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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維數位城市為現今空間資訊領域發展之重要議題，其中人造建築之三維房屋模型乃是最為重要之

基礎物件之一。本研究結合航遙測科技、數位攝影測量、電腦圖學等領域之技術，針對臺灣地區房屋的

特性，研發出符合 OGC CityGML 所定義的 LOD1、LOD2 及 LOD3 之房屋模型建置方法，並評估所建置

三維模型的品質。研究中使用的資料包括：大比例尺數值地形圖、空載及近景數位影像、空載及地面光

達點雲、數值地形模型、高解析衛星影像等。本研究另將現今多數三維展示系統主要使用的 LOD1 及 LOD2

等級之房屋模型，記錄與分析個別資料成本及建置成本。此研究之成果可作為未來進行大規模三維房屋

模型建置以及相關應用重要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數位城市、房屋模型、細緻度等級、成本分析 

1. 前言 

三維數位城市的建置、更新與加值應用為近年

來各國政府、民間企業發展之趨勢與著重的項目，

數位城市可加值應用於國土管理、都市規劃、防

災、環境影響評估等領域。目前在三維數位城市房

屋模型相關之研究與應用上，已有相當可觀的成果

出現，最受注目的就是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2013)，這套系統整合了全球數值地形模型、全球

衛星影像(部分地區為高解析衛星影像)、部分都會

區三維房屋模型、部份地區之道路、地址、行政邊

界與特殊景點等空間資訊，形成數位地球(Digital 

Earth)。其中最主要的基礎資料之一，三維房屋模

型的建置需要耗費大量資金與人力，之後才能由相

關產業進行加值應用，進而帶動商機。因此，本研

究特別針對國內現有空間資訊來源、相關應用需

求，以及我國房屋之特性，開發有效率、低成本及

高精度之數位城市三維房屋模型重建技術。 

我國內政部於 95 年度辦理科技計畫「三維數

位城市模型先期建置工作」，已完成三維數位城市

模型的重建、紋理貼圖及動態瀏覽之技術建立，並

研訂規範及標準格式(草案) (內政部，2009)。藉由

此基礎與規範，為進一步發展及整合建置三維數位

城市模型之相關技術，並特別針對不同尺度三維數

位房屋模型之建置研擬最佳技術及策略規劃，以利

後續大規模進行相關建置時能提升效率與效益。本

研究整合各式空間資料，包括大比例尺數值地形

圖、空載及近景數位影像、空載及地面光達點雲、

數值地形模型、高解析衛星影像等，發展多尺度三

維數位城市之三維房屋模型重建技術。所開發之演

算 法 依 據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 

CityGML (Gröger et al., 2008; OGC-CityGML, 2013)

所定義的 LOD1、LOD2、LOD3 房屋模型規範逐

一建立系統性的建置流程，並選定臺北市共 336

公頃都市區作為多尺度三維房屋模型建置之測試

例。另外對於各層級建置所需的成本，依房屋幾何

模型建置與牆面紋理敷貼這兩部份分別進行了記

錄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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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房屋幾何模型的重建，目前有研究是利用

數值航測系統以人工辨識的方式進行屋角點的立

體量測，進而產製三維房屋模型(Leica, 2013)。但

由於相當耗費人力成本，因此國際上相關研究主要

分為「全自動」與「半自動」兩種策略。由於房屋

幾何模型的複雜度與多樣性相當高，因此從商用化

的角度而言，利用航遙測資料進行全自動三維房屋

幾何模型重建之方法目前尚未達到實用的階段，而

「半自動化」方式目前則有幾個代表性的研究成

果，已經達到可商用化的程度(CyberCity 3D, 2013; 

Inpho, 2013; Grün and Wang, 2001; Gülch, et al., 

1997)。近年來，由於空載光達可產生大量的地表

物三維點雲資訊，加上其品質提升與成本降低，相

關研究乃試圖利用此資料直接以自動化方式產生

三維房屋模型。然而，由於空載光達資料對建物邊

界的描述不夠明確，尚無法達到三維製圖的目標，

從大量生產運作的角度而言，此種方式仍無法達到

商業化的程度。因此，本研究考量國內可能取得的

的航遙測資源，以及考慮製作效率、成本與精度等

因素，發展多尺度重建三維房屋模型相關技術研

發。 

在牆面紋理貼圖方面，主要目的為彌補利用幾

何無法或不易描述之建物細部幾何結構與建物表

面之材質與色彩等。最直覺的作法，就是在建物正

前方拍攝照片，逐一進行幾何形變糾正，同時選取

套合控制點，以最簡單的仿射轉換進行紋理貼圖，

此種作法所耗費的人力與時間成本相當可觀。因

此，在航遙測領域多重攝影測量角度出發，求解相

機方位參數，再以自動化方式產生牆面紋理貼圖是

較合適的作法。然而遮蔽現象終究無法避免，因此

本研究研發影像修補的技術，於貼圖程序上進行改

良，以減少人力並達到提升品質之成效。 

2. 研究方法 

2.1 LOD1 等級房屋模型建置 

本研究依據 CityGML LOD1 等級房屋模型規

範，建置重點著重於房屋輪廓之平頂房屋模型，使

用大比例尺數值地形圖之房屋輪廓線可有效的進

行重建，故此階段以數值地形圖為主，航照立體對

影像為輔。主要建置流程包含：(一)萃取數值地形

圖中之房屋圖層及樓層圖層；(二)由房屋輪廓線產

生房屋多邊形；(三)將跨圖幅之多個多邊形合併為

單一房屋多邊形；(四)由樓層數估算房屋概略高

度；(五)使用數值地形模型計算房屋屋腳高及屋頂

高度。航照立體影像的加入能改善樓層數估算高度

與真實高度之差異，藉此提升房屋模型在高程重建

的精度。另外，將房屋多邊形反投影至航照立體影

像，即可比對模型與影像之差異，對模型進行房屋

高度調整，使 LOD1 模型的高度更為精準。 

本研究同時提出了以數值地形圖重建 LOD1

房屋模型之作業程序，主要工作分為分析資料格

式，與萃取及編修相關房屋圖層兩部分。其中，蒐

集建置房屋模型所需之資料，包含數值高程模型、

房屋輪廓線與樓層數。由於大比例尺數值地形圖中

的房屋圖層，在僅有一層樓層數的房屋多邊形表示

時，不會標示樓層數的資訊，故易與房屋中庭、或

是任意房屋多邊形所圍成之非建物封閉多邊形造

成混淆。因此，地形圖中的房屋圖層需先行處理，

以獲取相對應的房屋輪廓線及樓層數資料。模型高

程則是藉由坐標建立樓層數與模型間的空間關

係，經擷取目標區數值高程模型，供後續建模時產

生樓高的參考基準面。上述之圖層分析與萃取過程

如圖 1 所示。 

利用房屋輪廓線產生封閉多邊形之房屋區

塊，其工作內容包含：(一)輪廓線編修；(二)輪廓

線封閉；(三)位相關係建立。輪廓線編修部份，因

地形圖數化時，跨圖幅區的房屋輪廓會有重複邊界

線與被切割成多塊的問題，如圖 2(a)所示，此現象

會導致最終模塑成果不正確，故該重複線段於此部

份經與圖幅邊界判斷後，自動濾除；懸掛物件

(dangle)經判斷後延伸或切除，並使各線段端點密

接(snap)。輪廓線封閉部份，為將上述處理後的房

屋輪廓線，經拆解與連接，並去除過短線段，以新

產生之邊界線描述房屋封閉區塊，如圖 2(b) 所

示。最後，位相關係處理部份，圖 2(c) 則是經過

判斷各邊界線位相關係，最後去除過小區塊，獲取

完整之二維房屋輪廓區塊。為使房屋模型更為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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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紋理貼圖包含屋頂及牆面兩部分，採用空載影

像可有效的獲取屋頂紋理，因此針對屋頂紋理皆使

用航照影像進行敷貼，將屋頂多邊形反投影至影像

中截取對應紋理，牆面紋理則使用紋理資料庫進行

自動化牆面貼圖，貼圖時以房屋大小及高度做為自

動化貼圖的依據。 

2.2 LOD2 等級房屋模型建置 

為符合 CityGML LOD2 三維房屋模型之規範，

所開發之演算法整合了大比例尺數值地形圖、空載

數位影像及空載光達進行重建，利用屋頂三維結構

線及幾何模塑演算法進行三維房屋模塑。此處提出

的屋頂三維結構線，包括三維房屋輪廓多邊形及屋

頂內部結構線兩種形式。三維房屋輪廓多邊形的產

生是整合了大比例尺數值地形圖所提供精確之二

維房屋輪廓邊界、空載數位航照影像提供之精確細

緻的屋頂結構、與空載光達點雲所提供之屋頂面形

狀資訊。 

 

a. 圖層分析流程圖 

 

b. 圖層萃取流程圖 

圖 1 LOD1 等級房屋模型重建流程 

 

a. 圖幅邊界房屋輪廓 

 

b. 邊界重組消除重複邊 c. 房屋輪廓封閉 

圖 2 資料前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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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步驟中，房屋之三維結構線以立體觀測設

備進行立體製圖，人工量測三維線段，包含房屋輪

廓線與內部結構線。得到房屋結構線後，使用內部

結構線將房屋外部輪廓分割為許多簡單的區塊。利

用分割-合併-成形(SMS)演算法(Rau and Chen, 

2003)中的分割及合併兩步驟產生二維房屋區塊。

SMS 演算法首先僅考慮所有內部結構線之平面位

置，將所有內部結構線段依照長短排序，由最長之

結構線開始處理。第一條內部結構線將建物外圍輪

廓線之多邊形分割成兩個屋頂單元，接著依序利用

剩餘之內部結構線分割房屋單元，產生許多房屋單

元。之後判斷兩兩相鄰房屋單元是否需合併，若兩

房屋單元其共同邊界於原內部結構線中不存在，則

移除此邊界並合併此兩房屋單元。依照此規則，即

可建立結構線之二維位相關係。完成將原始房屋外

部輪廓分割為許多簡單區塊之工作。最後在屋頂面

成形部分，則加入結構線高度資訊，利用結構線之

共面關係，推斷每一房屋單元之屋頂面，以完成多

面體房屋模型。 

LOD2 屋頂紋理由航照影像而得，牆面紋理則

包含通用及擬真紋理。考量近景影像獲取時，會受

限於房屋面路之寬度的限制，如狹小防火巷不易取

得近景影像，將使用通用紋理。為進行實例分析，

本研究選定面道路 20 公尺之牆面進行擬真紋理貼

圖建置。進行擬真紋理敷貼時，由於紋理影像經常

受到建物本身、其他建物、路樹、車輛、行人與招

牌等等的遮蔽，以致無法完整顯示建物牆面的真實

外觀及紋理資訊。有鑑於此，本研究研發有效的紋

理遮蔽去除和修補方法，使所建置的擬真三維房屋

模型具有最完整的牆面紋理敷貼。對於紋理遮蔽之

辨識，利用影像型態(Image Morphology)分析進行

自動化之紋理遮蔽辨識(Tsai et al., 2006)。由於一般

建物牆面紋理具有很高的重複性和對稱性，如圖 3

中規則且重覆出現之窗框所示，紅框代表上半部窗

戶區塊，綠框為下半部窗戶區塊，藉由上下窗戶區

塊間的距離來制定鏡射範圍邊界與鏡射軸(藍色線)

的位置。因此若能辨識出重覆和對稱的區域和中心

軸便能以所謂 copy-step-paste 的方式迅速的修補大

範圍的紋理遮蔽，(Tsai et al., 2006)。 

然而，對稱式修補方式仍無法修復之牆面紋

理，如圖 5 下方位於對稱區外的遮蔽，將以數位影

像修補(Image Inpainting)技術(Criminisi et al., 2004)

為基礎，針對房屋牆面紋理影像的特性，研發約制

性的牆面紋理影像修補方法。此方法主要是以移動

視窗方式針對受遮蔽區塊，透過等位線(Isophote)

計算優先修補的次序和方向，並由未受遮蔽部分計

算相似度最高區域複製填補；Isophote 是利用偏微

分求出曲線中等照度面的方向及大小，其計算公式

如式(1)所示，利用了五個梯度方向的矩陣計算等

照度面，包括了 x、y、xy 一次微分和 xx、yy 二次

微分。圖 4 為 Isophote 的示意圖，圖中的 s 為曲線，

g 為該點的梯度，c 為 isophote 的方向與曲線夾了

一個θ角。此外藉由 Canny 邊界偵測萃取影像中

的結構元件特徵，利用 Hough 轉換找出有興趣的

水平和垂直線段，得到影像中基本的結構元件尺寸

以決定最適移動視窗大小，並以此加入額外的約制

條件，包括了搜尋範圍與相似判定等(Chen and Tsai, 

2009)。以此方式可快速、有效並合理地修復牆面

紋理影像受遮蔽的區域。 

 

 
圖 3 對稱式紋理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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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 4 Isophote 等照度面的示意圖(Chen and Tsai, 2009) 

 

圖 5 約制性數位影像修補 

2.3 LOD3 等級房屋模型建置 

針對 LOD3 等級房屋模型的建置，本研究所提

出之建置程序其概念如圖 6 所示，主要是以 LOD2

房屋模型為基礎模型(bare-bone model)，並以近景

攝影測量的方式，由正射化紋理影像中辨識並模塑

牆面細部結構，亦可搭配地面光達點雲資料作為輔

助判識，將房屋模型的細緻度提昇為 LOD3。此方

法最大優點是快速且符合現狀；此外，因為是由

LOD2 房屋模型細緻化而成，故可大幅降低建置成

本。此一 LOD3 模型建置方式最重要的步驟是紋理

影像的分析，而重點則在於牆面附屬結構(門、窗、

突出物等等)的辨識和模塑。此部分將結合影像紋

理分析和區塊分割(segmentation)先行辨識出附屬

結 構 物 的 區 域 ( 特 徵 區 域 ) ； 接 著 以 語 意 分 析

(semantic analysis)進行特徵辨識，區分不同的目標

物。圖 7 為一個簡單的語意分析範例(Lee and Tsai, 

2010)，透過特徵區塊的幾何和拓樸特性(例如面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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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長寬比與樓層面距離等等)將目標區分為

門、突出物和不同形式的窗戶。 

為了避免有太多疏漏或誤判，上述附屬結構物

辨識步驟將以地面光達掃描分析輔助。地面光達掃

描雖然可以獲取高密度的點雲資料，但由於其資料

量龐大、套合費時，且點雲為離散資料，若直接以

光達點雲進行細部重建不僅難度大且效率低。因此

主要以上述紋理影像分析方式進行物件重建，再由

光達資料補其不足之處。辨識出牆面附屬元件後，

接著即可藉由攝影幾何或光達掃描資料決定各附

屬結構物件的三維尺寸，進行細部模塑，並加入基

礎之 LOD2 模型牆面，產生高細緻度的 LOD3 房

屋模型。而就屋頂部份，則可利用航照影像與空载

光達點雲，亦或是高解析度衛星影像進行屋頂面的

三維資訊的萃取，以彌補地面量測因地形受限而產

生的遮蔽區資訊缺失。 

      

 

      

 

圖 6 LOD3 房屋模型建置策略 

輸入影像之特徵區域

與樓地板距離
特徵區域 高 

特徵區域 高 >= 2.5m
特徵區域 寬 >= 2.5m

特徵區域拓譜性

是否相連

特徵區域 高 >= 2.5m
特徵區域 寬 >= 2.5m

與樓地板距離 <= 0.3m
特徵區域 高 >= 2m

與樓地板距離 > 0.3m

與樓地板距離 <= 0.3m
特徵區域 高 < 2m

窗戶窗戶陣列 凸出物 含窗戶之大門 門

低於

是

是

否

否

高於
否

 

圖 7 語意(semantic)分析範例(Lee and Tsai, 2010) 

含正射化紋理 LOD2 模型 特徵物件萃取 

細部附屬結構物模塑 真實紋理敷貼 

語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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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成果評估 

為確保實驗區利用所研發之三維房屋模型建

置方法在成果品質的完整性、正確性及準確度，本

研究合地面測量及航空測量產生之基準資料進行

量化評估，其中航測的每一屋角點均重複觀測三次

以提升品質。完整性的驗證標準以遺漏(Ommission)

及誤植(Commission)率界定，亦即檢驗所有被認定

應該觀測的建物部分是否都展現在成果上，或者是

否有呈現的建物模型是無中生有。檢驗方法以人工

比對航空影像進行之，將每一個重建的房屋模型反

投影到影像空間，人工判識房屋模型是否有誤植的

現像發生，並比對模型及影像中，是否有遺漏的房

屋。最後以遺漏率、誤植率及整體完整性(Over all 

accuracy)量化評估完整性。 

正確性的標準以房屋模型形狀及位相關係正

確率界定，亦即檢驗房屋模型形狀及位相關係是否

與實際房屋一致。檢驗方法以人工比對航空影像進

行之，將每一個重建的房屋模型反投影到影像空

間，人工判識房屋模型之幾何形狀是否正確，最後

以正確率評估正確性。準確度則以基準資料及房屋

模型之差異界定，亦即檢驗房屋幾何形狀之精確

度。計算重建之房屋模型及基準資料對應屋角點之

差異，分別以平面及高程之誤差向量圖及均方根誤

差量化評估準確度。房屋模型可能之誤差來源有

二：一為地形圖本身之精度，一為建立封閉多邊

形，所進行必要坐標編修工作所產生之誤差。此二

項誤差大小均與地形圖之原始品質高度相關，非建

模人員所能控制。而建模人員可能產生之誤差為不

當的坐標編修，如不小心平移建物，故為釐清誤差

來源，亦將與原始空間資訊進行比對分析，以瞭解

建模人員所產生之誤差。 

2.5 成本分析 

由於 LOD1 及 LOD2 等級之房屋模型為現今

多數三維展示系統主要使用的模型資料，此處將記

錄與統計這兩層級模型的作業成本，成本分析包含

資料成本及建置成本。多尺度三維數位城市所需的

空間資料主要包含數值地形圖、空載及地面光達、

航空及近景影像資料等空間資料，建置成本則是分

析不同工作項目所需的工作成本。 

3. 實驗成果 

3.1 測試例圖資說明 

本研究整合多尺度航遙測資料，包含大比例尺

數值地形圖、空載及地面數位影像、空載及地面光

達等航遙測資料，進行數位城市中多尺度三維房屋

模型建置之研究。為了驗證三維房屋模型重建技術

之可行性，測試區內之建物形態必須多元且具有代

表性，例如包括商業區、住宅區等。故選定臺北市

7 幅 1/1,000 數值地形圖範圍共 336 公頃作為多尺

度三維房屋模型建置之測試區，如圖 8 所示。 

 

圖 8 測試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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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測試區位在臺北市，而臺北市政府定期會

更新相關資料，因此研究所需資料均向臺北市政府

申請，例如大比例尺數值地形圖、數值地形模型、

原始航照影像及其影像方位參數等空間資料等。其

餘利用在紋理貼圖所使用之近景影像與高細緻度

房屋模型建置所需之地面光達資料，則以現有儀器

在現地直接獲取資料。 

 

 

3.2 LOD1 等級房屋模型 

藉由所研發之整合數值地形圖之房屋輪廓線

及樓層數、數值地形模型，能自動化重建 LOD1

房屋模型，並以半自動化航照立體對修正其高程之

誤差。完成重建測試區內 336 公頃 LOD1 等級房屋

模型如圖 9 所示。LOD-1 房屋模型多邊形總數為

21703 個，房屋模型基地面積總合為 139.6 公頃，

佔測試區總面積的 42%。局部放大如圖 10 所示。 

 

圖 9 LOD1 房屋模型重建二維分布 

 
a. 框架式 LOD1 房屋模型 

 
b. 積木式 LOD1 房屋模型 

 
c. 通用紋理 LOD1 房屋模型 

圖 10 LOD1 房屋模型三維重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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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LOD2 等級房屋模型 

本研究針對鄰 20 公尺路寬道路的建築物進行

牆面紋理貼圖，測試區內 20 公尺路寬道路長度為

22885 公尺，對應之建物模型面積為 88.08 公頃。

本研究利用自行開發的房屋重建系統，結合三維結

構線及屋頂面形狀資訊建立 LOD2 房屋模型，於測

試區內共有 24144 個多面體，成果如圖 11 中綠色

多邊形所示。 

LOD2 屋頂紋理由航照影像而得，牆面紋理則

包含通用及擬真紋理。考量近景影像會受限於房屋

面路之寬度的限制，將使用通用紋理，面道路 20

公尺之牆面則進行擬真紋理貼圖建置，成果如圖

12 所示，全區房屋紋理貼圖成果如圖 13 所示。 

 
圖 11 測試區 LOD2 房屋模型(綠色多邊形) 

a. 敦化南路及信義路交叉口 b. 復興南路及信義路交叉口 

  

c. 信義路四段中華電信大樓 d. 松壽路之君悅大飯店 

圖 12 LOD2 擬真紋理貼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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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敦化南路及信義路交叉口 b. 安和路及信義路交叉口 

 

c. 仁愛路四段 d. 忠孝東路 

圖 13 全區紋理貼圖 

3.4 LOD3 等級房屋模型 

本研究選定 6 棟測試區內地標性或具特殊意

義之建物，建置 OGC CityGML LOD3 等級之三維

房屋模型與擬真紋理貼圖，包括國父紀念館、臺北

市政府、臺北國際會議中心、捷運大安站、臺北市

議會與市府轉運站等。其中國父紀念館與臺北市議

會亦以地面光達掃描資料，配合近景攝影影像建置

高精細度模型。其餘四棟則以近景攝影影像建置。 

在國父紀念館的測試例中，以點雲資料為主，

部分無點雲之遮蔽處則利用相鄰重複性的結構物

或是近景影像的輔助資訊予以補強。圖 14(a)為利

用套合完畢之空載光達點雲與其擬合之曲面，建立

具有連續曲率變化的弧形結構屋頂之成果。建立之

LOD3 模型最後藉由紋理資料庫與實地拍攝的影

像進行紋理敷貼(圖 14(b))以提升仿真之視覺效

果。另一項使用影像與光達資料重建的測試例為臺

北市議會，以近景影像所建立的 LOD2 模型為基

礎，萃取出附屬結構物的概略位置，佐以光達點雲

提供的細部三維資訊，有效率的建立出同時具有結

構細節與低資料量的 LOD3 建物模型(圖 15)。紋理

影像採自航照、近景攝影與紋理樣板等三項來源。 

臺北市政府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是以 LOD2

模型為基礎，利用近景攝影測量之方法與流程建構

LOD3 等級房屋模型。圖 16 展示了 LOD2 模型與

LOD3 等級房屋模型在結構細節上的差異。圖 17(b)

為圖 17(a)之影像經過結構物件判釋規則後之中心

點位置，依照語意分析之規則，判定為門、窗戶等

物件。因為特徵區塊萃取的關係，此牆面經過辨識

後沒有突出物(如陽台)，再利用多張不同角度之影

像進行三維深度尺寸計算後，則可將窗戶依照設定

之門檻值加入模型中。臺北市政府(圖 18(a))與臺北

國際會議中心(圖 18(b))最後建成的 LOD3 模型於

圖 18 所示。 

大安捷運站為本次測試例中唯一與高架的道

路模型和商業大樓有連結的建物。相較於其他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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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並無完整的外牆與封閉空間，絕大多數為玻璃

帷幕與開放式的月台與通道。貫穿結構物主體的列

車軌道和橋墩也是一般建物少有的特殊結構，另外

還有一處連接商業大樓的通廊連結 LOD2 的建物

模型，建置的房屋模型如圖 19 所示。市府轉運站

在本次測試例中有最高的複雜度，故採用 CAD 資

訊所建立的 LOD2 模型與大量近景影像建置而

成。此建物在地面上的結構可約略區分為三個部

份，包含地上 31 層樓的國際觀光旅館、7 層樓的

百貨公司與連結之客運轉運站。建物外側有曲型的

玻璃帷幕與開放式的走廊連接了三個區域，在低樓

層處有大量的修飾結構。由於建物高度相當高，故

特 別 使 用 移 軸 鏡 頭 (Tilt-Shift Lens)(Canon, 

2009) ，重建結果如圖 20 所示。移軸鏡頭的平移

功能能讓相機拍攝時擁有較大的成像圈，以利保持

像平面與牆面的平行，避免一般鏡頭傾斜拍攝時所

造成的透視投影變形，傾角功能則用於對焦所用，

避免失焦情形的發生，提供更好的紋理資訊。 

(a)  

(b)  

圖 14 國父紀念館三維模型紋理敷貼之成果 

     

圖 15 臺北市議會 LOD3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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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6 LOD2 模型與 LOD3 等級房屋模型在結構細節上的差異 

  

(a) 經過影像修補後之真實牆面 (b) 結構物件判釋影像區塊中心示意圖 

圖 17 特徵區塊萃取成果 

 

(a) 臺北市政府 

 
(b) 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圖 18 近景攝影測量與語意分析建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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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大安捷運站 LOD3 模型 

 

 

 

圖 20 市府轉運站 LOD3 模型 

3.5 成果驗證 

為評估測試區重建之模型，在成果品質的驗證

上將以完整性、正確性、及準確度來進行量化評

估。模型驗證的基準資料結合地面測量及航空測量

進行建置。首先以地面測量為主，但實地測量時常

有無法取得資料的困難；諸如測量人員無法進入完

成量測工作甚至是各種遮蔽問題等。為了對建物完

成整體評估，在地面測量無法量測的部分，本研究

結合航空測量取得基準資料。而為提升航測精度，

每一角點均重複觀測三次才用以當作檢核點使

用。地面測量之導線長度分別為 2568.41 公尺、

1756.39 公尺、495.66 公尺；X/Y 方向閉合差分別

為 0.05/0.08 公尺、-0.00/-0.00 公尺、-0.01/-0.02 公

尺；水準測量之高程閉合差分別為 0.02 公尺、-0.02

公尺及-0.01 公尺。 

3.5.1 LOD2 模型與成圖比對 

直接選取抽樣的 84 棟建物模型以及其對應的

成圖向量資料，共軛屋角點共計有 6245 個點對；

最大誤差在 X、Y 方向分別為 0.43 公尺、0.36 公

尺；其差值的平均值在 X、Y 方向上皆小於 0.01

公尺；其差值的均方根誤差在 X、Y 方向上分別為

0.03 公尺、0.02 公尺。由此可知，直接使用 LO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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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與成圖比對的平面誤差約為 4 公分，由於成圖

為 2D 圖檔所以在此僅對平面位置作分析。 

3.5.2 LOD2 模型與 LOD1 模型比對 

同樣地，選取抽樣的 84 棟建物 LOD2 模型以

及其對應的 LOD1 模型，共軛屋角點共計有 6256

個點對；最大誤差在 X、Y 方向分別為 0.46 公尺、

0.48 公尺；其差值的平均值在 X、Y 方向上皆小於

0.01 公尺；其差值的均方根誤差在 X、Y 方向上分

別為 0.02 公尺、0.03 公尺。由此可知，在 LOD2

與 LOD1 間比對的平面誤差約為 3 公分。 

3.5.3 LOD2 模型與檢核點比對 

模型與地測輔以航測所建立之檢核點進行檢

核，以檢核點為基準，人工取其共軛屋角點，共計

有 3531 個點對；其最大誤差在三軸方向分別為

1.03 公尺、1.00 公尺、2.50 公尺；差值平均值在三

軸方向分別為 0.01 公尺、小於 0.01 公尺、0.05 公

尺；其差值的均方根誤差在三軸方向分別為 0.13

公尺、0.13 公尺、0.38 公尺。由此可見，使用 LOD2

模型與檢核點比對，平面誤差約為 18 公分，高程

誤差則是 38 公分，約為平面的兩倍。 

3.5.4 正確性與完整性分析 

驗證分析的第二部分為完整性與正確性的分

析，由於地面量測有較多的限制導致難以取得完整

的屋頂面外形，考量到整體資料的完整性，此部分

將以航測方式人工判識結果為分析之依據。完整及

正確性、遺漏率及誤植率的分析是以屋頂面為單元

做分析，判識測區範圍內模型之屋頂面，將其分為

模型正確、模型錯誤(形狀或高度)、遺漏、誤植及

無法判識的五種狀況；除此之外同樣對抽樣的 84

棟建物個別以建物為單元去計算分析。測區整體的

遺漏率為 0.81%，誤植率為 0.52%，正確性為

95.61%，完整性為 99.19%。 

3.5.5 LOD3 模型與檢核點比對 

針對臺北市議會 LOD3 模型與地測之牆面檢

核點進行檢核，以檢核點為基準，人工取其共軛牆

面點，共計有 51 個點對；其最大誤差在三軸方向

分別為 0.39 公尺、0.45 公尺、0.24 公尺；差值平

均值在三軸方向分別為-0.07 公尺、-0.16 公尺、-0.10

公尺；其差值的均方根誤差在三軸方向分別為 0.19

公尺、0.22 公尺、0.16 公尺。 

3.6 成本分析 

3.6.1 依作業模式分析 

建置房屋模型之成本會因作業模式執行方式

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成本分析將依房屋建模作業

方式分項，分析比較如表 1 所示。由於建置房屋模

型需要高程資料，因此若獨立執行或是取得既有資

料加值，均須要相較於同步執行同質性工作時所需

較高的成本。其中各項成本，建物輪廓繪製會依建

模區域之建物密度不同；異動修訂會因既有地形圖

之年份、異動範圍及程度而有變化。若建模區域之

異動程度很大，或既有之地形圖年代久遠，有可能

造成為了符合現況所需的異動修訂成本很高，相當

於新測地形圖。建置房屋模型所必須之高程資料在

目前之地形圖建置作業中並無保留，若未來在地形

圖成果中保留高程資料如建物頂高程值、屋頂面類

型屬性註記、帶有高程的立測草圖等，將可對建置

房屋模型之成本降低有若干的幫助。考量資料獲取

及數化成本會依專案規模而異動，表 1 以變數 C1、

C2、C3、C4 代表不同單價成本，其中 C1 代表資

料獲取成本；C2 為數化成本；C3 為圖資更新編修

數化成本；C4 為高程資料取得成本。 

3.6.2 LOD2 建模及紋理貼圖成本分析 

建置房屋模型所需之成本，除了考量作業方式

不同外，會因各建置單位所使用之軟硬體、人事成

本等費用有所差異，但為日後規劃及推廣評估經費

所需，故在此以相對於 1/1000 地形圖建置費用之

方式評估之。本次測試例建置 LOD2 建物模型所需

之工時為每幅 109.64 小時，除建模所需之工時成

本外，總成本約為以 1/1000 地形圖測製成本，若

每幅 48 公頃需 1.5 個月作業時間(270 小時/人)計

算，約為地形圖測製成本之 40.6%。但因各地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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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建置難度不同、且地形圖測製費用不一，實際

估算成本建議仍以地形圖測製成本之 40.6%計

算。整理 LOD2 建模所耗費工時成本與 1/1000 地

形圖測製成本的比例比較如表 2 所示。 

表 1 成本分析比較(依作業方式)表 

作業方式 獨立執行 同質性工作同步執行 既有資料加值 

作 業 方 式 說

明 

不使用任何資源，所有資料

取得工作均執行 

同質性工作包含： 

1.航測 1/1000 地形圖新測或修

測工作 

2.航測 1/1000 正射影像製作 

3.高密度光達掃描及 DEM 建

置案 

取得既有 1/1000 地形圖成

果 

資 料 成 本 說

明 

需獨立進行航拍(或光達掃

描)、控制、空三平差(光達

航帶平差)、建物輪廓線數

化等工作 

所需資料均可由航測 1/1000 地

形圖測製過程中取得，僅需耗

費結構線數化之成本 

需 獨 立 航 拍 ( 或 光 達 掃

描)、控制、空三平差(光達

航帶平差)及建物異動修訂

航拍 

地面控制 

空三 

單價:C1/公頃 

 

單價:0/公頃 

(含在地形圖測製過程) 

單價:C1/公頃 

 

建 物 輪 廓 繪

製 

單價:C2/公頃 

 

單價:0/公頃 

(含在地形圖測製過程) 

單價:0/公頃 

(既有地形圖中取得) 

異動修訂 單價:0/公頃 

(完全新測不須修訂) 

單價:0/公頃 

(含在地形圖測製過程) 

單價:C3/公頃 

 

高程獲取 單價:0/公頃 

(含在建模成本中) 

單價:C4/公頃 

 

單價:C4/公頃 

 

模型模塑 參考表 2 參考表 2 參考表 2 

紋理處理 參考表 3 參考表 3 參考表 3 

總成本 (C1+C2)/公頃 + 建模成本 (C4)/公頃 + 建模成本 (C1+C3+C4)/公頃 + 建模

成本 

成本分析 僅進行建模之成本最高 同質性工作同步執行之成本最

低 

 

表 2 房屋建模成本計算表 

建模 LOD2 
LOD1(主建物及屋

頂增建部分) 
LOD1(僅主建物部分) 備註 

成本比例 40.6% 10.6% 2.1% 與地形圖成本之比例

*註 1：以上均無納入地形圖測製及資料取得費用。 

 



282                         航測及遙測學刊  第十七卷  第四期  民國 102 年 12 月 

結合表 3 及 4 可得到三種作業模式下建置

LOD2 模型所需耗費的成本如表 3。由此表分析可

得知房屋建模工作與同質性之工作同步執行，此作

業模式所需之成本最低，約為地形圖測製成本之

44.6%。牆面貼圖部分此處僅計算針對測區範圍內

路寬大於 20 公尺道路之建物 LOD2 模型擬真牆面

紋理處理，約 550 棟面積 125 公頃，總計面數約

8000 多張，由於處理範圍大小不同故此項成本與

LOD2 模型建置分開計算。屋頂紋理由航照影像而

得，牆面通用紋理為自動產生，故不納入成本計

算，LOD2 牆面紋理處理成本如表 4。由於牆面紋

理處理所需之成本會依建模區域之 20 米以上寬度

道路分布而有所不同，故評估成本時建議應以長度

另行計價，並與建模之成本分開估算。 

4. 結論 

本研究針對臺灣特有的房屋型態與較易取得

的航遙測圖資，整合包括大比例尺數值地形圖、空

載及近景數位影像、空載及地面光達點雲、數值地

形模型、高解析衛星影像等各式空間資料。分別研

發出 LOD1、LOD2、LOD3 等多尺度三維房屋模

型重建技術與精度分析。此外本研究並提出不同尺

度與作業方式之三維房屋模型建置以及牆面紋理

貼敷成本之概算。本研究測試區之三維房屋模型建

置成果證明，本研究所提出之多尺度三維房屋模型

重建技術不僅可有效且快速地建置不同 LOD 等級

的三維房屋模型，所建置的房屋模型亦可以達到良

好的精度，成果整理如表 5 所示。 

由於多數二維房屋輪廓可以從大比例尺地形

圖中輸入，故 LOD1 模型的建置有很高的效率，而

其他未定義在大比例尺地形圖的房屋則可另外數

化重建，LOD1 模型的真實屋頂紋理由正射影像產

生，牆面紋理則使用通用式紋理即可滿足視覺效

果。本研究使用航測影像量測之三維結構線進行

LOD2 模型重建，配合現有 1/1000 航測製圖作業進

行具良好效益，紋理部分礙於建物腹地的原因，僅

針對面 20 公尺以上道路之房屋牆面以擬真紋理進

行貼圖，由研發之編修程式後的擬真紋理影像其遮

蔽率能小於 20%。LOD3 的房屋模型雖然有最高的

細緻程度，但建置成本遠高於其他層級，故適用於

特定指標性建物。測試例中分別對光達點雲資料、

LOD2 房屋模型與近景攝影影像交互配對使用，提

供不同作業方式的建置成果進行比較。在成本分析

方面，依作業方式與建模及紋理成本分別對成本相

對較低的 LOD1 及 LOD2 等級之房屋模型進行比

較。LOD2 等級之房屋模型在幾何模型的建置成本

約為 LOD1 模型的 4 倍；若比較 LOD2 模型的作

業模式，獨立執行為與同質性工作同步執行的 2

倍，既有資料加值的 1.2 倍。本文所列之成本分析

成果為以 1/1000 地形圖測製為基準之相對概算，

詳細成本分析可參考內政部「三維城市模型技術發

展與更新機制」之期末報告(內政部，2012)。本研

究之成果有助於後續進行多尺度三維建物模型建

置時，在圖資的取得與購買考量、重建策略規劃、

執行計畫擬定、與實施時程安排上，提供相當具價

值參考的依據。 

表 3 LOD2 建模成本比較表 

作業方式 獨立執行 
同質性工作同步

執行 
既有資料加值 備註 

成本比例 90.6% 44.6% 74.6% 與地形圖成本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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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牆面紋理處理成本計算表 

貼圖 LOD2(鄰 20 米道路建物，37.1 公里) 備註 

教育訓練 12hr 含安全講解、操作及練習等 

外業拍攝 83hr 拍攝長度共 37.1 公里 

內業處理 1001.5hr 含修圖及貼圖 

工時總計 1096.5hr  

*註：其他建物之牆面紋理採用自動產生之通用紋理，未納入成本計算。 

表 5 本研究成果整理 

房屋 LOD 圖資來源 突破性演算法技術 自動化程度 尚留待改良部分

LOD1 
地形圖、航測數化圖

資、空載光達 

房屋輪廓多邊形產生

技術 
全自動 高程精度提升 

LOD2 

LOD1 所用圖資、真

實正射影像、衛星影

像、通用紋理、擬真

紋理 

屋頂三維結構線數化

技術、紋理影修補與

敷貼技術 

高自動 

屋頂三維結構線

的辨識與數化的

自動化程度 

LOD3 

LOD2 所用圖資、

LOD2 模型、近景攝

影、地面光達 

牆面的語意分析、圖

資的整合應用 

具規則與重覆

特徵之建物為

半自動、其餘

為低自動 

自動化程度提

升、細緻模型的檔

案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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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imensional Digital Building Modeling for  

Multiple Level of Detail 

Fuan Tsai 1*   Tee-Ann Teo 2   Huan Chang 3   Liang-Chien Chen 4   Chieh-Tsung Chen 5 

ABSTRACT 

Three-dimensional (3D) digital city is an emerging topic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Geo-information. Building mode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a 3D digital city system. This 
paper presents viable strategies for generating 3D building model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details from assorted 
sources of spatial data, including large-scale topographic maps, aerial photographs, satellite images, close-range 
images and range data acquired with terrestrial laser scanners. Different approaches integrating photogrammetry, 
remote sensing and computer vision technologies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ata and model 
requirements. The developed algorithms are designed for 3D modeling of complicated building pattens in the 
cities of Taiwa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in this paper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strategies and methods can 
generate 3D building model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detail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effectively. In addition, accuracy 
and cost analyses were also performed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references for future digital city 
implementations and related applications.  

 

Keywords: Digital city, Building modeling, Level of Detail (LOD), 3D reconstruction, Cost and effectiveness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