濾除特徵點數量。此處的參考基準面係由

人為選定於像平面上的地面參考原點(作為模型三

維物空間的原點)與滅線所組成之平面，可視為模

型三維物空間的地平面。當選取完特徵點後，其對

應的特徵底點(Base Point)在像坐標的位置亦是需

要求得的數據，這在計算物件相對長度時是必備的

資訊，而這些點通常易於被外物或建物本身遮蔽。 

 

圖 6 滅點計算與特徵點萃取流程 

直線特徵偵測

直線交會

K-means分群

粗差濾除

滅點計算

透視畸變校正

特徵點萃取

特徵底點偵測

幾何過濾

特徵點計算

穩定性檢核

無法滿足幾何條件

不滿足 滿足

情況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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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為一測試例之特徵底點估算示意圖。圖中藍色

實心的點為特徵點，紅色空心點為特徵底點。首先，

先將特徵點藉由滅點投影至一垂直平面，若要投影

至 X-Z 平面則依 Y 方向滅點求解，若要投影至 Y-Z

平面則依 X 方向滅點求解，如圖 7(b)紅色三角形

所示。再藉由 Z 方向之滅點如圖 7(c)所示投影至軸

線上，標記為綠色方塊，依先前投影之 X 或 Y 方

向滅點建立出特徵底點可能坐落之線型範圍如圖

7(d)所示。最後連結特徵點與 Z 方向之滅點所得之

連線和特徵底點之線型範圍相交，即為特徵底點之

最佳預估位置，如圖 7(e)紅色中空圈所示。圖 7(f)

中綠色之線段即為特徵點對應於特徵底點之像平

面距離，此為後續特徵點坐標計算時之關鍵數據。 

3.4特徵點計算 

得到三個主滅點後，將沿物空間 X 與 Y 軸方

向之滅點 Vx 與 Vy 連線稱之為滅線(Lv)，其與前述

定義之原點即能形成一參考基準面。根據圖 8(a)，

底點 B 和 Br 坐落於參考基準面上，頂點 Fr 是自參

考基準面 Br 算起，具已知參考高程 Hr 的特徵點。

另一個頂點 F 是自參考基準面 B 算起，具未知高

程 H 的特徵點，其中 I, F, B, Vz 四點為共線。點 I

的求法如式(1)所示，底點 B 和 Br 的連線與滅線 Lv

交集於點 VI，Fr 與 VI 的連線可視為 Fr 在物空間朝

點 I 方向的水平延伸線，而 F 與 Vz 的連線則是 F

的垂直延伸線，故此兩線交點 I 即代表參考點 Fr

投影至頂點 F 的垂直方向時，坐落於頂點 F 垂直

方向上的位置(圖 8(b))。當定義參考高程 Hr 後，即

可透過式(2)的幾何關係求解未知高程 H。倘若缺

乏參考高程，亦能取得特徵點之相對幾何坐標，參

考高程的給予可由預估的樓層高、影像中已知的物

件尺寸等。 

(a)  (b)  (c)  

(d)  (e)   (f)  

圖 7 特徵底點估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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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8 特徵點計算之幾合示意圖，(a)滅點幾何三維示意圖；(b)特徵點二維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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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高程平等化與滅點迭代校正 

依一般人造建物之特性，部分特徵點原本應當

有相同的高程，例如：屋頂、同樓面之特徵點、窗

框等…。但當使用演算法求得之高程會有些許的計

算誤差，其來源包含初始滅點的位置所造成之系統

性誤差、原始影像既有之透鏡畸變差、特徵點與特

徵底點的像平面定位誤差、計算之隨機誤差等…。

所以利用此步驟使每一群組內的高程平等化，不僅

能降低誤差也能使最後重建的模型合理化。高程平

等化的流程如下: 

1. 依據所得之高程值依大小排序 

2. 定義分類群組之門檻值 

3. 自最小值開始向上比較，若與其差異在門檻值內

則分為同一群組，並將同組的值平均繼續向下一

數據比較 

4. 當比對值大於前一群組的平均值時，則將該值做

為下一群組的初始值 

5. 重複步驟 3, 4 至所有群組皆處理完畢 

如先前所述，計算各方向滅點時，所有直線特

徵通常不會交於一點，因此需透過 3.3 節之方法計

算最具有代表性之滅點位置。但若因此重建成果不

佳，此處可藉由微調滅點的修正量，使得整體均方

根誤差或是特徵點平等化時其每組的標準差為最

小。由於滅線是由 X與Y 方向的滅點連線所取得，

故影響其斜率的最大因素為物空間中 X 與 Y 方向

的滅點在影像上 Y 方向的變化，而滅線的斜率改

變可想像為物空間中地平面的傾斜。此步驟的用意

在找到一個最適合的基準面，因為 Z 方向與該平

面正交，故在影像上水平方向的變化會造成較顯著

的影響。 

特徵點計算、高程平等化與滅點校正三者為迭

代式的計算，直至滅點修正量小於門檻時方才停止

運算，確保系統性與隨機性物差影響量最佳化。圖

9 展示了此迭代步驟，以投影在與參考基準面正交

的二維案例上來說明，其中各線段的上下端點分別

為特徵點與特徵底點，並以顏色區分不同高程之分

類群組。圖 9(a)為初次特徵點計算之結果，由於滅

點的誤差導致滅線歪斜，可見其底點跟兩群組之特

徵點分別求得之高程中，造成原本應等長的高程含

有系統性的歪斜差異，另外，在特徵點跟底點於像

平面萃取時，與其他計算過程的隨機性誤差，亦會

加重各群組間的標準差。圖 9(b)依據高程平等化的

流程進行群組內平等化與標準差之計算，依據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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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向調整滅點的位置重新取得滅線後，可再重新

計算特徵點位，如圖 9(c)所示。在經幾次迭代運算

後即能確保系統性與隨機性誤差最小化。 

(a)  

(b)  

(c)  

圖 9 高程平等化與滅點校正之迭代計算示意圖(a~c 圖) 

3.6曲面結構建置 

曲形線段自前述步驟中會與直線段做分離，故

先須人為介入擬合曲面結構的輪廓線，避免遮蔽與

偵測誤差導致之不連續性，再判別其型態，針對人

造建物中最常見的三種曲面類型(橢圓柱型、旋轉

曲面與自由曲面)進行重建，自由曲面定義為使用

多項式邊緣曲線內插出的曲面結構，旋轉曲面為簡

化之二維曲線在三維中心軸上繞軸線旋轉形成之

旋轉體曲面，橢圓柱結構則再簡化為僅需求得平面

長短軸，其流程如圖 10 所示。將獨立建置之附屬

曲面結構與前述步驟建置之平面結構上，透過共享

點做為連結，即可獲得完整之三維建物模型。 

3.6.1橢圓柱型附屬結構物 

對於橢圓柱型的參數重建，需求得橢圓柱物件

的長短軸線長度與位置。圖 11 為圓柱型建物參數

求解的示意圖，首先，將曲線特徵與直線特徵的交

點定義為共享點(s)，而此兩個共享點的連線即為長

軸長度。長軸中心(c)並非在像平面中兩個共享點的

中點，需考慮透視投影之變形，故需將其視為特徵

點進行計算。再利用滅點與長軸中心的連線可延伸

至前述步驟擬合之曲線求得其交點，該點為橢圓柱

頂點(c’)投影在影像上的位置，故連結長軸中心與

橢圓柱頂點即為短軸長度。藉由長短軸之長度與共

享點的位置，即可將建置出的橢圓柱型附屬結構合

併於平面結構上。 

 

圖 10 曲面結構重建流程 

 

圖 11 橢圓柱型建物參數求解 

3.6.2旋轉曲面附屬結構 

旋轉曲面為二維曲線在三維中心軸上繞軸線

旋轉形成之旋轉體曲面，像是橢(圓)球形、錐形、

穹頂形狀等，故在旋轉曲面結構物的建置需取得旋

轉中心軸與繞軸的二維曲線兩要素。相似於橢圓柱

型建物，將曲線特徵與直線結構的交點定義為共享

點，共享點的中心與垂直方向的滅點所形成之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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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2(a)中紅色線段所示，即為旋轉之中心軸，

共享點連線則為旋轉直徑。二維曲線的取得需採用

結構物的外輪廓線，藉由滅點與共享點進行影像的

透視投影校正，使得結構物的外輪廓線投影在共享

點的平面上時，能得到其剖面的輪廓特徵，擬合出

二維曲線之參數，如圖 12(b)中藍色線段所示，最

終將擬合之二維曲線環繞中心軸即可重建出旋轉

曲面結構。 

3.6.3自由曲面附屬結構 

在自由曲面的重建上需先定義出其邊緣曲線，

再由邊緣曲線內插出曲面結構。圖 13(a)為一模擬

中式屋脊的曲面結構，為求得其邊緣曲線方程式，

需先決定取樣點數量來定義擬合方程的次方數，此

測試例則以單一取樣點舉例說明。首先以特徵點建

置出平面結構，將原始影像投影至平面結構上(此

案例為梯形屋頂面)，依邊緣曲線所在之位置由取

樣點數量等分切出垂直平面，如圖 13(b)所示。紅、

藍、綠三條虛線分別在前視方向(X-Z 平面)與測視

方向(Y-Z 平面)，框定了邊緣曲線所在的位置，由

於此測試例採單一取樣點，故在藍色水平線上中點

處定為取樣位置，投影在此切割平面(紫色點狀線

條包覆處)上的原始影像，其邊緣曲線會與取樣軸

向的垂直線(黑色短線)取得交點，該交點坐標連結

兩側之共享點即可擬合出此段邊緣曲線的二次曲

線。同樣的方法若增加取樣點數即能取得更高次方

數的三維邊緣曲線。在內插曲面時，若曲面本身有

凸凹的形狀，需要曲面上額外之特徵點方能建置。 

4. 成果及討論 

本研究測試案例使用了數種不同資料來源的

影像，包含電腦模擬曲面結構之輸出影像、視訊擷

取畫面、非量測型相機拍攝影像與真實畫作等。其

中兩種單視角影像用來驗證所提出的三種曲面結

構的重建可行性，並將量化之數據與現地測量所得

之資料進行驗証比對。 

4.1電腦模擬曲面結構 

此處針對前述三種曲面結構包含橢圓柱型、旋

轉曲面與中式屋脊的自由曲面，利用 CAD 軟體建

置出的已知尺寸模型所匯出之測試模型影像進行

測試，如圖 14 所示。由於有包含其規則矩形的平

面結構之完整參考資料，即可同時對平面結構與曲

面結構進行量化驗證。 

圖 15(a)為橢圓柱型附屬結構與其平面結構在

法距-法角空間的轉換型態，藉由直線特徵的萃取，

可求得滅點的像坐標，如圖 15(b)所示。圖 15(c)標

註了萃取出之特徵點(藍色實心點)與其對應之特

徵底點(紅色空心圈)。橢圓柱型附屬結構物之平面

結構部分重建之高程誤差詳列於表 1 中，此部份之

RMSE 為 1.32%。表 2 為求解橢圓柱參數長短軸之

精度驗證，在長軸方向的誤差為 2.5%，短軸方向

為 4%。 

(a)   (b)  

圖 12 旋轉曲面參數求解 

中心軸 

輪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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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自由曲面參數求解 

 

圖 14 電腦模擬曲面結構；(a)橢圓柱型、(b)旋轉曲面與(c)中式屋脊的自由曲面 

 

圖 15 橢圓柱型附屬結構物重建 

表 1 橢圓柱型附屬結構物平面結構重建誤差 

特徵點 
參考高程 

(Unit) 

計算高程 

(Unit) 

誤差 

(%) 

a 1 --- --- 

b 1 1.006 0.62% 

c 1 1.006 0.62% 

d 1 1.006 0.62% 

e 2 2.037 1.86% 

f 2 2.037 1.86% 

g 2 2.037 1.86% 

h 2 2.037 1.86% 

表 2 橢圓柱型附屬結構物重建誤差 

橢圓柱參數 
參考長度 

(Unit) 

計算長度 

(Unit) 

誤差 

(%) 

長軸 1 0.975 2.5% 

短軸 0.25 0.24 4% 

 

圖 16(a)標記了旋轉中心軸(紅色直線)與外輪

廓線(藍色曲線)於原始影像上的位置。圖 16(b)則標

註了 4 個長度用以量化驗證此擬合之外輪廓線是

否與參考資料的曲線曲率相似，其差異列於表 3

中。由實驗結果中可見，雖然最大的差異到達 8%，

但在旋繞中心軸後所得之模型在視覺上並不會有

側視方向 前視方向 1/2 position 

1/2 取樣處 

z 

x 

z 

y 

邊緣曲線 

側視方向 

 

前視方向 

 

1/2 取樣處 

(a) (b) (c) 

(a)  (b)  (c)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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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差異。誤差形成之因素為原始影像上的建物

外輪廓線，藉由滅點與共享點轉換至共享點平面的

精度有關，而在該影像上做曲線擬合時又會有一次

的誤差累計。 

在自由曲面的測試例中選用中式屋脊的測試

例是因為此型態之建物在東方建築中相當普遍。圖

17(a)將邊緣曲線以藍色的曲線作為標記；圖 17(b)

分別以弦長 a(紅色虛線)與弦高 b(黑色點線)表示其

曲率，以利量化分析。比較原始模型數據的資料如

表 4 所示，其中在同一組數據分別測試了單一取樣

點與雙取樣點之差異，在此測試例增加取樣點對精

度的提升並無顯著的成效，誤差因素主要還是來自

於滅點的位置所導致的投影變形，故在進行取樣點

交會時會有非唯一解產生。此外，此影像中有一處

之屋簷線被建物本身所自我遮蔽，故在重建時需假

設其為鏡射對稱之形式。由曲線重建過程可歸納出，

當平面結構在建置時所遺留的誤差會確實的傳播

至曲面結構解算上，且曲面結構在對滅點誤差的反

應上要比平面結構顯著。 

4.2視訊影像重建 

圖 18 所示為擷取自視訊(Digital Video, DV)資

料中的一個畫面，以及建物重建時所使用的特徵點。

本測試例之重建成果與地面調查(圖19中藍色斜體

字體)為主，無法量測處以航照立體對(圖 19 中紅

色底線字體)為輔之參考資料互相比對，誤差在

X-Y 平面上可達公分等級(見圖 19)，Z 方向平均誤

差僅 2.07%(見表 5)。其中 X-Y 平面上有一線段誤

差將近一米之原因應當是與校園模型所取之特徵

點與結構線不同所致。由本測試例成果可見此演算

法亦適用於近景拍攝之影像，圖 20 則為重建後之

模型。 

(a)    (b)   

表 3 旋轉曲面附屬結構物重建誤差 

曲面

參數 

參考長度 

(Unit) 

計算長度 

(Unit) 

誤差 

(%) 

a 1 1.013 1.30% 

b 1 0.989 -1.10% 

c 0.125 0.135 8.00% 

d 0.125 0.129 3.20% 
 

(a)  (b)  

圖 17 中式屋脊曲面附屬結構物重建 

表 4 中式屋脊曲面附屬結構物重建誤差 

取樣

點數 

曲線

參數 

參考長度 

(Unit) 

計算長度 

(Unit) 

誤差 

(%) 

1 
a 0.750 0.745 0.67 

b 0.12 0.115 4.17 

2 
a 0.750 0.745 0.67 

b 0.12 0.116 3.33 

 
圖 18 視訊影像與特徵點示意圖 

 

圖 19 視訊影像 X-Y 平面上與參考資料之差異 

 

8.72 18.25 
4.32 

5.675 

0.65 

1.5 

9.068 

15.1 

圖 16 旋轉曲面附屬結構物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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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視訊影像與高程參考資料之差異 

特徵點 
計算值 

(m) 

參考值 

(m) 

誤差率 

(%) 

a 18.98 19.4 -1.49% 

b 18.98 19.4 -1.49% 

c 5.27 5.35 -1.50% 

d --- 17.4 --- 

e 17.14 17.4 -1.49% 

f 19.92 20.5 -2.83% 

g 19.92 20.5 -2.83% 

 

(a)原拍攝 DV 之位置 

 

(b)重建模型正視圖 

圖 20 視訊影像重建後之模型(a~b 圖) 

4.3非量測型相機拍攝影像 

圖 21(a)為使用非量測型相機拍攝自至高點之

影像，影像解析度為 1,300 x 1,300 像素，驗證用之

參考資料來源為使用航照立體對人工數化之高精

度模型與地面光達的測站資料。此建物主體的前方

有一個橢圓柱型的附屬結構物，該橢圓柱型附屬結

構物上方又有一個圓頂形的附屬結構(旋轉曲面)，

故選作為測試例；圖 21(b)為迭代計算後滅點之位

置。依本研究的演算法計算所得之矩形平面結構與

參考資料差異在高程方向低於 2%，水平方向之誤

差則顯示於圖 22(a)，其中黑體字為演算法求得之

數據，藍色斜體字樣為參考資料，參考高程 38 m

為人為給定樓高(不包含女兒牆)。橢圓柱型附屬結

構物的驗證如表 6 所示，長軸方向的誤差為 0.23%，

短軸方向為 4.89%。長軸位於矩形平面結構上有較

好的精度，短軸則由多次投影求解而得，再次凸顯

曲面結構擴大反應了誤差的現象。 

圓頂形的附屬結構由於沒有參考資料，僅能以

視覺化的方式檢視其合理性，結合平面結構、橢圓

柱型附屬結構物與圓頂形附屬結構之模型展示於

圖 22(b)中。根據敷貼之牆面紋理，諸多如窗框、

附屬凸出物或凹陷處、出入口等…皆能由影像上標

定。這些細節模型於平面(牆面)上的深度資訊可藉

由滅點推估或直接以經驗值與樣板給定(Lee and 

Tsai, 2011)，將原本的模型加以建置出細緻化的特

徵物件，本測試例的細緻化結果如圖 23 所示。 

 

(a)原始影像 

 

(b)滅點位置 

圖 21 非量測型相機拍攝影像測試例(a~b 圖) 

表 6 非量測型相機拍攝影像橢圓柱型附屬結構物

重建誤差 

橢圓柱

參數 

參考長度 

(m) 

計算長度 

(m) 

誤差 

(%) 

長軸 38.81 38.72 0.23% 

短軸 20.75 21.77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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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22 非量測型相機拍攝影像測試例水平驗證與重建模型 (a)水平誤差 (b)重建模型 

 

(a)   (b)  

圖 23 非量測型相機拍攝影像測試例細部編修 (a)高精緻度模型 (b)原始影像紋理敷貼 

4.4真實建物畫作 

重建真實畫作中的建物，因為無可比對之對應

數據，故成果的展現則相較較主觀；此處以兩幅畫

作進行測試。 

4.4.1穀倉(Barns) 

圖 24 所示是第一幅畫作之滅點計算及模型重

建成果。此畫作是由約翰恩斯廷(John Ernsting)於

2004年所繪製，繪製的材料為丙烯繪製於帆布上，

大小為 24 inch x 18 inch。畫作中的建物是一個結

構簡單的穀倉，且作者具有透視投影的概念，故適

合使用所開發的演算法，重建模型的紋理貼圖由畫

作本身萃取，使得模型更有真實性。 

4.4.2 牧師房子 (The Vicarage at 

Nuenen) 

圖 25 所示是一幅十九世紀畫作之滅點計算及

模型重建成果。此畫作是由梵谷(Vincent van Gogh)

於 1885 年所繪製，繪製的材料為油畫繪製於帆布

上，大小為 43 cm x 33 cm。此畫作為映像派作家

梵谷早期的作品，畫風較寫實且具有透視投影的概

念，重建模型的紋理貼圖亦是由畫作本身萃取。重

建之模型所給定的參考高程為煙囪頂至屋腳點的

高度(8 m)，其中一個特徵點標記為門前一位人像

的身高，計算後得到其特徵點高程為 1.77 m，故推

論此測試結果具有相當的可靠性，另外在景深部分

有較明顯的比例異常現象，閱覽梵谷其他的相關作

品也有此特性，故推論為其個人風格所致。 

4.5拍攝角度驗證 

如 3.1 節所述，拍攝視角是單視角求解在先天

上的限制；當拍攝視角越接近單一方向時，雖然該

方向的資訊細節更能明顯取得，但也相對地壓縮到

其它方向的物件資訊。在多視角解算時尚能以其他

視角的觀測量予以補強，但單視角在缺乏資源的情

況下，重建則需給予鏡射、重複規律等幾何假設。

為考量拍攝視角對精度的影響量，本研究使用中式

屋脊的曲面附屬結構物模型，在固定傾角的情況下，

改變數個方位角如圖 26 所示，取得其平面結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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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值與曲面結構弦高比(弦高/弦長)的誤差量。除此

之外，亦添加等量的滅點縱向平移誤差(2%影像高

度)，觀測在不同視角的情況下，其系統性誤差影

響精度的改變量。 

相較圖 27 與圖 28，當觀測視角越趨近於目標

物單一面時(Yaw 角越接近 0˚)，無論是否有系統誤

差介入，其計算誤差會明顯攀升，當角度過小則會

造成滅點計算時發散而無法求解。比較平面結構與

曲面結構，曲面結構明顯的反應出視角變小時計算

誤差的提升。此測試亦強化了在建物對角方向拍攝

時，能取得最佳幾何條件的理論依據。 

 

圖 24 真實畫作(Barns)滅點計算與重建的模型 (a)原始畫作(1516 pixel x 1111 pixel) (b)滅點計算結果 (c)重

建後之建物模型 

     

圖 25 真實畫作(The Vicarage at Nuenen)滅點檢測與重建的模型 (a)原始畫作(600 pixel x 500 pixel) (b)滅點

計算成果 (c)重建後之建物模型 

 

圖 26 拍攝角度驗證所用之測試影像；依序為 0°、7.1°、20°、26.6°、36.9°與 45° 

 

VPy  ( -459 , 843) 

VPx  ( 3010, 759) 

VPz ( 429, -13036 ) 

(a) (b) (c) 

VPy  ( -331 , 223) 

 

VPx  ( 395, 173) 

VPz  ( 261, -4038 ) 

(a) (b) (c) 

圖 27 平面模型參數拍攝角度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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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曲面模型參數拍攝角度驗證 

5. 結論 

本研究延續先前研究的基礎，自單張單視角，

具有透視投影與良好幾何條件的影像，利用滅點透

過幾何關係，在無需任何相機的內外方位參數的條

件下，進行特徵點的三維資訊萃取與計算，並利用

這些特徵點進行一般常見的平面結構與曲面結構

建物，例如橢圓柱型、旋轉曲面與自由曲面的重建

與紋理敷貼之展示，可更進一步藉由紋理細化模型。

本研究同時也驗證了不同資料來源、觀測視角、誤

差累進量等情境的重建精度。 

此單影像重建技術是目前現有萃取三維資訊

的方法中最經濟的方法之一，本研究的成果證實，

此方法適用於視訊影像、非量測型相機拍攝影像、

甚至是具有透視投影概念之繪畫。在準確度方面，

幾個實作案例皆顯示平面結構建物模型誤差能小

於 3%，給予參考高程後誤差亦控制在公分等級；

而曲面結構則需依平面結構建物模型精度與觀測

視角而定，參數最大誤差量也在 10%以下，但其在

視覺上的反應皆能近似於原貌。重建後的建物模型

在選用紋理資料庫或是利用擷取自原始影像校正

後之紋理進行敷貼，能充分展現其仿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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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ishing Points Detection and 3D Building Models Reconstruction 

from a Single Perspective View Imagery 

Huan Chang 
1
  Fuan Tsai

 2* 

ABSTRACT 

This research develops effective algorithms for three mutually orthogonal vanishing points calculation and 

3D building models reconstruction from a single perspective view image. In addition, three types of non-planar 

structures including elliptic cylinder shapes, surfaces of revolution and free-form surface are generated with the 

developed methods. The proposed scheme begins with line segments detection and filtering from photographs or 

paintings with fine perspective geometry. Vanishing points, feature point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base point 

were then calculated and minimized random and system errors after iterative fine-tuning algorithms. 3D 

coordinates of feature points were computed based on vanishing points using single-view metrology. For curved 

segments, they are extracted separately for particular reconstruction methods. Finally, regular and curved models 

are then merged based on their shared feature points.  

The output imagery of a computer-simulated model, video frame cut, consumer camera and real paintings 

are used in this study to tes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eveloped algorithms. Quantitative evaluations of the results 

compared with ground-based surveying and visualized comparison with raw image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ed 

algorithms can successfully extract 3D in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 3D models of specific non-planar structures. 

The accuracy of the proposed methods is related to the viewing angles due to the vanishing point geometry. A 

validation of viewing angle tolerance is also provided by given random error during vanishing point calculation.  

 

Keywords: Single View Reconstruction, Close-Range Photogrammetry, Vanishing Points Geometry, Curve 

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Digital Build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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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詮釋資料與領域知識之地理資料搜尋與應用： 

以遙測影像應用於變遷偵測為例 

洪榮宏 1  葉耀鮮 2* 

摘  要 

空間資料之多元化與快速成長為空間資訊技術發展之趨勢，詮釋資料(Metadata)在這樣的空間資料基

礎建設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由於詮釋資料欠缺因應後續應用需求而預先建立配套之機制，詮釋資料通

常僅被視為一般資料流通之溝通媒介，並無法有效彰顯應用上之效益。本研究結合「標準化詮釋資料」

及「變遷分析應用知識」，提出一套創新之詮釋資料導向變遷分析機制，藉由結合詮釋資料內容與系統之

應用知識，發展搜尋條件自動產生與變遷分析介面預警機制。除有效提升變遷偵測作業在資料搜尋上之

效率，更確保所搜尋之資料可正確比較，避免錯誤之決策。除此之外，研究成果也可提供影像詮釋資料

因應領域需求而擴展之建議策略，便利於以標準化之方式擴展資料之應用層面。 

 

關鍵詞：詮釋資料、變遷偵測、資料共享 

1. 前言 

人類對於地球資源的過度開發造成自然生態

的急驟變化，使得我們的生活環境更為脆弱。環境

變遷所造成的災害往往產生無法彌補的人力及財

物損失，因此如何透過變遷分析(Change Detection)

之手段，有效監控環境之變化，以促進人類與自然

環境之永續發展，已成為致力研究之課題。在全球

意識高漲及空間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下，透過跨國及

跨領域共享機制的建立，各領域研究人員將可在協

同合作之運作模式下，對全球環境變化進行更有效

之監控。在共享機制逐漸成熟、空間資源大量累積、

資源更易取得的環境下，分析者固然可善用科技帶

來之便利，另一方面卻也勢必面對如何從「多元」

與「巨量」資料的共享環境中找尋合適分析資料之

挑戰。 

詮釋資料為用以描述現有資源之檔案，除資料

管理者可依據其內容發展索引或搜尋等機制外，不

論未來資料之使用者為何，詮釋資料亦可協助使用

者對空間資源建立正確的認知，並決定其適用度

（fitness for use）。為避免各領域、甚至各國所發展

之詮釋資料內容各行其是，國際標準組織

ISO/TC211 發 展 地 理 詮 釋 資 料 標 準 ─

ISO19115(ISO, 2003)與 ISO19115-2(ISO, 2009)，針

對空間資料之各類特性，規劃一套完整且標準化的

描述架構，提供為各國及各領域發展詮釋資料標準

之共同參考，除降低不同領域間詮釋資料解讀時之

異質性問題，也期許可提升空間資源之流通性。近

年來以詮釋資料為基礎而所發展之空間資源單一

入口網站(Geoportal)日益成熟，各國多建立其國家

級空間資訊入口平台，以流通其國內之空間資源，

典型之案包括如美國之 Data.gov(Data.gov, 2013)、

歐盟之 INSPIRE Geoportal(INSPIRE, 2012)以及我

國之 TGOS(TGOS, 2012)平台；在領域單位方面，

亦有例如美國太空總署及美國國家海洋與大氣組

織所發展之資料倉儲平台(NASA, 2013; NOAA, 

2013)，滿足領域相關人員資料搜尋與共享之需求。

然而綜觀目前空間資料搜尋機制之發展，多僅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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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透過主題關鍵字、空間以及時間約制條件進行查

詢，面對巨量資料的時代，使用者欲透過如此有限

的搜尋方式找到合適的資料宛如大海撈針。以變遷

分析之應用需求而言，分析者對於資料品質之了解

與掌握程度對其分析成果有絕對之影響。因此，使

用者在搜尋資料的同時，必然期待能完整掌握資料

品質之內容，以評估該資料是否滿足其分析成果之

精度要求。 

空間資料之選用與否取決於使用者對其詮釋

資料之解讀結果。目前詮釋資料之建置多由資料生

產者及提供者據實評估後，依資料之實際狀態填寫。

由於訓練不同，這種以建置者主導的建置程序往往

無法因應地理資料於不同領域之應用需求。對特定

領域或任務之使用者而言，其描述內容很可能不足

以提供完整之認知。本研究因此提出一個基於領域

應用需求考量而預先規劃配套詮釋資料描述架構

之策略，對資料供應端而言，預先規劃之詮釋資料

描述架構可針對資料後續應用需求，提供更完善的

資料描述內容；對應用端而言，配套處理機制亦可

因應此架構而建立，讓資料在搜尋與應用分析上更

具成效，改善過往詮釋資料應用效益不彰之現象，

並且建立應用端回饋詮釋資料描述需求的管道。 

本研究結合「標準化詮釋資料」與「變遷分析

知識」，提出一套創新之詮釋資料導向變遷偵測運

作機制。針對變遷分析之「資料搜尋」部分，發展

機制可自動化產生基於變遷任務需求之資料搜尋

條件，提升變遷資料搜尋上之精準度與效率。而在

「變遷分析」階段，藉由引入變遷分析中所必要評

估之資訊，並依據變遷分析任務之需求，設計資料

風險評估之機制與品質感知之分析環境，提示分析

者所採用資料可能帶有之風險，進而提升變遷偵測

在決策分析上之正確性。 

2. 詮釋資料與變遷偵測對

應分析 

2.1變遷分析 

變遷分析之基本定義為比較所選的指標（例如

位置）在不同時期之變化程度或情形。分析者必須

對不同階段應用之資料建立完整之認知，以確保分

析成果確實因變遷而產生。資料供應端也須確保變

遷分析過程所需的資訊均能無誤地提供。隨著遙感

探測科技的發展，近年來遙測影像已成為變遷分析

課題廣泛使用之資料來源。應用遙測影像於判釋地

物幾何位置上變遷時，必須考量之基本需求可具體

歸納為以下四類： 

1. 時間資訊：變遷偵測必然涉及不同時期資料之

分析，所分析資料之時間狀態必須可被正確解

讀，並判斷是否滿足分析者之時間設定需求。 

2. 空間資訊：分析引用資料之涵蓋範圍是否有效

涵蓋分析者所設定之研究區域。 

3. 規格資訊：規格資訊為用以輔助分析者評估該

資料是否適用於其所設定之分析需求以及資料

規格之差異是否影響分析成果之判釋。以遙測

影像資料而言，其規格至少包括如空間、光譜

與輻射三類解析度、拍攝時環境條件情況、載

具平台及網格資料所經過之糾正處理等資訊，

分析者須於分析前掌握所需資訊，必要時得進

行資料前處理以確保分析能正確執行。 

4. 資料品質：品質描述可分為量化品質與非量化

品質，分別表示資料成果精度之良莠與資料所

經之生產歷程。資料品質為驗證變遷分析成果

是否顯著或僅為量測誤差之重要參考指標。 

2.2詮釋資料需求分析 

基於前述之變遷分析需求，為使分析者能於搜

尋階段快速找到合適之候選資料，並確實掌握資料

之特性，以進行選擇與分析，變遷偵測任務中所需

之各類資訊必須以標準化的方式建立其描述。國際

標準組織 (ISO)針對空間資料之特性，制定

ISO19115 詮釋資料標準，規劃資料之識別性、規

格、品質等共 12 類之地理資料描述架構，而

ISO19115-2為針對 ISO19115對網格式資源描述之

不足所制定之補充。本節基於上述四類需求，探討

必須考量之條件，並討論 ISO19115與 ISO19115-2

可供使用之詮釋資料項目，以確保可以符合國際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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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資料標準之架構記錄所需之內容。 

 時間資訊 

資料之時間資訊通常為表示資料蒐集或現象維

持不變之時間，例如遙測影像之資料時間為表示影

像拍攝時之瞬刻。隨目前之遙測技術發展，遙測影

像之資料時間已可自動記錄，但對於歷史影像而言，

仍可能存在時間解析度不同之差異，如其時間可能

僅記錄為 1999年或 1999年六月，由於不宜推論現

實世界之現象在此段時間內維持不變，因此必須特

別處理。時間資訊可記錄於 ISO 詮釋資料標準識

別資訊類別中之 extent項目，但目前 ISO詮釋資料

標準中並未包括時間解析度之項目，本研究將依循

ISO 詮 釋 資 料 標 準 之 擴 充 規 則 ， 自 訂

temporalresolution 項目，以表示資料之時間解析

度。 

 空間資訊 

空間資訊為地理資料實際涵蓋之範圍，可透過

識別資訊之 extent項目記錄，其範圍統一以經緯度

坐標記錄。為能精確描述資料範圍，本研究建議以

EX_BoundingPolygon項目記錄。 

 規格資訊 

一般而言，以遙測影像進行變遷偵測之任務多

為選擇相同系列或相似規格之遙測影像，主要考量

以下之條件： 

1. 坐標參考系統：所搜尋之遙測影像可能為依

據不同之坐標參考系統而生產，變遷分析前

須將不同坐標系統之資料轉換至相同坐標系

統，才可進行分析比較。ISO 詮釋資料目前

以RS_ReferenceSystem類別記錄資料之坐標

參考系統，並採用 EPSG 坐標參考系統代碼

表示。 

2. 解析度：遙測影像之解析度表示與感測器所

能偵測最小差異變化之能力有關。以變遷分

析應用需求而言，空間、光譜與輻射解析度

為必須考量之項目。 

空間解析度為感測元件所能偵測地面最小距

離之能力，較理想之作法為選擇相同等級解

析度之分析資料；若遙測影像各波段之空間

解析度相同，則可以識別資訊套件內之

spatialRepresentation 項目記錄，若各波段之

空間解析度不同，則透過MI_Band套件內之

nominalSpatialResolution項目記錄。 

光譜解析度為感測器可偵測之光譜範圍，依

據分析者目的與分析方式對光譜解析度之需

求可能有所不同；光譜解析度可以MD_Band

套件記錄各波段之範圍。 

輻射解析度：輻射解析度為感測輻射量之能

力，若變遷分析涉及輻射量計算時，資料應

轉換為相同輻射解析度。MD_Band套件內之

bitPerValue 項目可用以記錄輻射解析度之位

元值。 

3. 攝影時環境條件：取得之遙測影像可能於不

同環境下拍攝，如光線，雲遮蔽，大氣環境

等，分析者應能掌握拍攝時之環境條件，以

降低環境條件差異對分析結果之影響。

ISO19115 標準針對影像拍攝條件規劃

MD_ImageDescription套件，以描述影像拍攝

時之大氣、光線及於遮蔽率等訊息，另

ISO19115-2 則規劃 MI_EnvironmentalRecord

類別以描述大氣溫度與溼度等資訊。 

4. 影像載具平台：由相同衛星載具所生產之系

列影像具高度共同特性，在實務作業上也多

以遙測影像之載具平台作為規格識別之依據，

因此可用以作為資料搜尋時過濾之條件。

ISO19115-2 規劃 MI_PlatformInformation 以

描述影像載具平台資訊。 

 品質資訊 

在實務分析上，正射影像或經改正之遙測影像

為較佳之分析資料，改正後之成果精度亦須提供分

析者參考，以確保分析結果之正確性。應用遙測影

像於變遷分析所考量之品質條件包含： 

1. 絕對位置精度：絕對位置精度為影像經空間

對位後於幾何位置上之誤差，可記錄於

DQ_AbsoluteExternalPositionalAccuracy 品質

子元素中，為使後續搜尋機制可自動形成過

濾之條件，建議以單位權標準差表示其絕對

位置精度。 

2. 網格位置精度：網格位置精度表示經糾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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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格 之 變 異 程 度 ， 可 記 錄 於

DQ_GriddedDataPositionalAccuracy類別中。 

3. 影像改正資訊(處理歷程)：遙測影像之改正主

要可分為幾何與輻射兩類，上述兩類品質項

目雖已表示影像幾何品質之量化指標，但瞭

解影像所經之整體改正程序有助於分析者建

立影像完整之認知。影像之處理歷程可記錄

於 LI_Lineage套件中，並建議可依處理步驟

個別填寫於 LI_ProcessStep類別。 

4. 正射糾正：影像是否經正射糾正為選取遙測

影像時一項關鍵參考指標，若各影像可標註

其是否經正射糾正處理，則可達到搜尋時快

速過濾之效益。目前 ISO標準中並未包括記

錄影像是否正射化之項目，本研究依其擴充

方式自訂 isortho項目，透過布林值標示影像

經正射糾正與否。 

以上四類變遷偵測需求條件之各子項目與其

對應之詮釋資料項目歸納如表 1所示。分析結果顯

示變遷偵測所需之各條件皆可由目前詮釋資料標

準之項目或自訂擴充項目(綠底欄位)而描述。本表

之分析結果可回饋各影像資料供應機關為建置與

供應詮釋資料之參考，當遙測影像之主要應用皆可

經過類似機制分析並擴充其詮釋資料項目後，其內

容將更趨完整，也可提昇後續應用之效益。 

3. 系統架構設計 

3.1系統整體運作機制 

當供應之遙測資料均能依循前節所規劃之項

目建立其標準化詮釋資料，對應之變遷資料搜尋機

制與品質感知分析介面即可因應發展，本研究之系

統架構圖如圖 1所示。本研究系統發展之基本假設

為分析者已依其任務需求而選擇單一參考影像，並

取得其標準化詮釋資料。系統整體架構可分為資料

搜尋與變遷分析兩部份，分析者將參考影像之詮釋

資料上傳至系統後，搜尋機制將自動取出詮釋資料

內之對應項目，根據預設之變遷分析知識形成篩選

條件，並於影像資料庫中進行搜尋。而當使用者選

定候選資料後，系統即將參考影像與所選定之候選

影像引入輔助變遷分析介面，詮釋資料所記錄之內

容可進一步引入分析介面，協助分析者進行分析決

策。 

表 1 以遙測影像進行變遷偵測之需求項目與標準化詮釋資料項目之對應 

需求條件 ISO詮釋資料標準內對應之項目 

時間資訊 
拍攝時間 MD_DataIdentification.extent(EX_temporalExtent.extent) 

時間解析度 temporaResolution(extended element) 

空間範圍資訊 MD_DataIdentification.extent(EX_BoundingPolygon.polygon) 

規格資訊 

坐標參考系統 MD_ReferenceSystem.referenceSystemIdentifier 

解析度 

空間解析度 
MD_DataIdentification.spatialResolution 

MI_Band.nominalSpatialRepresentation 

光譜解析度 MD_Band(maxValue, minValue, unit) 

輻射解析度 MD_Band.bitsPerValue 

攝影時環

境條件 

拍攝環境參數 

MD_ImageDescription(illuminationElevationAngle, 

illuminationAzimuthAngle) 

MI_EnvironmentalRecord(averageAirTemperature, 

maxRelativeHumidity, maxAltitude) 

雲遮蔽率 MD_ImageDescription.cloudCoverPercentage 

影像載具平台 MI_PlatformInformation 

品質資訊 

絕對位置精度 DQ_AbsoluteExternalPositionalAccuracy 

網格位置精度 DQ_GriddedDataPositionalAccuracy 

影像改正及處理歷程 LI_Lineage 

是否經正射糾正 isorthoiamge(extended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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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系統架構 

3.2搜尋機制設計 

搜尋機制可依前述分析之時間、空間、規格與

品質四類不同需求而設計，在表 1歸納之所有項目

中，本研究依該項目是否滿足資料搜尋階段之需求

而區分為搜尋型項目與參考型項目兩類情形。搜尋

型項目包括如時間、空間與量化品質等，可依據系

統內建之知識，結合分析者參考影像之狀態而自動

形成搜尋條件；參考型項目則包括如影像處理歷程

等描述型項目，僅用於分析階段之參考。本研究所

設計之搜尋型項目包含： 

1. 拍攝時間：資料之搜尋時間範圍需透過分析者

設定之時間條件與參考影像之時間而形成，本

研究以時間位相關係(Before、After、Within)設

計三類時間需求設定方式。圖 3 顯示本研究時

間搜尋設定機制之運作概念，紅色項目顯示三

類設定方式須由分析者輸入之參數，綠色段即

為所形成之可搜尋時間範圍，當資料之時間落

於綠色段內，即視為滿足分析者之時間搜尋需

求。除分析者設定可搜尋之時間範圍外，變遷

分析任務上亦可納入季節性考量或時間序列影

像之需求，如分析者欲在其可搜尋之時間範圍

內進一步過濾出每年四到六月拍攝之影像。圖

2 顯示特定時間區段及時間序列過濾機制，分

析者可在前述設定之可搜尋時間範圍內額外指

定特定時間區段與搜尋成果之時間序列呈現方

式。 

 

圖 2 時間序列搜尋示意圖 

 

圖 3 規劃之時間搜尋方式 

2. 空間範圍：因變遷偵測所應用之資料必須包含

分析者感興趣區域(本研究以分析者參考影像

之空間範圍作為依據)，本研究分析適用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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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相關係(重疊、包含於、相等)進行空間篩選；

依不同位相關係所能過濾之能力，可再區分不

同之優先採用等級，如包含於與相等兩位相關

係可確保搜尋之資料包含參考影像空間範圍，

為預設優先採用之搜尋方式；但若無法搜尋滿

足之資料可再採用重疊之位向，以搜尋可能符

合之資料。 

3. 坐標參考系統：當變遷偵測指標為地物幾何位

置之改變時，相同之坐標參考系統可降低坐標

轉換時可能產生之誤差。 

4. 空間解析度：本研究依據衛星影像公司(Satellite 

Imaging Corporation, 2013)針對衛星影像解析

度之分類(0.6 m to 4 m、4 m to 30 m、30 m 以

上)，設定解析度之搜尋機制為找尋與參考影像

解析度同等級或更高等級之影像。 

5. 雲遮蔽率：根據 Jensen (1996)與 Khorram et al. 

(1999)之研究，雲遮蔽率低於 20%為一般可接

受之門檻值。 

6. 影像載具平台：為降低影像規格造成之差異，

原則上應優先搜尋與參考影像相同影像載具平

台之影像。 

7. 絕對位置精度：不同時期資料之絕對位置精度

應於分析前通過精度一致性檢驗，確保兩者為

相同等級之位置精度。本研究採用 F測試方法

檢驗兩者是否為相同精度等級。本項目之搜尋

機制可依據分析者所欲達成之信心水平，藉由

參考影像之絕對位置精度，形成搜尋條件。 

8. 網格位置精度：依據 Khorram et al. (1999)之研

究，網格位置精度建議低於 0.5 pixel。 

9. 影像是否經正射糾正：理想之分析資料為經正

射糾正處理之影像，預設之搜尋條件為搜尋正

射影像。 

有別於以往搜尋平台有限之搜尋條件，本研究

納入領域應用中可能之搜尋項目，透過標準化詮釋

資料及領域應用知識，自動化產生符合變遷偵測需

求之搜尋條件，提供更精準之篩選條件；再者，搜

尋機制為基於分析者本具有之參考影像進行設計，

能更符合分析者之資料需求。 

3.3分析介面設計 

分析者選定候選影像後，系統將引導分析者進

入分析介面，所選定影像與參考影像之詮釋資料內

容將自動引入分析介面，並經系統所設計之評估機

制，提示採用此兩影像進行分析時可能隱藏之風險。

本研究將分析介面設計區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

引入變遷偵測時所需要之參考項目，即在表 1中以

遙測影像進行地物幾何位置變遷偵測之條件皆須

呈現於分析介面上，提供分析者參考，並警示遺漏

項目。第二階段為當兩資料之特定項目經系統判斷

為具風險情況時，亦警示使用者。本研究風險評估

項目包含： 

1. 坐標參考系統：當所選擇的分析資料兩者坐標

參考系統不相同時，風險評估機制即警示分析

者須進行坐標轉換處理。 

2. 絕對位置精度：兩時期之絕對位置精度須經過

一致性檢驗，確保兩資料之位置精度為相同等

級，確保後續分析之合理性。若兩精度之差異

經 F檢定為顯著性差異，則警示分析者資料之

位置精度差異可能影響分析成果正確性。 

3. 網格位置精度：依據 Khorram et al. (1999)之研

究，網格位置精度大於 0.5 pixel之影像可能造

成判釋地物變化之誤判。 

4. 空間解析度：本項目之警示機制為當所選取分

析資料之空間解析度低於參考影像空間解析度

所屬解析度分類之最低解析度門檻值，則將提

示分析者選取資料其解析度不適於與參考影像

進行分析。 

5. 輻射解析度：當分析影像兩者輻射解析度不同

時，警示分析者需進行輻射解析度轉換。 

6. 正射糾正：當參考影像或選取影像有任一影像

未經正射糾正時，提示分析者所分析之影像為

未經正射改正。 

經由分析介面之設計，領域應用所需考量之知

識，可與標準化詮釋資料項目結合，引入分析介面，

主動告知分析者可能之風險，提升分析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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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測試 

本研究基礎於前述所規劃之詮釋資料導向變

遷分析機制，實際開發系統以驗證所提架構之可行

性。測試資料涵蓋福衛二號、LandSat-7、LandSat-5

與 EOS-1等影像共 45筆，並根據所規劃之詮釋資

料架構，建立各影像之詮釋資料內容。本節依據資

料搜尋與變遷分析介面，說明兩階段系統之運作。 

4.1資料搜尋 

資料搜尋階段可區分為四個步驟，本測試案例

以 LandSat-7影像為分析者之參考影像。各步驟說

明如下。 

STEP.1 選擇參考影像之詮釋資料 

圖 4為本研究開發系統之首頁畫面，分析者須

首先指定其參考影像之詮釋資料。本系統預設透過

分析者上傳詮釋資料檔案取得其內容，然而此類機

制亦可被整合於空間資源單一入口網站，直接引用

倉儲內之詮釋資料作為參考影像，不需分析者另行

上傳。 

 

圖 4 系統首頁畫面 

STEP.2 設定時間搜尋條件 

分析者於此步驟需設定其時間搜尋條件，根據

3.2 節時間搜尋條件之規劃，時間搜尋條件設計介

面如圖 5所示，分析者可透過所提供三類之方式設

定時間搜尋條件，而若分析者具時間序列搜尋條件

需求，可額外勾選並設定條件。圖 5顯示時間搜尋

條件為距離參考影像時間前後五年內影像，並設定

時間序列過濾條件為搜尋每年六月至十月內之影

像。 

STEP.3 確認搜尋條件 

當分析者設定時間搜尋條件完畢後，對應之搜

尋條件即可自動產生。預設之搜尋條件雖為經變遷

分析知識考量之成果。然而預設之搜尋條件可能造

成找不到適用資料之情形或不能滿足分析者之特

殊需求，因此本階段設計之目的為列出預設之搜尋

條件，並提供彈性調整之機制，讓分析者能調整預

設之搜尋條件。圖 6顯示搜尋條件調整介面。 

STEP.4 評估搜尋成果 

符合搜尋條件之影像資料將以比較表格形式回

傳給分析者，圖 7顯示搜尋成果回傳之介面。有別

於以往空間資料入口網站多以單一檔案為單位展

示搜尋成果，本介面透過比較表格之形式，以視覺

變數顯示有缺漏之項目，協助分析者快速評估候選

資料之適用性。本系統並發展額外之互動工具，提

供分析者更有效率之過濾評估方式。 

1. 地圖互動介面：為讓分析者了解各筆候選資料

與參考影像之空間範圍關係，系統提供地圖介

面，動態顯示兩者之空間關係。 

2. 時間軸超連結：時間因素為評估候選資料之優

先取決條件，因此本系統提供時間軸工具，供

分析者瀏覽候選資料於時間軸上之分布，當找

到合適之時間點後，可快速連結至該筆資料，

進一步評估其適用性。 

3. 排序功能：搜尋成果之排序影響分析者評估之

效率，預設為依時間先後排序，排序功能可允

許分析者針對不同項目進行排序。 

 

圖 5 時間設定搜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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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確認搜尋條件介面 

 

圖 7 搜尋資料回傳介面 

4.2變遷分析介面 

當分析者確認選取之資料後，系統即自動引入

參考影像與選取影像。並比較兩者之詮釋資料內容

(參考 3.3節之規則），警示分析者資料可能帶有之

風險。本研究所發展之遙測影像變遷分析平台介面

如圖 8所示，分析者可藉由同時比較不同時期之遙

測影像而判釋地物變遷之情況。其主要元件組成如

下： 

 工具列：工具列提供點、線、面三類數化工具，

分析者可開啟數化工具於任一地圖介面上數化，

所數化之成果將同步顯示於另一地圖介面。分

析者可透過量測工具偵測數化成果與參考影像

間之幾何差異。本系統並提供 KML 檔匯出功

能，允許分析者將數化之成果匯出作額外加值

利用。 

 警示機制介面：警示機制介面引入兩地圖視窗

介面影像之詮釋資料內容，並以比較表格之形

式呈現。依據 3.3 規劃之內容，警示機制將以

紅色文字提示分析者遺漏項目，另以紅底欄位

表示經系統判斷具有風險之項目，當分析者將

游標移至該欄位時，系統將動態顯示出警告訊

息提示分析者。 

 同步雙視窗介面：為便利分析者針對其研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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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於不同時期影像資料進行比較，本系統開發

同步雙視窗地圖介面，並配合同步數化顯示功

能，協助分析者進行差異比較。 

 時間序列影像切換：為因應前述規劃分析者在

影像搜尋上可設定其時間序列搜尋條`件，本

系統在分析介面上亦因應發展分析介面影像切

換功能，圖 9 為時間序列影像切換功能之展示，

圖 9左上方介面之右側地圖視窗原為 LandSat-7

之影像，分析者可點選地圖視窗上之前後張影

像之按鈕進行切換，圖 9範例為點選下一張時

間序列影像，其切換結果顯示如圖 9右下圖所

示，除右側地圖視窗內之影像改變以外，警示

機制介面之詮釋資料內容與風險評估判斷之成

果亦因應更新。本機制之發展可滿足當分析者

之任務需求為長時期觀測並且具有特定觀測頻

率之情況。 

 

圖 8 品質感知變遷分析系統介面 

 

圖 9 分析介面影像切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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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語 

在環境意識之高漲與空間資訊共享技術逐漸

成熟之趨勢下，變遷偵測作業之模式已由以往單一

權責機關負責所有程序，進化至各領域各自具有專

業，藉由結合專業而進行變遷偵測任務之型態。有

鑑於此，如何在資料量快速成長的網路環境中更有

效的善用地理資源，解決環境變遷帶來之影響，成

為必然需要面臨之挑戰。本研究將變遷分析所需考

量之條件透過標準化詮釋資料描述，並與應用知識

結合，據以發展搜尋及分析之機制。本研究所達之

具體成效如下： 

 資料搜尋：以分析者需求及所擁有的參考資料

為依據，制定更符合分析者需求之搜尋條件。

本研究納入應用導向與資料品質考量之搜尋策

略，將可更有效排除不適用之資料。  

 變遷分析：詮釋資料所描述之內容，亦可引入

分析環境中作為參考依據，建立分析者對於資

料正確之認知，可確保決策之正確性。 

本研究雖以變遷偵測應用為範例，然而不同應

用領域亦可遵循本研究所提之架構，發展對應之詮

釋資料項目與配套機制，而目前 ISO 所規畫之詮

釋資料系列標準亦提供相當之彈性允許生產者於

詮釋資料內描述多樣性之內容。以詮釋資料為導向

之應用機制除能有效提升各領域應用時資料共享

之效益外，亦能推廣詮釋資料之應用範疇。對於未

來巨量資料與雲端技術之應用，也可帶來顯著之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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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n Change Detection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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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riety and rapid increase of spatial data will be the major trend in the futur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Metadata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However,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follow-up application and pre-designing the framework, metadata has long been simply regarded as a 

communication medium.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 has been extremely limited.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n 

innovative metadata-driven framework which integrates the “standardized metadata” and “knowledge of change 

detection” to assist the 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hange detection tasks. In addition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data search in change detection task,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can be provided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change detection analysis results. As the emerging “Big data” age, the proposed framework enables a 

variety of domain users to take full advantages of the georesources available in the shar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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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測網形分析模擬器 

邱依屏 1  趙鍵哲 2* 

摘  要 

由於攝影測量感測器的快速發展，整合 GPS/INS 的直接定位系統以及數位航空相機(或稱攝影機)能

提供更便捷的航測方位獲取、較佳的像片輻射品質及交會幾何。除此之外，蓬勃發展的空間資訊中建構

各類型圖資，在特徵多元及數量豐富的優勢上足資扮演物像對應的控制角色。航測應用廣泛，在不同工

作任務上，以上諸多特性也許能全然整合或僅能發揮部份功能，因此針對整合效能的分析以及在精度門

檻內可搭配的組合配置探討便成為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本研究目的即在建立一套進行上述分析工作的航

測空中三角解算器，除了具備傳統的空中三角計算功能外，本模擬器的特色在於模擬地形幾何及航測配

置，並透過具彈性的平差模式，藉由方位參數、像片觀測量以及物空間控制在誤差、幾何以及數量上的

調動進行各類情境所能獲致的物空間定位精度分析。 

 

關鍵詞：模擬器、航測網形 

1. 前言 

航空攝影測量(以下簡稱航測)的核心幾何乃

藉由共線條件(Collinearity conditions)建構透視中

心、像點及相應物點的空間關係，並藉此利用影像

方位資訊及共軛像點觀測量進行物空間點位之定

位。在不考量整合其它感測的航測作業，外方位

(Exterior Orientation, EO)參數大多為須進行解算的

未知參數，其參數品質端賴良好幾何分佈及精度的

連結點(Tie Point)以及地面控制點(以下簡稱地控

點)的適當搭配，由於對於地控點的精度要求高且

所需數量亦多，就地面控制測量而言，著實需要耗

費許多時間、人力及技術成本才能達到預期的精度

等級。 

近年來，航測相關軟硬體發展相當快速，在空

間資訊(Spatial Information)上有多元的影像以及圖

資特徵可供作為物像對應的控制資料(Jaw, 1999; 

Jaw and Wu, 2006; Jaw and Perng, 2008)；在硬體上

可看到陸續進入市場的高品質(在幾何以及輻射品

質上)航空數位相機(或稱攝影機)(Alamús et al., 

2006; Cramer, 2007; Jacobsen, 2007)。相較於以往的

航測作業環境，現今的航測資料獲取來源更顯多

元。 

隨著航測科技的進步，整合全球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 GPS)與慣性導航系統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s, INS) 的直接定 位

(Direct Georeferencing, DG) 系統研究已行之有年

(Schwarz et al., 1993; El-Sheimy, 1996; Farrell et al., 

1999; Mostafa, 2001; Cramer, 2003; Škaloud, 2007)，

當 GPS 與 INS 從導航用途推進至為透視中心之定

位定向角色，作為另一項影像外方位參數資訊獲取

來源，航測工作不僅因而直接取得影像外方位參數

資訊，更降低對地控點數量及分佈的依賴，甚至在

無地控點之情況下能達到良好定位精度，由此助益

於航測工作節省成本、人力及提高效能。另一方面，

針對災後救援或重建地區之立即性測繪任務，除可

利用既有圖資作為地面控制資訊，亦可藉由高精度

直接定位系統提供外方位參數資訊，以快速進行現

況地形圖測繪(Topographic Mapping)、數值地形模

型 (Digital Terrain Models) 及 正 射 影 像

(Ortho-imagery)產製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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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前述系統整合及多樣資料來源，相應空中

三角解算中的未知參數及觀測量，其分際完全須由

資料獲取的隨機特性及量級來區隔。由此，為能進

行系統整合的效能分析或探討滿足所需定位精度

的航測配置，甚至為實際航測空中三角作業上的各

種問題(例如產生 GPS 脫鎖或未率定的內方位參數

及透鏡畸變差影響等)所進行的影響評估，並提供

符合規範及效益之最適網形配置策略，本研究設計

一部具備地形輸入、航測網形規劃及空中三角解算

的航測網形分析模擬器，以達成上述目的。 

2. 研究方法 

基於使用上彈性考量，本工作所設計模擬器乃

整合直接定位系統觀測量之自率光束法之物像對

應，解算模式分述如後。 

2.1 整合 GPS/INS 觀測量之

自率光束法函式 

光束法區域平差(Bundle Block Adjustment)是

目前最精確且最有彈性的空中三角解算方法，不論

物空間、像空間、方位參數觀測量及自率參數，只

要經過相應的精度給定便能在解算過程中發揮其

調制作用。對資料處理程序而言，當視 GPS/INS

為直接觀測量時，GPS 天線觀測量須平移至透視中

心，INS 所觀測之姿態角度亦須轉移至以透視中心

為主之像片坐標系。然而本模擬器主要施作內容乃

欲了解觀測量品質對物像對應之影響，因此針對共

線方程式內容採如下考量:(1).在姿態參數上仍然

保留傳統共線式的表示法(即旋轉矩陣為自物空間

坐標系轉至像空間坐標系，假設姿態角度觀測量之

坐標系轉換已經由前置作業完成)；(2).而外方位參

數之位置參數乃為天線中心所測得並轉換至物空

間坐標系統之三維坐標，另外再加上天線中心至透

視中心之位移量；(3).而相機率定則引入含內方位、

透鏡畸變差及底片或 CCD 扭曲之 10 個附加參數

(Fraser, 1997)。因此，基於共線模式並整合 GPS/INS

觀測量之自率光束法函式可表如式(1)所示，此共

線方程式之成份元素包含像點坐標、物點坐標、内

方位參數、外方位參數(GPS 天線中心坐標及姿態

角度)、GPS 天線中心至透視中心位移量及自率參

數組(內方位以外之 7 個附加參數)。 

 

11 12 13

31 32 33

21 22 23

31 32 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S GPS GPS GPS

GPS GPS GPS GPS

GPS GPS GPS GPS

GPS GPS GPS GPS

r X X r Y Y r Z Z x
x x f

r X X r Y Y r Z Z z

r X X r Y Y r Z Z y
y y f

r X X r Y Y r Z Z z

     
   

     

     
   

     

 
(1) 

其中， ,x y 為像點觀測值； f 為像主距；； 11r ～ 33r 為旋轉矩陣(自物空間轉至像空間)元素； , ,X Y Z

為物點於物空間三維坐標； , ,GPS GPS GPSX Y Z 為 GPS 天線中心於物空間三維坐標； , ,GPS GPS GPSx y z 為 GPS

天線中心相對於透視中心之偏移量； x 、 y 為包含內方位參數及自率參數組對應之改正量，如式(2)。 

 

 

2 4 6 2 2

0 1 2 3 1 2 1 2

2 4 6 2 2

0 1 2 3 1 2

2 2

2 2  

x
x x f xd K xd K xd K x d p p xy b x b y

z

y
y y f yd K yd K yd K p xy y d p

z

            

          

 (2) 

其中， 0 0,x y 為像主點偏移； f 為像主距改正量；
0x x x  ，

0=y y y ， =z f ， 2 2 2d x y  ；
1K

～
3K 為輻射畸變差的係數； d 為像點到像主點的輻射距離； 1p 、 2p 為離心畸變差的係數； 1b 、 2b 為

底片拉伸變形或 CCD 扭曲的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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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物像對應平差解算模式 

式(1)牽涉多種不同型態的資料來源，且常帶

有各自的隨機性，因此可引入虛擬觀測量(Pseudo 

observation)平差方法，將函式中除了連結點角色以

外的所有變數視為觀測量，即除了像點觀測量，亦

將已具先驗精度的參數視為觀測量來處理。技術上，

將連結點併入虛擬觀測量亦無妨，然考慮連結點並

無充當觀測量之時機以及避免因此增加虛假的多

餘觀測數，因此連結點被定調為完全未知參數。 

在隨機模式中所賦予的誤差量大小將決定各

變數在平差過程中相對扮演的角色，例如當授予方

位參數大誤差，則此時此變數在平差過程中扮演未

知參數角色；若給定小誤差，則平差前後的參數差

別僅在微量(相對大誤差而言)的改正數，其角色猶

如觀測量。 

針對光束法模式，傳統觀測量為像點量測值，

而本工作之虛擬觀測量包含內、外方位參數、地控

點三維坐標、自率參數以及 GPS 天線中心至透視

中心偏移量。根據所使用的物像對應模式，考量像

點觀測量及虛擬觀測量之隨機誤差，列出觀測方程

式建立最小二乘平差系統，如式(3)： 
 

  1

1 1 1 2

2

2 2 2

  ,    Be A y A A A

e y


 





  
    

  


 

 
(3) 

其中 ξ1 為連結點坐標未知參數向量，ξ2 為外方位參

數、地控點坐標、內方位參數+自率參數及 GPS 天

線中心至透視中心偏移量未知參數向量。 

式(3)寫成矩陣表示式： 
 

11 11 2

2 22

0  

0 0   

e yB A A

e yI I





       
        

       
 (4) 

簡化後函式及隨機模式為： 

Be A y  ， e ~  2 1

00, P    (5) 

考量一般情況下，像點觀測量、外方位參數、

地控點坐標、內方位參數+自率參數以及 GPS 天線

中心至透視中心偏移量為獨立觀測量，則權矩陣 P

可表為式(6)。 

1

2

0 1 2 3 4 5
2 2 6 6 10 103 3 3 3

1 2
2 2 (6 3 13) (6 3 13)

m m h h g g

m m h g h g

P diag

diag P P





   

     

 
      

 

 
  

 
　　

 (6) 

其中: diag[…]為將括弧內矩陣依次放置於相應對角線之操作 

2 1

1 0 1P    ，  
12

2 0 2 3 4 5P diag


      

 1 1 1

1 2 2

2

ˆ
ˆ

ˆ

TN A M y P y





 
 

   
  

 (7) 

其中
1 1

2 1 , T TN A M A P M BP B     

1 1

1 1 1

2 2 2

ˆ( )

ˆ

Te P B M y A
e

e y





   
    

    

 (8) 

當考量所有參數為具影響力之觀測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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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1 2 2 2 1 1 1 2 2 2
0

ˆ
2 (6 3 13) (6 3 3 13) 2 3

T T T Te Pe e P e e Pe e P e

m h g h g t m t


 
 

       
 (9) 

當考量所有參數為不具影響力之觀測量時： 

2 1 1 1
0

ˆ
2 (6 3 3 13)

Te Pe

m h g t
 

   
 (10) 

當考量所有參數為部分(假設個數為 2n )具影響力之觀測量時： 

2 1 1 1 2 2 2
0

2

( ) ( )
ˆ

2 (6 3 3 13)

T Te Pe e P e

m n h g t


  


    
 (11) 

其中 20 (6 3 13)n h g    ，且 2e及 2P對應於 2n  

2 1

ˆ 0
ˆ ˆ N


    (12) 

 

式(3)～(12)中，B 為式(1)針對像點觀測量偏微

分的係數矩陣(注意：在考慮透鏡畸變差率定的模

式中， B 並非單位矩陣)；A 為式(1)針對未知參數

偏 微 分 的 係 數 矩 陣 ， 可 分 解 成

 1 2 1 21 22 23 24
2 3 2 6 2 3 2 32 10

  
m t m h m g mm

A A A A A A A A
   

 
   

 
，

A1, A21, A22, A23, A24,分別為對應於連結點坐標、外

方位參數、地控點坐標、內方位參數+自率參數以

及 GPS 天線中心至透視中心偏移量之係數矩陣；

而∑1 , ∑2 , ∑3 , ∑4 , ∑5為像點及虛擬觀測量總共五

類觀測量分別對應之方差-協方差矩陣；𝑃1 , 𝑃2, 𝑃2
′

分別為像點觀測量、虛擬觀測量及部分虛擬觀測量

權矩陣；ξ為未知參數的增量向量；𝜉1為連結點坐

標未知參數的增量估值向量；𝜉2為外方位、地控點、

內方位參數+自率參數及 GPS 天線中心至透視中

心偏移量未知參數的增量估值向量；e1, e2 為像點

觀測量及虛擬觀測量誤差向量；�̃�1, �̃�2, �̃�2
′分別為像

點觀測量、虛擬觀測量及部分虛擬觀測量之改正數

向量；𝑦1, 𝑦2,為約化後像點觀測量及虛擬觀測量向

量；𝜎0, �̂�0為先驗及後驗單位權中誤差；∑�̂̂�為參數

最或值後驗方差-協方差矩陣；m 為像點數量；t 為

連結點數量；g 為地控點數量； h 為像片數量。 

 

 

3. 航測網形分析模擬器 

3.1模擬器設計目的、平台及工

作流程 

本模擬器目的為建立可施作地形輸入、航測網

形規劃及整合型的空中三角解算器，工作流程如圖

1，現階段以 MATLAB 為作業平台。 

3.2模擬器內容 

模擬器設計分為模擬資料產生器以及空中三

角解算器，分述如下： 

3.2.1模擬資料產生器 

本模擬器可支援進行各種不同配置下定位精

度評估，藉由調動不同因素，產生不同型態的模擬

資料(包含檢核資料)，例如：調動觀測量精度、系

統誤差量、航帶幾何、地控點分佈幾何與數量、物

空間場景(藉由地形資料)及連結點分佈型態等，皆

可透過模擬資料產生器輸出。此外，藉由誤差授予

來界定各類變數在光束法平差中的角色。 

3.2.1.1模擬資料產生流程 

模擬資料的產生流程如圖 2，以下進行各部分

細節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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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數輸入項目與格式 

參照圖 1 左方輸入內容， 1～3 項分別為內方

位及自率參數、INS 姿態角及 GPS 天線中心至透

視中心之間的偏移量，可因應不同的攝影光軸角度

及物、像點之系統偏移量；而藉由 4～12 項，可設

計滿足實驗需求之資料量及物、像點位之空間分佈

與配置，第 13 項之地控點類型以模擬不同定位精

度需求及限制條件下之情況，第 14 項提供所欲模

擬之地表地形場景，而第 15 項可調置航帶幾何。

以此 15 項參數，具體建構出使用者所需的飛航及

點位分佈情形，其參數輸入格式可參考表 1。而各

項觀測量先驗精度輸入格式可參照表 2。 

1. 地控點像點量測精度
2. 連結點像點量測精度
3. 檢核點像點量測精度
4. 地控點精度
5. 自率參數精度
6. GPS位置精度
7. INS姿態精度                

8.GPS天線中心至透視中心   

偏移量精度                        

觀測量先驗精度

完全已知

藉由精度反推
之權決定虛擬
觀測量趨向觀
測量或未知數
之程度

部分已知

3. 空中三角解算 4. 物空間交會

模擬資料產生器

空中三角解算器

2. 模擬資料輸出

5. 物空間定位精度指標：
檢核點均方根值

1. 使用者輸入

1. 內方位及自率參數    

2. INS姿態角
3. GPS與像機之中心偏移量 

4. 像片大小                

5. 航高                        

6. 航帶數                    

7. 像片數
8. 前後重疊率
9. 左右重疊率
10. 連結點分佈型態
11. 地控點數量及分佈型態
12. 檢核點數量及分佈型態
13. 地控點類型
      (全控、平控、高控)

14. 物空間場景型態
15. 航帶幾何分佈型態

 

圖 1 航測網形分析模擬器運作流程 

使用者
參數輸入

倒投影
像點坐標

設定
觀測量精度

模擬資料真值

模擬資料之
各類觀測值及
檢核點輸出

產生
像片透視中心
位置及姿態

產生符合
常態分佈之
隨機誤差

產生檢核點
地面三維坐標

產生
連結點

地面三維坐標

產生地控點
地面三維坐標

 

圖 2 模擬資料產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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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擬資料輸入格式 

 參數輸入項目 設定值 

1 

內方位參數( f , df , 0x , 0y )，單位: mm 

 (註:f 為初始值) 
150.00, 10

-4
,10

-4
, 10

-4
 

自率參數( 1k , 2k , 3k , 1p , 2p , 1b , 2b )，單位: unitless 
10

-7
, 10

-12
, 10

-16
, 10

-6
, 10

-6
, 

10
-6

, 10
-6

 

2 INS 姿態角( , , )，單位: deg 0.005,0.005,0.008 

3 GPS 天線中心至透視中心偏移量( GPSx , GPSy , GPSz )，單位: mm 0,0,0 

4 像片大小(y 方向, x 方向)，單位: mm 230,230 

5 航高，單位: m 3000 

6 航帶數 6 

7 每條航帶之像片數 6 

8、9 像片重疊率(前後, 左右)，單位: % 60,30 

10 每張像片連結點分佈(y 方向, x 方向)，單位:點數 3,3 

11、

12、 

13 

全控點分佈間隔(Y 方向, X 方向)，單位: b 0,2 

平控點分佈間隔(Y 方向, X 方向)，單位: b 2,0 

高控點分佈間隔(Y 方向, X 方向)，單位: b 2,2 

檢核點分佈間隔(Y 方向, X 方向)，單位: b 1,1 

14 物空間地形輸入 z_value=load('dsmpart.txt') 

15 航帶幾何 0(預設為未刪除航帶) 

(註: b代表基線長度) 

表 2 觀測量先驗精度輸入格式 

觀測量精度項目 設定值 

地控點像點量測精度(
GCPx ,

GCPy )，單位: ±mm 0.01,0.01 

連結點像點量測精度(
TIEx ,

TIEy )，單位: ±mm 0.01,0.01 

檢核點像點量測精度(
CHEx ,

CHEy )，單位: ±mm 0.01,0.01 

地控點精度(
GCPX ,

GCPY ,
GCPZ )，單位: ±m 0.05, 0.05, 0.10 

自率參數精度  

(
0x ,

0y , df )，單位: ±mm 10
-40

, 10
-40

, 10
-40

 

(
1k ,

2k ,
3k ,

1p ,
2p ,

1b ,
2b )，單位: ±unitless 

10
-40

, 10
-40

, 10
-40

, 10
-40

, 10
-40

, 

10
-40

, 10
-40

 

GPS 位置精度(
GPSX ,

GPSY ,
GPSZ )，單位: ±m 0.05, 0.05, 0.10 

INS 姿態精度(  ,  ,  )，單位: ±deg 0.005, 0.005, 0.008 

GPS 天線中心至透視中心偏移量精度(
GPSx ,

GPSy ,
GPSz )，單位: ±mm 10

-10
, 10

-10
, 10

-10
 

 

(2) 產生連結點地面坐標 

依像片比例尺(由航高及像主距化算)及像片

尺寸，即可計算一張像片所對應的地面涵蓋範圍，

將地面涵蓋範圍除以連結點分佈型態，如：3×3 或

3×4 等形式，決定 X 及 Y 方向的連結點間隔，當

配合測區範圍、起始像片位置及航線方向，則可決

定整個測區所有連結點平面坐標。圖 3 展示當起始

像片(第一航帶之第一張像片)位於測區左下角時

的連結點採 3×3 型態之地面位置分佈。 

就連結點地面坐標 Z 分量而言，則有二種決

定方式，一為自所使用物空間場景之數值地形模型

內插，如圖 4(a)，或以場景數值地形模型為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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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所希求之地貌(平地、山地、丘陵及崎嶇地等)將

整體高程做抬升或降低並調制高程標準差使符合

應有的地形起伏，如圖 4(b)、圖 4(c)，而連結點地

面坐標 Z 分量則依此調制過的數值地形模型進行

內插計算。 

(3) 產生地控點和檢核點地面坐標以及 GPS 天線

中心位置 

依照點位分佈間隔之設定，地控點和檢核點地

面坐標產生方式類同於前述連結點地面坐標之產

生方法。就地控點而言，航測作業規範通常會以某

倍率之基線長度明訂其在航線方向以及垂直航線

方向之分佈間隔。圖 5 中，航線方向為南北向，全

控點以 i＝2b 分佈於測區上下側，i 表間隔；平控

點以 i＝2b 分佈於測區左右側；高控點以 i＝2b 成

鍊狀橫貫測區佈設，且位於相鄰二航帶之重疊區

內。 

檢核點地面坐標 X 及 Y 分量亦依照所訂之間

隔計算其位置，但為避免前交檢核點時發生外插

(就原有控制點區域而言)情形，因此檢核點應設置

於地控點分佈之內側，如圖 5 所示，此例 X 及 Y

方向間隔 i＝1b。此外，地控點與檢核點之 Z 分量

決定方式與前述連結點地面坐標 Z 分量之決定方

式相同。 

而 GPS 天線中心平面坐標為所對應像片之地

面涵蓋範圍之中心位置，Z 值則為平均地形高度加

上航高。 

 
(‧連結點 --起始像片地面涵蓋範圍) 

圖 3 測區內所涵蓋之連結點 

 

 

(a) 場景數值地形模型 

 

(b) 平坦地數值地形模型 

 

(c) 崎嶇地數值地形模型 

圖 4 地形模擬 

 

圖例： 

＋ GPS 天線中心位置 

■ 平控點 

●高控點 

▲全控點 

▲ 檢核點 

● 連結點 

—  — 起始像片地面涵蓋範圍 

圖 5 測區內所涵蓋的各類物點及 GPS 天線中心之平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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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 GPS 天線中心至透視中心偏移量、內方

位及自率參數、INS 姿態角 

使用者根據所模擬設備之現有儀器廠商率定

報告書或依照實驗需求，設定 GPS 天線中心至透

視中心偏移量、INS 姿態角、內方位參數及自率參

數。 

(5) 產生像點坐標 

依上述程序配置所產生之物點(包括連結點、

地控點以及檢核點)可接著利用式(1)，由共線式計

算這些物點之像點坐標，此階段之像點坐標為資料

真值。以連結點為例，在左右重疊 30%及前後重疊

60%配置下，在某一航帶中，圖 6(a)展現點位分佈

3×3 之型態，而圖 6(b)則展現 4×3 之型態。 

 

 

(a) 連結點分佈型態(3×3) 

 

(b) 連結點分佈型態(4×3) 

圖 6 每張像片之連結點分佈情形(a~b) 

(6) 設定觀測量精度 

如 2.2 節所提，因應不同來源的資料，在隨機

模式中藉由誤差授予以區分各類變數在光束法平

差中趨於觀測量或未知參數的角色，使用者可參考

實際作業中像點觀測量及虛擬觀測量之先驗精度，

或是利用相對權值大小的概念，界定變數對平差結

果的影響程度。因此設定觀測量先驗精度，可用以

產生後續模擬資料所有觀測量(真值加上誤差)以

及訂定相應之權值。 

(7) 產生符合常態分佈之隨機誤差 

在設定觀測量先驗精度之後，可依此產生符合

高斯分佈的隨機誤差，如此，觀測量=模擬資料真

值+隨機誤差。然而，基於某實驗配置下，若僅生

產一組帶有隨機誤差的模擬資料來進行實驗，則只

能視為單次抽樣，對實際精度的檢核恐有所偏頗。

因此，為顯示母體顯著性，本模擬器可供採行重覆

實驗，利用多次抽樣呈現合理之誤差隨機性以歸結

實際精度。 

(8) 模擬資料輸出項目與格式 

輸出資料格式範例如表 3，由表 3 (a)及(b)可知

在編號 1 的像片中，有四種物點類別，即編號 0、

1、2、3 及 4 各代表連結點、全控點、平控點、高

控點及檢核點。表 3 (c)、(d)、(e)分別展示 GPS 位

置及 INS 姿態角度參數、內方位及自率參數、GPS

天線中心至透視中心偏移量以及各參數精度之輸

出格式範例。 

3.2.2空中三角解算器 

前述生產的模擬資料，其目的在於進行航測網

形分析及定位品質評估，因此必須藉助一相應可操

作的空中三角解算器。本工作之解算模組以光束法

函式進行解算，可藉由調動不同變因並探討其對定

位精度的影響；此外，採用虛擬觀測平差模式，可

合理反映各類變數隨機特性，由加入的相對小的誤

差量來充作固定約制功效，而對於未知參數則授予

極大的誤差量。 

本工作現階段網形分析模擬器之彈性可用以

討論： 

(1) 各類觀測量精度對於物空間定位精度之影響，

以及觀測量來源是否完全已知所因應的平差

模式策略。 

(2) 直接定位系統整合功效、連結點型態及精度影

響、像片重疊率、地控點等級、分佈與個數以

及上述條件的交互組合。 

(3) 最適經濟效益且滿足製圖精度要求之航測系

統配置策略，如：以加飛涵蓋測區端點之交叉

航帶補償觀測量精度不良，或歸納出有效提升

定位精度之所需地控點分佈配置。 

(4) 基於不同量測條件、儀器精度限制之特定情況

下(如：傳統空中三角配置、引入 GPS 及 INS

控制資訊之地控點配置或地控點來源為影像

控制區塊(Control Patch))之定位品質評估。 

(5) 自率光束法施行效益。 

因此本模擬器不僅具備傳統空中三角解算功

能，以目前可操作諸多具彈性的變因調制之功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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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也展現此工具擁有設計及分析的能力。本模擬

器研發階段除驗證滿足解算航測模擬資料之可行

性，亦驗證在相同資料條件下與商用空中三角解算

軟體，如 PATB，有極接近的數值解算成果，顯示

本模擬器所用數學及平差模式與現有軟體解算效

果相符，而於參數擴充上則更具多樣性。 

表 3 模擬資料輸出格式範例 

(a) 不同類別地控點及連結點之物、像點坐標輸出格式 

物點 

編號 

x  y  X  Y  Z  x  y  
X  Y  Z  像片 

編號 

物點 

流水編號 

物點 

類別 (單位: mm) (單位: m) (單位: ±mm)
 

(單位: ±m)
 

5001 -79.46 -79.48 756.67 756.67 87.02 0.01 0.01 0.05 0.05 0.10 1 1 1 

5101 -79.44 78.43 756.67 3823.33 87.27 0.01 0.01 0.05 0.05 1000 1 101 2 

5103 78.48 78.44 3823.33 3823.33 87.43 0.01 0.01 1000 1000 0.10 1 103 3 

1051 -78.93 -0.01 766.67 2300.00 87.08 0.01 0.01 1000 1000 1000 1 51 0 

(b) 檢核點之物、像點坐標輸出格式 

物點 

編號 

x  y  X  Y  Z  x  y  
X  Y  Z  像片 

編號 

物點 

流水編號 

物點 

類別 (單位: mm) (單位: m) (單位: ±mm)
 

(單位: ±m)
 

1053 104.74 -0.02 4333.33 2300.00 87.14 0.01 0.01 1000 1000 1000 1 53 4 

1103 104.75 78.95 4333.33 3833.33 87.43 0.01 0.01 1000 1000 1000 1 103 4 

(c) GPS位置及INS姿態角度參數輸出格式 

      GPSX  GPSY  GPSZ      
  

GPSX  
GPSY  

GPSZ  像片 

編號 
(單位: deg) (單位: m) (單位: ±deg) (單位: ±m) 

0.05 0.05 0.08 2300.00 2300.00 3000.00 0.05 0.05 0.08 0.05 0.05 0.05 1 

(d) 內方位及自率參數輸出格式 

f  
0x  0y  df  

1k  2k  3k  1p  2p  1b  2b  

(單位: mm) (單位: unitless) 

150.00 10
-4 10

-4 10
-4 -10

-7 10
-12 10

-16 10
-6 10

-6 10
-6 10

-6 

0x  
0y  df  

1k  
2k  

3k  
1p  

2p  
1b  

2b  

(單位: ±mm) (單位: ±unitless) 

10
-40 

10
-40 10

-40 10
-40 10

-40 10
-40 10

-40 10
-40 10

-40 10
-40 

(e) GPS 天線中心至透視中心偏移量輸出格式 

GPSx  GPSy  GPSz  
GPSx  

GPSy  
GPSz  

(單位: mm) (單位: ±mm) 

0 0 0 10
-10 1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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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空中三角解算成果指標 

針對使用者需求產製模擬資料後，以此接續進

行空中三角解算，從而獲得連結點地面三維坐標、

外方位參數及其他虛擬觀測量之最或是值及完整

後驗方差-協方差矩陣。傳統空中三角為檢核光束

法解算品質，一般將檢核點以連結點方式視為未知

點位納入解算中。本研究工作從評估空中三角解算

成果於航測製圖之品質著眼，因此利用所獲致外方

位參數再行進行立體像對檢核點地面三維坐標之

前方交會計算，以檢核點之均方根值(Root Mean 

Squared Error, RMSE)為物空間定位精度指標，其

定義為各分量誤差平方和之平均值的平方根。式

(13)～(16)為採行重覆實驗之均方根值計算式： 
 

2

1 1

( )

_

q n

j j

k j k

X X

RMSE X
q n

 

 
 

 




 
 

(13) 

2

1 1

( )

_

q n

j j

k j k

Y Y

RMSE Y
q n

 

 
 

 




 
 

(14) 

2

1 1

( )

_

q n

j j

k j k

Z Z

RMSE Z
q n

 

 
 

 




 

 

(15) 

222 )_()_()_(

_

ZRMSEYRMSEXRMSE

XYZRMSE





 
(16) 

 

其中
jX ,

jY ,
jZ 為前方交會所得之檢核點坐標值；

jX ,
jY ,

jZ 為檢核點坐標真值；n 為檢核點個數；q

為重覆實驗次數。 

4. 模擬資料實驗之成果分析 

4.1實驗架構 

為了展示本模擬器之可用性、多樣性及平差模

式的彈性，於表 4 中基於不同物空間點位數量及分

佈情形，規劃具實務考量之三項實驗。 

4.2實驗配置 

本實驗配置如表 5，觀測值先驗精度預設值如

表 6(各類觀測量分量順序依表 2 所列)，物空間點

位數量及分佈情形參見圖 7(a)、圖 7(b)及圖 9～圖

11。本實驗接近真實航測業務，主要仿照二種航測

配置： 

(1) GPS＋INS 輔助空中三角配置(內政部，2007)：

若採 GPS 或 GPS＋INS 輔助空中三角，則可以

僅在測區上下二端處以 i＝2b 佈設全控點，如

圖 7(a)及圖 9～圖 11。 

(2) 當使用影像控制區塊資料庫獲取高密度控制

點，假設此例(此模擬並未參照內政部現有資料

庫規格)控制點數量及分佈能涵蓋連結點，如圖

7(b)。此例之所有控制點亦發揮連結點角色。 

為避免實驗結果受到觀測量精度影響，所有實

驗先基於如表 5、表 6 之實驗配置及觀測值精度設

定，進而再針對各項變因進行探討。 

表 4 模擬實驗規劃、目的及點位配置圖 

實驗規劃 實驗目的 物空間點位配置 

實驗1. 不同外方位參數精度對物空間定

位精度影響 
考量感測器整合成效 圖 7(a)  

實驗2. 類比型及數位框幅式航空相機之

成像幾何對於物空間定位精度影響 

考量類比型及數位框幅式航空相

機之成像幾何差異 
圖 9～圖 11 

實驗 3. 自率光束法平差改正成效 自率光束法施行效益 圖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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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4 個全控點 

 

(b) 483 個全控點 

圖例：GPS 天線中心位置(＋)；全控點(▲)；檢核點(▲) 

圖 7 物空間點位數量及分佈情形 

表 5 實驗配置 

參數 設定值 參數 設定值 

地形種類 平坦地形 前後重疊率 60% 

比例尺 1：20000 左右重疊率 30% 

航帶數 11 焦距 15cm 

像片數/航帶 19 影像大小 23×23cm
2 

航高 3000m 連結點型態 3×3 

飛行方向 南北 檢核點數 361 

表 6 觀測值精度 

INS 姿態：0.05deg/0.05deg/0.08deg 

GPS 位置：0.05m/0.05m/0.10m 

中心偏移：10
-10

m/10
-10

m/10
-10

m 

像點量測：0.01mm/0.01mm 

內方位：10
-10

mm/10
-10

mm/10
-10

mm 

地控點：0.01m/0.01m/0.02m 

 

4.3航測網形分析 

4.3.1實驗 1、不同外方位參數精度

對物空間定位精度影響 

考量 GPS/INS 之直接定位系統與數位航空相

機之整合逐漸成為影像獲取主要平台，本實驗設定

不同等級之外方位參數精度(最高至直接定位系統

之已知觀測量，最低至接近未知參數之精度量級)，

探討對於物空間定位精度之影響。 

由於實驗結果皆以空中三角所得的外方位參

數進行物空間檢核點前方交會計算，其定位精度受

制於外方位參數觀測量、像點觀測量及地控點精度，

因此在本實驗中將進行固定像點觀測量及地控點

精度，並以外方位參數精度當作實驗變因，分別設

定 case1、case2、case3、case4、case5、case6、case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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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7，7 種(1 倍、10 倍、50 倍、70 倍、80 倍、

100 倍、1000 倍)不同外方位參數誤差倍率，此將

影響外方位參數觀測值給定及先驗精度。然而，以

上 case1～case7-1 皆基於虛擬觀測平差之光束法，

亦即將外方位參數視為虛擬觀測量，根據其先驗精

度特性賦予權值，以調權的方式決定外方位參數影

響平差成果的比重。 

基於相同實驗配置(地控點數量、分佈及連結

點型態)、量測以及地控點精度，在傳統光束法中，

將外方位參數視為完全未知的待解參數的情況下，

觀察其反映出何種等級的物空間定位精度，用以與

虛擬觀測平差之光束法比較，可得知傳統光束法之

平差方法是否會扭曲最後的實驗成果，此亦為本實

驗之另一目的，此部分實驗則由 case7-2 呈現，與

case7-1 相同處僅在外方位參數值的給定(外方位參

數誤差倍率皆為 1000 倍)。 

此外，為評估實驗結果之優劣，本實驗中則參

考內政部(2008)中為了進行航照影像特徵點中心

點位物空間三維坐標的外部精度檢查，而訂定的影

像特徵點幾何控制品質指標，以作為物空間定位精

度門檻值。假設影像特徵點若擷取空中三角連結點，

則： 

平面坐標中誤差： tie
X Y

s


    (17) 

高程坐標中誤差： tie
Z

H

s B


   (18) 

 

其中
tie 為該次航測製圖規範所訂定之空中

三角平差後連結像點坐標中誤差門檻；s 為成像比

例尺； H 為航高； B 為基線長。 

圖 8是將表 7中對照組在不同外方位參數誤差

倍率下之定位精度繪製成趨勢線。綜合圖、表得以

下結論： 

(1) 由圖 8 及表 8 得知物空間定位精度平面分量除

case7-2 以外，其餘皆符合平面精度檢驗門檻；

但物空間定位精度高程分量則當外方位誤差

倍率大於 50 時，不符高程精度檢驗門檻。由

此可知，基於此實驗配置，則必須將 GPS 精度

限制在 2.5m、2.5m、5.0m，INS 精度則需高於

0.25°、0.25°、0.4°。此現象顯示當引入良好外

方位參數精度之觀測量來源，對於物空間定位

精度之高程分量則明顯提升，此與(蔡季欣，

1993;王宏仁，1996)中驗證相對於傳統空中三

角，當加入 GPS 控制資訊之後，對於高程精度

顯著提昇之結論一致。 

(2) 比較 case7-1及 case7-2，可發現整合GPS及 INS

之空中三角與傳統空中三角之定位精度仍存

50cm 以上之差距，且主要的精度差異來自於 Z

分量，顯示外方位誤差倍率即使達 1000，對於

物空間定位仍具影響力。但考量當近似值與真

值差異過大，導致迭代計算無法收斂之情形，

以下的實驗仍將外方位誤差倍率 1000 設定為

未知參數之等級。 

表 7 航帶幾何實驗中外方位參數精度設定 

實驗 

項目 

外方位參數 

精度倍率 

GPS 位置精度 

(
GPSX ,

GPSY ,
GPSZ )，單位: ±m 

INS 姿態精度 

(  ,  ,  )，單位: ±deg 

case1 1 0.05, 0.05, 0.10 0.005, 0.005, 0.008 

case2 10 0.50, 0.50, 1.00 0.050, 0.050, 0.080 

case3 50 2.50, 2.50, 5.00 0.250, 0.250, 0.400 

case4 70 3.50, 3.50, 7.00 0.350, 0.350, 0.560 

case5 80 4.00, 4.00, 8.00 0.400, 0.400, 0.640 

case6 100 5.00, 5.00, 10.00 0.500, 0.500, 0.800 

case7-1 1000 50.00, 50.00, 100.00 5.000, 5.000, 8.000 

case7-2 1000 50.00, 50.00, 100.00 5.000, 5.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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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物空間定位精度與外方位參數誤差倍率的關係 

表 8 外方位參數、像點觀測量及地控點精度相對於物空間定位精度影響 

實驗項目 case1 case2 case3 case4 case5 case6 case7-1 case7-2 

外方位參數誤差倍率 1 10 50 70 80 100 1000 1000 

物空間 

定位精度 

(單位: ±m) 

RMSE_X 0.148 0.197 0.245 0.278 0.273 0.277 0.293 0.302 

RMSE_Y 0.132 0.176 0.228 0.254 0.250 0.251 0.267 0.276 

RMSE_Z 0.281 0.386 0.713 0.857 0.913 1.020 1.669 2.209 

RMSE_XYZ 0.344 0.468 0.790 0.939 0.989 1.089 1.722 2.253 

 

4.3.2實驗 2、傳統類比型及數位框

幅式航空相機之成像幾何對

於物空間定位精度影響 

基於數位航測相機具有高重疊率拍攝特性，因

此目前國內引進的航空數位相機，包含(1) CCD 線

列式技術成像系統，如 Leica ADS 40(Airborne 

Digital Sensor)；(2) CCD 框幅式技術成像系統，如

Z/I Imaging 公司的 DMC(Digital Mapping Camera)

以及 Vexcel 公司的 UltraCamD，相機規格比較如

表 9。由於本研究所發展之航測網形分析模擬器僅

適用於框幅式成像幾何，因此在本實驗中則以傳統

類比及數位框幅式航測相機為討論對象。 

為單純化實驗變因，本實驗摒除影像拍攝輻射

品質及其他誤差影響(如：影像拼接問題)，僅從成

像幾何上的角度，比較傳統類比型及數位框幅式航

測相機對於物空間定位精度的影響。由於數位航測

相機具高重疊率拍攝，與傳統類比型相機相比，可

大幅減少遮蔽問題並且降低相鄰影像攝影幾何差

異，增加共軛點特徵匹配之成功率以提升航測作業

自動化程度(陳英煥，2007)，因此數位航測相機逐

漸成為獲取航空影像之主要工具。但礙於技術發展

的限制，目前數位框幅式航測相機之影像像幅尺寸

仍較傳統相機小，若基於相同成像比例尺及重疊率，

則數位相機恐發生交會幾何較弱問題。因此，實驗

將比照普遍業務工作需求，事先決定地面解析度、

測區範圍以及控制點分佈，根據影像掃瞄品質(就

傳統類比型相機而言)或數位航測相機獲取影像之

像元大小及相機焦距，推算載具飛行航高及像片拍

攝張數。由此探討不同相機之成像幾何條件造成物

空間定位精度之影響。 

本實驗先行決定地面解析度、測區範圍、地控

點分佈，並搭配不同相機焦距、影像之像元大小決

定飛行航高以及像片拍攝張數，以實際航測業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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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探討傳統類比型及數位框幅式相機對於物空

間定位精度之影響。同前實驗，為考量傳統與數位

相機之重疊率極限，則分別訂定其前後重疊率為

80%以及 90%，如表 10。圖 9～圖 11 各為傳統類

比型、DMC、UltraCamD 相機所對應之物空間點

位分佈情形。 

 

圖 9 類比型相機拍攝場景物空間點位分佈 

 

圖 10 DMC 相機拍攝場景物空間點位分佈 

 

圖 11 UltraCamD 相機拍攝場景物空間點位分佈 

表 9 航空傳統及數位相機規格比較表 

航空相機類型 傳統類比相機 DMC UltraCamD ADS40 

成像原理 框幅式 框幅式 框幅式 三線式 
鏡頭數目 1 4+4 4+4 1 

像元大小 (單位: μm) 依掃瞄品質而定 12 9 6.5 
焦距 (單位: mm) 150 120 100 62.5 
CCD 數量(x,y) 無 13824,7680 11500,7500 1,12000 
像幅大小(x,y) 

(單位: mm) 
230,230 165.89,92.16 103.5,67.5 6.5(μm),78.0 

FOV(x,y) 

(單位: deg) 
75,75 69,42 55,37 0.0059,64 

表 10 框幅式航空相機實驗配置(固定地面解析度為 20cm) 

航空相機 

類型 
航帶數 

像片數 

/航帶 

像元大小 

(單位: μm) 

成像 

比例尺 

焦距 

(單位: mm) 

航高 

(單位: m) 
B/H 

傳統相機 8 5 14 1：14286 150 2143 0.28 

DMC 9 19 12 1：16667 120 2000 0.08 

UltraCamD 11 19 9 1：22222 100 2222.2 0.07 

表 11 不同種類框幅式航空相機對於物空間定位精度之影響 

相機 

類型 

像片重疊率 
觀測量 

個數 
B/H 

物空間定位精度(單位: ±m) 

左右 前後 
RMSE 

_X 
RMSE 

_Y 
RMSE 

_Z 
RMSE 

_XYZ 
傳統相機 30% 80% 2194 0.28 0.066 0.076 0.162 0.191 

相機 

類型 

像片重疊率 
觀測量 

個數 
B/H 

物空間定位精度(單位: ±m) 

左右 前後 
RMSE 

_X 
RMSE 

_Y 
RMSE 

_Z 
RMSE 

_XYZ 
DMC 30% 90% 3646 0.08 0.095 0.077 0.284 0.310 

相機 

類型 

像片重疊率 
觀測量 

個數 
B/H 

物空間定位精度(單位: ±m) 

左右 前後 
RMSE 

_X 
RMSE 

_Y 
RMSE 

_Z 
RMSE 

_XYZ 
Ultra-CamD 30% 90% 3762 0.07 0.090 0.082 0.324 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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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1 可知物空間定位精度以傳統相機最佳，

其次為 DMC，UltraCamD 最差。透過圖、表進行

以下 4 項成果分析： 

(1) 由圖 12 得知傳統相機、DMC 及 UltraCamD 之

檢核點重疊次數各需大於 4、4、8 次使平面定

位精度趨於穩定，對照表 12 得知此三類航測

相機小於臨界重疊次數的檢核點數各為37、2、

18 點。由於傳統相機於此配置下之平面定位精

度變化穩定且保持良好，因此未受到低重疊次

數檢核點影響。反觀 DMC 於重疊次數低時之

平面定位精度變化大，但由於其低重疊次數檢

核點少，因此其影響量受到稀釋。UltraCamD

小於臨界重疊次數的檢核點數居中，平面定位

精度較差。 

(2) 同理，由圖 13 可知傳統相機、DMC 及

UltraCamD 之檢核點重疊次數各需大於 4、6、

10 次使高程定位精度趨於穩定，對照表 12 得

知此三類航測相機小於臨界重疊次數的檢核

點數各為 37、25、63 點。由於 DMC 及

UltraCamD 低重疊次數點位之高程定位精度因

交會幾何弱導致變化劇烈，於此配置下數位相

機高程定位精度則較傳統相機惡化近 2 倍。 

(3) 承上，透過檢核點誤差向量圖 14 可知，在平

面方向點位誤差呈現平均之情形，但於高程方

向則多於測區頭尾兩側出現因為重疊次數較

低而導致誤差較大之點位。 

(4) 在相同檢核點重疊次數之下，物空間定位精度

以傳統相機最優、DMC 其次、UltraCamD 最

差。 

(5) 同前實驗之結論，由圖 12 及圖 13 可知數位相

機需要較高重疊次數以獲得物空間定位精度

情形之穩定，且當檢核點重疊臨界次數分別達

8 次及 10 次時，傳統與數位相機之平面及高程

定位精度將趨於一致。 

 

圖 12 檢核點重疊次數與平面精度關係 

 

圖 13 檢核點重疊次數與高程精度關係 

表 12 不同相機類型之檢核點重疊次數所對應的檢核點數目 

檢核點重疊次數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8 

相
機
類
型 

傳統相機 
檢
核
點
數 

20 17 26 24 12 17 2 6 6 0 0 0 0 0 0 0 

DMC 1 1 1 21 4 1 17 41 10 2 2 6 2 1 5 9 

UltraCamD 0 0 0 18 0 0 18 27 20 0 0 0 0 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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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傳統相機配置 

平面誤差向量圖 
(b) DMC 相機配置 

平面誤差向量圖 
(c) UltraCamD 相機配置 

平面誤差向量圖 

  

 

(d) 傳統相機配置 

高程誤差向量圖 
(e) DMC 相機配置 

高程誤差向量圖 
(f) UltraCamD 相機配置 

高程誤差向量圖 

圖 14 不同種類航空相機配置之檢核點誤差向量圖(平面放大 5000 倍，平面放大 200 倍) 

經由以上實驗，可歸納得知物空間點位若為分

佈於測區外側且為低重疊次數之點，假設成像比例

尺或地面解析度固定之情況下，則會因為交會幾何

強度較弱使其物空間點位之高程精度發生較差之

情形。由於數位航空相機於高重疊率拍攝時，交會

幾何角度對於物空間點位高程方向之影響較傳統

航空相機敏感，因此數位航空相機應充分發揮其高

重疊率拍攝之功能提升點位重疊次數；此外，由於

低重疊次數點位多落於測區外圍，因此進行拍攝任

務時，應將拍攝之地面涵蓋範圍大於測區，使落於

測區內部之物空間點位為較高重疊次數點。 

4.3.3實驗 3、自率光束法平差改正

成效 

本實驗中，為突顯自率光束法平差修正內方位

參數誤差、及吸收透鏡畸變差及像平面扭曲誤差

(以下簡稱此 10 個參數為自率參數)的成效，因此

將帶有自率參數誤差之像點代入未附有自率參數

之光束法平差，檢視其影響量。 

由表 13 得知整體像點在 x、y 方向各產生

0.043mm、0.043mm 的平均偏移量，如圖 15 所示。

依像片比例尺 1：20000 來推算，將造成地面平面

坐標平均約 0.86m 偏移。 

表 14 之項目 R1、R2、R3 分別代表像點未含

有自率參數誤差的解算成果、像點帶有自率參數誤

差的解算成果、像點殘留自率參數誤差的影響量

(R3=R2-R1)。 

表 13 自率參數設定值及像點坐標平均偏移量 

像點平均偏移量(dx, dy) 0.043,0.043 

像主點偏移( 0x , 0y ) 10
-4

,10
-4

 

焦距改正量( df ) 10
-4

 

單位: ±mm 

輻射畸變差( 1k , 2k , 3k ) 10
-7

,10
-12

,10
-16

 

離心畸變差( 1p , 2p ) 10
-6

,10
-6

 

像平面誤差( 1b , 2b ) 10
-6

,10
-6

 

單位: ±unit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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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像點受自率參數之總偏移影響 

表 14 不同數學模式對於自率參數誤差改正之成果比較 

地控 

點數 
項目 

未附有自率參數模式 附有自率參數模式 

物空間定位精度(單位: ±m) 物空間定位精度(單位: ±m) 

RMSE 

_X 

RMSE 

_Y 

RMSE 

_Z 

RMSE 

_XYZ 

RMSE 

_X 

RMSE 

_Y 

RMSE 

_Z 

RMSE 

_XYZ 

483 

R1 0.117 0.116 0.241 0.292 0.117 0.116 0.241 0.292 

R2 0.293  0.157  1.509  1.545  0.119 0.117 0.245 0.296 

R3 0.176 0.041 1.268 1.253 0.002 0.001 0.004 0.004 

 

由成果可歸納二點小結： 

(1) 在項目 R1 的兩種模式成果相等，主要是因為

自率光束法平差中未含自率參數誤差，因此將

自率參數先驗精度設為 10-40，並藉由權的設

定使自率參數在平差的過程中為固定約制，所

以才和未附有自率參數模式的結果差異不顯

著，由此可看出本模擬器所使用的平差模式具

高度彈性。 

(2) 透過項目 R3 中，可明顯看出兩模式之差異。

就未附有自率參數模式而言，明顯反映出自率

參數之影響，總影響量約 1.3m，主要偏差量在

高程分量；而附有自率參數模式則可有效吸收

系統性誤差，依預測點位偏移量為 0.86m，經

自率模式後，僅殘留 4mm 之不符值，若與像

點量測精度對地影響比較，此量級已相當不顯

著。由實驗結果可知，附有自率參數模式確實

可成功吸收像點所含的內方位參數、透鏡畸變

及像平面誤差影響量。 

5. 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本研究工作為建置航測網形分析模擬器，依據

實際空中三角作業進行模擬實驗，經由實驗項目規

劃及測試結果，除展示本模擬器之可用性、平差模

式之彈性及可處理航測網形之多樣性之外，在實驗

中亦針對若干代表性航測網形具歸結若干分析以

及整體工作綜合評估如下： 

1. 代表性之航測網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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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像點及地控點精度保持良好，當引入良好外

方位參數精度之觀測量來源，對於物空間定位

的高程精度則明顯提升；若外方位參數精度不

佳，位置參數精度對於物空間定位精度之影響

量較姿態參數精度為大，但定位品質上並無呈

現等比例惡化，主要受制於像點精度良好之

因。 

(2) 就傳統類比型及現今數位框幅式相機之成像

幾何差異探討而言，分佈於測區外側且為低重

疊次數之物空間點位，因交會幾何強度較弱使

其物空間點位之高程精度較差。數位航空相機

於高重疊率拍攝時，交會幾何角度對於物空間

點位高程方向之影響較傳統航空相機敏感，因

此數位航空相機應充分發揮其高重疊率拍攝

之功能提升點位重疊次數。由於低重疊次數點

位多落於測區外圍，因此進行拍攝任務時，應

將拍攝之地面涵蓋範圍大於測區，使落於測區

內部之物空間點位具較高重疊次數。 

(3) 不完善的內方位參數、透鏡畸變及像平面誤差

等系統性誤差會扭曲物像對應幾何，若使用未

附有自率參數之數學模式將破壞定位品質，因

此整合自率光束法之直接定位系統空中三角

解算是有其必要性的。 

2. 模擬器綜合評估： 

(1) 以航測網形分析工作而言，以本模擬器之彈性

可用以討論系統整合效益、像點觀測量精度變

因、空中控制資訊幾何變因、地面控制資訊幾

何變因、連結點分佈型態、像片重疊率、傳統

類比型及數位框幅式航空相機之成像幾何模

擬及觀測量來源是否完全已知所因應的平差

模式策略皆可納入模擬器實驗之範圍。 

(2) 模擬資料產生器對於航測網形配置富有高度

變動彈性，以及利用誤差大小推演之權值反映

不同來源觀測量隨機特性之空中三角解算器，

於數學模式及平差模式皆具備合理性及可行

性，因此本研究實驗成果可供作實務應用之參

考，有利於航測工作行前之規劃，提供符合規

範及效益之最適網形配置策略。 

(3) 本模擬器研發階段除了驗證滿足解算航測模

擬資料之可行性，亦驗證在相同資料條件下與

商用空中三角解算軟體，如 PATB，有極接近

的數值解算成果。 

5.2建議與未來工作 

(1) 本模擬器目前對於物空間定位精度之指標為

檢核點均方根值(RMSE)，可據以繪製三軸誤

差向量，此部份屬外部精度驗核。應可再藉由

內部精度繪製誤差橢球以了解誤差空間特性。

除此之外，內、外可靠度指標亦可供作偵錯及

靈敏度分析使用。 

(2) 本研究中所建構的直接定位系統輔助空中三

角數學模式，是著重於 GPS、INS、相機投影

中心向量關係及坐標轉換關係之建立。然而，

GPS 及 INS 的誤差之修正亦為整合兩系統之

另一重點。考量 GPS 受制於週波脫落及低接

收資料頻率，及 INS 之定位誤差會隨時間而累

積之誤差特性，利用有效演算法，如：卡爾曼

濾波器，達精確的誤差估計及更新，則為本研

究未來有待擴充的領域。 

(3) 本研究在求解過程中尚未加入粗差偵測機制，

若觀測量含有粗差，則將嚴重影響參數求解品

質。因此未來可藉由粗差偵測方法針對帶有粗

差之觀測量，進行剔除或調權方式，以免除或

降低該觀測量之影響。 

參考文獻 

內政部，2007。高精度及高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測

製規範草案，27p。 

內政部，2008。航遙測空標及自然、人工地物特徵

點資料庫建置與研擬規範及流通供應辦法工

作案，68p。 

王宏仁，1996。GPS 輔助空中三角測量之精度探討，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78p。 

陳英煥，2007。空照數位像機拍攝高重疊影像匹配

高密度點雲，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研

究所碩士論文，122p。 



邱依屏、趙鍵哲：航測網形分析模擬器                              265 

蔡季欣，1993。地面觀測量輔助空中三角整合平差

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

文，47p。 

Alamús, R., W. Kornus, and J. Talaya, 2006. Studies 

on DMC geometry, 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 Remote Sensing, 

60:375-386. 

Cramer, M., 2003. Integrated GPS/inertial and digital 

aerial triangulation - recent test results, 

Photogrammetric Week 2003, Stuttgart, pp. 

161-172. 

Cramer, M., 2007. The ADS40 Vaihingen/Enz 

geometric performance test, 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 Remote Sensing, 

60:363-374. 

El-Sheimy, N., 1996. The development of VISAT a 

mobile survey system for GIS applications,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eomatics 

Engineering,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lgary, 

Canada, 199p. 

Farrell, J., and M. Barth, 1999.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and Inertial Navigation, 

McGraw-Hill, New York, 340p. 

Fraser, C.S., 1997. Digital Camera Self-calibration, 

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 Remote 

Sensing, 52:149-159. 

Jacobsen, K., 2007. Geometric Handling of Large 

Size Digital Airborne Frame Camera Image, 8th 

Conference on Optical 3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Zürich, pp. 164-171. 

Jaw, J.J., 1999. Control Surface in Aerial 

Triangulation, Ph.D.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Ohio, USA, 98p. 

Jaw, J. J., and Y. S. Wu, 2006. Control Patches for 

Automatic Single Photo  

Orientation, PE&RS, 72(2):151-157. 

Jaw, J. J., and N. H. Perng, 2008. Line Feature 

Corrrespondence between Object  

Space and Image Space, PE&RS, 74(12):1521-1528. 

Mostafa, M. M. R., 2001. Digital Multi-Sensor 

Systems – Calibration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OEEPE Workshop, Integrated Sensor 

Orientation, Hannover, Germany. 

Schwarz, K. P., M. Chapman, M. Cannon, and P. 

Gong, 1993. An integrated INS/GPS approach to 

the georeferencing of remotely sensed data, 

PE&RS, 59(11):1667-1674. 

Škaloud, J., 2007. Reliability of Direct 

Georeferencing - Beyond the Achilles’ Heel of 

Modern Airborne Mapping, Photogrammetric 

Week 2007, Stuttgart, pp.227-241. 

 

 

 

 

 

 

 

 

 

 

 

 

 

 

 

 

 

 

 

 

 

 

 

 

 

 

 

 

 

 

 

 

 

 

 

 

 



266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Volume 18, No.4, September 2014 

1 Engineer, Chinese Society of Photogrammetry & Remote Sensing                         Received Date: Mar. 29, 2010 
2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vised Date: May. 26, 2010 
2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ccepted Date: Jul. 11, 2014 
*.Corresponding Author, Phone: 886-2-23678645, E-mail: jejaw@ntu.edu.tw 

A Simulator for Photogrammetric Network Analysis 

Yi-Ping Chiou 
1
  Jen-Jer Jaw

 2* 

ABSTRACT 

Benefited from the newly developed photogrammetry-related sensors, GPS/INS tightly integrated with 

imaging system makes direct acquisitions of orientations plausible and airborne digital cameras with excellent 

radiometric performance and higher overlap provide good quality of imagery. In addition, versatile and distinct 

features inherited in geo-spatial information database show adequate potential serving as control entities 

geometrically linking object space and image space. Due to the diverse applications realized in photogrammetry, 

the afore-mentioned advantages may be seen fully exploited or partially integrated in practical usages. Therefore, 

a simulator considering possibilities of any kind of combinations of photogrammetric sensors and data 

configurations is designed in this work. The simulator includes three components: (1). Terrain simulation, (2). 

Bundle adjustment with self calibration, and (3). Flexible adjustment models allowing for pseudo observations 

for parameters. The preliminary tests show that this simulator performs well for analyzing photogrammetric 

networks 

 

Keywords: Simulator, Photogrammetric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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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式分類法於高解析度航照影像萃取崩塌地之 

研究 

孔繁恩 1  詹進發 2*  邵怡誠 3  李茂園 4  葉堃生 5  陳連晃 6 

摘  要 

傳統的影像分類技術是以像元式(Pixel-Based)的方法為主，但若使用高空間解析度的影像時會產生椒

鹽效應(Salt and Pepper Effect)的現象，進而影響分類的精度。基於此，本研究利用物件式(Object-Based)

的影像分類方法於 Z/I DMC (Digital Mapping Camera)航照影像上萃取出崩塌地區域。首先，本研究比較

了 Mean-shift 和 Ward 二種不同演算法之影像分割技術，並採取分割結果較佳的 Mean-shift 演算法將航照

影像依同質性分割成不同區塊，接著以每個區塊為最小單元進行分類，最後評估萃取出來之崩塌地的精

度。研究結果顯示物件式的影像分類方法可以有效消除在像元式影像分類上所產生的椒鹽效應現象，其

崩塌地萃取整體精度從 87.05%(像元式分類)提升至 99.41%(物件式分類)。 

 

關鍵詞：崩塌地、像元式影像分類、物件式影像分類、影像分割、椒鹽效應 

1. 前言 

遙感探測(Remote Sensing)技術已經成功應用

在自然資源保育、環境變遷偵測和災害預防措施等

許多不同領域中，而影像分類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目前影像分類的技術主要有：監督式分類、

非監督式分類和混合式分類。監督式分類需以人工

的方式選取訓練樣區，再進一步利用分類演算法將

其餘未選到的區域分類；非監督式分類不需要選取

訓練樣區，便可自動將全區影像分類；混合式分類

則是先以非監督式分類方法統計其影像的特徵值，

接著以監督式分類的方法將影像進行分類(Jensen, 

2006)。 

常見萃取崩塌地的遙測影像資料來源有(1)衛

星影像，如 SPOT 衛星影像(涂書芳，2001；黃筱

梅，2001；劉守恆，2002；陳駿賢，2003；王吉成，

2007；楊孟學，2008；洪凱政，2009；壽克堅，2010)

和(2)航照影像(鄭智仁，2010；劉治中等，2010；

王主一，2012)。於此兩種影像資料萃取崩塌地的

影像分類方法，不論是監督式分類、非監督式分類

或是混合式分類，傳統的作法是以像元式

(pixel-based)的分類為主，即影像分類的最小單元

是依據該影像的空間解析度而決定。隨著遙測科技

的蓬勃發展，感測器的技術不斷提升，許多衛載的

感測器已經可以達到數十公分等級，如

WorldView-2感測器的空間解析度在全色態波段可

以達到 0.46 m，而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空載數位製

圖相機 Z/I DMC (Digital Mapping Camera)航照影

像之空間解析度也達到 0.25 m。若以像元式影像分

類方法分類影像時，單一像元之光譜反射值不足以

代表地面上地物的特性，甚至可能為雜訊所在之處，

因此易將雜訊誤分類成其他地物，此種現象稱之為

椒鹽效應，通常發生在空間解析度高的衛星影像或

是航照影像上(雷祖強，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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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傳統像元式分類法於高空間解析度

影像上所產生的問題(單一像元不足代表地面特性、

椒鹽效應)，物件式(object-based)的分類方法已被廣

為使用。物件式的分類方法首要的步驟為影像分割

(image segmentation)，接著將每個分割出來的區塊

(物件)當作影像分類的最小單元，並且可統計每個

區塊(物件)內的特徵值(面積、形狀、光譜、紋理)，

以提升分類的精度(Jensen, 2006)。相關的研究如雷

祖強等(2009)利用區塊化物件分類法萃取水稻田

坵塊資訊，有效提高水稻田的分類精度，其精度從

原本的 92.6%(以像元式的影像分類 )提升至

95.3%(以物件式的影像分類)；張立雨和陳繼藩

(2006)利用集水區法的影像分割技術在 Quickbird

遙測影像上萃取道路區塊，其精度可高達 70%；鄭

雅文等(2008)將許多不同的分類演算法應用於物

件導向(object-oriented)分類法，如：高斯最大似然

法、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以及支持向量機等方法，利

用 SPOT-5 遙測影像進行土地覆蓋分類；而黃韋凱

等(2010)採取物件導向分類法於福衛二號影像上

萃取崩塌地和其他 14 種人工設施類別，其分類整

體精度達 81.6%；Zhou and Troy (2008)利用高解析

度數位航照影像與光達(LIDAR,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資料，以物件導向方法分析土地坵塊

層級之都市景觀結構；Gibbes et al. (2010)使用

IKONOS 影像，以物件式影像分類法區分非洲尚比

亞境內之大草原上的林地、灌叢與草生地；

Geneletti and Gorte (2003)利用不同解析度的影像

(包括：Landsat TM 與航照影像)，對義大利北部地

區進行土地覆蓋分類，其研究結果顯示物件導向方

法可有效區分各種土地覆蓋類型；Matinfar et al. 

(2007)以 Landsat 7 資料針對伊朗 Kashan 地區進行

土地利用與覆蓋分類，其研究結果顯示物件導向方

法比像元式的影像分類方法所獲得的分類準確度

更高。 

由於影像分割的成果會直接影響分類的結果，

影像分割的技術便成為物件式分類法之重要的議

題 (Xiao et al., 2010)。本研究比較 Mean-shift 

(Comaniciu and Meer, 2002)和 Ward 階層影像分割

演算法(Ward, 1963)，並利用物件式的影分類方法

在 Z/I DMC 航照影像上萃取出崩塌地的坵塊，最

後比較像元式和物件式的影像分類成果。 

2. 影像分割方法 

影像分割的目的是將影像依照其同質性分割

成不同區塊，區塊內的像元同質性高，異質性低；

區塊和區塊之間彼此之間的同質性低，異質性高。 

影像分割演算法常見的有邊緣式分割法

(edge-based)和區域式分割法(area-based)，一般來說，

區域式的分割法較邊緣式分割法有較佳的成果(表

1)。 

表 1. 邊緣式分割法與區域式分割法之優缺點(Gonzalez and Woods, 2008) 

分割法 優點 缺點 

邊緣式分割法 

1. 於灰階差異程度較大的地物之分割成

果佳。 

2. 偏向人為分割區塊的方式，將不同的

區塊以邊緣的方式區分。 

1. 於灰階值差異程度較小的地

物，其分割成果較差，不易分

割。 

2. 分割成果易受影像中雜訊的影

響。 

3. 線段連結(linking)的成果過於細

碎。 

區域式分割法 

1. 區域式分割法形成之區塊的像元數量

多於邊緣式分割法形成之區塊的像元

數量，可以包含更多特徵資訊。 

2. 可以分析區塊的紋理(texture)資訊，而

於邊緣式分割法不易分析。 

3. 對影像的雜訊有較佳的強健性。 

1. 演算法較邊緣式分割法複雜。 

2. 容易有過度分割的現象，後續應

用時需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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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航照影像萃取崩塌地區域，由於崩

塌地區塊包含的地物資訊複雜，因此，不利於採取

邊緣式分割演算法(影像中雜訊的影響程度大於區

塊式影像分割法)，故本研究採取區域式的分割演

算法，介紹如下： 

2.1 Mean-shift 分割法 

Mean-shift 影像分割為一種非參數式的機率密

度函式的演算法，其機率密度數學模型是建構在核

函數(kernel function)上，其演算法計算流程如圖 1

至圖 3 所示(Comaniciu and Meer, 2002; Svoboda et 

al., 2007)。首先在整張影像中以隨機的方式選取區

塊的初始中心點，接著以核函數所建立的機率密度

函式計算其平均位移向量(Mean-shift Vector)，並依

據其計算出來的平均位移量更新區塊的中心點，如

圖 1 和圖 2 所示。利用移動罩窗(moving window)

重複前述的步驟迭代計算至平均位移向量小於一

定的門檻值，則該區塊分割完成，如圖 3 所示。在

Mean-shift 影像分割的演算法中，需輸入三個參數，

分別為移動視窗大小、區塊之間最小光譜反射值差

距以及區塊最少像元數目。 

 

圖 1 平均位移量示意圖 

 

圖 2 更新群集中心點位置示意圖 

 

圖 3 平均位移量收斂圖 

平均位移向量(區塊之間最小光譜反射值差距)的

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其中： 

  ：表示影像中像元的灰階值。 

 ( )：表示 的鄰近灰階值。 

 (    )：為 Mean-shift 演算法的機率密度核函式。 

 ( )          ‖ ‖
 
:為 Mean-shift 演算法採取的

核函數。 

在計算 Mean-shift 演算法中，計算至 m(x)收斂為

止。 

2.2 Ward階層分割法 

階層式之影像分割法(Ward, 1963)，其概念如

圖 4 和圖 5 所示，為將影像中每個像點灰階值之間

的關係，以階層式的關係圖表示。 

階層式的影像分割法中，首要的步驟為建立相

似矩陣。相似矩陣即根據像元和像元之間的鄰近程

度所組成的矩陣，其矩陣元素為計算兩個像元之間

灰階差值之平方倒數。接著利用所建立的相似矩陣

對影像進行分割以及合併，其合併的依據為兩個像

元(或兩個群集)之間灰階差異的平方總和 (SSE, 

Sum of Square Error)，若是兩個群集之間的 SSE 小

於所設定的門檻值，則合併，反之則否。因此，其

演算法如下： 

步驟 1：將影像中每個像元視為一個群集。 

步驟 2：計算並建立每個群集的相似矩陣。 

步驟 3：依據相似矩陣元素所計算的 SSE 值判釋是

否合併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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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更新群集合併後的相似矩陣。     

步驟 5：重複步驟 3 和步驟 4，直至區塊合併完成。 

 

圖 4 階層式演算法概念(1) 

 

圖 5 階層式演算法概念(2) 

3. 影像分類法 

本研究使用的影像分類方式為監督式分類，其

架構和流程如圖 6 所示。首先以人為的方式於影像

中選取欲區分類別的地物樣本區，接著將這些樣本

區放入分類器(Classifier)，常見的分類器有最大概

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最短距離分類法

(Minimum Distance) 以及支持向量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等。分類過程中須以訓練樣區的地

物資料訓練分類器，分類器會統計選取的地物之光

譜值，以建立對該地物之分類模式，使之可以對其

他非訓練樣區資料分類。最後再評估其分類的精

度。 

本研究所採取之訓練分類器為線性支持向量

機演算法，其概念如圖 7 至圖 9 所示，主要的原理

為決定類別的決策界線及邊界，步驟說明如下(Tan 

et al., 2006)： 

圖 7 中有兩種類別，分別為正方形的類別和圓

形的類別，因此決策界線可以很直觀的產生如圖中

  所示，但此時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在此兩種類

別中可以產生許多不同的決策界線，如圖 8 所示。

線性支持向量機演算法的目標為選擇具有最大邊

界的決策界線。如圖 9 所示，  的決策界線邊界之

最大平移量為      ̅̅ ̅̅ ̅̅ ̅̅ 大於  的決策界線邊界之最

大平移量      ̅̅ ̅̅ ̅̅ ̅̅ ̅，因此在線性支持向量機演算法中，

假設只有  以及  此兩種決策邊界時，會以  當

作是分類的決策界線。但若是分類的資料無法以線

性的方式找出決策邊界時，線性支持向量機演算法

中會加入一項 slack 變數以調整函式並找出其決策

邊界。 

訓練樣區選取

訓練分類器，建
立分類模式

分類影像中非訓
練樣區區域

精度評估

 

圖 6 監督式分類法流程圖 

 

圖 7 SVM 演算法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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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SVM 演算法示意圖(2) 

 

圖 9 SVM 演算法示意圖(3) 

4. 實驗結果及分析 

4.1實驗區域和資料 

本研究使用農林航空測量所提供的DMC正射

影像作為原始資料，研究區域所在的位置在 1/5000

基本圖之圖號為 95193043，圖名為火燒社寮，其

範圍從東經 120°33'29"到東經 120°34'59"，北緯 23°

07'24"到北緯 23°08'54"，位在高雄市的南化區(圖

10)，原始影像如圖 11 所示。 

本研究所採用的影像資料為 DMC 正射影像，

DMC 相機與傳統框幅式相機(frame camera)相同，

為中心透視投影，中間四個鏡頭每曝光一次可記錄

四張 7168 x 4096 大小之全色(panchromatic)原始影

像，四張影像可組合成一張解析度為 13824 x 7680

的全色影像。外圍左右各兩個鏡頭共四個鏡頭，每

曝光一次可記錄四張 3072 x 2048 大小之多光譜

(multispectral)原始影像，分別記錄 12 bit 之紅光、

綠光、藍光、紅外線影像，多光譜影像與全色影像

套疊如圖 13 所示(Hinz et al., 2000)。 

 

圖 10 實驗區域圖(1) 

 

圖 11 實驗區域圖(2) 

 

圖 12 DMC 鏡頭配置 

 

圖 13 多光譜影像與全色影像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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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影像分割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二種區域式影像分割演算法，分別

為 Mean-shift 演算法和 Ward 階層法。為了比較此

兩種分割演算法的成果，於產製分割成果時，須固

定兩種演算法的分割數量，本研究依據實驗結果設

定在達到 781 個區塊時即停止繼續分割。

Mean-shift 影像分割的成果如圖 14 所示；Ward 階

層影像分割的結果如圖 15 所示。 

為了驗證何種演算法較佳，本研究以過度分割

區域作為判釋影像分割的指標(Meinel and Neubert, 

2004；Schiewe, 2002；Zhang et al., 2008；Gonzalez 

et al., 2013)，如圖 16 所示，A 地區(河道淤積區域)

之分割結果較佳，於此研究中視為非過度分割區域；

B 地區(植被地區)之分割成果較差，於此研究中視

為過度分割區域。接著從影像中隨機抽取 100 個點，

並檢核其中有多少點位於過度分割區域，若是位於

過度分割區域的點位越多，表示其分割演算法的成

果較差；相對若是位於過度分割的點位越少，其分

割的成果越佳。 

表 2 為此兩種影像分割法之過度分割的統計

數據，其中顯示 Mean-shift 分割法之過度分割點位

數量比率(25%)明顯較 Ward 階層分割法(43%)低。

因此，本研究採取 Mean-shift 分割演算法之結果應

用於後續影像分類的分析。 

  

圖 14 航測影像與 Mean-shift 影像分割結果 

 

 

圖 15 航測影像與 Ward 階層影像分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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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非過度分割區域(A)和過度分割區域(B) 

表 2 Mean-shift 和 Ward 階層分割法比較 

影像分割種類 Mean-shift 分割法 Ward 階層分割法 

過度分割點位/隨機抽取 100 個點位

之比率 
25% 43% 

表 3 影像分割相關資訊 

分割成果圖編號 
移動罩窗大

小(像元) 

區塊之間最小光

譜反射值差距 

區塊最少

像元數目 
分割區塊數量 

耗費時間

(秒) 

圖 17 (B) 11 5 10 46375 42.40 

圖 17 (C) 11 5 300 781 42.53 

圖 17 (D) 11 10 300 573 84.31 

圖 17 (E) 21 10 300 437 387.64 
 

Mean-shift 影像分割演算法需要輸入三個參數，

分別為移動視窗大小、區塊之間最小光譜反射值差

距以及區塊最少像元數目。由表 3 可得知利用

Mean-shift 影像分割演算法在不同的參數設定值之

下會產生不同的分割成果，當移動罩窗越大時，其

計算量增加，導致所耗費的時間也隨之增加，但對

雜訊的穩健性也提高，因此，所分割出來的區塊面

積較大，同時區塊的數量也較少；若區塊之間的最

小光譜反射值差距設定越大時，其像元和像元之間

的光譜反射值若差異不大時，此兩像元會被視為同

一個區塊，因此，所分割出來的區塊面積越大，相

對其區塊的數量也越少；另外，若區塊最少像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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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值設定越大時，其分割出來的區塊至少包含一定

的像元數量，使其分割出來的區塊面積越大，而區

塊的數量也越少。 

從本研究中的實驗數據可知，當區塊之間最小

光譜反射值差距從 5 (圖 17 (C) )增加到 10 (圖 17 

(D) )時，其耗費的時間從 42 秒增加至 84 秒；當區

塊最少像元數目從 10 (圖 17 (B) )增加到 300 (圖 17 

(C) )時，其耗費的時間幾乎是一樣；移動罩窗大小

從 11 (圖 17 (D) )增加到 21 (圖 17 (E) )時，其耗費

時間從 84 秒增加至 387 秒。因此移動罩窗大小對

整體影像分割的時間複雜度影響大於區塊之間最

小光譜反射值差距以及區塊最少像元數目參數的

影響。此外，圖 17 (B) 的影像分割成果為 46375

個區塊，由於區塊最少像元數目參數設定太小，導

致分割時易受雜訊的影響，因此成果太過於零碎，

圖 17 (C) 的影像分割成果為 781 個區塊；圖 17 (D) 

的影像分割成果為 573 個區塊圖 17 (E) 的影像分

割成果為 437 個區塊。雖然圖 17 (D) 以及圖 17 (E) 

之影像分割成果所得的區塊數量相對較少，但須花

費較多時間，並且由於分割的區塊太少，導致原本

在原始影像上為崩塌地的區域被當作雜訊，使其影

響後續的影像分類精度。因此，本研究在 Mean-shift

影像分割是採取圖 17 (C)的成果作為後續的物件

式影像分類單元，其參數設定在移動罩窗大小為

11，區塊之間最小光譜反射值差距設定為 5，區塊

最少像元數目大小設定為 300。 

4.3影像分類結果及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比較物件式分類法和像

元式分類法，因此，本研究之影像分類成果包含物

件式分類和像元式分類所產生的結果。此外，由於

本研究所分析的影像是在莫克拉颱風過境後所拍

攝，因此在此影像中的河道上有大量的土石淤積，

而這些土石淤積區域之光譜的反射值與崩塌地相

近，導致在影像分類時會將這些在河道上的土石淤

積區域錯誤分類成崩塌地的區域，為了解決這個問

題，本研究將河流向量圖層資料套疊至影像上，以

消除位於河道上被誤判為崩塌地的區域。 

 

圖 17 Mean-shift 影像分割於不同參數成果圖(A:原始影像部分區域；B、C、D、E 為於不同參數之分割成

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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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物件式的影像分類上是以投票法的

方式決定每個區塊是否屬於崩塌地的類別。首先，

採取Mean-shift分割法將影像分割成若干個區塊，

並於每個區塊中，採取 SVM 分類法萃取崩塌地像

元。若一個區塊中屬於崩塌地類別的像元數量和該

區塊中總共的像元數量之比例大於所定的門檻值，

則該區塊被分類成崩塌地，反之則否。為了決定門

檻值的大小，本研究中共實驗了九種門檻值，分別

為 50%、55%、60%、65%、70%、75%、80%、85%

以及 90%。萃取出來的崩塌地成果如圖 18 至圖 20

所示。門檻值過小或過大都會影響到崩塌地之萃取

精度，如圖 21 所示，為在門檻值 50%以及 70%之

下錯誤的崩塌地萃取圖。可知當投票法的門檻值設

定為 50%時，其所萃取出來錯誤的崩塌地區域較門

檻值設定 70%時更大，尤其是在道路以及植被地區

的部分。 

 

 

 

 

圖 18 50% (左)；55% (中)；60% (右)之崩塌地萃取成果圖 

   

圖 19 65% (左)；70% (中)；75% (右)之崩塌地萃取成果圖 

 
 

 

圖 20 80% (左)；85% (中)；90% (右)之崩塌地萃取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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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了決定何種投票門檻值，採取誤差矩

陣評估各個門檻值所求得之崩塌地萃取精度。因無

法直接於現場勘查崩塌地，本研究根據潘國樑

(2009)對崩塌地之視覺特徵(表 4)，直接於影像上數

化崩塌地並作為其地面參考分類資料。表 5 為於各

個投票法之門檻值所得到的崩塌地萃取精度比較

表，包括使用者精度、生產者精度、整體精度以及

Kappa 值。從表 5 可知，使用者精度在門檻值越高

時，其精度越高，但相對生產者精度降低；同時將

此表的各項精度以折線圖來表示(圖 22)，得知於門

檻值 70%時，可獲取最佳的崩塌地萃取成果：使用

者精度為 91.90%；生產者精度為 93.39%；整體精

度為 98.81%以及 Kappa 值為 91.99%。因此，本研

究採取 70%之投票法門檻值應用於物件式分類法

之崩塌地萃取。 

表 4 崩塌地判釋依據(潘國樑，2009) 

項目 崩塌地特性 

外型 現狀、條狀、眼淚、彗星、舌型等。 

長寬比 較大。 

色調 
新型崩塌地：明亮水藍、灰藍、灰白色。 

舊型崩塌地：藍棕色。 

坡度 較陡 

 

 

  

圖 21 門檻值 50%(左)以及 70%(右)之物件式分類產生的錯誤分類圖 

表 5 各個門檻值之物件式崩塌地萃取精度統計 

門檻值 使用者精度 生產者精度 整體精度 Kappa 值 

50% 52.23% 95.53% 92.67% 63.80% 

55% 57.98% 95.20% 94.11% 68.99% 

60% 64.98% 94.58% 95.50% 74.64% 

65% 78.19% 94.10% 97.43% 84.01% 

70% 91.90% 93.39% 98.81% 91.99% 

75% 91.85% 80.00% 97.84% 84.35% 

80% 92.52% 61.33% 96.52% 71.98% 

85% 93.38% 48.37% 95.60% 61.63% 

90% 94.13% 36.68% 94.76% 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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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為像元式的影像分類成果，圖 24 為物件

式的影像分類成果。物件式的分類成果是以每個影

像分割出來的區塊當作是分類的最小單元，而像元

式的影像分類是以每個像元當作分類的最小單元，

因此，以物件式影像分類所得到的崩塌地分類成果

確實可以避免以像元式影像分類時所產生之椒鹽

效應的問題，如圖 25 所示。 

為了評估物件式分類法和像元式分類法之崩

塌地萃取成果，以人工數化之崩塌地坵塊資料與此

兩種分類資料相比較，建立誤差矩陣以評估崩塌地

萃取精度。表 6 為物件式分類法採用投票法門檻值

70%的崩塌地誤差矩陣；表 7 為像元式分類法之崩

塌地誤差矩陣。由此二表可知物件式分類法所得到

的崩塌地分類精度不論是在使用者精度(物件式：

95.53%；像元式：36.61%)、生產者精度(物件式：

97.13%；像元式：84.99%)、整體精度(物件式：

99.41%；像元式：87.05%)以及 Kappa 值(物件式：

96.00%；像元式：45.04%)部分，均高於像元式分

類法之崩塌地分類精度。 

 

圖 22 各個門檻值之崩塌地精度統計圖 

  

圖 23 像元式影像分類成果 圖 24 物件式影像分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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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椒鹽效應示意圖 

表 6 物件式分類法之崩塌地評估誤差矩陣 

 

地面參考分類資料 

使用者精度 

崩塌地 非崩塌地 總和 

分類 

資料 

崩塌地 27660 1294 28954 95.53% 

非崩塌地 817 326855 327672 99.75% 

總和 28477 328149 356626  

生產者精度 97.13% 99.61%   

整體精度：99.41%；Kappa 值：96.00% 

表 7 像元式分類法之崩塌地評估誤差矩陣 

 

地面參考分類資料 

使用者精度 

崩塌地 非崩塌地 總和 

分類 

資料 

崩塌地 24202 41910 66112 36.61% 

非崩塌地 4275 286239 290514 98.53% 

總和 28477 328149 356626  

生產者精度 84.99% 87.23%   

整體精度：87.05%；Kappa 值：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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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使用物件式的影像分類方法於DMC航

照影像上萃取崩塌地區域，可得到以下的結論： 

(1). 本研究採取Mean-shift和Ward階層之區域式

影像分割的演算法分割影像，並使用過度分

割指標評估分割成果。得知 Ward 階層法之

過度分割的區域數量大於 Mean-shift 分割演

算法。因此，本研究採用 Mean-shift 分割演

算法以進行後續的影像分類。 

(2). 本研究中物件式分類法萃取崩塌地之生產者

精度和使用者精度均高於 90%；像元式分類

法之崩塌地萃取的生產者精度達到 84%，但

由於椒鹽效應的影響，分類誤判機率大增，

使得使用者精度僅有36.61%。因此，使用物

件式的影像分類方法所得到的崩塌地萃取成

果較佳，並且可以消除在像元式影像分類方

法於崩塌地萃取時所產生之椒鹽效應的現

象，同時提高崩塌地的萃取精度。 

(3). 本研究利用線性支持向量機演算法分類崩塌

地區域時，為了降低在河道上土石淤積的部

分被誤分類成崩塌地，而以河流向量圖層作

為輔助崩塌地判釋的資料，如此可以有效的

降低崩塌地誤判的機率。 

由於資料限制的關係，本研究仍有許多不足的

地方，後續研究重點建議如下： 

(1). 本研究目前在崩塌地的分類時，僅利用線性

支持向量機演算法分類，未採用其他分類崩

塌地的準則如光譜反射指標、紋理指標、形

狀指標以及大小指標等，因此後續的研究可

以加入其他崩塌地分類準則以提高崩塌地萃

取的精度。 

(2). 為去除河道淤積區塊，本研究採用河流的向

量圖層過濾錯誤崩塌地。但河道面積擴大區

域與河流向量圖層位置不一，因此後續研究

建議可以採取區域成長法，並加入地形資料

輔助判釋，將影像上河道淤積地區萃取。 

(3). 本研究僅使用影像和向量資料萃取崩塌地，

後續研究建議加入地形資料(如坡度和坡向

資料)以提升崩塌地的萃取精度。在資料的

生產方面，建議採取原始航照影像所匹配出

的地形資料，以降低崩塌前後因地形變動於

崩塌地萃取所產生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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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image classification techniques use per-pixel (pixel-based) approaches to classify images. 

However, due to “salt-and-pepper effect”, these approaches often result in less satisfactory outcome when 

applied to high resolution aerial image data.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use object-based 

classification method to detect landslide areas using aerial images acquired by Z/I DMC (Digital Mapping 

Camera). Firstly, this study compared two kinds of image segmentation techniques (Mean-shift and Ward 

approaches), and the algorithm with better segmentation result was adopted to segment image into regions based 

on homogeneity. Then each region was taken as a unit for imag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accuracy of landslide 

detection was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pixel-based image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object-based image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salt-and-pepper effect”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landslide extraction from high resolution aerial images. In this study, the overall accuracy for 

landslide extraction using pixel-based and object-based classification method was 87.05% and 99.41,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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