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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性點雲過濾演算法於空載光達資料
產生數值高程模型之研究
周富晨 1

曾義星 2

摘要
目前空載光達最主要的應用為生產 DEM，而空載光達所得之點雲資料包含了地表點及地物點，應用
於生產 DEM 則須先將非地面點濾除。本研究以形態學理論為基礎，提出適應性點雲過濾演算法，目的在
於過濾點雲中的非地面點，生產 DEM。本演算法利用三維網格結構化點雲資料，計算地表大範圍之趨勢
面及局部坡度，主要以適應性坡度的概念過濾點雲。經由實際資料測試，本演算法對多數地形狀況能有
效濾除非地面點，獲得良好的過濾結果，唯在地形斷線處以及地形突然隆起或是下陷處，可能會將地面
點過度濾除。而針對少部分過濾有誤的地方仍須以人工進行檢核編修，以確保 DEM 之成果品質。

關鍵詞：數值高程模型、空載光達、點雲、過濾演算法

1. 前言

物點，應用於生產 DEM 則須先將非地面點濾除。

空載光達(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

目前多數的過濾法主要利用點位間的高差、斜率或

可快速獲得高精度密佈於地表的三維點位資料，稱

是曲率的概念，以罩窗或門檻值的操作，濾除局部

為點雲(Point Cloud)。點雲資料提供了相當豐富的

較高的點，如 Vosselman (2000)提出以坡度為基礎

地表高程資訊，包含了地表、建物以及植被之點位

的形態學過濾法，以及 Axelsson (2000)利用曲率約

高程，因此相關應用正快速發展中，例如數值高程

制的概念所提出之適應性不規則三角網(Adaptive

模 型 （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 的 生 產

TIN)。而另一類方法則是基於統計理論基礎上的過

(Vosselman, 2000)、建物萃取(Haala and Brenner,

濾法，如 Kraus and Pfeifer(1998) 以及 Lohmann and

1999)、地震災害分析(Steinle et al., 2001)、植被量

Kock（1999）都利用線性預估(Linear Prediction)

估計(Törmä, 2000)及水文模式分析(Cobby et al.,

的方法過濾點雲。

2001)等。而目前空載光達最主要的應用為生產

目前形態學過濾法較為廣泛使用，因此本研究

DEM ， 其 高 程 精 度 可 達 公 寸 等 級

初以 Vosselman (2000)提出的「以坡度為基礎之形

（Ackermann,1999）
。

態濾波器」理論為基礎，經由試驗，進一步提出「適

空載光達所得之點雲資料包含了地表點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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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性點雲過濾演算法」。本法利用三維網格結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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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地表大範圍之趨勢面及局部坡度，主要以坡度適

因此，若有任一點位於此圓錐內部，則該點與 Pi 之

應性的概念過濾點雲，目的是希望過濾的過程中能

高差大於 ∆hmax ( d ) ，故 Pi 為非地面點應予以濾

考量地形的起伏及地物的變化，合理的將非地面點

除。
本研究實作上述過濾方法，由使用者設定方形

濾除。

搜尋範圍以及坡度門檻值兩個參數進行過濾，過濾

2. 形態濾波器之應用分析
Vosselman(2000)以形態學理論為基礎，利用侵
蝕的概念，根據核函數(kernel function)所定義之侵
蝕面(eroded surface)過濾點雲。該法考量任兩點間
所 能 容 許 的 最 大 高 程 差 ∆hmax ( d ) 濾 除 非 地 面
點，其所定義之 DEM 如下：

{

}

根據(1)式，某一點 Pi 若為地面點必須滿足：該點
與一定區域範圍 A 內的任一點 ∀Pj ∈ A 其高差

尺，區域中央有一長形建物。由圖二(b)之剖面圖
可以看出此區域地形較為平坦，坡度設定為 0.1 時
可以將局部較高的非地面點濾除，但可以明顯發現

誤判為地面點，主要原因為搜尋範圍太小所致。而
圖二(b)箭頭所指處之地表有明顯高低差，屬地形
斷線處，而搜尋範圍內較高的地面點會被過度濾

佈的「非地面點」(白色點)。此外，建物兩側相當

若核函數定義為：

平坦的地面過濾後並非所有點都會被判斷為地面

k ( ∆x, ∆y ) = − ∆hmax ( ∆x 2 + ∆y 2 )

(2)

⎣

e pi = min h p j + ∆hmax (( pi , p j ))

⎦

點，其原因在於即使雷射掃瞄在同一平面上，仍會
有微小的起伏，一旦起伏大於所設定的坡度門檻

則侵蝕面可定義如下：

{

圖二實地之平面範圍為 100 公尺 × 100 公

所以對應圖二(a)可以發現建物右側有一條帶狀分

∆hmax ( d ) 由核函數所定義。

DEM = pi ∈ A | h pi ≤ e pi

所組成之剖面圖。

除，因此搜尋範圍越大越容易將地面點過度侵蝕，

h pi − hPj 必須小於或等於 ∆hmax ( d ) ，而

則(1)式可重新定義如下：

示，圖(a)為三維透視圖，而圖(b)為圖(a)中較粗點

建物中間沒有完全濾除乾淨，部分建物頂面的點被

DEM = pi ∈ A | ∀pi ∈ A : h pi − h p j ≤ ∆hmax (d ( pi , p j ) ) (1)

p j ∈A

結果如圖二及圖三所示，所保留之地面點以紅色表

值，則局部較高的點便會被濾除。
(3)

圖三為山區的過濾結果，此區域實地平面範圍
為 300 公尺 × 300 公尺。山區的過濾結果較難由三

}

維透視圖觀察，但由剖面圖可以明顯看出掃瞄點分
(4)

上下兩層，這便是雷射多重反射特性所產生的結

所以此過濾方式其核心概念取決於對核函數的定

果，通常視覺判斷時會將局部較低的點視為地面點

義，核函數必須視地形的情況而調整，若考量地形

為地面點，原因為搜尋範圍內無其它的地面點。而

的坡度變化，核函數可表示如下：

k ( ∆x, ∆y ) = − ∆hmax ( d ) = slope × d

保留。圖三(b)的Ⅰ區中，有部分樹冠上的點誤判

(5)

其中，slope 為坡度門檻值；d 為兩點間的水平距

圖三(b)Ⅱ區的地面點由於該區地形坡度大於所設
定之門檻值，所以被判斷為非地面點。而圖三(b)
的Ⅲ區可以看出局部的低點通常會被視為地面點

離。其過濾方式可以圖一解釋之，欲測試一點 Pi 是

保留，這是此濾波器的一個主要特性。如圖四，若

否為地面點，可以 Pi 為頂點，向下伸張一圓錐面，

測試點搜尋範圍內無其它更低的點，則局部搜尋範

此圓錐之寬窄由坡度門檻值所決定，圓錐面則根據

圍內的低點會被視為地面點保留。所以，地形特徵

搜尋範圍延伸。而頂點至圓錐面的垂直距離即為任

上的局部低點通常會被保留；反之，局部的高點則

一水平距離 d 所能容許的最大高程差 ∆hmax ( d ) ，

容易被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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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範圍

pi

∆hmax (d )

slope = ∆hmax / d
圖一 以坡度為基礎之形態濾波器示意圖

圖四 以坡度為基礎之形態濾波器的特性

3. 適應性點雲過濾演算法
3.1 適應性概念
經由上一小節之分析測試，以坡度為基礎的過
濾方式必須要考慮兩個主要問題：(1) 如何決定坡
度門檻值，(2)需使用多大的搜尋範圍。因為點雲
資料的變化包含地形起伏與地物大小高低，難以用

(a)

固定的坡度門檻值區分之，坡度門檻值過大容易誤
留一些地物點，過小則可能誤濾一些起伏較大的地
表點。至於搜尋範圍的設定主要和局部點雲的分佈

(b)

有關，若此局部範圍小於地物的大小時，則無法將

圖二 平地有建物區域之過濾結果(坡度 0.1，搜尋
範圍 6m × 6m)：

大型的地物濾除乾淨；若將搜尋範圍加大，一方面

(a)三維透視圖；(b)剖面圖

計算量大增，另一方面則容易因為地表的起伏而將
地面點過度濾除。
考量上述問題，本研究進一步提出適應性點
雲過濾演算法。本法利用三維網格篩選點雲，計算
地表大範圍之趨勢面及局部坡度，以坡度適應性的
概念過濾點雲資料。過濾程序分兩階段進行，首先
利用趨勢面將離地面較遠的點濾除，這些濾除點屬
建物及樹木，如此可解決過濾搜尋範圍過大或過小
的問題。後續考量小區域範圍的地形變化，以適應

(a)

性的概念根據局部區域不同的坡度過濾點雲資料。
Ⅱ
I

3.2 三維網格結構

Ⅲ
(b)

圖三 山之過濾結果（坡度 0.5，搜尋範圍 6m ×
6m）：(a)三維透視圖；(b)剖面圖

點雲資料中每個點均記錄其(x,y,z)之物空間座
標，若根據讀入點雲資料的 x、y 及 z 坐標之極小
值 ( x min , y min , z min ) 為 網 格 起 點 ， 依 X 、Y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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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方向規則切割，如圖五，則每個網格會對應到

時，則選取較低網格所包含的點會將部分的地面點

物空間之特定範圍，並且包含該範圍內的所有掃瞄

濾除。

點。由於三維網格結構是由規則的網格排列所組
成，因此很容易知道網格間的相鄰關係，可快速簡
便地搜尋三維點雲資料。

(a)
Z
Y
X

圖五 三維網格示意圖

利用三維網格可同時對點雲資料作初步的篩
選及過濾。當三維網格的 Z 方向給予較小的切割
間距時（假設為 1 公尺），則建物側邊的掃瞄點會

(b)

被多個網格分割，而植物涵蓋的區域由於雷射多重

圖六 利用三維網格篩選點雲資料: (a)X、Y 間距 5

反射的特性，樹木頂面的點、樹幹點及地面點會被

公尺，Z 間距 1 公尺(b)X、Y 間距 15 公尺，Z 間距

分割在不同的網格位置。因此，若從「有點」的網

1 公尺

格中，篩選出每個(X,Y)位置上最低的網格所包含
的點，則這些點相對較之下會是離地面較近的點或

地面點被忽

地面點，則大多數建物側邊上或是樹木頂面的點會

略的部分

被濾除(如圖六)。圖中為不同 X、Y 間距篩選點雲
結果，圖六(a)可以看出 X、Y 間距較細的網格可能
真實地表

會篩選到大型地物頂面的點；而圖六(b)使用較粗
的網格則只有貼近地表的網格會被留下來，大型地

建物

圖七 以較粗網格篩選點雲之示意圖

物頂面的點經篩選後會被濾除乾淨。因此，利用三
維網格可對點雲作初步的篩選，但前提為 Z 方向

v
n

的切割間距不能過大，若間距比建物的高度或樹木

v
z

的高度還大時，則無法達到過濾的效果。

擬合平面

雖然利用較大的 X、Y 間距可將大型地物頂面
的點濾除，但當間距過大時，則很容易忽略地表的

θ

θ

起伏，圖七為三維網格篩選點雲之縱剖面示意圖，
若網格平面範圍內的地表起伏超過 Z 方向的間距

圖八 計算平面坡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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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點雲資料擬合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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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演算法及流程

配合三維網格的篩選，每個(X,Y)位置會對應

由 3.2 及 3.3 節可知，點雲資料配合三維網格

到含有點且 Z 值最小的網格。本研究利用移動平

的篩選，以擬合平面的方式可計算地表之趨勢面，

面法(Moving Plane)計算每個(X,Y)位置點位分佈

通常建物或是樹木頂面的點會遠離地表，因此本演

的近似平面，計算的方法以每個網格的平面位置

算法利用地表大範圍之趨勢面進行粗略過濾，將遠

（X,Y）為中心，根據 X、Y 方向的切割大小，選

離地表的點濾除，其餘離地較近的地面點則考量小

取 3 × 3 網格範圍所包含的點作計算。擬合平面利

範圍的點雲分佈，以適應性坡度的概念根據局部區

用平面截距式：

域不同的坡度進行細節過濾。由於粗略過濾所使用

z = Ax + By + C

(6)

的趨勢面會受到網格切割間距的影響，因此本演算

以最小二乘平差求解 A、B、C 三個參數，則(X,Y)

法設計了迭代過濾的程序，迭代的過程會逐次修正

網格範圍內點位分佈的近似平面可以 A、B、C 三

趨勢面，避免趨勢面與地表過度偏離。

個參數表示之，而計算所得的平面利用餘弦定理可

(1)粗略過濾

求解平面的坡度。如圖八，根據(7)式，平面法向

點雲資料經過三維網格的篩選後，若網格平面

r
v
量 n 可表示為(A,B,-1)，其與 z 向量(0,0,1)的夾角為

間距大於地物尺寸時，則地物頂面的點會被濾除，

θ

所以根據此原則，由人工給定粗網格間距(Dx, Dy,

，則

v v
n⋅z
θ = arccos( v v )
n×z

(7)

Dz)計算地表之趨勢面，故每個點均會對應到特定
的平面位置(X,Y)，而每個(X,Y)位置有其對應的平

所以，θ 取正切值(tangent)可求得平面坡度。
圖九為利用不同網格間距篩選點雲資料後，其

面參數，可逐點進行以下的測試。
若一點的座標為 ( x i , y i , z i )，則該點至趨勢面

擬合平面之剖面圖。X、Y 間距較大時，擬合平面

的 z 截距 difZ 可由下式計算得知：

會近似地表大範圍的趨勢起伏，但局部的起伏則會

difZ = zi − ( A * xi + B * y i + C )

被忽略。而 X、Y 間距較小時，即網格較細時，擬

若 difZ 大於所設定的 z-buffer，則將其濾除，而

合之平面會接近局部的起伏，但有些平面可能會位

z-buffer 主要考量建物離地的高差設立。如圖十，

於建物的頂面或側邊。故本演算法後續根據此原則

根據給定的 z-buffer，趨勢面可同時向上、向下平

計算地表大範圍之趨勢面及小範圍之局部坡度，分

移，若點介於兩平移後的趨勢面之間，則將其保

兩階段過濾點雲。

留；反之，則將其濾除。因此，建物或是樹木頂面

(8)

的點通常會高於向上平移後之趨勢面，所以會被濾
除掉，而若點雲中含有「少數」低於地表的異常點
(a)

位，則對計算趨勢面的影響不大，利用向下平移的
趨勢面可將其濾除。
(2)細節過濾

(b)
圖九 不同網格大小擬合平面之剖面圖（以虛線表
示）：(a)X、Y 間距 40m，Z 間距 1m；(b) X、Y 間
距 10m，Z 間距 1m

經過粗略過濾後，所保留的點大多是離地較近
的點或是地面點，所以根據 Vosselman(2000)提出
以坡度為基礎的過濾方式，若能得知地表局部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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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坡度，理論上可得良好的過濾結果。因此本研究

迭代可由使用者決定。本演算法所需設定的參數包

利用粗略過濾所保留的點再次以較細網格

括：粗網格間距 (Dx, Dy, Dz)、細網格間距

(dx,dy,dz)分割，同樣利用 3.3 節所述之擬合平面法

dz)，以及粗略過濾所使用的 z-buffer。

(dx, dy,

求算局部的近似坡度，因此根據細網格的切割，每
個網格平面位置(X,Y)所對應的坡度已知，式(5)可
重新定義如下：

∆hmax = slopelocal × d + σ h

(9)
z-buffer

其中， slopelocal 表示局部坡度； d 表示兩點間水
平距； σ h 表示空載光達之高程精度。式(9)中，局
部坡度由(X,Y)位置計算之坡度定義，等式右邊加

趨勢面

上 σ h 的主要原因在於即使點雲分佈在同一平面

局部坡面

上，但仍會受到偶然誤差的影響會有微小的起伏，

圖十 粗略過濾示意圖

為了避免此微小的起伏大於所計算的坡度而將地
面點濾除，因此 ∆hmax 根據空載光達的高程精度加
上一個常數值，此值一般約 0.2 公尺左右。所以根

(a)

據(9)式，粗略過濾所保留的點以細網格分割後，
每個點有其所在的網格位置及該位置所對應的坡
度，則以每一點所在之網格平面位置(X,Y)為中
心，3 × 3 之網格平面範圍作為搜尋範圍，逐點進

(b)

行過濾。
經由以上兩階段的過濾，本演算法設計了迭代
過濾的程序，主要目的在於修正趨勢面，避免趨勢

圖十一 點雲資料迭代過濾後擬合平面之結果(粗網
格之 X、Y 間距 50m，Z 間距 1m；細網格之 X、Y
間距 2m，Z 間距 1m)：(a)迭代前(b)迭代後

面與地表過度偏離。如圖十一(a)所示，當粗網格
之 X、Y 間距過大時，所計算之趨勢面會向下偏離
地表，如虛線圈選的部分，如此根據粗略過濾所給

4. 實驗結果與分析

定之 z-buffer 仍可能將地面點過度濾除。因此本演

根據第三章所提出之適應性點雲過濾演算

算法以迭代過濾的方式，利用前一次過濾所保留之

法，本研究由實驗區中不同的地形資料，探討其過

地面點，逐步縮小趨勢面的計算範圍，使 Dx、Dy

濾結果，並以航測方法所得之 DEM 對空載光達之

為前一次計算的一半，反覆迭代直到趨勢面的計算

DEM 成果進行分析評估。

範圍相等或略大於局部坡度的計算範圍為止。圖十
一(a)迭代後之結果如圖十一(b)所示，此時可以發
現圖十一(a)中所圈選的區域在圖十一(b)中，其趨
勢面已貼近地表。
完整的過濾流程如圖十二所示，過濾流程是否

4.1 實驗資料與檢核資料
本研究所使用之實驗資料為行政院農委會所
提供之新竹地區空載光達資料，航高 800 公尺，掃
瞄密度約 1.7 點/平方公尺。本實驗從中選取兩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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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區域作為實驗區，圖十三為實驗區點雲資料之三
維分佈圖。實驗區一屬地形較平坦之區域，且邊坡
處為樹木所覆蓋，平面範圍 1.5 公里 × 1.5 公里。
實驗區二主要為山區，平面範圍 1 公里 × 1 公里。
檢核資料利用國立交通大學璞玉開發計畫所
拍攝之航測像片，以航測方法製作 DEM 作為檢核
之用。像比例尺為 1/6000，航高 1780 公尺。對應
實驗區一及實驗區二之分佈範圍，選取近似區域之

(a)

航測像片組成立體模型施測，量測方式以人工利用
立體製圖儀量測，並同時量測特徵點及特徵線，由
SCOP 軟體內插成 2 公尺間距之規則網格點。

點雲資料

粗網（Dx,Dy,Dz）切割
計算趨勢面

粗略過濾

(b)

以細網(dx,dy,dz)切割計
算局部坡度

圖十三 實驗區點雲資料之三維分佈圖：
細節過濾

（a）實驗區一 (b)實驗區二
否

是否迭代？

輸出地面點

4.2 空載光達生產 DEM 之成果

是
Dx = Dx/2
Dy = Dy/2

利用本研究提出之點雲過濾演算法，可過濾點

是
Dx/2 > dx ?

否
輸出地面點

雲資料中的非地面點。過濾參數先由人工判斷，根
據測試經驗給定較好的過濾參數值。實驗區一屬於
較平坦區域，區域內有大型建物，全區使用以下的
過濾參數：Dx = Dy = 40 公尺、Dz = 1 公尺、dx =

圖十二 過濾流程圖

dy = 2 公尺、dz = 1 公尺、z-buffer = 2 公尺，並且
使用迭代過濾。實驗區二主要為山區，過濾參數設
定如下：Dx = Dy = 10 公尺、Dz = 1 公尺、dx = dy
= 2 公尺、dz = 1 公尺、z-buffer = 2 公尺，並且使
用迭代過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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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過濾參數之過濾結果會有所差異，此差異
將在下一節探討。而在實際應用上，參數的設定難
以在所有的情況下都得到最理想的過濾結果，並且
過濾並無法保證結果完全正確，因此為確保 DEM
之成果品質，後續應以人工進行檢核編修的工作。
本研究利用 X 或 Y 方向縱剖面進行編修，編
修以兩種方式進行。第一種方式為點雲過濾後，每
個點會被賦予地面點或非地面點兩種屬性，以不同
顏色表示之，因此針對過濾有誤的地方可直接修改
點位屬性，但通常點雲資料相當龐大，故此方式主
要應用於過濾明顯有誤的地方。第二種方式為地面
點內插產生 DEM 後，與原始點雲資料比對，直接

（a）

編修 DEM 的點位高程。圖十四即為本研究所設計
之編修介面。圖十五為原始點雲經由過濾及編修後
所保留的地面點。圖十六為經由人工編修後之
DEM 成果。

（b）
圖十五 原始點雲經由過濾及編修後所保留的地面
點：(a)實驗區一 (b)實驗區二

圖十四 檢核編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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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b）

圖十七 測試區點雲分佈及對應區域範圍之航照影
像：(a)測試區一(b)測試區二

圖十六 人工編修後之 DEM 成果：
(a)實驗區一 (b)實驗區二

4.3 過濾結果分析

4.3.1 不同過濾參數之差異
理論上以航測方法所得之 DEM 為檢核資料較
為客觀，然而無論實驗區一或二，分別由航測及空

本節針對所提出之適應性點雲過濾演算法，以

載光達所生產的 DEM 有類似系統性的偏移量，其

兩種方式進行評估，分析探討其過濾結果。一種方

差異將於 4.4 節中評估之。為了避免這些因素影響

法是和參考資料(Reference Data)比較，由統計數據

到過濾結果的評估，所以本節利用上述 4.2 節經由

比較其成果；另一種方法則由視覺評估其過濾結

人工編修之 DEM 成果作為參考資料，評估不同參

果。由於過濾結果可能受不同地形或是不同參數設

數的過濾結果。評估的方式利用過濾後保留的地面

定之影響，因此從兩個實驗區中各選出一塊 500

點，以 Surfer 軟體內插成 2 公尺間距之規則網格

公尺 × 500 公尺範圍的資料作測試，先行探討不同

點，內插方式選用克利金(kriging)法，而後將內插

過濾參數之影響。此兩種地形主要為：(1)平坦有

DEM 結果與參考資料比較，由兩者高程的差異量

建物區域 (2)山區，兩者對應區域之點雲分佈及航

計算相關之統計數據。

照圖如圖十七所示。經由不同參數過濾結果之比

表一至五為測試區一不同過濾參數結果之比

較，可大致得知參數設立的準則，而後續以視覺分

較，表六至十為測試區二不同過濾參數結果之比

析的方式觀察過濾的結果。

較。從兩個測試區之比較表中可以發現，粗網格平
面間距(Dx、Dy)是影響過濾結果的主因。由於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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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格主要考量建物平面大小設立，而測試區一屬平

除粗網格平面間距(Dx、Dy)之外，其餘參數

坦有建物區域，表一可以看出 Dx、Dy 大於 50 公

根據其設立的目的及測試的結果，大致有合理的參

尺並利用迭代時，均方根誤差較小，主要原因是能

考值可循。其中，z-buffer 主要考量建物離地的高

將大型建物濾除。通常只要 Dx、Dy 大於測區範圍

差設立，因此 z-buffer 設定為 1~3 公尺為合理範

內最大形的建物即可，過大的 Dx、Dy 只會造成計

圍，而細網格平面間距(dx,dy)之設定主要與掃瞄密

算量的增加，而無法增進精度。而 Dx、Dy 為 30、

度有關，本實驗資料之掃瞄密度約 1.7 點/平方公

40 公尺時，由於無法將大型建物濾除乾淨，均方

尺，而本演算法利用 3 × 3 網格平面範圍計算每個

根誤差明顯較大。測試區二屬山區，由於山區通常

網格位置的局部坡度，以 2 公尺之平面間距切割

無大型建物，所以從表六可以看出 Dx、Dy 為 10

時，3 × 3 之網格範圍約包含 60 個點，則計算局部

公尺均方根誤差較小，而 Dx、Dy 加大至 20 或 30

坡度已足夠，若加大細網格之平面間距，計算點數

公尺時，結果會變差，主要原因山區地形起伏變化

會增多，但相對計算範圍越大，則容易忽略局部地

較大，因此 Dx、Dy 越大所計算之趨勢面越容易忽

形起伏，使過濾結果變差。而 Dz 及 dz 參數之目

略地表起伏，而山區 Dx、Dy 並非越小越好，若粗

的在於篩選點雲，此值理論上不宜過大。上述參數

網格平面範圍內雷射掃瞄無地面點反射，也就是沒

以本實驗兩個測試區而言，Dz=1 公尺、dx=dy=2

有量測到地面點時，則會產生錯誤的過濾結果，因

公尺、dz=1 公尺、z-buffer=2 公尺並且利用迭代時，

此表六 Dx、Dy 為 5 公尺時，結果會變差。

會得到較好的過濾結果。

表一 測試區一以不同 Dx、Dy 過濾結果之比較
dx=dy=2、dz=1、Dz=1、z-buffer=2（單位：公尺）
Dx,Dy

30

40

50

60

70

迭代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Mean

0.05

0.14

-0.11

0.06

-0.17

-0.04

-0.36

-0.07

-0.43

-0.08

RMSE

0.80

0.96

0.74

0.81

0.74

0.45

0.99

0.51

1.17

0.52

表二 測試區一以不同 Dz 過濾結果之比較
Dx=Dy=50、dx=dy=2、dz=1、z-buffer= 2
Dz

1

2

（單位：公尺）

3

5

10

迭代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Mean

-0.17

-0.04

-0.11

-0.03

-0.12

-0.04

-0.10

-0.03

0.15

0.05

RMSE

0.74

0.45

0.63

0.45

0.75

0.41

0.63

0.41

0.83

0.6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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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測試區一以不同 z-buffer 過濾結果之比較

表四 測試區一以不同 dz 過濾結果之比較

Dx=Dy=50、Dz=1、dx=dy=2、dz=1

Dx=Dy=50,Dz=1,dx=dy=2,z-buffer=2

（單位：公尺）
z-buffer

（單位：公尺）

2

3

dz

1

2

迭代

無

有

無

有

迭代

無

有

無

有

Mean

-0.17

-0.04

-0.06

0.13

Mean

-0.17

-0.04

-0.17

-0.04

RMSE

0.74

0.45

0.57

0.81

RMSE

0.74

0.45

0.74

0.46

表五 測試區一以不同 dx、dy 過濾結果之比較
Dx=Dy=50、Dz=1、dz=1、z-buffer=2（單位：公尺）
dx,dy

2

3

4

迭代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Mean

-0.17

-0.04

-0.23

-0.12

-0.28

-0.15

RMSE

0.74

0.45

0.76

0.56

0.80

0.58

表六 測試區二以不同 Dx、Dy 過濾結果之比較
Dz=1、dx=dy=2、dz=1、z-buffer=2
Dx,Dy

5

（單位：公尺）

10

20

30

迭代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Mean

1.35

1.31

-0.36

0.01

-2.30

-0.33

-4.35

-0.54

RMSE

2.26

2.61

1.39

0.97

4.45

1.82

7.93

2.76

表七 測試區二以不同 Dz 過濾結果之比較
Dx=Dy=10、dx=dy=2、dz=1、z-buffer=2
Dz

0.5

（單位：公尺）

1

2

3

迭代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Mean

-0.40

-0.05

-0.36

0.01

-0.27

0.06

-0.08

0.19

RMSE

1.39

0.97

1.39

0.97

1.42

1.13

1.40

1.20

表八 測試區二以不同 z-buffer 過濾結果之比較
Dx=Dy=10、Dz=1m、dx=dy=2、dz=1
z-buffer

1

（單位：公尺）

2

3

4

迭代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Mean

-0.58

-0.33

-0.36

0.01

-0.11

0.28

0.07

0.56

RMSE

1.76

1.51

1.39

0.97

1.18

1.21

1.19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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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測試區二以不同 dx、dy 過濾結果之比較
Dx=Dy=10、Dz=1m、dz=1、z-buffer=2 （單位：公尺）
dx,dy

2

3

4

迭代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Mean

-0.36

0.01

-0.53

-0.32

-0.67

-0.60

RMSE

1.39

0.97

1.50

1.22

1.57

1.41

表十 測試區二以不同 dz 過濾結果之比較
Dx=Dy=50,Dz=1,dx=dy=2,z-buffer=2（單位：公尺）
dz

1

2

迭代

無

有

無

有

Mean

-0.36

0.01

-0.36

-0.00

RMSE

1.39

0.97

1.39

1.02

4.3.2 視覺分析
本節由上一小節不同過濾參數之結果比較，從
中選出結果較好之過濾參數，利用剖面圖的方式以
視覺分析探討過濾的結果。
圖十八(a)、(b)及(c)為測試區一過濾結果之多

其地面有一明顯的高低差，過濾後局部較高的地面
點會被濾除。圖十八(c)所圈選的區域類似低溝，此
處兩側相當平緩，但中間突然變低，過濾的結果會
將低陷的部分濾除，而其周圍少數的地面點也會受
其影響而被濾除掉。

處縱剖面，剖面長度對應實際距離 500 公尺，圖上
方為原始點雲之剖面，下方為其過濾後所保留的地
面點，過濾參數如下：Dx=Dy=50 公尺、Dz=1 公
尺、dx=dy=2 公尺、dz=1 公尺 z-buffer=2 公尺，並

(a)

使用迭代。圖十八(a)圈選區域為環形建物的中庭，
很明顯中央內部分兩層，過濾後較低的部分被保
留，但此部分屬於建物的地下層，後續須以人工進
行編修。圖十八(b)中地勢相當平緩，經過核對，建

(b)

物及植物的部分大多能成功的將其濾除。圖十八(c)
圈選區域為大型建物，過濾後能將其正確濾除乾
淨。所以，從圖十八(a)、(b)及(c)可知，在平坦區
域整體而言都能得到良好的過濾結果，並且能有效
將大型地物以及樹木濾除，但在小部分區域，過濾

(c)

的結果仍有誤，此情形主要發生在地面有明顯的高
低差或是地形突然下陷處。如圖十八(b)中圈選區域

圖十八 測試區一過濾結果之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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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及圖二十為測試區二過濾後之兩處縱

結果相符，而圖十九(c)利用迭代過濾仍保留了較多

剖面，剖面對應實際距離為 500 公尺，過濾參數如

的地面點，圈選部分為山頂附近的地面點。圖二十

下：Dx=Dy=10 公尺、Dz=1 公尺、dx=dy=2 公尺、

為山區地形起伏較複雜的情形，過濾的結果也大都

dz=1 公尺、z-buffer=2 公尺，圖(a)為原始點雲資料

能將地面點正確保留，圖二十(a)圈選的部分是經由

之剖面，圖(b)及(c)分別為不使用迭代以及使用迭

人為開墾的結果，尖突的部分在圖二十（b)及(c)

代過濾所保留的地面點。圖十九中地形起伏較和

均會被濾除掉。所以，地形較陡峭處之地面點容易

緩，過濾結果大致良好，保留的地面點與人眼判斷

被濾除。

(a)

(a)

(b)

(b)

(c)

(c)

圖十九 山區地形起伏較和緩時的過濾結果

圖二十 山區地形變化較複雜時的過濾結果

4.4 空載光達生產 DEM 之成

表十一 空載光達生產 DEM 之成果評估
(單位：公尺)

果評估
以兩種獨立的方法所生產的 DEM 來互相比較
是最客觀的評估，本節利用 4-2 節所述空載光達經
由過濾及編修後之 DEM 成果與航測方法所生產的

總點數(個)
最大誤差
（正差）

實驗區一

實驗區二

428246

84851

12.97

28.68

-10.36

-13.51

DEM 比較，評估兩者所生產 DEM 之差異。評估

最小誤差

方式以航測生產的 DEM 為參考資料，比較空載光

（負差）

達生產之 DEM 相同位置之高程，由其差異量計算

誤差平均值

1.95

-0.99

相關之統計數據，計算結果如表十一所示，圖二十

均方根誤差

2.22

3.68

標準偏差

1.06

3.54

一為兩者高程差異量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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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區一之結果發現，航測方法生產之 DEM
及利用空載光達生產之 DEM 兩者高程存在明顯
的偏移量，從高程差異量之分佈圖來看，空載光
達所得 DEM 高程偏高，整體差異約 2 公尺，與
計算之平均誤差 1.95 公尺相近，而均方根誤差受
此偏移量影響會偏大，和標準偏差有明顯差異。
由於高程資料來自兩種不同的量測系統，因此造
成此偏移的可能原因很多，主要可能原因和量測
系統的地面控制有關，但真正原因仍不明確。而
由標準偏差值觀察，兩者的差異達 1.06 公尺，且
正負誤差相當大，最大正差達 12.97 公尺，最大
負差達 10.36 公尺，明顯有其他影響因素存在。
實驗區二為山區，其均方根誤差及標準偏差
分別為 3.68m 及 3.54m，相較於實驗區一之結果
可知山區航測及空載光達之 DEM 成果差異較
大，但實驗區二之誤差平均值為-0.99，此情形和
實驗區一中航測所得之 DEM 高程較低的情形顯
然不同。而從圖二十一實驗區二之高程差異量分
佈圖觀察，其高差大多是負值，而右半側的邊緣
地帶出現較大的正差。
圖二十一 航測及空載光達生產 DEM 之高程差異
量分佈圖

(a)

(a)

(b)

(b)

圖二十二 在樹木覆蓋低窪處航測及空載光達兩
者 DEM 剖面之比較

圖二十三 在山區航測及空載光達兩者 DEM
剖面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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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1 公尺及 z-buffer=2 公尺，並且使用迭代過濾
時，會得到較好的結果。

圖(b)中紅色及黑色分別對應航測及空載光達之

實際應用上，過與不及之參數設定在所難免，

DEM 剖面。圖二十二為實驗區一最大正差產生

而點雲過濾後亦無法保證結果完全正確，為確保

處，剖面對應實際距離約 170 公尺，該區域為一低

DEM 的成果品質，以人工進行檢核及編修的工作

窪區域，同時被茂密的樹叢覆蓋，雖然空載光達對

仍是必要的。本研究提供屬性編修以及 DEM 高程

植被具有多重反射的特性，但並不能保證每處均能

編修兩種方式，通常地形特徵處的地面點被濾除或

量測到地面點，而經過編修通常無法確認其低窪區

是過濾有明顯錯誤時，利用屬性編修的方式較為省

域底部的高程，如此造成與航測人工量測的結果有

時，而利用剖面圖可對 DEM 成果進行檢核及編修

明顯差異，而從二十二(b)中較平坦區域可以看出

的工作。

航測所得之 DEM 高程較低，有類似系統性偏移量

從 4.4 節可知利用空載光達所得之 DEM 與航

存在。圖二十三為實驗區二最大負差產生處，此區

測所得之 DEM 兩者高程有類似系統性的偏移量，

域為山區，剖面對應實際距離為 500 公尺，圖二十

產生此問題的原因可能和兩種量測系統的地面控

三(b)可以看出兩者 DEM 之地形趨勢相符，而箭頭

制有關，但確切原因仍不明確，未來在應用上此問

所指處航測之 DEM 結果明顯較高。

題仍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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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daptive Point Cloud Filtering Algorithm for DEM
Generation from Airborne LIDAR Data
Fu-Chen Chou1

Yi-Hsing Tseng2

ABSTRACT
DEM generation is the primary application of airborne LIDAR. The point cloud provided by
airborne LIDAR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terrain surface, but also contains buildings, vegetation, or
other ground objects. The major process of generating DEM from airborne LIDAR is to filter out
non-ground points from the point cloud dat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pose an adaptive
filtering algorithm for DEM generation using airborne LIDAR data. The filtering algorithm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orphological filtering theory. To make the algorithm adaptive, a 3-D grid
structure is used to organize point cloud data, so that the trend surface and local slope of the ground
can be estimat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tested by using some test data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opography. The algorithm is proved to be effective and practicable in most test
cases, but in some cases some ground points in the rough terrain may be over-filtered. To assure the
quality of DEM product, manual check and editing is still necessary against improper filter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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