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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移動測繪系統(mobile mapping system, MMS)發展，車載光達系統可有效獲

取詳細路廊(road corridor)的三維點雲資料。由於車載光達系統紀錄大量的點雲資料

與複雜的路廊資訊，需經處理，才可模塑點雲中路廊的物件。其中，直立圓桿是路

廊資訊中重要地物的基本元件，故本研究發展模塑車載點雲中直立圓桿的演算法。

直立圓桿模塑的演算法必須面臨車載光達系統所蒐集的點雲無法完整涵蓋整個直

立圓桿表面，以及所蒐集的點雲不僅包含直立圓桿上的點、亦可能包含附著於直立

圓桿上的物件點(如廣告招牌等)等兩個重大的問題，意即這些點雲資料蒐集不完全

且包含許多雜訊。因此，本研究所發展的演算法中先以物空間資訊將車載點雲中的

地面點濾除並留下非地面點，其中地面點包含屬於路面與人行道上的點。接著，將

非地面點透過八分樹體元結構化(octree-structured voxel space)後，並以其相鄰性加以

群聚，進而組成非地面點之點群。由於直立圓桿上可能含有許多附著物(如廣告招牌

等)，因此本研究發展以 RANSAC(RANdom SAmple Consensus)為基礎之演算法判斷

經前述處理聚集後之非地面點群是否包含直立圓桿，並計算其圓面參數。實驗結果

顯示在複雜的街景中，本研究所發展直立圓桿模塑之漏授率(Omission)為 31.8%、誤

授率(Commission)為 60.5%；各直立圓桿求定之圓面參數與人工量測之結果比較在 X

坐標方向的 RMSE 為 0.032m，在 Y 坐標方向 RMSE 為 0.046m，而半徑的 RMSE

則為 0.03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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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mapping system (MMS), vehicle-borne LiDAR 

system can obtain precise 3D point cloud of the detailed road corridor efficiently. 

Because the vehicle-borne LiDAR system records numerous points cloud and 

complicated information of road corridor, those point cloud can be used in reconstructing 

the objects in road corridor after data preprocessing. In the objects of road corridor, 

vertical pole-like objects is one of most important and basic objects.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modeling vertical pole-like objects from vehicle-borne LiDAR point cloud. In 

the vehicle-borne point cloud, the data might describe vertical pole-like objects 

incompletely and might be always with many irrelevant points from the attached objects. 

First of all, the ground points will be filtered through scene knowledge. Then, the 

non-ground points will be clustered through the octree-structured voxel space and 

connected-component labeling (CCL) algorithm. In the clustering LiDAR points, they 

cannot describe complete vertical pole-like objects and some points might belong to 

attached objects. Therefore, the automatic algorithm based on RANSAC (RANdom 

SAmple Consensus) is developed to extract and model vertical pole-like objects from 

those clustering LiDAR points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 shows the omission of vertical 

pole-like objects by the modeling approach developed by this study is 31.8% and the 

commission of vertical pole-like objects is 60.5% under the complicated street 

environment. Moreover, the circle parameters of vertical pole-like objects, i.e. the 

coordinate of circular center and the circular radius,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measured 

manually in this study. The RMSEs in X, Y coordinate components are 0.032m and 

0.046m, respectively. The RMSE of circular radius is 0.03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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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 POS(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System)定位定向系統精度的提高，移動式測

繪系統(Mobile Mapping System, MMS)的發展越趨快速。POS 定位定向系統由慣性

導航系統(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NS)及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所構成，MMS 中結合 POS 並裝載各種蒐集空間資料的遙測感測器，包

含數位攝影機、相機、多光譜感測器、或雷射掃描儀等。其中又以裝載雷射掃描儀

的車載雷射掃描系統(又稱車載光達系統)能同時獲取大量點雲的 3D 坐標，使得後續

發展與應用越受重視。如 Optech Lynx Mobile Mapper V200 由具最大 200kHz 點發

射頻率(point repetition frequency , PRF) 與最遠掃描距離 200m 的 1~2 個掃描儀所組

成；3D Laser Mapping 公司的 StreetMapper 360 則使用具 300kHz PRF 與最遠掃描

距離 300m 的 1~2 個 RIEGL VQ-250 掃描儀所組成；芬蘭大地學會(Finnish Geodetic 

Institute)所發展的 FGI Roamer 則由具 120kHz 量測頻率的 Faro LS 880 掃描儀與

NovAtel HG1700 SPAN58 INS 系統所組成(Kukko et al., 2007)；以及 RIEGL 的行動

掃描系統 VMX-250，強調其堅固耐用、是易於安裝的整合系統，車頂上方的平台

包括兩台 RIEGL 2D 雷射掃描儀 VQ-250、慣性導航裝置、全球衛星定位裝置，此

系統可安裝於任何車輛、船舶快速取得三維坐標資料。RIEGL VQ-250 掃描儀雷射

發射頻率為 300,000 點/秒，為全波形的雷射掃描儀器可進行 360 度掃描且能即時進

行波形分析獲取多回波資訊，其最大測距 500 m，精度 10 mm，掃描角度 360 度(迅

聯光電有限公司，2010)。西元 2004 年關於車載雷射掃描系統的回顧文獻可參考

(Schwarz and El-Sheimy, 2004)，相關原理則可參閱(Petrie and Toth, 2009)。  

車載光達系統可以直接獲取目標物三維點雲資料，因此可獲取詳盡的路廊(road 

corridor)資訊，對於道路環境的模式化與文件化(documentation)有相當助益。而所謂

道路環境文件化包含道路幾何和道路環境的文件化。道路幾何使用道路幾何設計參

數，如車速、車道數、車道寬、道路縱橫方向的坡度，道路鋪面材質等等來描述；

而道路環境則是指道路兩旁及其鄰近的相關地形地物包含建物、樹木、植栽、電力

線、交通號誌、燈桿等(Mumtaz, 2007)。建立完整的路廊資訊可應用於噪音模擬(noise 

modeling)、道路安全、道路及相關設施維護、定位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s)及汽

車和行人導航，甚至發展未來駕駛協助系統(Future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Brenner, 

2009)。 

由於車載光達系統紀錄大量的點雲資料與複雜的路廊資訊，需經處理後，才可

模塑點雲中路廊的物件。在本研究中將路廊資訊分成路面地物與路旁地物兩大類。

路面地物包含道路面、燈柱、電力桿、電線桿及交通號誌桿(含紅綠燈)等地物；路

旁地物包括路樹、建物外牆、柱狀物、門及窗戶。其中，直立圓桿是燈柱、電力桿、

電線桿及交通號誌桿(含紅綠燈)等重要路面地物的基本元件，故本研究發展模塑車

載點雲中直立圓桿的演算法。直立圓桿模塑的演算法必須能處理車載光達系統所蒐

集的點雲無法完整涵蓋整個直立圓桿表面的問題，亦必須處理所蒐集的點雲不僅包

含直立圓桿上的點亦可能包含附著於直立圓桿上的物點(如廣告招牌等)干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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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由這些蒐集不完整且包含許多雜訊的點雲資料模塑直立圓桿狀物則是本

研究之重點。而目前國內對於車載光達系統點雲資料處理的研究甚少，比較相關的

研究是李育華(2009)於 2009 年分析探討車載移動式製圖系統之系統率定及其直接

地理定位之效能，但也僅就系統建構部分進行研究與探討，且其架設的感應器是數

位相機。因此以下針對國外對於車載光達點雲資料包含直立圓桿的燈柱、電力桿、

電線桿及交通號誌桿(含紅綠燈)路面地物萃取或模塑之文獻回顧。由於車載光達點

雲資料與地面光達點雲資料均屬於高密度的點雲資料，雖然兩者點雲資料的特性仍

有些差異，但由地面光達點雲萃取直立圓桿的演算法仍值得參考，因此以下文獻亦

回顧此類文獻。 

首先是 Lehtomäki et al. (2010)提出由車載雷射掃描點雲自動萃取如交通號誌、

燈桿等擬桿狀物(pole-like)的演算法，所謂擬桿狀物意即交通號誌桿、燈柱及樹幹等。

由人工探討該演算法發現桿狀物的正確率是 77.7%、正確偵測率為 81.0%。該演算

法分成四階段，第一階段是掃描線分割，將每一掃描斷面上點雲分成相近的點群，

然後移除長點群，留下可能是掃過桿狀物的短點群。第二階段叢集點群產生候選桿

叢集(candidate pole clusters)。第三階段則是合併叢集成同一桿狀物。第四階段將候

選叢集分類成桿狀物與非桿狀物，使用於分類的特徵包含叢集的形狀、長度、方位

和點密度。大部分桿狀物和樹幹為圓柱或角錐狀則其具圓形橫斷面，因此可用已發

展由點雲中自動圓柱體偵測的方法偵測與萃取(Bolles and Fischler, 1981; Lukács et 

al., 1998; Chaperon and Goulette, 2001; Marshall et al., 2001; Rabbani and van den 

Heuvel, 2005; Schnabe et al. 2007; Luo and Wang, 2008)；其中使用 Hough transform 

(Rabbani and van den Heuvel, 2005)、RANSAC (RANdom SAmple Consensus) (Bolles 

and Fischler, 1981; Chaperon and Goulette, 2001; Schnabel et al., 2007)和最小二乘法擬

合求其參數(Lukács et al., 1998; Marshall and Lukacs, 2001)。此外，Brenner(2009)假

設桿狀物是直立圓桿，掃描點出現在核心區，外側區域則無掃描點。由圓柱堆疊

(cylindrical stacks)分析其結構，直立圓桿則由某數量以上的堆疊圓柱體所構成。為

確定每一堆疊圓柱外區域確實無點，另外執行光線密度分析(ray density analysis)。

堆疊確認後則由區域的點推估直立圓桿的真正位置。Manandhar and Shibasaki(2001)

則由垂直掃描線得到的點雲資料中，由個別掃描線上偵測垂直直線段，進而偵測垂

直桿狀物。Chen et al.(2007) 提出由點雲和影像萃取交通號誌(traffic signs and signals) 

的方法。先將點雲叢集成不同地物並將點叢集投影至垂直面，最後根據變方-協變方

矩陣(covariance matrix)分解的特徵值(eigenvalue)所得投影面的延長方向萃取桿狀體。

至於 Luo and Wang(2008)則是由地面雷射掃描所得之室內點雲資料快速萃取中國古

建築的柱狀體特徵，其作法是首先將點雲切出數個薄層並由薄層內的點雲辨識柱狀

特徵，然後取得柱狀體之投影參數，接著比較相鄰薄層局部的投影參數並將相似柱

狀體參數取得整體的柱狀體投影參數，最後模塑柱狀體。上述 Brenner(2009)、

Manandhar and Shibasaki(2001)和 Chen et al.(2007)所提出的模塑車載光達資料中直

立圓桿的方法均是針對較單純的直立圓桿，未強調若遇複雜場景時，尤其是桿狀物

上具其他附著物時，該如何處理，因此本研究除解決車載光達系統所蒐集的點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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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完整涵蓋整個直立圓桿表面的問題外，更重要的是解決所蒐集的點雲不僅包含直

立圓桿上的點、亦可能包含附著於直立圓桿上的物點(如廣告招牌等)的問題，以下

將介紹本研究之方法及步驟。 

二、研究方法及步驟 

由於車載光達點雲資料量相當龐大且經掃描而得之路廊地物點雲眾多且複雜，

因此本研究藉由引入物空間之路廊場景知識，分析車載光達點雲資料的特性並發展

由點雲資料自動萃取並模朔路廊中燈柱、電線桿及交通號誌中基本結構直立圓桿的

演算法。流程圖如圖 1 所示，以下詳細描述演算法的整個處理流程。 

 

 

 

 

 

 

 

 

 

 

圖 1 車載光達點雲中直立圓桿模塑流程圖 

(一) 車載光達點雲分段處理 

首先，因為裝載光達系統之車子於蒐集點雲資料時必於道路上行駛，因此依據

車載光達系統上 GPS 所紀錄之車行軌跡，即可知路網之狀況(如圖 2)；此外，燈柱、

電線桿及交通號誌中基本結構直立圓桿必位於路旁，因此為簡化後續之處理可先依

據 GPS 所紀錄之車行軌跡將點雲資料分段，接著再依據分段的車載光達點雲進行後

續處理發展演算法模塑直立圓桿。GPS 紀錄之車行軌跡分段是依據其所紀錄經緯度

坐標轉換成的 X、Y 坐標，計算其前後位置軌跡變化角度，將大於某一角度(如九十

度)視為分段點，如此一來即可將車行軌跡分段，並依據分段軌跡資料將點雲資料分

類供後續處理。 

車載光達點雲分段處理 

地面點濾除 

非地面點雲結構化與分群 

直立圓桿辨識與模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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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車載光達系統上 GPS 所紀錄之車行軌跡示意圖 

(二) 地面點濾除 

此步驟將分段點雲資料中之地面點雲濾除，這些點包含道路、人行道上的點雲，

其目的是簡化後續處理，即僅針對非地面點雲群聚處理，由群聚點雲中發展萃取直

立圓桿之演算法，因此本研究透過物空間路廊場景知識將地面點分離。而物空間路

廊場景中，顯示於車載光達掃描時所紀錄之車行軌跡為其重要之物空間知識，藉車

行軌跡資料可濾除地面點。以圖 3 為例，非地面點的高程一定大於地面點之高程，

可藉由車載光達掃描系統上 GPS 所紀錄之分段車行軌跡中的平均高程(ZGPS(i))以

及 GPS 天線的高度 h1(即圖 3 中 GPS(i)點至地面的垂直距離 h1)推算其約略之地面

高程 Z1，即 Z1 = Z(GPS(i))-h1。而地面點過濾的方式則是以車載光達分段點雲中各

點高程若小於推論之地面高程 Z1，就將其視為地面點予以濾除。 

此外，由於包含燈柱、電線桿及交通號誌中基本結構的直立圓桿必位於道路兩

旁附近，因此再以離分段車行軌跡某一距離範圍外之約制排除離路旁較遠之點雲。 

 

圖 3 地面點與非地面點濾除所用之物空間路廊場景知識圖示說明 

(三) 非地面點雲結構化與分群 

得到非地面點雲之後，其後使用八分樹(octree-structured voxel space)將非地面點

雲結構化，並使用 CCL(connected-component labeling)演算法(王淼，2011)將非地面

點雲結構化之體元群聚成點群。 

其概念為將點雲以八分樹之方式結構化將點雲分割，組成數個三維網格，又稱

體元(voxel)，如圖 4 所示。其後針對分割之體元，以 CCL(Connected-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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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ing)演算法判斷體元間之相鄰性，並將相鄰之體元予以合併，其中相鄰性有三

種，分別為 6 相鄰、18 相鄰、26 相鄰(如圖 5)。本研究經觀察實驗區內直立圓桿大

多含有附著物且鄰近於廣告招牌、路樹等，其間距約 2cm~20cm 不等，故設定體元

大小為 10cm 進行非地面點雲之八分樹結構化分割，然而此設定可能會導致點雲過

度分割，因此為減少過度分割之影響，於 CCL 將相鄰結構化之體元群聚成點群時

則採用 26 相鄰。 

 

圖 4 八分樹之方式結構化與體元說明圖示(王淼，2011) 

 

(a)6相鄰 

 

(b)18相鄰 

 

(c)26相鄰 

圖 5 體元之相鄰性(王淼，2011) 

(四) 直立圓桿辨識與模塑 

此階段處理是將前述非地面點雲結構化並群聚後的點群，根據物空間路廊場景

中直立圓桿物件知識(object knowledge)以 RANSAC 方法(Fischler and Bolles, 1981)

判斷群聚之點群是否包含直立圓桿，若包含直立圓桿點群則予以模塑。然現實中絕

大多數的直立圓桿上仍有其他附著物，導致偵測不易，如圖 6 為一屬於交通號誌的

直立圓桿，整支直立圓桿的 2/3 上部分有甚多之附著物，而 1/3 下部分雖有附著物，

但較少。因此本研究加入點群分層處理(Lou and Wang, 2008)的概念，將每分層內之

點雲投影至水平面上求定其包含圓心位置與半徑之圓面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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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含附著物之直立圓桿(圖片來源:GOOGLE街景服務@政大校門口) 

 

(a)點群分層 

 

(b)分層點雲投影至水平面上 

圖 7 點群分層概念圖(Lou and Wang, 2008) 

Lou and Wang(2008)研究中採用之點雲資料為地面雷射掃描資料，故其圓桿點

雲分層後投影至水平面仍保持圓桿圓外形之完整性(如圖 7(b))，然而車載光達點雲

受到掃描方式、遮蔽、附著物等影響，導致分層內之點雲投影至水平面之圓桿圓外

形較不完整且包含其他附著物等雜點，以本研究實驗區之兩隻含直立圓桿之燈桿為

例(見圖 8 與 9)，其中圖 8 為附著物較少之單純燈桿，分析其不同厚度分層之分層

內點雲之俯視圖，如圖 8(a)~(c)所示。可發現當分層厚度增加時，如圖 8(a)為全部燈

桿點雲，將有非直立圓桿上多餘雜訊點加入，或如圖 8(b)直立圓桿因傾斜導致不易

於求定其圓面參數；反之，當分層厚度減少時，如圖 8(c)，將可取到屬於直立圓桿

上之點雲與減少直立圓桿因傾斜所造成之影響，但若分層厚度太小亦可能導致點雲

過於稀疏不利於偵測及求定直立圓桿圓面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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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部點雲之俯視圖 

 

(d) 單純燈桿點雲側視圖 

 

(b) 粉紅色區塊點雲之俯視圖 

 

(c) 青色區塊點雲之俯視圖 

圖 8 含較少附著物之燈桿不同厚度分層點雲俯視圖 

而圖 9 為附著物較多之直立圓桿，分析其不同分層厚度之分層內點雲之俯視圖，

如圖 9(a)~(c)所示。可發現當分層厚度增加時，如圖 9(a)與 9(b)，與圖 8 分析結果相

同，將有非直立圓桿上多餘的雜點加入導致不易於偵測並求定直立圓桿圓面參數；

反之，當分層厚度減少時，如圖 9(c)，將有更大機會取到屬於直立圓桿上之點雲求

定其圓面參數，但若分層厚度太小，與圖 8 分析結果相同，可能導致點雲過於稀疏

不利於偵測及求定直立圓桿圓面參數。 

即使使用分層概念處理附著物問題，可發現分層內的點雲資料中仍有非直立圓

桿的點雲(見圖 9(c))，故本研究發展以 RANSAC 為基礎之演算法由分層內點雲資料

中求定直立圓桿圓面參數，解決點雲中仍有附著物點雲干擾之問題。本研究中以

RANSAC 概念求定直立圓桿圓面參數之作法是將每分層內點雲投影至水平面上，針

對投影後之點雲，隨機取三個點，計算圓心位置與半徑之圓面參數，利用 RANSAC

概念重複 61 組的取樣後，將其 61 組所得之半徑值排序，取半徑中位數與其前後各

10 組，共 21 組計算其半徑、圓心 X 與 Y 坐標之標準差，若有一分層內之點雲所求

定之半徑、圓心 X 與 Y 坐標三種標準差均於門檻值以內者，則將此點群視為包含

直立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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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部點雲之俯視圖 

 

(d)複雜燈桿點雲側視圖 

 

(b) 粉紅色區塊點雲之俯視圖 

 

(c) 青色區塊點雲之俯視圖 

圖 9 含較多附著物之燈桿不同厚度分層點雲俯視圖 

引用分層概念以及以 RANSAC 為基礎之演算法由分層內點雲資料中求定直立

圓桿圓面參數之前，本研究先引入下列直立圓桿物空間物件知識，排除不含直立圓

桿之點群，使得後續以 RANSAC 為基礎之演算法偵測判斷點群是否包含直立圓桿

更有效率，所判斷出含直立圓桿之點群後可以直立圓桿圓面參數過濾點群中屬於直

立圓桿之最高與最低高程，進一步模塑直立圓桿高度， 以下介紹於本研究中採用

之直立圓桿物空間物件知識： 

1. 點雲數量：包含直立圓桿的點群其點數量應大於某一定數量，否則有可能會因點

雲過於稀疏不利於偵測及求定直立圓桿圓面參數。此點數之門檻值與掃描距離與

密度有關，經推算路旁含直立圓桿之點數至少需 50 點。 

2. 直立圓桿高度：直立圓桿之高度應於一定範圍內，此可透過勘察實驗區內含直立

圓桿之地物高度設定，本研究實驗區內含直立圓桿之地物包含交通號誌、燈桿與

公車站牌，包含這些地物之直立圓桿高度約界於 1.5m~10m 之間，因此直立圓桿

高度值需界於 1.5m~10m 之間，亦即點群中最高與最低的高程值之差必須界於

1.5m~10m 之間。 

3. 直立圓桿半徑: 直立圓桿圓面半徑應落於一定範圍，此亦可透過勘查實驗區內直

立圓桿之粗細予以設定。以本研究實驗區為例，路口之交通號誌直立圓桿與燈桿

皆屬於較粗之直立圓桿，其半徑約為 10cm，而公車站牌之直立圓桿於本實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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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常較細，其半徑約為 2cm，故採用 2cm~10cm 為此參數之設定。 

除了上述直立圓桿物空間物件知識：包含點雲數量、直立圓桿高度以及半徑之

門檻值外，點群之分層之厚度牽涉到是否能從八分樹結構化與群集後之點群中偵測

到直立圓桿。如先前圖 6 所示，因直立圓桿上經常有附著物，如交通號誌、廣告招

牌等。為解決附著物之問題，點雲分層處理需考慮分層之高度參數(即分層厚度)設

定。以圖 6 為例，可發現直立圓桿上有許多附著物，而較少附著物之厚度約為 80cm，

但人群走動等其他人為因素可能導致周遭干擾增加，加上實驗區內之大部分直立圓

桿上無附著物之厚度約界於 30cm~80cm 之間，故後續分層處理時所使用的每層分

層厚度為 50cm。而只要有一分層內點雲可以 RANSAC 為基礎之演算法求定圓面參

數則判斷此八分樹結構化並經 CCL 群聚成之點群具直立圓桿。僅用一分層內點雲

以 RANSAC 為基礎演算法求定圓面參數即判斷點群中具直立圓桿的主因是實驗區

內之環境複雜，若如先前所述，點群分層處理時分層厚度設定為 50cm，能成功以

RANSAC 為基礎之演算法計算圓面參數之層數約為 1~2 層，故本研究只要有一分層

內點雲可以 RANSAC 為基礎之演算法求定圓面參數則判斷此點群具直立圓桿。綜

合前述探討，將所使用直立圓桿點群之物件知識相關門檻值整理如表 1。其中以

RANSAC 為基礎之演算法求定圓面參數需滿足 X,Y坐標標準差應小於 10cm 是考量

直立圓桿中可能傾斜、且如燈桿大多是上部較細下部較粗。 

表 1 直立圓桿點群物空間物件知識整理表 

點雲數量門檻 應大於 50個點 

直立圓桿高度範圍 界於 1.5m~10m 

點雲分層之厚度 50cm 

RANSAC 半徑中位數範圍 界於 2cm~10cm 

RANSAC 半徑標準差 應小於 2cm 

RANSAC  X坐標標準差 應小於 10cm 

RANSAC  Y坐標標準差 應小於 10cm 

成功以 RANSAC 為基礎之演算法求定圓面參數之層數 1層 

三、研究成果 

(一) 實驗區與實驗資料介紹 

本實驗所採用之點雲資料為 RIEGL VMX-250 車載光達系統掃描所得之點雲資

料，並依據車行軌跡資料分段處理取得位於政大附近指南路某一路段(見圖 10)之點

雲資料(如圖 11 所示)進行實驗，而實驗區中有 22 支直立圓桿，其分布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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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車載光達點雲分段實驗區範圍圖示 

 

圖 11 以 GPS 定位之車行軌跡分段後實驗區範圍光達點雲資料圖示 

 

圖 12 實驗區範圍直立圓桿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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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面點濾除 

藉由車載光達系統上 GPS 所紀錄之車行軌跡資料以及 GPS 天線的高度及物空

間路廊場景知識濾除含有道路面、人行道等地面點得到非地面點雲，再以離分段車

行軌跡某一距離範圍外之約制條件排除離路旁較遠之點雲，結果如圖 13 所示，可

見路面、人行道等地面點皆已濾除。此階段處理所需之GPS天線的高度可事先量測，

而離分段車行軌跡某一距離範圍值是由人工方式於點雲中量測所得，本研究中量得

GPS 天線高度約 2.3m，離分段車行軌跡距離範圍則依據路寬與人行道寬度設為

10m。 

 

圖 13 濾除地面點之結果圖示 

(三) 非路面點雲結構化及分群 

將所得之非地面點以 10cm 網格大小將點雲以八分樹結構化分割，並以 26 相鄰

之 CCL 演算法群聚，其成果如下圖 14 所示，不同顏色代表不同點群。26 相鄰之

CCL 演算法群聚結果中，仍有部分含直立圓桿的地物因與廣告招牌、遮雨棚、陽台

等物體相鄰(如圖 15 紅色矩形框所示的路燈)，導致經八分樹結構化分割及 CCL 演

算法群聚後仍無法將其有效分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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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非路面點雲經八分樹結構化與 CCL演算法群聚之成果 

 

圖 15 紅色框選處含直立圓桿之路燈點雲未被獨立群聚分離 

(四) 直立圓桿辨識與模塑 

非地面點雲結構化及分群群聚點群後，將點群點數小於 50 點之點群濾除後，

共得到 704 個點群。經表 1 直立圓桿點群物空間物件知識相關門檻值設定之後以

RANSAC 為基礎的演算法判斷 38 個點群可能包含直立圓桿，其中有 15 個點群確實

包含直立圓桿，23 個點群不包含直立圓桿而包含其他地物，7 個點群應包含直立圓

桿但漏判。直立圓桿漏授率(Omission)為 31.8%，即正確判斷率 68.2%，然而誤授率

(Commission)為 60.5%，即錯誤判斷率約六成。漏判之直立圓桿分別為編號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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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6、19 共七支，詳見圖 16。由圖 16 可見漏判之 7 支直立圓桿，其周圍皆

有相鄰之物體，如廣告招牌、遮雨棚、路樹等，因此導致八分樹分割與 CCL 演算

法群聚無法有效將其分離出來。 

 

 

 

(a)編號 6 

 

(b)編號 7 

 

(c)編號 9 

 

(d)編號 11 

 

(e)編號 15 

 

(f)編號 16 

 

(g)編號 19 

 

圖 16 未被正確判斷包含直立圓桿之點群 

經本研究之方法判斷之非直立圓稈，共有 23 支，誤授率高達 60.5%。其中主要

可以分成三種類型，分別為完整樹木點雲、過度分割樹木點雲與行人點雲。其中，

可發現若樹木點雲中因樹幹為類似直立圓桿，易被本研究所發展之方法判斷包含直

立圓桿，如圖 17(a)所示。而樹木之點雲因過度分割分成兩群點群時(如圖 17(b)所示)，

由於樹幹類似直立圓桿故亦會被本研究所發展之方法判斷包含直立圓桿(如圖 17(b)

下圖所示)。此外，行人之點雲因雙腳亦類似值立圓桿，因此亦被誤判為包含直立圓

桿。上述樹幹或行人雙腳被誤判為直立圓桿是因本研究所發展於分層點群中以

RANSAC 為基礎之演算法求定圓面參數方法辨識是否包含直立圓桿時，僅以一層能

成功以 RANSAC 為基礎之演算法求定圓面參數即辨識其包含直立圓桿，其條件過

鬆，且 RANSAC 為基礎之演算法圓面參數中的圓心參數標準標門檻值為 10cm 亦過

於寬鬆，導致誤判率高達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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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17 錯誤判斷之點群(a)完整樹木點雲 (b)過度分割之樹木點雲 (c)行人點雲 

而被正確判斷的 15 支直立圓桿中，現階段乃以人工量測方式量測直立圓桿高

度，並將以 RANSAC 為基礎的演算法所求定之圓面參數結合圓桿高度完成模塑，

如圖 17 所示。 

  

圖 18 直立圓桿模塑之成果 

接著將模塑出的各直立圓桿與人工量測之圓面參數比較，結果如下表所示。在

X 坐標方向誤差最大為編號 18 直立圓桿，其誤差約為 0.041m 左右。在 Y 坐標方向

誤差最大為編號 10 直立圓桿，其誤差為 0.079m 左右。在半徑差中，誤差最大為編

號 12直立圓桿，其差值約為 0.05m左右。整體而言，在X坐標方向RMSE為 0.032m，

在 Y 坐標方向 RMSE 為 0.046m，半徑 RMSE 為 0.03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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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直立圓桿 RANSAC 圓面參數與人工數化之成果比較 

編號 
X坐標差值 

△X(m) 

Y坐標差值 

△Y(m) 

半徑差值 

△R(m) 
編號 

X坐標差值 

△X(m) 

Y坐標差值 

△Y(m) 

半徑差值 

△R(m) 

1 0.007 0.055 0.043 13 -0.033 -0.034 0.045 

2 0.020 0.005 0.013 14 -0.017 -0.024 0.025 

3 0.009 -0.031 -0.021 17 0.019 -0.006 -0.029 

4 -0.004 0.033 0.004 18 -0.041 0.000 -0.014 

5 0.007 0.006 0.008 20 -0.040 -0.052 -0.007 

8 0.005 0.004 -0.006 21 -0.032 -0.077 0.011 

10 -0.039 -0.079 0.029 22 0.006 -0.002 0.000 

12 -0.058 -0.037 0.0548     

RMSE(m) 圓心 X坐標：0.032 圓心 Y坐標：0.046 半徑 R：0.031 

四、結論與建議 

由於車載光達點雲資料量相當大且所掃描得到的相關路廊地物點雲眾多且複

雜，因此演算法中加入物空間中的場景與物件的相關知識並運用 RNASAC 的概念

協助處理。首先依據 GPS 紀錄之車行軌跡進行分段處理得到分段點雲資料，接著用

分段車行軌跡紀錄之平均高程與GPS天線高推算出之地面約略高程濾除含有路面、

人行道之地面點，緊接著，將其餘之非地面點雲以八分樹結構化及以 CCL 群聚演

算法群聚成點群，最後以 RANSAC 為基礎之演算法與物空間路廊場景物件知識判

斷點群是否包含直立圓桿，並針對直立圓桿予以模塑。而經本研究可發現經上述步

驟之處理後，實驗結果顯示直立圓桿模塑之漏授率(Omission)為 31.8%、誤授率

(Commission)為 60.5%；各直立圓桿萃取出之圓面參數與人工量測之結果比較在 X

坐標方向的 RMSE 為 0.032m，在 Y 坐標方向 RMSE 為 0.046m，而半徑的 RMSE

則為 0.031m。綜合上述本研究所發展之方法於本實驗區中約可以 70%正確判斷率判

斷包含直立圓桿點群並模塑，而無法正確判斷與模塑的主因是含直立圓桿的地物與

相鄰之物體(如廣告招牌、遮雨棚、路樹)太過於接近，導致八分樹體元結構化分割

與群聚時不易將這些含直立圓桿的地物確實分離。 

而在本實驗中，使用本研究所提出以 RANSAC 為基礎判斷點群是否包含直立

圓桿之演算法亦亦萃取出部分路樹，因此可以由此延伸應可發展偵測與模塑路樹之

演算法。此外，本研究中於分層點群中僅以一層能成功以 RANSAC 為基礎之演算

法求定圓面參數即辨識其包含直立圓桿，其條件過鬆，未來應可以設定更嚴苛之條

件，如滿足 RANSAC 設定之直立圓桿物空間物件知識的層數增加等或將圓面參數

中的圓心參數中誤差門檻值設更嚴。為提升擬合之精度，未來亦可加入權迭代最小

二乘強鈍估值擬合法，而圓面參數之初值則可採用以 RANSAC 為基礎演算法所得

之圓面參數作為初值。此外，可發現若擬合點群之雜訊太多，其以 RANSAC 為基

礎演算法效果仍有限。因此未來除了可深入了解強鈍估值法抗粗差的程度外，亦可

朝向其他抗差的擬合模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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