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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於空載光達

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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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於空載光達

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

Model, DSM)減數值高程模型

通常是以空載光達系統

部分雷射經由孔隙穿透至樹冠層以下

網格值降低且與鄰近網格有明顯差異

的網格稱作凹坑(Pit)，

除植被上的凹坑，但測區內可能會有植被以外的地物存在

法在植被 nDSM 與非植被

法是否能保留地物表面原始特徵且更合理地展示表面起伏

高斯平滑濾波(Gaussian smoothing filter)

morphological crown control

補凹坑演算法、免除凹坑演算法皆能有效地減少森林凹坑數量

物下方中空(孤立木、

上起伏不明顯或不合理

關鍵詞：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

1.
正 規 化 數 值 表 面 模 型

Surface Model, nDSM)

物等地物高度之數值模型

產製方式是由數值表面模型

減數 值高 程模 型

而得，nDSM代表地物本身離地面的高程差

在森林區域，nDSM 可描述樹木樹冠幅外型與範圍

也可表示樹木高程資訊

推估森林參數，例如林木高度

範圍與樹體積(Hyyppa 

Durrieu, 2011)。並且森林參數可用於推估森林的生

物物理參數(Borto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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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於空載光達

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Normalized Digital Surface Model, nDSM)

減數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通常是以空載光達系統(Airborne Laser scanner, ALS)

部分雷射經由孔隙穿透至樹冠層以下

網格值降低且與鄰近網格有明顯差異

，凹坑影響 DSM

但測區內可能會有植被以外的地物存在

與非植被 nDSM 上的表現

法是否能保留地物表面原始特徵且更合理地展示表面起伏

(Gaussian smoothing filter)

morphological crown control)、免除凹坑演算法

免除凹坑演算法皆能有效地減少森林凹坑數量

、建物)或結構有許多孔隙

上起伏不明顯或不合理，免除凹坑演算法是四種方法中唯一能改善此問題的演算法

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

1. 前言
正 規 化 數 值 表 面 模 型 (Normalized Digital 

Surface Model, nDSM)是包含所有植被

物等地物高度之數值模型，如圖 1

產製方式是由數值表面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減數 值高 程模 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代表地物本身離地面的高程差

可描述樹木樹冠幅外型與範圍

也可表示樹木高程資訊，所以 nDSM

例如林木高度、林木位置

(Hyyppa et al., 2008

並且森林參數可用於推估森林的生

(Bortolot and Wynn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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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於空載光達

林志樺

(Normalized Digital Surface Model, nDSM)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Airborne Laser scanner, ALS)

部分雷射經由孔隙穿透至樹冠層以下，導致部分第一回波並非在樹木表面

網格值降低且與鄰近網格有明顯差異，以該 DSM

DSM、nDSM

但測區內可能會有植被以外的地物存在

上的表現。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移除植被凹坑的能力

法是否能保留地物表面原始特徵且更合理地展示表面起伏

(Gaussian smoothing filter)、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

免除凹坑演算法

免除凹坑演算法皆能有效地減少森林凹坑數量

或結構有許多孔隙(

免除凹坑演算法是四種方法中唯一能改善此問題的演算法

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空載光達

前言 
(Normalized Digital 

是包含所有植被、人工構造

1 所示。nDSM

(Digital Surface Mode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代表地物本身離地面的高程差

可描述樹木樹冠幅外型與範圍

SM 可用於計算

林木位置、樹冠幅

, 2008；  Vega 

並且森林參數可用於推估森林的生

Wynne, 2005)，例如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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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於空載光達

林志樺 1 王驥魁

摘要

(Normalized Digital Surface Model, nDSM)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Airborne Laser scanner, ALS)掃瞄得到之第一回波點雲內插而得

導致部分第一回波並非在樹木表面

DSM 所產製的

nDSM 的應用與合理性

但測區內可能會有植被以外的地物存在

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移除植被凹坑的能力

法是否能保留地物表面原始特徵且更合理地展示表面起伏。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

免除凹坑演算法(Pit-free algorithm

免除凹坑演算法皆能有效地減少森林凹坑數量

(電塔)，使部份第一回波低於地物表面

免除凹坑演算法是四種方法中唯一能改善此問題的演算法

空載光達、移除凹坑演算法

(Normalized Digital 

人工構造

nDSM 的

(Digital Surface Mode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代表地物本身離地面的高程差。

可描述樹木樹冠幅外型與範圍，

可用於計算、

樹冠幅

Vega and 

並且森林參數可用於推估森林的生

例如生物

量(biomass)

高度變化

獲得建物範圍或建物高度

變遷等應

                                          

 
 

 

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於空載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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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Normalized Digital Surface Model, nDSM)是由數值表面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而得，nDSM

掃瞄得到之第一回波點雲內插而得

導致部分第一回波並非在樹木表面

所產製的 nDSM 也會有相同情況

的應用與合理性，故需移除

但測區內可能會有植被以外的地物存在，所以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四種移除凹坑演算

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移除植被凹坑的能力

。四種演算法分別為中值濾波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

free algorithm)。研究成果顯示

免除凹坑演算法皆能有效地減少森林凹坑數量，並且不會造成樹冠表面過渡平滑

使部份第一回波低於地物表面

免除凹坑演算法是四種方法中唯一能改善此問題的演算法

除凹坑演算法 

(biomass)。都市區域

高度變化，例如建物

獲得建物範圍或建物高度

變遷等應用(Chen

 

圖 1  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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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於空載光達
 

是由數值表面模型

nDSM 代表地物與地表間的高程差

掃瞄得到之第一回波點雲內插而得

導致部分第一回波並非在樹木表面，這些第一回波導致

也會有相同情況。

故需移除。移除凹坑演算法的目的是移

所以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四種移除凹坑演算

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移除植被凹坑的能力

四種演算法分別為中值濾波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Pit filling algorithm with 

研究成果顯示，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

並且不會造成樹冠表面過渡平滑

使部份第一回波低於地物表面

免除凹坑演算法是四種方法中唯一能改善此問題的演算法

都市區域，nDSM

例如建物、道路等地物

獲得建物範圍或建物高度，可用於建物偵測

(Chen et al., 2012)

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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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於空載光達 nDSM

是由數值表面模型(Digital Surface 

代表地物與地表間的高程差

掃瞄得到之第一回波點雲內插而得。然而在森林

這些第一回波導致

。這些不自然且不規則

移除凹坑演算法的目的是移

所以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四種移除凹坑演算

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移除植被凹坑的能力，以及該演算

四種演算法分別為中值濾波(Median filter)

Pit filling algorithm with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

並且不會造成樹冠表面過渡平滑

使部份第一回波低於地物表面，導致地物在

免除凹坑演算法是四種方法中唯一能改善此問題的演算法。 

nDSM 代表人工構造物的

道路等地物。利用

可用於建物偵測

12)。 

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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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SM 

(Digital Surface 

代表地物與地表間的高程差。

然而在森林

這些第一回波導致 DSM

這些不自然且不規則

移除凹坑演算法的目的是移

所以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四種移除凹坑演算

以及該演算

(Median filter)、

Pit filling algorithm with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

並且不會造成樹冠表面過渡平滑。當地

導致地物在 DSM、

代表人工構造物的

利用 nDSM 可

可用於建物偵測、都市

 
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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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樹冠層主要由許多樹葉所覆蓋而成

間存在著許多縫隙

(Airborne Laser Scanner, ALS)

層並得到位在較低樹枝

用這些點雲能推估許多參數

面積指數

過樹冠層的雷射導致部分第一回波點雲位在樹冠

層之下，

位於表面之下的點雲將使

值明顯低於其鄰近的網格

nDSM 也

不 規 則 且 不 合 理 的 低 值

(Pit)(Khosravipour

林區域的

種情況為樹冠層孔隙

冠層中的自然開闊區域

木所組成

常是由許多網格所組成

nDSM 上的表現亦會比較自然且連續

圓框內所示

在森林樹冠幅

在外形上會較對稱且高程明顯低於其鄰近網格

且與樹冠幅內的其餘網格相比

續，如圖

!!!!!!!!!!!!!!!!!!!!!

森林樹冠層主要由許多樹葉所覆蓋而成

間存在著許多縫隙，透過這些縫隙

(Airborne Laser Scanner, ALS)

層並得到位在較低樹枝

用這些點雲能推估許多參數

面積指數(Leaf Area Index, LAI)

過樹冠層的雷射導致部分第一回波點雲位在樹冠

，當利用第一回波點雲產製

位於表面之下的點雲將使

值明顯低於其鄰近的網格

也會有相同問題

不 規 則 且 不 合 理 的 低 值

(Pit)(Khosravipour et al.

林區域的 nDSM 中，

種情況為樹冠層孔隙(Canopy gap)

冠層中的自然開闊區域

木所組成(Spies and Franklin, 1989)

常是由許多網格所組成

上的表現亦會比較自然且連續

圓框內所示；第二種情況為凹坑

在森林樹冠幅內，由單一或數個網格所組成

在外形上會較對稱且高程明顯低於其鄰近網格

且與樹冠幅內的其餘網格相比

如圖 3 黑色方框內所示

圖 2  凹坑成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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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樹冠層主要由許多樹葉所覆蓋而成

透過這些縫隙

(Airborne Laser Scanner, ALS)的雷射才能穿透樹冠

層並得到位在較低樹枝、灌木與地表上的點雲

用這些點雲能推估許多參數，例如雷射穿透率

(Leaf Area Index, LAI)等

過樹冠層的雷射導致部分第一回波點雲位在樹冠

當利用第一回波點雲產製

位於表面之下的點雲將使 DSM 上該網格點的高程

值明顯低於其鄰近的網格，以該

會有相同問題。這些在

不 規 則 且 不 合 理 的 低 值 ， 稱 作

et al., 2014)，如圖

，低值主要有兩種情況

(Canopy gap)

冠層中的自然開闊區域，通常該區域由裸露地

Franklin, 1989)

常是由許多網格所組成，並且外形會較不對稱

上的表現亦會比較自然且連續

第二種情況為凹坑(Pit)

由單一或數個網格所組成

在外形上會較對稱且高程明顯低於其鄰近網格

且與樹冠幅內的其餘網格相比，顯得較不自然

黑色方框內所示。 

 

凹坑成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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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樹冠層主要由許多樹葉所覆蓋而成，樹葉

透過這些縫隙，空載光達系統

的雷射才能穿透樹冠

灌木與地表上的點雲，

例如雷射穿透率、

等。然而這些穿透

過樹冠層的雷射導致部分第一回波點雲位在樹冠

當利用第一回波點雲產製 DSM 時，這些

上該網格點的高程

以該 DSM 所產製的

DSM、nDSM

稱 作 〝 凹 坑

如圖 2 所示。在森

低值主要有兩種情況，第一

(Canopy gap)，孔隙為森林樹

通常該區域由裸露地、

Franklin, 1989)。樹冠層孔隙通

並且外形會較不對稱，

上的表現亦會比較自然且連續，如圖 3 黑色

(Pit)，凹坑通常位

由單一或數個網格所組成，凹坑

在外形上會較對稱且高程明顯低於其鄰近網格

顯得較不自然、

凹坑成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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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葉

空載光達系統 

的雷射才能穿透樹冠

，利

、葉

然而這些穿透

過樹冠層的雷射導致部分第一回波點雲位在樹冠

這些

上該網格點的高程

所產製的

nDSM 中

凹 坑 〞

在森

第一

孔隙為森林樹

、灌

樹冠層孔隙通

，在

黑色

凹坑通常位

凹坑

在外形上會較對稱且高程明顯低於其鄰近網格，並

、連

 

中的凹坑

算法

在影像處理的方法中

法(Brandtberg

et al

值濾波

平滑濾波

與 nDSM

然而也會改變非凹坑網格的數值

面起伏也同樣被移除掉

合適的方法來移除凹坑

偵測凹坑在網格資料上的位置

值取代凹坑

坑偵測演算法

模型中與鄰近網格有明顯差異的網格

波的值取代該網格

義一個合適的門檻值區分凹坑與正常的網格

會增加樹冠高度模型應用時的漏授

與誤授

Ben

演算法

圓形

的範圍

樹冠幅範圍內時

濾波的值取代凹坑

et al.

ු!!ҡஉ 218 ԝ

圖 3  森林區域

 

為移除數值表面模型與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

中的凹坑，許多研究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移除凹坑演

算法，主要分成兩大類

在影像處理的方法中

(Brandtberg et al.

et al., 2011)，將凹坑視作隨機出現的雜訊

值濾波(Mean filter)

平滑濾波(Gaussian smoothing filter)

nDSM，影像平滑的方法可以有效地移除凹坑

然而也會改變非凹坑網格的數值

面起伏也同樣被移除掉

合適的方法來移除凹坑

偵測凹坑在網格資料上的位置

值取代凹坑。(Ben

坑偵測演算法，藉由拉普拉斯濾波器尋找樹冠

模型中與鄰近網格有明顯差異的網格

波的值取代該網格

義一個合適的門檻值區分凹坑與正常的網格

會增加樹冠高度模型應用時的漏授

與誤授(commission error)

Ben-Arie et al. 

演算法，假設針葉林與落葉林樹木的樹冠幅為近似

圓形，利用影像形態學中的閉合

的範圍，當網格與其鄰

樹冠幅範圍內時

濾波的值取代凹坑

et al. (2003)提出使用網格範圍內最高的第一回波

ԝ 4Ю 

森林區域 nDSM

為移除數值表面模型與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

許多研究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移除凹坑演

主要分成兩大類:影像處理法與點雲處理法

在影像處理的方法中，部分研究提出影像平滑的作

et al., 2003； Hosoi

將凹坑視作隨機出現的雜訊

(Mean filter)、中值濾波

(Gaussian smoothing filter)

影像平滑的方法可以有效地移除凹坑

然而也會改變非凹坑網格的數值

面起伏也同樣被移除掉，故影像平滑法並不是一個

合適的方法來移除凹坑。其他影像處理的研究則是

偵測凹坑在網格資料上的位置

Ben-Arie et al.

藉由拉普拉斯濾波器尋找樹冠

模型中與鄰近網格有明顯差異的網格

波的值取代該網格(凹坑)，這演算法的重點在於定

義一個合適的門檻值區分凹坑與正常的網格

會增加樹冠高度模型應用時的漏授

(commission error)。Zhao

et al. (2009)的概念提出改進的凹坑偵測

假設針葉林與落葉林樹木的樹冠幅為近似

利用影像形態學中的閉合

當網格與其鄰近網格有明顯差異

樹冠幅範圍內時，該網格會被視作凹坑

濾波的值取代凹坑。而點雲處理的方法中

提出使用網格範圍內最高的第一回波

nDSM 內的孔隙與凹坑

為移除數值表面模型與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

許多研究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移除凹坑演

影像處理法與點雲處理法

部分研究提出影像平滑的作

Hosoi et al., 2012

將凹坑視作隨機出現的雜訊

中值濾波(Median filter)

(Gaussian smoothing filter)處理原始

影像平滑的方法可以有效地移除凹坑

然而也會改變非凹坑網格的數值，導致較細微的表

故影像平滑法並不是一個

其他影像處理的研究則是

偵測凹坑在網格資料上的位置，並且用改正後的新

et al., 2009)提出半自動凹

藉由拉普拉斯濾波器尋找樹冠

模型中與鄰近網格有明顯差異的網格，再以中值濾

這演算法的重點在於定

義一個合適的門檻值區分凹坑與正常的網格

會增加樹冠高度模型應用時的漏授(omission error)

Zhao et al. (2013)

的概念提出改進的凹坑偵測

假設針葉林與落葉林樹木的樹冠幅為近似

利用影像形態學中的閉合操作來劃定樹冠幅

近網格有明顯差異

該網格會被視作凹坑，

而點雲處理的方法中

提出使用網格範圍內最高的第一回波

內的孔隙與凹坑 

為移除數值表面模型與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

許多研究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移除凹坑演

影像處理法與點雲處理法。

部分研究提出影像平滑的作

2012； Yu 

將凹坑視作隨機出現的雜訊，利用均

(Median filter)與高斯

處理原始 DSM

影像平滑的方法可以有效地移除凹坑，

導致較細微的表

故影像平滑法並不是一個

其他影像處理的研究則是

並且用改正後的新

提出半自動凹

藉由拉普拉斯濾波器尋找樹冠高度

再以中值濾

這演算法的重點在於定

義一個合適的門檻值區分凹坑與正常的網格，否則

(omission error)

(2013)根據

的概念提出改進的凹坑偵測

假設針葉林與落葉林樹木的樹冠幅為近似

操作來劃定樹冠幅

近網格有明顯差異，並位在

，並以中值

而點雲處理的方法中，Leckie 

提出使用網格範圍內最高的第一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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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組 nDSM，藉此避免較低第一回波的影響，該方

法的限制為若網格內僅有穿透過樹冠層的第一回

波點雲，該網格依然會是凹坑。Khosravipour et al. 

(2014)認為凹坑的成因是由於穿透過樹冠表層的

點雲所導致的，所以透過排除相對較低點雲對

nDSM 的影響，就能得到無凹坑的 nDSM。 

移除凹坑演算法的目的是移除植被上的凹坑，

但測區內可能會有植被以外的地物同時存在，所以

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四種移除凹坑演算法在植被

nDSM 與非植被 nDSM 上的表現。比較不同移除凹

坑演算法移除植被凹坑的能力，以及該演算法是否

能保留地物表面原始特徵且更合理地展示表面起

伏。四種演算法分別為中值濾波、高斯平滑濾波、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Pit filling 

algorithm with morphological crown control)、免除

凹坑演算法(Pit-free algorithm)。 

2. 材料及方法 

2.1 測區及資料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來自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的委託案，由於莫拉克颱風重創臺灣，造成大量

傷亡與地貌改變，該案的目的是取得災後臺灣地形

變化的資訊，調查地質敏感區域，進行災害分析與

相關決策。掃瞄範圍為臺灣本島，不包含離島區域。

因為整體範圍過大，將全臺切割成六個區塊，掃瞄

時間從西元 2010 年至 2015 年，歷時六年完成，每

個區塊又分成多個子區域，由各廠商執行掃瞄作業，

並且拍攝航照影像。本研究從該委託案中選出五個

測區，這些測區內存在相異的地物，分別為森林、

孤立木、檳榔園、電塔與建物，測區點雲的相關屬

性如表 1 所示。 

 

 

 

 

 

 

 

表 1  五種測區點雲的屬性表 

測區 光達儀器 
點雲密度(點/

平方公尺) 
年份 

森林 
Optech ALTM 

Pegasus 
4.84 2011 

孤立木 
Riegl 

LMS-Q680i 
5.45 2011 

檳榔園 Leica ALS60 3.75 2011 

電塔 Leica ALS60 3.75 2011 

建物 Leica ALS60 4.55 2010 

 

2.2 中值濾波 
利用中值濾波移除凹坑的概念來自 Hosoi et al. 

(2012)與 Ben-Arie et al. (2009)的研究。中值濾波計

算方式如式(1)所示，設定的罩窗大小為 3×3，罩窗

內共有 9 個元素，從 g1、g2、……、g9 取出排序居

中的值取代罩窗中心網格。 

 

h = median{	푔 	|	푘 = 1,2, … ,9	} .................. (1) 

 

2.3 高斯平滑濾波 
利用高斯平滑濾波移除凹坑的概念來自 Hosoi 

et al. (2012)與 Ben-Arie et al. (2009)的研究。高斯平

滑濾波計算方式為透過高斯函數定義罩窗內所有

元素的權值，計算加權平均取代罩窗中心網格。高

斯函數如式(2)所示，u, v 為該網格與中心間的距離，

σ是高斯分布的標準差，σ值越大，中心網格對加

權平均的影響越小，其餘網格則影響越大，影像就

越平滑。本研究所使用的高斯平滑濾波罩窗大小為

3×3，σ值設為 1，高斯平滑濾波運算子如圖 4 所

示。 

 

G(u, v) = 푒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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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帶
凹坑演算法

拉普拉斯濾波

像中與周圍網格差異甚大的網格

(2009)利用凹坑與其周圍網格差異甚大的現象

出以拉普拉斯濾波偵測凹坑位置

值取代凹坑

filling algorithm) 

凹坑與地物邊界

al. (2013)

冠幅範圍

位在樹冠幅範圍內

波的值取代凹坑

補凹坑演算法稱之

 

如圖

算法以拉普拉

的網格(Possible invalid pixels)

空間二階導數的運算子

格有明顯差異之網格

拉普拉斯濾波運算子如圖

nDSM 摺積

的 nDSM

為拉普拉斯濾波器運算子

 

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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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高斯平滑濾波運算子示意圖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
凹坑演算法

拉普拉斯濾波 (Laplacian filter) 

像中與周圍網格差異甚大的網格

利用凹坑與其周圍網格差異甚大的現象

出以拉普拉斯濾波偵測凹坑位置

值取代凹坑，該方法稱為填補凹坑演算法

filling algorithm) 。但填補凹坑演算法會同時偵測

凹坑與地物邊界。為避免偵測到地物邊界

(2013)提出用形態學閉合填補隙縫

冠幅範圍，當網格值與周圍網格差異甚大且該網格

位在樹冠幅範圍內，才會被視為凹坑

波的值取代凹坑，本研究以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

補凹坑演算法稱之。 

如圖 5 所示，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

算法以拉普拉斯濾波器偵測

(Possible invalid pixels)

空間二階導數的運算子

格有明顯差異之網格、

拉普拉斯濾波運算子如圖

摺積，如式(3)，

nDSM，C 是原始的

為拉普拉斯濾波器運算子

= 퐶 ∗ 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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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平滑濾波運算子示意圖

 

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
凹坑演算法 

(Laplacian filter) 

像中與周圍網格差異甚大的網格，

利用凹坑與其周圍網格差異甚大的現象

出以拉普拉斯濾波偵測凹坑位置，

該方法稱為填補凹坑演算法

但填補凹坑演算法會同時偵測

為避免偵測到地物邊界

提出用形態學閉合填補隙縫

當網格值與周圍網格差異甚大且該網格

才會被視為凹坑

本研究以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

斯濾波器偵測 nDSM

(Possible invalid pixels)。拉普拉斯濾波是種

空間二階導數的運算子，用於強化影像中與鄰近網

、偵測邊界。

拉普拉斯濾波運算子如圖 6 (a)所示

，CLap 為經過拉普拉斯濾波器

是原始的 nDSM，

為拉普拉斯濾波器運算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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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平滑濾波運算子示意圖 

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

(Laplacian filter) 用於偵測影

，Ben-Arie et al. 

利用凹坑與其周圍網格差異甚大的現象，

，再用中值濾波的

該方法稱為填補凹坑演算法  

但填補凹坑演算法會同時偵測

為避免偵測到地物邊界，Zhao

提出用形態學閉合填補隙縫，藉此找出樹

當網格值與周圍網格差異甚大且該網格

才會被視為凹坑，並用中值濾

本研究以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

nDSM 中可能為凹坑

拉普拉斯濾波是種

用於強化影像中與鄰近網

。本研究所使用的

所示，該運算子與

為經過拉普拉斯濾波器

，*是摺積運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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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

用於偵測影

et al. 

，提

再用中值濾波的

 (Pit 

但填補凹坑演算法會同時偵測

Zhao et 

藉此找出樹

當網格值與周圍網格差異甚大且該網格

並用中值濾

本研究以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

中可能為凹坑

拉普拉斯濾波是種

用於強化影像中與鄰近網

本研究所使用的

該運算子與

為經過拉普拉斯濾波器

是摺積運算，L

.................. (3) 

圖 

圖 

填補

由於需定義樹木高度門檻

幅與非樹冠幅範圍

坑演算法的資料必須為

操作

(Opening)

行侵蝕

內部的低值

由是該結構元件大小已足夠填補

的網格影響較小

形態學閉合的

態學閉合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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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流程圖

 
(a) 

 6 (a) 拉普拉斯濾波運算子

 

下一個步驟是利用影像形態學之閉合演算法

填補 nDSM 內較小隙縫

由於需定義樹木高度門檻

幅與非樹冠幅範圍

坑演算法的資料必須為

操作，分別為侵蝕

(Opening)與閉合

行侵蝕，除會造成物體邊界變平滑

內部的低值。閉合結構元件如圖

由是該結構元件大小已足夠填補

的網格影響較小

形態學閉合的 nDSM

態學閉合運算，

ԝ 4Ю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流程圖

(b)

 
拉普拉斯濾波運算子

下一個步驟是利用影像形態學之閉合演算法

內較小隙縫，目的是找出樹冠幅範圍

由於需定義樹木高度門檻，以區分

幅與非樹冠幅範圍，故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

坑演算法的資料必須為 nDSM

分別為侵蝕(erosion)、

與閉合(Closing)。閉合運算是先膨脹再進

除會造成物體邊界變平滑

閉合結構元件如圖

由是該結構元件大小已足夠填補

的網格影響較小。運作方式如式

nDSM，C 是原始的

，S 為閉合結構元件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流程圖

(b) 

拉普拉斯濾波運算子 (b) 閉合結構元件

下一個步驟是利用影像形態學之閉合演算法

目的是找出樹冠幅範圍

以區分 nDSM

故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

nDSM。形態學有四種基本

、膨脹(dilation)

閉合運算是先膨脹再進

除會造成物體邊界變平滑，也會填補物體

閉合結構元件如圖 6(b)所示

由是該結構元件大小已足夠填補凹坑且對非凹坑

運作方式如式(4)，CClose

是原始的 nDSM，

為閉合結構元件。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流程圖 

 
閉合結構元件 

下一個步驟是利用影像形態學之閉合演算法

目的是找出樹冠幅範圍。

nDSM 內樹冠

故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

形態學有四種基本

(dilation)、斷開

閉合運算是先膨脹再進

也會填補物體

所示，選擇理

凹坑且對非凹坑

Close 為經過

， ∙ 是形



 

퐶
 
整合拉普拉斯濾波成果與形態學閉合成果

網格是可能為凹坑的網格且位在樹冠幅範圍內

網格會被視作凹坑

式(5)，當位在

時，代表該網格是可能為凹坑的網格點

大於閉合門檻

拉普拉斯門檻依據

TLap 設為

 

퐼

 
圖 7

經過拉普拉斯濾波的成果

低值(黑點

為凹坑網格點

經過型態學閉合的成果

數冠幅內

(c) 拉普拉斯濾波器成果二值化

凹坑網格點

= 퐶 ∙ 푆 ................................

整合拉普拉斯濾波成果與形態學閉合成果

網格是可能為凹坑的網格且位在樹冠幅範圍內

網格會被視作凹坑，並以中值濾波的值取代之

當位在 i 列 j 行的

代表該網格是可能為凹坑的網格點

大於閉合門檻(TClose)時

拉普拉斯門檻依據 Zhao 

設為-24。而 TClose

=
퐶 [푖
퐶 [푖

7 展示各階段處理的成果

經過拉普拉斯濾波的成果

黑點)，圖 7(c)是以

為凹坑網格點(CLap<T

經過型態學閉合的成果

數冠幅內(CClose>TClose

(a) 拉普拉斯濾波成

拉普拉斯濾波器成果二值化

凹坑網格點 

ᐡȏрᢪቋݟ

................................

整合拉普拉斯濾波成果與形態學閉合成果

網格是可能為凹坑的網格且位在樹冠幅範圍內

並以中值濾波的值取代之

行的 CLap小於拉普拉斯門檻

代表該網格是可能為凹坑的網格點

時，代表該網格在樹冠幅內

Zhao et al. (2013)

Close 設定為 1 米

[푖, 푗] < 푇
[푖, 푗] > 푇

 .......................

展示各階段處理的成果，

經過拉普拉斯濾波的成果，樹冠幅內與邊緣有許多

是以 TLap 二值化的成果

TLap)以白色表示

經過型態學閉合的成果，圖 7(d)則表示樹冠幅範圍

Close)以白色表示

拉普拉斯濾波成

拉普拉斯濾波器成果二值化，

ႃӚႌ݇ݾᐡȏрᢪቋ;!дႂϦӯಗୂљָᅗᆣݟ

................................................

整合拉普拉斯濾波成果與形態學閉合成果

網格是可能為凹坑的網格且位在樹冠幅範圍內

並以中值濾波的值取代之。

小於拉普拉斯門檻(

代表該網格是可能為凹坑的網格點，而當 C

代表該網格在樹冠幅內

(2013)所提出的數值

米。 

.......................

，圖 7(a)為 nDSM

樹冠幅內與邊緣有許多

二值化的成果，可能

以白色表示；7(b)為 nDSM

則表示樹冠幅範圍

以白色表示。 

 
拉普拉斯濾波成 

 
，白色是可能為

圖 7 n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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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整合拉普拉斯濾波成果與形態學閉合成果，當

網格是可能為凹坑的網格且位在樹冠幅範圍內，該

。如

(TLap)

CClose

代表該網格在樹冠幅內。

所提出的數值，

....................... (5) 

nDSM

樹冠幅內與邊緣有許多

可能

nDSM

則表示樹冠幅範圍，

為僅修正凹坑網格

面情況

2.5

所提出

法依據

移除相同範圍內

模型之影響

冠表層以下

區分點雲間相對高度

的點雲

程差值

圖 9

規化高度

出點雲間相對位置

 

白色是可能為 (d) 

nDSM 各階段處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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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的優點

為僅修正凹坑網格

面情況。 

2.5 免除凹坑演算法
免除凹坑演算法由

所提出，演算法流程圖如圖

法依據正規化高度

移除相同範圍內

模型之影響，進而達到移除凹坑之目的

凹坑的成因是由於部分第一回波點雲落在樹

冠表層以下，所以免除凹坑演算法需要有一個指標

區分點雲間相對高度

的點雲。正規化高度

程差值，如圖 9

9 中，六個點雲的高程都相異

規化高度都相同

出點雲間相對位置

(b) 

(d) 型態學閉合成果二值化

各階段處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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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的優點

為僅修正凹坑網格，並保留大部分原始的

除凹坑演算法
免除凹坑演算法由 Khosravipour 

演算法流程圖如圖 8

正規化高度(Normalized Height)

移除相同範圍內正規化高度

進而達到移除凹坑之目的

凹坑的成因是由於部分第一回波點雲落在樹

所以免除凹坑演算法需要有一個指標

區分點雲間相對高度，藉該指標排除樹冠表層以下

正規化高度的定義為該點雲與地表間的高

9 中橘點與地表面的高程差所示

六個點雲的高程都相異

都相同(長度 D)，透過

出點雲間相對位置。

(b) 型態學閉合成果

型態學閉合成果二值化，

!!!!!!!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的優點

並保留大部分原始的

除凹坑演算法 
Khosravipour et al.

8 所示。免除凹坑演算

(Normalized Height)將點雲分層

正規化高度相對較低點雲對數值

進而達到移除凹坑之目的。

凹坑的成因是由於部分第一回波點雲落在樹

所以免除凹坑演算法需要有一個指標

藉該指標排除樹冠表層以下

的定義為該點雲與地表間的高

中橘點與地表面的高程差所示

六個點雲的高程都相異，但所有點雲的

透過正規化高度

 
型態學閉合成果 

 
，白色是樹冠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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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的優點

並保留大部分原始的 nDSM 表

et al. (2014)

免除凹坑演算

將點雲分層，

相對較低點雲對數值

。 

凹坑的成因是由於部分第一回波點雲落在樹

所以免除凹坑演算法需要有一個指標

藉該指標排除樹冠表層以下

的定義為該點雲與地表間的高

中橘點與地表面的高程差所示。

但所有點雲的正

正規化高度可分辨

 

 
白色是樹冠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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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於高程門檻

(d) 高於高程門檻

!!!!!!!!!!!!!!!!!!!!!

圖 8  免除凹坑演算法流程圖

高於高程門檻 2m

高於高程門檻 15m

!!!!!!!!!!!!!!!!!!!!!૪ญБሙญᏼќ

免除凹坑演算法流程圖

(a) 高於高程門檻

2m 之第一回波點雲組三角網

15m 之第一回波點雲組三角網

૪ญБሙญᏼќ!!ಝά̔

 
免除凹坑演算法流程圖 

高於高程門檻 0m

之第一回波點雲組三角網

之第一回波點雲組三角網

圖 11  免除凹坑演算法運作示意圖

ಝά̔ιڮ!!ಝΥු

 

 

0m 之第一回波點雲組三角網

 
之第一回波點雲組三角網 TIN2 

 
之第一回波點雲組三角網 TIN5 

免除凹坑演算法運作示意圖

ු!!ҡஉ 218 ԝ

圖 9  Normalized Height

圖 

之第一回波點雲組三角網

(c) 移除邊長大於水平門檻

(e) 移除邊長大於水平門檻

免除凹坑演算法運作示意圖 

ԝ 4Ю 

9  Normalized Height
 

 10  高程門檻示意圖

 
之第一回波點雲組三角網 TIN1 

移除邊長大於水平門檻

移除邊長大於水平門檻

 

9  Normalized Height 示意圖

高程門檻示意圖 

移除邊長大於水平門檻 1.5m 的 TIN2

移除邊長大於水平門檻 1.5m 的 TIN5

 
示意圖 

 

 
TIN2 

 
TIN5 



 

在正規化高度

點的點雲

的點雲則是以點雲高程值減去在相同位置上的數

值高程模型值

免除凹坑演算法的下一步驟為產製局部網格

資料，透過設立一系列的高程門檻值

門檻抽取出高於門檻值之點雲

不規則三角網

並以水平門檻消除邊長過大的三角形

TIN，最終利用局部

免除凹坑演算法的運作方式如圖

11(a)顯示將高程門檻設為

高於 0 米的第一回波點雲都會被用來組

於部分第一回波點雲會低於樹冠表面

所產製的網格資料有許多凹坑存在

程門檻值來移除凹坑

有正規化高度

組 TIN2，

數量較 TIN1

與此同時

三角形，因為較大的三角形並非覆蓋在實際地物表

面，必須剔除邊長過大的三角形

表面，故邊長大於水平門檻

移除後的

有的凹坑

製局部 TIN

是 15 米，

TIN5，如圖

大的三角型

中並沒有凹坑並完整覆蓋於地物表面

本研究選用的高程門檻是按照

al. (2014)

(ASPRS)

別，分別為低植被

植被(高度介於

米)，而高度在

凹坑演算法根據測區範圍內點雲與數值高程模型

間的高程差劃定高程門檻範圍

區域的高程門檻即為

正規化高度的運算中

點的點雲，其正規化高度

的點雲則是以點雲高程值減去在相同位置上的數

值高程模型值，作為該點雲的

免除凹坑演算法的下一步驟為產製局部網格

透過設立一系列的高程門檻值

門檻抽取出高於門檻值之點雲

不規則三角網(Triangulated Irregular Network, TIN)

並以水平門檻消除邊長過大的三角形

最終利用局部 TIN

免除凹坑演算法的運作方式如圖

顯示將高程門檻設為

米的第一回波點雲都會被用來組

於部分第一回波點雲會低於樹冠表面

所產製的網格資料有許多凹坑存在

程門檻值來移除凹坑。

正規化高度高於 2

，如圖 11(b)所示

TIN1 少，但依然有凹坑存在於

與此同時，圖 11(b)紫框內顯示

因為較大的三角形並非覆蓋在實際地物表

必須剔除邊長過大的三角形

故邊長大於水平門檻

移除後的 TIN2 如圖 11(c)

有的凹坑，免除凹坑演算法繼續提升高程門檻來產

TIN 與局部網格資料

，正規化高度

如圖 11(d)所示

大的三角型，成果如圖

中並沒有凹坑並完整覆蓋於地物表面

本研究選用的高程門檻是按照

(2014)的研究，根據美國攝影測量與遙感協會

(ASPRS)在定義 Las 檔規範時

分別為低植被(高度介於

高度介於 2 米至

而高度在 5 米以上則以

凹坑演算法根據測區範圍內點雲與數值高程模型

間的高程差劃定高程門檻範圍

區域的高程門檻即為

ᐡȏрᢪቋݟ

的運算中，點雲種類被分為地面

正規化高度會被視為零

的點雲則是以點雲高程值減去在相同位置上的數

作為該點雲的正規化高度

免除凹坑演算法的下一步驟為產製局部網格

透過設立一系列的高程門檻值

門檻抽取出高於門檻值之點雲，利用這些點雲產製

(Triangulated Irregular Network, TIN)

並以水平門檻消除邊長過大的三角形

TIN 產製局部網格資料

免除凹坑演算法的運作方式如圖

顯示將高程門檻設為 0 米時，

米的第一回波點雲都會被用來組

於部分第一回波點雲會低於樹冠表面

所產製的網格資料有許多凹坑存在

。當高程門檻設為

2 米的第一回波點雲會被用來

所示，可以發現

但依然有凹坑存在於

紫框內顯示 TIN2

因為較大的三角形並非覆蓋在實際地物表

必須剔除邊長過大的三角形，

故邊長大於水平門檻 1.5 米的三角形被移除

11(c)所示。為能移除森林中所

免除凹坑演算法繼續提升高程門檻來產

與局部網格資料，最終假設高程門檻

正規化高度高於 15 米的點雲所產製出的

所示，TIN5 同樣需要移除邊長過

果如圖 11(e)所示，

中並沒有凹坑並完整覆蓋於地物表面

本研究選用的高程門檻是按照

根據美國攝影測量與遙感協會

檔規範時，將植被分成三種類

高度介於 0.5 米至

米至 5 米)與高植被

米以上則以 5 米作為間格

凹坑演算法根據測區範圍內點雲與數值高程模型

間的高程差劃定高程門檻範圍，以圖

區域的高程門檻即為 0、2、5、10

ႃӚႌ݇ݾᐡȏрᢪቋ;!дႂϦӯಗୂљָᅗᆣݟ

點雲種類被分為地面

會被視為零，而其他種類

的點雲則是以點雲高程值減去在相同位置上的數

正規化高度。 

免除凹坑演算法的下一步驟為產製局部網格

透過設立一系列的高程門檻值，依據各高程

利用這些點雲產製

(Triangulated Irregular Network, TIN)

並以水平門檻消除邊長過大的三角形，保留局部

產製局部網格資料。

免除凹坑演算法的運作方式如圖 11 所示，

，所有正規化高度

米的第一回波點雲都會被用來組 TIN1，

於部分第一回波點雲會低於樹冠表面，導致 TIN1

所產製的網格資料有許多凹坑存在，故需要提升高

當高程門檻設為 2 米時，

米的第一回波點雲會被用來

以發現 TIN2 的凹坑

但依然有凹坑存在於 TIN2 中

TIN2 有邊長過大的

因為較大的三角形並非覆蓋在實際地物表

，顯露實際的數值

米的三角形被移除

為能移除森林中所

免除凹坑演算法繼續提升高程門檻來產

最終假設高程門檻

米的點雲所產製出的

同樣需要移除邊長過

，可以發現 TIN5

中並沒有凹坑並完整覆蓋於地物表面。 

本研究選用的高程門檻是按照 Khosravipour

根據美國攝影測量與遙感協會

將植被分成三種類

米至 2 米)、中等

與高植被(高度大於

米作為間格。免除

凹坑演算法根據測區範圍內點雲與數值高程模型

以圖 10 為例，

10 與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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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雲種類被分為地面

而其他種類

的點雲則是以點雲高程值減去在相同位置上的數

 

免除凹坑演算法的下一步驟為產製局部網格

依據各高程

利用這些點雲產製

(Triangulated Irregular Network, TIN)，

保留局部

。 

，圖 

正規化高度

，由

TIN1

故需要提升高

，唯

米的第一回波點雲會被用來

的凹坑

中，

有邊長過大的

因為較大的三角形並非覆蓋在實際地物表

顯露實際的數值

米的三角形被移除，

為能移除森林中所

免除凹坑演算法繼續提升高程門檻來產

最終假設高程門檻

米的點雲所產製出的

同樣需要移除邊長過

TIN5

Khosravipour et 

根據美國攝影測量與遙感協會

將植被分成三種類

中等

高度大於 5

免除

凹坑演算法根據測區範圍內點雲與數值高程模型

，此

 

應的局部網格資料會有空值

整合所有局部網格資料

由於免除凹坑演算法的目的是移除相同區域中

規化高度

的成果

格，

格值

製之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

面起伏

影(Multi

光源照射數值模型

表達數值模型起伏與特徵

平均的方式結合多方向的山體陰影

光源時會有陰影遮蔽的問題

森林

與第一回波

濾波

凹坑演算法之

nDSM

與 nDSM

20、

電塔所有

與光達點雲在重直方向的關係

入減去地表高程的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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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整合局部數值表面模型示意圖

 

因為部分 TIN

應的局部網格資料會有空值

整合所有局部網格資料

由於免除凹坑演算法的目的是移除相同區域中

規化高度較低點雲

的成果。所以抽取出相同位置上的所有非空值的網

，選取其中的最大值作為數值表面模型成果的網

格值。 

本節展示第一回波與四種移除凹坑演算法產

製之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

面起伏，使凹坑更明顯

(Multi-directional Hillshade)

光源照射數值模型

表達數值模型起伏與特徵

平均的方式結合多方向的山體陰影

光源時會有陰影遮蔽的問題

圖 13、圖 15

森林、孤立木、檳榔園

與第一回波、高斯平滑濾波

濾波、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

凹坑演算法之 nDSM

nDSMFirst、nDSM

nDSMPitfree 縮寫表示

、圖 22 則分別是森林

電塔所有 nDSM

與光達點雲在重直方向的關係

入減去地表高程的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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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局部數值表面模型示意圖

TIN 只有局部有三角形

應的局部網格資料會有空值，

整合所有局部網格資料。最終步驟如圖

由於免除凹坑演算法的目的是移除相同區域中

較低點雲，儘量保留

所以抽取出相同位置上的所有非空值的網

選取其中的最大值作為數值表面模型成果的網

3. 結果
展示第一回波與四種移除凹坑演算法產

製之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nDSM)

使凹坑更明顯，故成果皆套疊多向山體陰

ctional Hillshade)

光源照射數值模型，由每個網格位置的反射亮度值

表達數值模型起伏與特徵，而多向山體陰影以加權

平均的方式結合多方向的山體陰影

光源時會有陰影遮蔽的問題。

15、圖 17、圖

檳榔園、建物、

高斯平滑濾波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

nDSM，各方法

nDSMGaussian、nDSM

縮寫表示。圖 14

則分別是森林、孤立木

nDSM 的剖面圖，

與光達點雲在重直方向的關係

入減去地表高程的點雲。 

!!!!!!!          

整合局部數值表面模型示意圖

只有局部有三角形，

，為補足缺漏區域

最終步驟如圖 12

由於免除凹坑演算法的目的是移除相同區域中

儘量保留正規化高度

所以抽取出相同位置上的所有非空值的網

選取其中的最大值作為數值表面模型成果的網

結果 
展示第一回波與四種移除凹坑演算法產

(nDSM)。為突顯地物表

故成果皆套疊多向山體陰

ctional Hillshade)。山體陰影是以一個

由每個網格位置的反射亮度值

而多向山體陰影以加權

平均的方式結合多方向的山體陰影，藉此解決單一

。 

圖 19、圖 21

、電塔測區正射影像

 (Gaussian filter)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

各方法 nDSM 成果分別以

SMMedian、nDSM

14、圖 16、圖

孤立木、檳榔園

，並且為比較各

與光達點雲在重直方向的關係，nDSM 的剖面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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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局部數值表面模型示意圖 

，導致所對

為補足缺漏區域，需

12 所示，

由於免除凹坑演算法的目的是移除相同區域中正

正規化高度較高點雲

所以抽取出相同位置上的所有非空值的網

選取其中的最大值作為數值表面模型成果的網

展示第一回波與四種移除凹坑演算法產

為突顯地物表

故成果皆套疊多向山體陰

山體陰影是以一個

由每個網格位置的反射亮度值

而多向山體陰影以加權

藉此解決單一

21 分別展示

電塔測區正射影像，

(Gaussian filter)、中值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

成果分別以

nDSMPitCrown、

圖 18、圖

檳榔園、建物、

並且為比較各 nDSM

的剖面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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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森林 
nDSMFirst (圖 13(b))可發現，森林樹冠幅範圍內

存在許多不自然且不連續的低值(單一藍色網格或

黃色網格)，也就是凹坑。這些凹坑會增加劃分樹

冠幅範圍的難度(圖 13(b)白框內)，故需利用移除凹

坑演算法移除。nDSMFirst 的剖面圖(圖 14 紫框內)

也可發現凹坑，該凹坑與鄰近網格有將近 20 米左

右的高程差，由剖面圖中光達點雲的分佈可知，部

分樹冠幅內的第一回波點雲未處在樹木表面，這些

點雲導致所在網格的數值(高程)變低，使該網格與

鄰近網格有明顯的高程差且顯得不自然、不連續。 

比較四種移除凹坑演算法對森林第一回波

nDSM 的影響。圖 13 (c)白框內顯示，高斯平滑濾

波造成三個凹坑表面高度由深(藍色)變淺(黃色)，

然而比對 nDSMFirst (13(b))與 nDSMGaussian (圖 13(c))，

白框內的凹坑與鄰近網格依然有明顯的高程差異，

並且凹坑的範圍也變大。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剖面

圖(圖 14)，nDSMGaussian 中凹坑與鄰近網格的高程

差確實比在 nDSMFirst 時小，但紫框內的凹坑與鄰

近網格依然有明顯的高程差異(約 4 米)。因為高斯

平滑濾波是根據罩窗內的所有元素加權平均產生

新值，當部分元素(凹坑)與罩窗內其餘元素有相當

大的差異時，加權平均新值會受到部分元素(凹坑)

影響而降低，導致產生的新值依然會與鄰近網格有

明顯高程差異，故認為高斯平滑濾波無法減少森林

測區的凹坑數量。 

圖 13(d)至圖 13(f)白框內可觀察到，中值濾波、

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凹坑

演算法皆能有效移除樹冠幅內的所有凹坑，並且新

值與鄰近網格間無明顯高程差異。剖面圖(圖 14)

中也可以發現紫框內的凹坑被移除，產生的新值與

鄰近網格間無明顯高程差異(小於 1 米)。所以這三

種移除凹坑演算法在森林測區內都能減少凹坑數

量。 

然而比較非凹坑的網格，正射影像(圖 13(a))

與 nDSMFirst (圖 13(b))皆顯示森林樹木有相近的樹

冠幅大小與樹高，導致樹木的表面起伏較小(大約 5

米內)。許多起伏較小的樹木表面(圖 13(b)紫框內)

經過高斯平滑濾波與中值濾波的處理，該樹木在

nDSM 的表面起伏會變得更小，無法清楚辨識出該

樹木的邊界，也就是樹冠表面起伏變得更加平滑。

nDSMGaussian(圖 13(c))、nDSMMedian(圖 13(d)) 紫框

內顯示高斯平滑濾波與中值濾波都會使 nDSM 失

去許多高程變化較小的樹冠表面起伏，並使重製後

的網格資料存在過度平滑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

觀察到 nDSMPitCrown(圖 13(e))、nDSMPitfree(圖 13(f))

紫框內依然有許多高程變化較小的樹冠表面起伏，

所以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

凹坑演算法在森林測區可避免有過度平滑的問

題。 

3.2 孤立木 
正射影像內有許多單株樹木獨自位在空曠的

平面上，如圖 15(a)所示，這種樹木被稱為孤立木。

由於孤立木彼此間的距離較遠，導致部分雷射可穿

透過樹冠幅或樹木間的空隙，並且產生孤立木表面

以下的點雲。剖面圖(圖 16)的第一回波點雲分布顯

示除孤立木表面有點雲存在外，孤立木表面之下也

同樣有部分點雲存在。這些並未處在地物表面的點

雲會使得孤立木在 nDSM 內的高度降低，這種情

況主要分成兩種，第一種是略微地降低孤立木的高

度，但依然可以在 nDSMFirst內有明顯的表面起伏，

如圖 16 紫框處表示，nDSMFirst 的表面未與點雲重

合 且 有 1 米 左 右 的 高 程 差 異 ， 但 孤 立 木 在

nDSMFirst(圖 15(b))內依然有明顯的表面起伏。第二

種是大幅地降低孤立木的高度，導致孤立木在

nDSMFirst 內的起伏不明顯，使孤立木樹冠幅變得難

以辨識，剖面圖(圖 16)紅框內清楚顯示 nDSMFirst

的孤立木表面未與點雲重合且孤立木表面與地表

無明顯差異。 

比較四種移除凹坑演算法對孤立木的影響。圖

15(c)顯示，高斯平滑濾波會使在 nDSMFirst 內起伏

明顯的孤立木高度降低，網格顏色從紅色(3 米)變

為淺藍色(1 米)，由孤立木 nDSM 剖面圖也能觀察

到在 nDSMFirst 高度為 3 米的孤立木，經過高斯平

滑濾波處理後變為 1 米(圖 16 紫框處)，代表高斯

平滑濾波會讓在 nDSMFirst 起伏明顯的孤立木高度



!ႃӚႌoETN݇ݾᐡȏрᢪቋ;!дႂϦӯಗୂљָᅗᆣݟ !!!!!!!          !!!  51 

 

與孤立木點雲高程差異更大。而高斯平滑濾波同樣

無法改善表面起伏不明顯的孤立木，如圖 16 紅框

處所示。中值濾波的 nDSM 成果如圖 15(d) 所示，

中值濾波與高斯平滑濾波相同，會造成表面起伏明

顯的孤立木高度下降，而且下降的程度更大，圖

16 紫框內孤立木高度從 3 米變為 0 米。導致孤立

木與地表間無明顯差異。並且圖16紅框處可發現，

對於表面起伏不明顯的孤立木，中值濾波同樣無法

修正其表面高度與點雲間的差異。 

圖 15(e)與圖 16 中可以發現，由於孤立木上存

在的問題並非凹坑，專門偵測凹坑之帶有樹冠型態

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無法偵測到任何凹坑，該演

算法無法對 nDSMFirst 進行修正，故 nDSMPitCrown 的

成果與 nDSMFirst 是幾乎相同的。另一方面，如

nDSMPitfree (圖 15(f))所示，免除凹坑演算法使許多

在 nDSMFirst 內起伏不明顯的孤立木高度變高，由

藍色(0 米)變為紅色(3 米)，也使得部分在 nDSMFirst

內起伏明顯的孤立木之樹冠幅範圍變大。在剖面圖

中可觀察到，nDSMFirst 內明顯的孤立木(圖 16 紫框

處)，免除凹坑演算法可將這些孤立木的高度修正

得更接近點雲，而在圖 16 紅框處，免除凹坑演算

法能讓表面起伏不明顯的孤立木高度增高，使

nDSM 表面同樣更接近點雲。 

3.3 檳榔園 
正射影像(圖 17(a))位在正中央農田裡的植被

是檳榔樹，檳榔樹冠幅為非圓形、橢圓形，而且樹

葉間空隙較大。大部分雷射光能穿透過檳榔樹冠幅，

並產生第一回波在地表面，故從剖面圖(圖 18)的點

雲分布可以發現地面有大量第一回波點雲存在，由

這些第一回波點雲所產生的 nDSM 則呈現不規則

狀，大部分第一回波 nDSM 的表面並未與檳榔樹

表面的點雲重合，這些地表上的點雲使第一回波

nDSM 無法正確地表現檳榔樹的樹高。 

比較四種移除凹坑演算法對檳榔園的影響。圖

17(c)中可看到，高斯平滑濾波會使檳榔樹在 nDSM

上高度降低，nDSM 的顏色從紅色變為淺藍色，剖

面圖(圖 18)也可觀察到，高斯平滑濾波會讓樹高從

12 米變為 4 米，利用高斯平滑濾波重製 nDSM(圖

17(c))，無法使 nDSM 更合理地展示檳榔樹高度。

中值濾波同樣會讓檳榔樹在 nDSM 上的高度下降，

而且會造成下降後的高度接近 0 米(圖 18)，無法正

確表現檳榔樹的樹高。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

坑演算法在 nDSM(圖 17(e))上的表現與 nDSMFirst

相似，但從剖面圖(圖 18)紫框處，可以看到帶有樹

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還是填補部分的空

隙，但大部分 nDSMPitCrown 還是與第一回波 nDSM

無明顯差異。 

免除凹坑演算法能填補檳榔樹冠幅間的空隙，

使重製後的 nDSM 空隙數量較少(圖 17(f))，從剖面

圖可發現，免除凹坑演算法讓大部分 nDSM 的表

面與檳榔樹表面的點雲重合(圖 18)，雖然該演算法

無法得到清楚的樹冠幅範圍，但至少能表現出檳榔

樹合理的高度。 

3.4 建物 
圖 19(a)的正射影像中有一棟白色的建物，

nDSM 剖面圖顯示該建物約有 6 公尺高(圖 20)。從

剖面圖中第一回波點雲的分佈，發現該建物邊界部

分有許多位在建物表面之下的點雲，如圖 20 紫框

內所示。這些點雲造成建物的邊界不像正射影像中

般的直線，反而在 nDSMFirst (圖 19(b))中呈現不規

則的形狀。 

比較四種移除凹坑演算法對建物的影響。在圖

19(c)，高斯平滑濾波無法將建物邊界修正為直線，

反而使建物邊界變平緩，從 nDSMGaussian 剖面圖(圖

20)也可以看到建物邊界斜率變小，所以高斯平滑

濾波無法改善建物邊界特徵。中值濾波成果如圖

19(d)與圖 20 所示，該演算法無法將建物邊界修正

為直線，由於建物邊界有 2 至 3 個網格受到地表第

一回波的影響而降低，在邊界的網格即使經過中值

濾波處理後，新的值也是接近地表的數值，這導致

nDSMMedian 中建物邊界依然不是直線(圖 19(d))，也

使得建物邊界並沒有與建物表面點雲互相重合(圖 

20)。由於建物 nDSM 中並沒有凹坑，帶有樹冠型

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在 nDSM(圖 19(e))與剖

面圖(圖 20)的成果與第一回波無明顯差異，該演算

法也同樣無法改善建物邊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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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DSM

nDSM 中非直線的建物邊界都變直

斜率皆變大

面圖紫框

的低值，

雲互相重合

3.5 電塔
圖 21(a)

塔，電塔本身結構中有許多的空隙

執行掃瞄任務時

導致許多第一回波點雲位在電塔下方或地面上

圖 22 中電塔的點雲所示

度降低，從原本的

上電塔形狀與正射影像相比差

明顯，甚至無法顯示電纜的位置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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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SMPit-free (圖

中非直線的建物邊界都變直

斜率皆變大，代表屋頂與地面有更明顯的差異

面圖紫框(圖 20)中，免除凹坑演算法修正建物邊界

，並在建物邊界處使

雲互相重合。 

電塔 
21(a)正射影像中顯示該區域有兩座高壓電

電塔本身結構中有許多的空隙

執行掃瞄任務時，雷射光容易透過空隙到達地表

導致許多第一回波點雲位在電塔下方或地面上

中電塔的點雲所示

從原本的 60 米降為

上電塔形狀與正射影像相比差

甚至無法顯示電纜的位置

13  森林 (a) 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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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f))中，可

中非直線的建物邊界都變直

代表屋頂與地面有更明顯的差異

免除凹坑演算法修正建物邊界

並在建物邊界處使 nDSM

正射影像中顯示該區域有兩座高壓電

電塔本身結構中有許多的空隙

雷射光容易透過空隙到達地表

導致許多第一回波點雲位在電塔下方或地面上

中電塔的點雲所示。這些點雲會讓電塔的高

米降為 10 米左右

上電塔形狀與正射影像相比差異較大

甚至無法顯示電纜的位置，

正射影像 (b) n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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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發現在第一回波

中非直線的建物邊界都變直，同時這些邊界

代表屋頂與地面有更明顯的差異。

免除凹坑演算法修正建物邊界

nDSM 與建物表面點

正射影像中顯示該區域有兩座高壓電

電塔本身結構中有許多的空隙，故空載光達在

雷射光容易透過空隙到達地表

導致許多第一回波點雲位在電塔下方或地面上

這些點雲會讓電塔的高

米左右，使得 nDSM

異較大，其起伏也不

，如圖 21(b) 

(b) nDSMFirst (c) n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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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在第一回波

同時這些邊界

。剖

免除凹坑演算法修正建物邊界

與建物表面點

正射影像中顯示該區域有兩座高壓電

故空載光達在

雷射光容易透過空隙到達地表，

導致許多第一回波點雲位在電塔下方或地面上，如

這些點雲會讓電塔的高

nDSM

其起伏也不

21(b) 所

示。

21(c) 

nDSM

似，

度也僅有

示這三種移除凹坑演算法的

一回波的成果相同

21(f))

電纜的位置

坑演算法的電塔

疊，

雲對

相符

(c) nDSM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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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四種移除凹坑演算法對電塔的影響

21(c) 至 圖 21(e) 

nDSMMedian、nDSM

，電塔在三種方法

度也僅有 10 米左右

示這三種移除凹坑演算法的

一回波的成果相同

另一方面，

21(f))中，電塔高度變為

電纜的位置。從圖

坑演算法的電塔

，所以免除凹坑演算法能移除

雲對 nDSM 的影響

相符。 

 (d) nDSMMedian

ԝ 4Ю 

比較四種移除凹坑演算法對電塔的影響

21(e) 可 以 發 現

nDSMPitCrown 皆與

電塔在三種方法 nDSM

米左右，在剖面圖中

示這三種移除凹坑演算法的

一回波的成果相同，與電塔表面的點雲相差甚遠

，免除凹坑演算法的

電塔高度變為 55 米以上

從圖 22 的剖面圖也可發現

坑演算法的電塔 nDSM 也與電塔表面點雲互相重

所以免除凹坑演算法能移除

的影響，使電塔

Median (e) nDSMPitCrown

比較四種移除凹坑演算法對電塔的影響

可 以 發 現 ， nDSM

皆與 nDSMFirst

nDSM 上起伏皆不明顯

在剖面圖中(圖 22)

示這三種移除凹坑演算法的 nDSM 成果幾乎與第

與電塔表面的點雲相差甚遠

免除凹坑演算法的 nDSM

米以上，同時也顯示出

的剖面圖也可發現

也與電塔表面點雲互相重

所以免除凹坑演算法能移除正規化高度

使電塔 nDSM 與實際情況較

 

PitCrown (f) nDSM

比較四種移除凹坑演算法對電塔的影響。從圖

nDSMGaussian 、

First 的成果相

上起伏皆不明顯，高

22)中，也顯

成果幾乎與第

與電塔表面的點雲相差甚遠。 

nDSM 成果(圖

同時也顯示出

的剖面圖也可發現，免除凹

也與電塔表面點雲互相重

正規化高度較低點

與實際情況較

(f) nDSMPit free 



 

 

圖 15  

 

15  孤立木 (a) 

ᐡȏрᢪቋݟ

圖 14  

(a) 正射影像 (b) n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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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森林剖面圖

(b) nDSMFirst (c) nDSM

дႂϦӯಗୂљָᅗᆣ݇ݾႃӚႌ

森林剖面圖，白線為剖面在

(c) nDSMGaussian

дႂϦӯಗୂљָᅗᆣ݇ݾႃӚႌ

白線為剖面在 nDSM 的位置

Gaussian (d) nDSMMedian 

дႂϦӯಗୂљָᅗᆣ݇ݾႃӚႌoETN! !!!!!

的位置 

Median (e) nDSM

!!!!!!!          

 

(e) nDSMPitCrown (f) n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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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nDSMPit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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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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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檳榔園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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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a) 正射影像 (b) n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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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孤立木剖面圖

(b) nDSMFirst (c) n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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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木剖面圖，白線為剖面在

(c) nDSM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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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線為剖面在 nDSM

Gaussian (d) nDSMMedian

ԝ 4Ю 

nDSM 的位置 

Median (e) nDSM

 

(e) nDSMPitCrown (f) nDSM

 

(f) nDSMPit free 



 

 

圖 19  

 

19  建物 (a) 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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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正射影像 (b) n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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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檳榔園剖面圖

(b) nDSMFirst (c) nDSM

дႂϦӯಗୂљָᅗᆣ݇ݾႃӚႌ

檳榔園剖面圖，白線為剖面在

(c) nDSMGaussian 

дႂϦӯಗୂљָᅗᆣ݇ݾႃӚႌ

白線為剖面在 nDSM

 (d) nDSMMedian

дႂϦӯಗୂљָᅗᆣ݇ݾႃӚႌoETN! !!!!!

nDSM 的位置 

Median (e) nDSMPitCrown

!!!!!!!          

 

PitCrown (f) n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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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nDSMPit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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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

21  電塔(a) 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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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正射影像 (b) n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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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建物剖面圖

(b) nDSMFirst (c) nDSM

ಝά̔ιڮ!!ಝΥු

建物剖面圖，白線為剖面在

(c) nDSMGaussian (d) n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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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線為剖面在 nDSM 的位置

(d) nDSMMedian

ԝ 4Ю 

的位置 

Median (e) nDSMPitCrown

 

PitCrown (f) nDSM

 

(f) nDSMPit free 



 

 

空載光達可用於產製數值表面模型

數值高程模型

得到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

用於推估樹木高度

於森林領域

射可經由孔隙穿過樹冠表面

在灌木或地面上

冠表面，

然且不連續的低值

nDSM 內的外觀

會造成推估樹木高度

方面，由於測區內往往不會僅有植被

在其他地物

演算法在植被

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移除植被凹坑的能力

及該演算法是否能保留地物表面原始特徵且更合

理地展示表面起伏

本研究比較中值濾波

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凹坑演算法

在多地物上的表現

4.
空載光達可用於產製數值表面模型

數值高程模型(DEM)，

得到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

用於推估樹木高度、樹冠幅範圍

於森林領域。但由於樹葉間具有孔隙

射可經由孔隙穿過樹冠表面

在灌木或地面上，導致部分第一回波點雲未處在樹

，這些點雲使

然且不連續的低值，稱作凹坑

內的外觀，使樹冠幅範圍變得難以辨別

會造成推估樹木高度、

由於測區內往往不會僅有植被

在其他地物，故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四種移除凹坑

演算法在植被 nDSM

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移除植被凹坑的能力

及該演算法是否能保留地物表面原始特徵且更合

理地展示表面起伏。 

本研究比較中值濾波

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凹坑演算法

在多地物上的表現。 

ᐡȏрᢪቋݟ

圖 22  

4. 結論 
空載光達可用於產製數值表面模型

，並且利用 DSM

得到正規化數值表面模型(nDSM)。

樹冠幅範圍，

但由於樹葉間具有孔隙

射可經由孔隙穿過樹冠表面，並產生第一回波點雲

導致部分第一回波點雲未處在樹

這些點雲使 nDSM 在樹冠幅內產生不自

稱作凹坑。凹坑會影響樹木在

使樹冠幅範圍變得難以辨別

、樹冠幅範圍時的誤差

由於測區內往往不會僅有植被

故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四種移除凹坑

nDSM 與非植被 nDSM

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移除植被凹坑的能力

及該演算法是否能保留地物表面原始特徵且更合

 

本研究比較中值濾波、高斯平滑濾波

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凹坑演算法

 

ႃӚႌ݇ݾᐡȏрᢪቋ;!дႂϦӯಗୂљָᅗᆣݟ

22  電塔剖面圖

 
空載光達可用於產製數值表面模型(DSM)

DSM 減去 DEM

。因為 nDSM

，故空載光達常用

但由於樹葉間具有孔隙，部分光達雷

並產生第一回波點雲

導致部分第一回波點雲未處在樹

在樹冠幅內產生不自

凹坑會影響樹木在

使樹冠幅範圍變得難以辨別，

樹冠幅範圍時的誤差。另一

由於測區內往往不會僅有植被，也會同時存

故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四種移除凹坑

nDSM 上的表現

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移除植被凹坑的能力

及該演算法是否能保留地物表面原始特徵且更合

高斯平滑濾波、帶有樹

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凹坑演算法

дႂϦӯಗୂљָᅗᆣ݇ݾႃӚႌ

電塔剖面圖，白線為剖面在

(DSM)與

DEM

nDSM 能

故空載光達常用

部分光達雷

並產生第一回波點雲

導致部分第一回波點雲未處在樹

在樹冠幅內產生不自

凹坑會影響樹木在

，也

另一

也會同時存

故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四種移除凹坑

上的表現。

比較不同移除凹坑演算法移除植被凹坑的能力，以

及該演算法是否能保留地物表面原始特徵且更合

帶有樹

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凹坑演算法

差較大

均的高斯平滑濾波無法有效移除凹坑

波僅能降低凹坑與鄰近網格的高程差

值依然與鄰近網格有明顯的差異

無法移除高程差過大的凹坑外

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凹坑演算法

皆能有效移除森林測區內的凹坑

面起伏不大時

致樹冠表面起伏變得更平滑

以辨識

滑的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

凹坑演算法能獲得更加合理的樹冠表面

下方中空

藉由地物旁或本身孔隙到達地表

方產生第一回波點雲

伏變得不明顯

地物表面下方點雲對

檳榔園與電塔在

理。

дႂϦӯಗୂљָᅗᆣ݇ݾႃӚႌ

白線為剖面在 nDSM 的位置

當地物是森林時

差較大(約 20 米

均的高斯平滑濾波無法有效移除凹坑

波僅能降低凹坑與鄰近網格的高程差

值依然與鄰近網格有明顯的差異

無法移除高程差過大的凹坑外

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凹坑演算法

皆能有效移除森林測區內的凹坑

面起伏不大時，

致樹冠表面起伏變得更平滑

以辨識，產生過度平滑的問題

滑的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

凹坑演算法能獲得更加合理的樹冠表面

孤立木、檳

下方中空、結構中有許多孔隙

藉由地物旁或本身孔隙到達地表

方產生第一回波點雲

伏變得不明顯，唯有免除凹坑演算法能有效地移除

地物表面下方點雲對

檳榔園與電塔在

。 

建物會因為本身結構下方為部分中空

дႂϦӯಗୂљָᅗᆣ݇ݾႃӚႌoETN! !!!!!

的位置 

當地物是森林時，由於凹坑與鄰近網格的高程

米)，導致以罩窗內所有元素加權平

均的高斯平滑濾波無法有效移除凹坑

波僅能降低凹坑與鄰近網格的高程差

值依然與鄰近網格有明顯的差異

無法移除高程差過大的凹坑外

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凹坑演算法

皆能有效移除森林測區內的凹坑

，由於中值濾波

致樹冠表面起伏變得更平滑，

產生過度平滑的問題

滑的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

凹坑演算法能獲得更加合理的樹冠表面

檳榔園與電塔會因為本身結構

結構中有許多孔隙

藉由地物旁或本身孔隙到達地表

方產生第一回波點雲，這些點雲會讓這些地物的起

唯有免除凹坑演算法能有效地移除

地物表面下方點雲對 nDSM

檳榔園與電塔在 nDSM 內的起伏變得明顯且合

建物會因為本身結構下方為部分中空

!!!!!!!          

由於凹坑與鄰近網格的高程

導致以罩窗內所有元素加權平

均的高斯平滑濾波無法有效移除凹坑，高斯平滑濾

波僅能降低凹坑與鄰近網格的高程差，但產生的新

值依然與鄰近網格有明顯的差異。除高斯平滑濾波

無法移除高程差過大的凹坑外，中值濾波

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凹坑演算法

皆能有效移除森林測區內的凹坑。而當森林樹冠表

由於中值濾波、高斯平滑濾波會導

，使樹冠幅範圍變得難

產生過度平滑的問題，而不會造成過度平

滑的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

凹坑演算法能獲得更加合理的樹冠表面。

榔園與電塔會因為本身結構

結構中有許多孔隙)，導致光達雷射能

藉由地物旁或本身孔隙到達地表，並在地物表面下

這些點雲會讓這些地物的起

唯有免除凹坑演算法能有效地移除

nDSM 的影響，使孤立木

內的起伏變得明顯且合

建物會因為本身結構下方為部分中空

          !!!  57 

 

由於凹坑與鄰近網格的高程

導致以罩窗內所有元素加權平

高斯平滑濾

但產生的新

除高斯平滑濾波

中值濾波、帶有樹

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凹坑演算法

而當森林樹冠表

高斯平滑濾波會導

使樹冠幅範圍變得難

而不會造成過度平

滑的帶有樹冠型態控制的填補凹坑演算法與免除

。 

榔園與電塔會因為本身結構(地物

導致光達雷射能

並在地物表面下

這些點雲會讓這些地物的起

唯有免除凹坑演算法能有效地移除

使孤立木、

內的起伏變得明顯且合

建物會因為本身結構下方為部分中空，造成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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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在平面上並非一直線，而且剖面圖也同樣顯示建

物邊界並非垂直面，唯有免除凹坑演算法能有效地

移除地物表面下方點雲對 nDSM 的影響，讓建物

產生合理的地物邊界之幾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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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Pit Removal Algorithms for Airborne Laser 
Scanner nDSM 

 
Zhi-Hua Lin 1  Chi-Kuei Wang 2* 

Abstract 
Normalized Digital Surface Model (nDSM) represents the elevation of the object with respect to the ground 

surface, which can be obtained by subtracting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from 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 The DEM can be obtained by interpolating the elevations of the first returns from the airborne laser 
scanner (ALS) data. However, in forest area, the laser can penetrate through the openings of the canopy, where 
the first returns of ALS point clouds are not necessary on top of the canopy. As a result, the DSM interpolated 
based on the first returns may show lowered elevation values. In turn, the nDSM obtained from such DSM may 
show similar phenomenon. In DSM and nDSM data, the raster with lowered elevation value is called pit, which 
need to be removed for the purpose of data integrity.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performance of four pit removal 
algorithms, i.e., median filter, Gaussian smoothing filter, pit filling algorithm with morphological crown control, 
and pit-free algorithm, in vegetated and non-vegetated areas with the focus on pit removal in vegetated area 
while keeping the surface integr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pit filling algorithm with morphological crown control 
and pit-free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number of pits in forest area while avoid creating overly 
smoothed results. For single tree, building, and electrical tower, only pit-free algorithm can reasonably mitigate 
the pits in DSM and n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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