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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台灣位於地震帶，地質脆弱，常因颱風來襲而發生山區崩塌，造成土石流與洪水等

災害。為國土保育，須長期監測容易發生崩塌的地區，以避免或減少災害發生所可

能造成的損失。本計畫使用農航所高解析度之航遙測影像資料，以及現有之航測製

圖軟硬體設備，藉由開發或整合現有軟硬體，研發快速萃取多維度崩塌地資訊之技

術，並建置多時期崩塌地資料庫。期能提供高品質之崩塌地資訊，以輔助防災、減

災、救災與崩塌地復育之決策分析。本計畫全程三年：第一年工作為關聯航攝影像

與崩塌地圖資，並萃取試驗區崩塌地基礎資料。第二年工作為產製崩塌區地形資料

，並建置崩塌地多維資訊，以輔助崩塌區之變遷分析。第三年完成建置崩塌地多維

資訊自動萃取系統，以及崩塌地多維資訊資料庫與監測系統。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Being  located  in  a  seismic  zone,  the  geology  is  fragile  in  Taiwan.

Landslides,  floods  and  other  disasters  induced  by  typhoon  occur

frequently. For land conservation, long-term monitoring of landslides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avoid or reduce the losses caused by disasters.

This project employs high resolution aerial imagery acquired by Z/I DMC

and Leica ADS40, and the existing mapping software and hardware used in

Aerial Survey Office, to develop a technique for rapidly extracting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of landslide, and to build a multi-temporal

landslide databas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outcome of this project can

provide high-quality landslide information to support decision making 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as well as restoration of landslide

areas. This is a three-year project. The task in the first year is to

associate aerial imagery and landslide maps, as well as to collect and to

extract the basic landslide data of test areas. In the second year, it is

aimed to produce landslide terrain data and to build the initial multi-

dimensional landslide databas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change analysis on

landslide areas. In the third year, this project will build a system for

automatically extracting landslide information, as well as a multi-

dimensional database and a monitoring system for landslide. 

 

 

三、計畫目的：

本（102）年度計畫將以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旗山事業區為研究區域(圖2)，達到

下列工作目標。 

A. 開發多時期影像對位與資料基準轉換系統，提供半自動及全自動方位控制與計算

，以提升後續資料產製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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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開發崩塌地區塊地形資料產製系統，提供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產製地形資料之功能

，並提出定位與地形資料之合理精度規範。 

C. 依據林務局之需求，制定崩塌地統一編號及屬性資料規格，並完成試驗區崩塌地

多維資料庫雛形之建置。 

D. 研究崩塌地變遷分析方法與作業程序，完成多維度資訊輔助崩塌地變遷分析雛形

。 

 

 

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由於農航所現有之航照影像包括數種不同格式，影像處理程序與使用的軟體亦不盡

相同，因此本計畫將根據不同航攝影像之處理方式分別開發軟體，以完成各項先期

試驗，研究方法說明如後。 

 

DMC航照原始影像對位 

DMC成像幾何與波段 

DM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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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影像可合組成一張解析度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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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示。 

DMC影像產品 

DMC每曝光一次可記錄四張全色(panchromatic)原始影像及四張多光譜

(multispectral)原始影像，由此八張原始影像經由後處理軟體PPS (Post

Processing Software) 可以產生各種不同組合之產品，ADS與DMC影像之光譜

範圍如表1所示。 

DMC影像產品 

DMC為中心透視投影，當相機曝光的一瞬間，相機會送出一個event訊號給

POSAV (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system airborne vehicles )的

GPS，GPS會記錄此一瞬間之時間供後處理內插曝光點使用。DMC航空照片之投

影方式為透視投影(perspective projection)，欲藉助航照外方位參數與數值

地形模型，並搭配向量圖徵進行反投影處理，其間牽涉之理論主要為共線條件

(collinearity condition)，即地面點位坐標、相應之影像像元點位坐標，以

及曝光位置等三點，在空間上應該位於同一直線上，如圖4 (何維信，1995)。

式中( )為像空間坐標，( )為分別為像主點改正坐標值與相機焦距

；(X,Y,Z)為物點坐標，m11~m33為旋轉矩陣M各元素，分別為飛機飛行當時對

上述X、Y、Z三個軸旋轉之旋轉量，可求得M矩陣各元素(何維信，1995)。像空

間坐標則可透過仿射轉換(affine transformation)，再轉算為影像坐標，進

行各種反投影後之影像處理。 

反投影解算過程所需之資料包括：欲投影之向量圖徵點位資料、數值地形模型

、航照影像之內、外方位參數等。其中，同一航照相機之內方位固定，與影像

之對位關係變化有限，可將對應關係視為相同；另農航所自購入GPS/INS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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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系統後，即可解算每張照片之外方位參數，故搭配農航所提供之外方位參

數檔，即可進行向量圖徵反投影處理。不同時期之影像對位可藉控制點反投影

至影像加以比對，便可進定位作業，並可供校正相應產生之原始數值地形資料

。 

DMC成果之基準轉換 

對於不同時期或不同坐標基準所產生的DMC製圖成果，須經過三維空間的坐標

轉換，以獲得一致的坐標基準。當局部區域有相同點位可作為轉換控制點時

，在不考慮網形變形的理想情況下，只需要七參數即可作任何三度空間座標的

正交轉換，此七參數包括一個尺度參數S，三個平移參數ΔX、ΔY、ΔZ，及三

個旋轉參數εx、εy、εz。較常使用的模式有 Bursa-Wolf模式和

Molodensky-Badekas 模式。 

對於直接使用POS資料計算與經空三平差計算後所造成成果的不同基準，因為

本案將在資料庫中註記偵測之崩塌區所使用像片編號，因此可利用依該像片上

之已量測之點位作為控制點，依前述正交轉換模式，解算二者間的關係，再將

先前成果資料轉換至空三平差後之坐標基準。 

ADS航照原始影像對位 

ADS成像幾何與波段 

ADS 採用三線式推掃(pushbroom)方式成像，在單線上為中心透視投影，因航

帶掃描成像時各線影像是單獨各自成像，所以航帶影像是為半中心透視投影。

ADS在前傾(forward)、垂直(nadir)、後傾(backward)角度各有一條全色之

12000像元之CCD (Charge Coupled Device)掃描線，在垂直角度的位置另有一

條錯開半個像元(3.25μm)之CCD掃描線，可提升地面解析力。另外在垂直、後

傾角度各配備一組四色分光鏡，可使得同一光束被分成藍光、綠光、紅光與近

紅外光之四個光譜波段，因此四個光譜波段具有相同的入光位置，且其解析度

皆為12000像元，輻射解析度(radiometric resolution)為12 bit (圖5)。 

ADS影像產品 

L0影像為ADS之原始影像，由軟體GPro/XPro產製的各項產品如L1或L2，皆是處

理自L0影像。ADS影像掃描時會同時產生方位參數ODF檔(Orientation Data

File, ODF)及相機參考CAM檔(Camera Calibration File, CAM)。ODF檔為L0之

外方位資料檔，此外方位參數為飛行時，依各條掃描線(scan line)之攝影時

間內插GPS/INS之觀測量所得，同步紀錄各條掃描線之外方位參數。CAM檔為相

機參數檔，內容記錄相機焦距及掃描線上各像元轉換到像面(focal plane)坐

標之資料。 

L0影像雖然帶有方位，但是由於飛機運動及姿態之改變，造成影像扭曲。因此

L1之影像試圖糾正影像到一固定高度之平面來改正由飛機抖動造成的影像變形

。此糾正過程會重新取樣並旋轉影像到共核線上以利立體觀測。L0影像及糾正

後之L1影像如圖6所示。 

ADS影像對位 

由於ADS40影像為推掃式成像，因此所形成的影像為一帶狀影像，其長度跟飛

行的距離有關，飛得越長，則影像也越長。如果使用者只需要某一區域的影像

進行立體觀測或自動DTM匹配，並無法如片幅式影像僅抽取所需的影像。因此

必須先產生L1影像，且開發一個切割L1影像的工具，讓使用者根據需求切出

L1影像，之後再利用L1影像去進行對位或DTM匹配作業。 

如果已知地面坐標，也可以藉由ODF及CAM檔去反投影計算ADS影像上相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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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元，但因ADS成像幾何的特性，所對應的像元可能不是唯一解，需經內插及

反覆計算才能獲得，所以反投影的作業方法並不利本案工作。若產製L2影像

，也就是讀取L0影像之相關的方位參數ODF檔(Orientation Data File,

ODF)及相機參考CAM檔(Camera Calibration File, CAM)，並配合當地已有或

新匹配之DTM資料，則能經由共線式的計算獲得L2影像，即能與其他相機或其

他時期拍攝的影像進行對應定位作業，並可供校正相應產生之原始數值地形資

料。 

ADS成果之基準轉換 

因ADS成果資料的基準轉換原則上與DMC之作法相同，但差別在於ADS影像是推

掃式成像，各掃描線之方位略有微小差異，且隨距離差異而變動不一，因此本

案預計依空三平差後之成果，取固定掃描線區間之點位進行正形轉換，中間區

域則內插計算，用以轉換崩塌區之坐標基準。 

多維度崩塌地自動分類判釋 

原始影像崩塌地資訊萃取 

對ADS影像而言，本項工作需讀取L0影像之相關的ODF檔(Orientation Data

File, ODF)及CAM檔(Camera Calibration File, CAM)，並配合當地之DEM資料

，方能將既有崩塌地圖資對應至L0影像。 

ODF檔為L0之外方位資料檔，此外方位參數為飛行時，依各條掃描線(scan

line)之攝影時間內插GPS/INS之觀測量所得，同步紀錄各條掃描線之外方位參

數。CAM檔為相機參數檔，內容記錄相機焦距及掃描線上各像元轉換到像面

(focal plane)坐標之資料。 

雖然可使用上述資料由地面坐標計算至影像坐標，定義影像面上的崩塌地區

，但地面的的直線在L0影像上通常不會亦呈直線，也就是說地面的多邊形在

L0影像上將為不規則形，因此不利崩塌地區各端點之地面坐標直接定義影像面

上的區域。但未進行空三平差前，僅憑單張的L0影像，亦無法直接建立由影像

坐標至地面坐標的投影關係，因此需搭配DEM資料提供地面高程，利用共線式

解算地面平面(X, Y)坐標至影像面的位置。 

DMC影像在崩塌地影像資訊之萃取較為單純，本項工作需讀取崩塌地圖資之

Shapefile檔案，利用Shapefile中之面狀向量圖徵之二維點位坐標，配合

40m或20m密度之數值地形模型，內插解算向量圖徵點位之三維坐標，然後將向

量圖徵之點位，投影至不具overview之DMC TIFF格式航照影像檔上，便可萃取

崩塌地影像資訊。 

崩塌地自動分類判釋 

藉由前述之崩塌地影像資訊萃取方法，可取得既有崩塌地圖資與原始影像之物

像空間關聯，搭配遙測影像分類方法，可偵測崩塌地之範圍，並可將分類結果

轉換為Shapefile及計算崩塌地之面積。若僅使用影像光譜資訊進行分類，因

崩塌地與裸露地之光譜特徵類似，其結果可能會有誤判情形，利用既有圖資反

投影至原始影像，可精確將崩塌地範圍定位，由原始影像萃取之崩塌地影像可

分析其光譜特徵，對於找出新的崩塌地應有幫助，若輔以數值地形高程資訊作

為影像分類的參數，將可有效提升影像分類之精度。此外，此方法可自動化進

行，因此可將既有圖資批次處理，將歷史影像逐一分類，便可產製多維度、多

時期崩塌地資訊，進行多維變遷量化估算。 

由於ADS40和DMC影像的空間解像力極高，傳統逐像元的影像分類方法容易造成

椒鹽效應(salt and pepper effect)，物件導向影像分類法則把影像中各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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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空間關聯性納入分析程序，許多研究已證實可有效提升影像分類精度。因

此，本研究將以object-based影像分類法從原始影像中萃取崩塌地資訊。 

其流程如圖7所表示，首先是將含有坐標的ADS40航照影像和DMC航照影像進行

前處理，接著對前處理後的影像依同質性分割成不同的區塊，並將分割後的影

像分類，最後評估分類後的精度，詳細說明如下： 

影像前處理 

在航照影像上以其紋理、植被和形狀特徵為依據產生不同指標的影像，這些

指標可供判釋崩塌地可能坐落的區塊。通常崩塌地的紋理之同質性較其他地

物來的高，因此可以將整張影像中同質性偏低的地區過濾掉，除此之外，崩

塌地在影像上其植被覆蓋的區域面積小甚至沒有，因此可以在影像中將植被

指數中高的區域過濾掉，並且崩塌地在影像上的形狀不似人工建物般呈現規

則的形狀，其碎形指數較人工建物高，也可據以將影像中形狀較規則的區域

過濾掉。 

影像分割 

本研究將利用區域成長法(region growing)或集水區法(basin detection)分

割影像，區域成長法乃是以像元和像元之間的光譜反射值之差異作為分割區

塊的依據，若大於一定的門檻值，則分割成不同的區塊，反之則不將其分割

。而集水區法乃是找出影像上物體邊界的位置，並將其邊界所圍繞範圍內的

像元當作是一個區塊。區域成長法之影像分割的成果如圖8所表示，可以明顯

看出在不同的區塊其光譜反射值差異大，因此在自動分割時會分割成不同區

域。 

影像分類 

可採用逐像元的分類方法或是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的方法對影像進行

監督式、非監督式和混合式的分類。逐像元的方法是以像元為最小單元分類

影像，而物件導向的方法則是以影像分割後的區塊作為最小單元。影像分類

時若採用監督式分類則必須選取訓練樣本，而採用非監督式分類不用選取訓

練樣本，混合的分類方式為先採用非監督式分類再進行監督式分類以提高分

類精度。逐像元的監督式分類成果如圖9所示，其分類的演算法為最大概似法

，共分類出三個類別，分別為海水、沙灘和植被地區；而以物件導向之監督

式分類成果如圖10所表示，其分類的演算法為貝式統計法，成果為沙灘的分

類區域。 

分類精度評估 

影像分類的成果之資料格式有網格資料型態和向量資料型態，可利用此兩種

型態的資料和原始影像套疊以評估分類精度，其方法為在影像區域內隨機產

生一定數量的點位，依據分類出來的結果給予該點位類別屬性，並檢驗和原

始影像是否符合，以評估其分類精度。圖11為以像元為基礎之分類方式獲得

的沙灘地之網格資料；圖12為以物件導向之分類方式獲得的沙灘地之網格資

料分類結果；圖13為以像元為基礎之分類方式獲得的向量資料；圖14為以物

件導向之分類方式獲得的向量資料。可以明顯看出不論是網格資料或是向量

資料，利用物件導向之分類方式所得到的精度較以像元為基礎的分類方式高

。 

建置崩塌地判釋分析之基礎資料庫 

本計畫將配合農航所完成測試區崩塌地基礎資料之蒐集、補充及分析，崩塌地基

礎資料包含歷年崩塌地向量資料、地形資料及相關控制點資料。此外，本計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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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之崩塌地影像可供建立崩塌地影像的光譜樣本，歷年影像分類之成果與歷年

之崩塌地資訊可建立豐富的資料庫，對於未來在崩塌地的判釋分析的精度提升上

將有很大的助益。 

在崩塌地資料庫建置方面，本研究將蒐集國內外有關崩塌地資料庫建置之參考資

料，包括：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美國地質調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林務局等相關單位的崩塌地既有資料庫模型，參酌現有之崩塌地

分類方式，並參照國土資訊系統之資料標準，研擬崩塌地資料庫及屬性資料規格

，以便用於建置試驗區崩塌地多維資料庫雛形。資料庫建置將採用國內通用之

Shapefile格式儲存向量資料，並配合農航所既有軟體以ERDAS之LAN或IMG格式儲

存網格資料，有鑑於崩塌地之多維度資料庫將十分龐大，將以ESRI ArcGIS

Geodatabase資料模型儲存本計畫所建置之圖資。 

 

 

五、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已完成本年度之工作項目，研究子題包括：多期原始航攝影像對位及衍生資

訊之基準校正、原始航攝影像萃取地形及光譜資訊、崩塌地變遷之分析模式、崩塌

地多維資料庫雛型建置等，執行過程之主要結論與檢討建議說明如下：。 

1. 本計畫提出之分層萃取崩塌地方法，先將雲層覆蓋區萃取出，然後依據影像光譜

亮度統計值將影像區分為三類：陰暗地區、正常地區、較亮地區，然後分別建立崩

塌地萃取準則於三種分區萃取出崩塌地，研究結果顯示，此方法比使用單一準則萃

取全影像之崩塌地更為精確。 

2. 影像對位及高程轉換過程中均發現有些成果有誤差太大的現象，利用光線追蹤法

由影像坐標轉換為地圖坐標也存在1~3公尺的誤差，可能是DEM建置時間與影像獲取

時間差距太大而導致。 

3. 本計畫已設計程式，可將二階段崩塌地自動化萃取流程之輸出成果套疊於原始影

像進行檢核，這對於評估崩塌地萃取成果是否正確頗有幫助，待萃取成果編修之機

制確定後，可進一步開發程式工具以應用於作業程序。 

4. 本計畫選擇以開放原始碼的物件關聯式資料庫PostgreSQL儲存崩塌地資料，並統

一定義資料庫內崩塌地資料之屬性欄位項目，將通過檢核或編修後的第二階段崩塌

地向量檔依航拍任務合併，並加入標準的屬性欄位後，便可匯入資料庫。此資料庫

可供ArcGIS或QGIS使用，亦可作為WebGIS5之資料庫，在資料管理與應用上更具彈性

。 

5. 為便於不同分析範圍內的崩塌地變遷分析，本計畫在崩塌地萃取完成之後，自動

在崩塌地資料的屬性表內加入坐落分區(如事業區、行政區、林班地、集水區等常見

的分析範圍類別)欄位，並設計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使用者可由欄位值建立SQL查詢

指令，可大幅提高分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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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1.本計畫提出使用原始影像利用Match-T程式產製DTM的方法，以往必須由使用者手

動方式設定匹配專案的參數，現已開發程式可採批次檔方式直接執行。在DMC影像部

份已測試成功。至於ADS40影像部份，目前處理ADS40影像的專用軟體區分有舊版的

GPro與新版 XPro，這二套軟體產生的L0影像檔案系統有所差異，產生L1影像的程式

與參數檔亦不相同。對本案而言，GPro的檔案系統適合開發程式處理L0影像，而

XPro程式則能有效批次產生L1影像。基於農航所現行作業主要仍使用GPro，因此本

案暫以GPro為基礎去開發程式模組。日後待作業程序以XPro為主時，再行開發相關

的程式模組。 

2.本計畫已對本年度之工作項目進行研究，並已有初步的成果。經評估eCognition

軟體批次處理的功能頗適合本案處理大量資料之需求，但是在處理大量資料時，仍

有效率不彰的問題，基於「影像分割與分類處理效率」與「待分析物件(崩塌地)之

尺度」，建議採用2公尺解析度影像進行分析，本研究已設計程式，可供從DMC原始

影像自動萃取2公尺解析度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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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位於地震帶，地質脆弱，常因颱風來襲而發生山區崩塌，造成土石流與洪水等災害。為

國土保育，須長期監測容易發生崩塌的地區，以避免或減少災害發生所可能造成的損失。本計畫

使用農航所拍攝之 Z/I DMC 與 Leica ADS40 高解析度航照影像資料，以及現有之航測製圖軟硬體

設備，藉由開發或整合現有軟硬體，研發快速萃取多維度崩塌地資訊之技術，並建置多時期崩塌

地資料庫，期能提供高品質之崩塌地資訊，以輔助防災、減災、救災與崩塌地復育之決策分析。 

本年度計畫以旗山事業區為研究地區，結合物件導向影像分類法、航測方法與既有的地形圖

資，從原始航照影像自動萃取崩塌地資料，進行四個子題的先期試驗：(1) 多期原始航攝影像對

位及衍生資訊之基準校正功能研究與開發；(2) 原始航攝影像萃取地形及光譜資訊功能之研究與

開發；(3) 研究多維度資訊輔助崩塌地變遷之分析模式；(4) 崩塌地多維資料庫雛型建置。 

- 18 -
1022719

http://www.coa.gov.tw


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102 年度「高解析度航遙測影像於崩塌地多維資訊自動萃取與資料庫建置(2/3)」期末報告書 

 

2 

 

Abstract 

Being located in a seismic zone, the geology is fragile in Taiwan. Landslides, floods and other 

disasters induced by typhoon occur frequently. For land conservation, long-term monitoring of 

landslides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avoid or reduce the losses caused by disasters. This project employs 

high resolution aerial imagery acquired by Z/I DMC and Leica ADS40, and the existing mapping 

software and hardware used in Aerial Survey Office, to develop a technique for rapidly extracting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of landslide, and to build a multi-temporal landslide databas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outcome of this project can provide high-quality landslide information to support 

decision making 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as well as restoration of landslide areas. 

For the current year of the project, Chi-Shan working circle was selected as the study site. 

Landslide data were extracted automatically from raw aerial images through combination of 

object-oriented classification, photogrammetric procedures, and pre-existing topographic data. Four 

subtopics of this study included: (1) georeferencing of multi-temporal raw aerial images and adjustment 

of related information derived from the images; (2) extracting topographic and spectral information 

from the raw aerial images; (3) modeling landslides changes using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4) 

developing prototype of multi-dimensional landslid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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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1 計畫緣起 

台灣位於颱風所經常通過的路徑上，幾乎每年都會多次面臨颱風的侵襲，再加上台灣位於地

震帶，地質原本就比較脆弱，山區崩塌更是頻頻發生，所以一旦颱風來襲，常常因為颱風所帶來

的豪雨，造成土石流與洪水，導致河流淤積、河水泛濫潰堤而淹沒城市或農田、魚塭等災害。從

近年來經過台灣的颱風所引發的災情，包括 2008 年的卡玫基與辛樂克颱風，2009 年的莫拉克與

芭瑪颱風，以及 2010 年的凡那比颱風，都可以發現颱風帶來快速累積的大量降雨，對於地表環

境以及人類活動的影響十分嚴重。此外，由於近幾年全球氣候異常的影響，台灣地區近十年來在

非颱風季節出現極端性暴雨的機會也逐漸增加。為了因應極端氣候以及暴雨發生機率提高所可能

造成的環境災害，吾人除應審慎檢視國土保育政策之外，並應長期監測容易發生崩塌的地區，以

避免或減少災害發生所可能造成的損失。 

持續而有系統地蒐集崩塌地在時間與空間維度的資訊，是了解崩塌地之過去、現狀及發生原

因的有效途徑，也是掌握災情並提前預警的重要工作。傳統地面調查需要大量的人力、時間與經

費，其調查頻度與範圍均難以提高，且在災後輒因道路中斷，使得地面調查倍增困難或無法進行，

難以因應緊急狀況之需求。航遙測技術可以迅速獲取大面積的地表資料，不僅可以更有效率而經

濟的方式蒐集資料，透過航遙測影像分析的技術更可提供豐富而高精度之資訊，對於崩塌地的持

續監測乃是極佳的利器。 

1-2 計畫目的 

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以下簡稱農航所)建置之航測影像資料倉儲系統以雲端服務之概念進

行規劃，並以高效率、高有效性、高可靠性與高擴充性為目標，成為雲端服務於地理資訊系統之

成功應用案例。農航所截至 2009 年底為止已建置之圖資已近九十萬筆，總計影像儲存已達 400TB

以上，本計畫希配合農航所之航遙測影像資料倉儲系統，以及現有之航測製圖軟硬體設備，藉由

開發或整合現有軟硬體，研發由高解析度航照影像快速自動化萃取多維度崩塌地資訊之技術，並

建置全台多時期崩塌地資料庫，期能提供高品質之崩塌地資訊，以輔助防災、減災、救災與崩塌

地復育之決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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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規劃 

2-1 工作進度 

本年度計畫預定工作時程為自 102 年 3 月 10 日起至 102 年 12 月 15 日，含提交工作企劃書、

期中報告、期末報告及成果繳交、教育訓練、驗收，主要工作階段與期程說明如下： 

1. 第一階段：於得標次日起 10 個日曆天內至農航所進行需求訪談，於得標次日起 25

個日曆天內製作工作企劃書報告 12 份送交農航所審查，俟審查完成後，依據審查意

見進行修正，隨即按照企劃書內容展開各項工作。 

2. 第二階段：於 102 年 7 月 15 日前完成「三、作業項目及程序」中之四個子題的初步

系統開發測試成果及資料庫雛型建置，並繳交期中報告書 15 份，以及至農航所進行

期中報告及審查、展示試驗成果。 

3. 第三階段：於 102 年 11 月 25 日前繳交所有成果（含本案教育訓練），並建立本案系

統作業環境，交付系統操作說明手冊、完整原始程式碼檔案（含編譯所需函式庫）

及系統自動安裝執行檔（電子檔）各 2 份，繳交期末報告 15 份，以及至農航所進行

期末報告及審查、展示試驗成果，並於 102 年 12 月 15 日前完成所有工作項目。 

本計畫之預定工作進度與查核點如表 2-1 所示，各階段工作期程與交付之成果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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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預定工作進度與查核點 

階

段 

工作項目 決標
次日
+10
日 

決標
次日
+25
日 

102 年

7 月 
15 日

102 年

9 月 
30 日 

102 年

11 月 
25 日 

102 年

12 月

15 日

一 需求訪談       

擬定工作企劃書       

二 多期原始航攝影像對位及衍生資
訊之基準校正功能研究與開發系
統測試 

      

原始航攝影像萃取地形及光譜資
訊功能之研究與開發系統測試 

      

研究多維度資訊輔助崩塌地變遷
之分析模式測試 

      

崩塌地多維資料庫雛型建置測試       

辦理期中審查       

三 完成多期原始航攝影像對位及衍
生資訊之基準校正功能研究與開
發 

      

完成原始航攝影像萃取地形及光
譜資訊功能之研究與開發 

      

完成研究多維度資訊輔助崩塌地
變遷之分析模式 

      

完成崩塌地多維資料庫雛型建置       

完成 4小時以上教育訓練       

辦理期末審查、完成所有工作項
目 

      

 

  

- 22 -
1022719

http://www.coa.gov.tw


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102 年度「高解析度航遙測影像於崩塌地多維資訊自動萃取與資料庫建置(2/3)」期末報告書 

 

6 

 

表 2-2. 各階段工作期程與交付之成果 

階段 成果繳交項目 單位 數量 成果繳交日期 

第一階段 
工作企劃書 份 12 於決標次日起 25 個日曆天內繳交。 

修正後工作企劃書 份 8 於審查會議次日起 14 個日曆天繳交。 

第二階段 

期中報告書，以及四

個子題之初步系統開

發測試成果及資料庫

雛型建置 

份 15 於 102 年 7 月 15 日前繳交 

第三階段 

教育訓練 梯次 1 於 102 年 11 月 25 日前完成。 

與本案有關之研討會

或期刊論文（初稿）

至少一篇 
篇 1 於 102 年 11 月 25 日前完成。 

系統操作說明手冊 份 2 於 102 年 11 月 25 日前繳交。 

完整原始程式碼檔案

( 含 編 譯 所 需 函 式

庫)、系統自動安裝執

行檔（電子檔） 

式 2 於 102 年 11 月 25 日前繳交。 

期末報告書 份 15 於 102 年 11 月 25 日前繳交。 

102 年度科技計畫研

究報告(修正後) 
份 15 於 102 年 12 月 15 日前繳交。 

2-2 工作組織與人力配置 

 本計畫之工作組織與人力配置係根據計畫之需求，依工作性質及工作團隊人員專長做最適當

之調配與分工，由詹進發副教授擔任本計畫主持人，邵怡誠副教授擔任本計畫協同主持人，帶領

工作團隊執行本計畫。本計畫工作團隊依技術領域區分為：(1)籌劃與準備，(2) 系統整合與技術

支援，(3) 系統開發，(4)品質管制，(5) 成果彙整及編印等五個小組，工作人員名單及所擔任之

工作項目詳見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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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進發
邵怡誠
單勇恩
梁平

孔繁恩
胡惠雅
陳立笙

成果彙整及編印

梁平
池佑頤
毛皖馨
黃筱婷
胡惠雅

品質管制與
系統測試

詹進發
邵怡誠
單勇恩
孔繁恩
陳立笙

系統開發

詹進發
邵怡誠
林志奕
曾建文

系統整合與
技術支援

詹進發
邵怡誠

籌畫準備

農林航空測量所

專案小組聯絡人

計畫主持人

詹進發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

邵怡誠副教授

 

圖 2-1. 工作組織及人力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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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項目及內容 

3-1 研究目標 

農航所目前萃取崩塌地資訊之影像來源，以衛星影像及自行拍攝產製之航攝正射影像為主。

衛星影像因僅採用各波段光譜強度值作為分析資料源，少了地形等資訊，尚無法準確的區分出崩

塌地或裸露地；航攝正射影像可提供較細緻之影像紋理、輻射解析力等資訊，判釋正確率較衛星

影像高，然因其需先進行空三再產製數值地形模型進行糾正，故整體製作時程較長，且如僅以

GNSS/IMU 獲取之外方位快速產製圖資，易有基準不一之系統偏差，目前以航攝正射影像產製崩

塌地圖資之流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農航所目前以航攝正射影像產製崩塌地圖資之流程 

農航所現有之航空照片影像包括：傳統類比式之航照掃描影像、DMC與ADS 40的數位影像，

目前已納入航遙測影像資料倉儲系統，該系統透過雲端服務的架構針對農航所之各種業務提供高

效率的服務。本計畫將配合農航所之航遙測影像資料倉儲系統，以及現有之航測製圖軟硬體設備，

針對農航所之製圖流程開發軟體以提供新的功能或整合現有軟硬體，以達到自動化由高解析度航

照影像萃取多維度崩塌地資訊之目標，並建置全台多時期崩塌地資料庫。 

3-2 分年度工作目標 

本計畫全程三年，計畫之目的為開發軟體以供由高解析度航照影像萃取多維度崩塌地資訊，

並建置全台多時期崩塌地資料庫。各年度工作目標說明如下： 

(一) 第一年(101 年度) 

 完成可建立航攝影像與崩塌地圖資相關聯之功能，軟體可讀取 ADS40 之 L0 或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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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波段影像，以及 DMC 原始數值航攝影像。 

 完成可自原始航攝影像上進行崩塌地之初步萃取功能，並可將其轉換為 shapefile，

以及計算正射投影面積。 

 完成兩時期不同影像對位與資料基準轉換功能之雛形，包括半自動及全自動方位控

制與計算。 

 完成試驗區崩塌地基礎資料之蒐集，包含農航所歷年崩塌地向量資料、地形資料與

控制點資料之蒐集、補充、分析。 

 研擬崩塌地統一編號及屬性資料規格。 

 完成針對本年度計畫成果之教育訓練。 

(二) 第二年(102 年度) 

 完成多時期影像對位與資料基準轉換功能，包括半自動及全自動方位控制與計算。 

 完成崩塌地區塊地形資料產製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系統。 

 研究並提出定位與地形資料之合理精度規範。 

 完成崩塌地統一編號及屬性資料規格之研究與制定。 

 完成試驗區崩塌地多維資料庫雛形之建置。 

 完成多維度資訊輔助崩塌地變遷分析雛形。 

 完成針對本年度計畫成果之教育訓練。 

(三) 第三年(103 年度) 

 完成「崩塌地多維資訊自動萃取系統」，系統主要功能如下： 

 提供完整之操作界面。 

 能正確無誤讀取並分析原始航攝影像。 

 具有多時期影像對位與資料基準轉換功能。 

 可利用多維度資訊進行崩塌地分類。 

 系統可讀取並匯出成果至「崩塌地多維資訊資料庫與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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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崩塌地多維資訊資料庫與監測系統」之建置，系統主要功能如下： 

 內含崩塌地之基礎資料，並能匯入與崩塌地相關之向量圖資、多光譜影像、崩

塌地地形資料、時間資料以及相關維度資料等，且符合前期訂定之規範。 

 可管理崩塌地之多期向量、影像、光譜資料、地形資料及其他必要資料。 

 能分析、顯示、統計崩塌地之狀態資訊。 

 能標記並顯示待監測崩塌地。 

 能主動根據航攝紀錄提示被監測崩塌地之圖資產製訊息。 

 完成系統操作手冊與技術手冊。 

 完成針對本年度計畫成果之教育訓練。 

第二年計畫將以林務局屏東林區管理處旗山事業區為研究區域，研究地區如圖 3-2 所示。本

年度將進行四個子題的先期試驗： 

(一) 多期原始航攝影像對位及衍生資訊之基準校正功能研究與開發。 

(二) 原始航攝影像萃取地形及光譜資訊功能之研究與開發。 

(三) 研究多維度資訊輔助崩塌地變遷之分析模式。 

(四) 崩塌地多維資料庫雛型建置。 

 

圖 3-2. 研究地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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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項工作執行方法、執行情形及成果分析 

4-1 文獻回顧 

4-1-1 航遙測與光達之研究概況 

美國在 1972 年 7 月 23 日發射第一顆地球觀測衛星 Landsat 1，後來陸續發射 Landsat 2~7 衛

星，近四十年來獲取數量十分龐大的地表影像，為從太空觀察地球表面最長久的記錄，對於環境

變遷分析與許多研究領域而言均是極佳的研究材料，Landsat 影像由美國地質調查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管理，並透過 Internet 免費提供各界使用(USGS, 2011)。惟 Landsat 影像

之空間解像力(spatial resolution)為 15~30 公尺，對於需要較高解像力之應用而言略有不足，近年

來許多國家陸續發射衛星遙測系統，例如：法國 SPOT 系列衛星之多光譜影像空間解像力 10~20

公尺，日本的 ALOS (Advanced Land Observing Satellite)衛星之空間解像力為 2.5 公尺，我國所擁

有的 Formosat-2 衛星影像具有地面 2 公尺的空間解像力，DigitalGlobe 公司的 WorldView-2 衛星

影像更提昇至約 0.46 公尺的空間解像力，且由於目前有眾多高光譜解像力(spectral resolution)與

高空間解像力的衛星遙測系統在運轉中，資料取得極為便利，使得遙測技術對不同地物之辨識能

力大為增加，更大幅提昇遙測技術之實用性。 

隨著遙測科技的進步，航測製圖已由人工類比模式提升為數位化，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於

2006 年購置最新精密空照數位相機 Z/I DMC (Digital Mapping Camera)，2007 年採購 Leica ADS40

空載數位掃描儀(Airborne Digital Sensor, ADS)，用以取代傳統底片式航測相機，以及 POS 機載慣

性定位定向系統(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System)，內含 GPS 與慣性量測裝置(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於執行航攝任務之際快速獲取航空影像外方位資料，簡化空中三角測量平差程序，

應用數值影像配合電腦編修製圖，大幅節省人力與時間。目前國內應用 DMC 與 ADS40 拍攝台灣

全區(含離島)，提升了影像解析度及品質，且配合各項航空攝影計畫規劃平地地面解析度為公分

級之多光譜影像作為製圖、國土監測及規劃、森林資源調查、樹種判別、偵察農林天然災情，協

助稻作面積調查及林木病蟲等學術研究發展之用(農林航空測量所，2012)。DMC 為框幅式相機

(frame camera)，ADS40 以推掃式(push broom)攝像記錄地表訊息，所得影像呈帶狀，兩種相機所

拍攝之影像均不需經過傳統底片沖洗及掃描等流程，航空攝影作業完畢後透過影像後處理軟體的

處理即可得到 12 bit 多光譜波段(紅、綠、藍、近紅外)之彩色影像與高解析度全色態(panchromatic)

影像，大幅提升影像之輻射解析度及光譜解析度。其中由於拍攝時同時能取得近紅外波段的影像，

較傳統須獨立拍攝近紅外波段影像的作業方式，可節省許多作業成本。在發生重大災害時，為爭

取救援時間須盡快取得災區的影像資料，農林航空測量所已建立一套災害緊急應變工作流程，在

航攝數位影像取得、高解析度多光譜正射影像製作及後端加值應用等作業均有極高效率，於「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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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山火災」、「八八水災」及「甲仙大地震」等事件中，具體展現應用航攝數位影像於防救災工作

之成果。(葉堃生等，2010)。 

航遙測技術可以迅速蒐集大面積的資源資料，具有精確、省時、省工、節省經費等優點，目

前已廣泛應用於自然資源調查、天然災害調查、生態環境變遷監測、國土與交通運輸規劃等領域。

遙測技術有許多優點，然而地形遮蔽與天候之影響，亦使其應用受到限制。此外，由於多光譜影

像對於植生覆蓋之穿透能力不佳，因此無法直接測得林分結構，其他如林分材積、生物量等森林

資源重要資訊，也僅能藉由模式間接推估。雷射掃描(LIDAR，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屬主

動式(active)遙測技術，由於 LIDAR 遙測技術具有高精度與穿透林冠之能力，結合遙測影像，不

僅可供測繪森林資源分布情形，亦可供推估林分結構、樹冠高度、生物量與林分蓄積，因此在林

業之應用上可提供更豐富的資源資訊，已成為航遙測技術發展與應用上之重要研究課題(Hudak et 

al., 2002; Lefsky et al., 1999; Lefsky et al., 2002; Lim et al., 2003; 詹進發，2005)。各種遙測技術在

應用上或多或少都有其限制性，但彼此間也存在互補性，因此結合不同來源遙測資料常可獲得更

佳的結果。劉治中等(2010)結合彩色航照與空載光達資料，藉由半自動化方式辨識崩塌地，其中

彩色航照利用綠度指數，空載光達資料則利用數值高程模型(DEM, Digital Elevation Model)與數值

地表模型(DSM, Digital Surface Model)，除計算地物高度模型(OHM)與坡度資料外，亦結合地表粗

糙度(Roughness)來確定崩塌地範圍。蕭國鑫等(2007)以多時遙測衛星影像與三個時期的空載

LiDAR 資料，分析台灣西南地區外傘頂洲地區近 35 年間的變化與沙洲飄移趨勢，並比對與量化

往內陸移動的速率。 

4-1-2 影像分類方法 

各類地物對於太陽輻射能量的反射，在不同波長的情況下，其反射的強度會有所不同，因此

各類地物皆有其特殊的光譜反射曲線，如植被的部分在近紅外波段的地方反射強烈，一般在利用

多光譜影像偵測地表時，便經常利用近紅外波段觀察植被的位置與預防植物的病蟲害。相反的在

水體的部分，由於水體會吸收大部份的近紅外光，所以在分析時也可找出無反射近紅外波段的地

方，來偵測水體的位置。透過影像分類的技術，可利用不同地物對於太陽輻射能量反射的差異性

區分各種土地覆蓋類別，對於建置各種土地利用、土地覆蓋類型的主題地圖有很大的幫助(Jensen, 

2007; Lillesand and Kiefer, 2008)。 

影像分類的方法可概略分為：監督式分類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與非監督式分類

(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兩種，以及綜合前述兩種分類方法的混合式分類法(hybrid classification)。

以往在進行影像分類時，乃為依據個別像元(pixel)的輻射值，按照分類決策規則(decision rule)將

每一像元劃分為不同的類別(Jensen, 2007; Lillesand and Kiefer, 2008)。若單一像元的尺寸比較大(例

如：MODIS 空間解析度為 250 m、500 m、1000 m)，一個像元涵蓋比較大的空間範圍，其分類方

法為以像元為基礎(pixel-based)，若要區分比像元更小的物件，甚至須採用次像元(sub-pixel)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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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然而，當影像的空間解像力提高時，各個不同類別的物件由多個像元所組成，逐像元的分

類法未考慮一個物件中各像元間的相關性，因此容易造成椒鹽效應(salt and pepper effect)，使影像

分類的結果有許多零碎的點或坵塊，影響分類的精度(雷祖強等，2009；鄭雅文等，2008；Blaschke, 

2010)。 

近年來許多研究指出物件式影像分析法(object-based image analysis，簡稱 OBIA)可有效提升

高解析度遙測影像之分類精度，物件式分類法之主要程序為先將影像分割為區塊(region)，以區塊

化的物件為單元，加入如：坡度、NDVI、紋理(texture)等空間特徵資訊以訂定分類規則，如此便

可改善以像元為單元的逐像元分類方法的缺點(Blaschke, 2010)。張立雨等(2007)以物件式影像分

類法萃取福衛二號 Quick-Look 影像之雲覆蓋，首先利用區塊成長法進行影像分割，再利用非監

督性分類法 K-MEAN 將分割後之區塊進行非監督性分類以產生訓練雲區區塊，最後利用所產生

之訓練雲區區塊計算雲區之碎形特性，並以此碎形特性進行所有雲區區塊之萃取。鄭雅文等(2008)

以物件導向分類法分析SPOT-5影像之土地覆蓋類型，利用影像中呈現自然相鄰狀態特徵的方法，

將影像依均調性、空間相關性等因素，分割成不等的影像區塊再進行分類，故為一種結合空間相

關資訊和光譜資訊的分類技術。雷祖強等(2009)在雲林縣農業區內選擇高解析度數值航照影像

(Leica ADS40)，用以萃取水稻田坵塊資訊，以逐像元與區域化分類概念進行比較，其研究結果顯

示區塊化物件分類模式可萃取出完整度極高的水稻坵塊田，分類精度較逐像元分類法高。 

4-1-3 崩塌地變遷監測 

台灣位於颱風所經常通過的路徑上，幾乎每年都會多次面臨颱風的侵襲，再加上台灣位於地

震帶，地質原本就比較脆弱，所以一旦颱風來襲，常常因為颱風所帶來的豪雨，造成土石流與洪

水，導致河流淤積、河水泛濫潰堤而淹沒城市或農田、魚塭等災害。從近年來經過台灣的颱風所

引發的災情，包括 2008 年的卡玫基與辛樂克颱風，2009 年的莫拉克與芭瑪颱風，以及 2010 年的

凡那比颱風，都可以發現颱風帶來快速累積的大量降雨，對於地表環境以及人類活動的影響相當

嚴重。此外，由於近幾年全球氣候異常的影響，台灣地區近十年來在非颱風季節出現極端性暴雨

的機會也逐漸增加。為了因應極端氣候以及暴雨發生機率提高所可能造成的環境災害，吾人除應

審慎檢視國土保育政策之外，並應長期監測易發生災害之地區，以避免或減少災害發生所可能造

成的損失。 

傳統地面調查需要大量的人力、時間與經費，其調查頻度與範圍均難以提高，且在災後輒因

道路中斷，使得地面調查倍增困難或無法進行，難以因應緊急狀況之需求。航遙測技術可以迅速

獲取大面積的地表資料，不僅可以更有效率而經濟的方式蒐集資料，透過航遙測影像分析的技術

更可提供豐富而高精度之資訊。因此，利用遙測技術輔助易發生災害區域之調查，乃兼具學術研

究與實務應用上的價值。王美惠(2008) 以稍來溪為崩塌潛勢分析之研究對象，利用 921 集集大地

震、桃芝颱風、72 水災等不同災害時期之 SPOT 衛星影像結合數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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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DEM）資料以及航照圖，應用 GIS、影像分類法及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NDVI）對崩塌

地進行判釋分析。劉守恆(2002)利用 SPOT 衛星影像資料探討自動辨識崩塌地的可行方法，分析

其適用性與準確度，並利用地震前後多時期衛星影像資料進行崩塌地自動判釋來分析地震事件對

於濁水溪流域內崩塌地發育模式之影響。 洪凱政(2009) 以艾利颱風為案例，利用颱風發生前後期

的衛星影像以進行崩塌地偵測，其分類方法分別利用了影像像元之單一特徵及區塊物件之多種特

徵，包括與光譜、形狀、紋理等有關二十種特徵條件，並以物件導向分析方式，先建立特徵篩選

機制以找出有利於分類之多種特徵條件，並建立知識庫，依循著合理的邏輯規則建立決策樹，以

逐步分類的方式進行崩塌地判釋，以期達到提升判釋精度之目的。劉治中等(2010) 結合彩色航照

與空載光達資料，藉由半自動化方式辨識崩塌地，並利用三維立體展示的人機操作介面，供人工

判釋及編輯崩塌地邊界向量資料。其中彩色航照利用綠度指數，空載光達資料則利用數值高程模

型(DEM)與數值地表模型(DSM)，除計算地物高度模型(OHM)與坡度資料外，亦結合地表粗糙度

(Roughness)來確定崩塌地範圍，其成果顯示利用上述參數，依訓練樣區統計資料選定適當之門檻

值後，可有效地偵測出局部範圍的崩塌區位置。黃韋凱等(2010)利用物件導向式遙測影像分析方

法進行大範圍坡地與河川災害快速判釋，以改善像元式影像分析方法於分類時常有之雜訊問題。

其研究使用福爾摩沙二號衛星在莫拉克颱風事件前後遙測影像，利用災害前後期影像同時進行均

質化分割技術，於兩張影像上產生出相同區塊，以解決不同時期影像之地貌分類邊界問題；以區

塊為分析單元，依照人工判釋經驗與階層式的邏輯，加入合適之空間特徵資訊(包括光譜值、坡度

等)，訂定分類規則流程，由單純至複雜的地貌進行十四種分類，建立出有系統之分類程序。 

4-2 研究方法 

 由於農航所現有之航照影像包括數種不同格式，影像處理程序與使用的軟體亦不盡相同，因

此本計畫將根據不同航攝影像之處理方式分別開發軟體，以完成各項先期試驗，研究方法說明如

後。 

4-2-1 多期原始航攝影像對位及衍生資訊之基準校正功能研究與開發 

4-2-1-1 DMC 航照原始影像對位及衍生資訊之基準校正 

4-2-1-1-1 DMC 成像幾何與波段 

D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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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張影像可合組成一張解析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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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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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DMC 鏡頭配置及多光譜影像與全色影像套疊圖(紅色方形為多光譜影像) 

4-2-1-1-2 DMC 影像產品 

DMC 每曝光一次可記錄四張全色(panchromatic)原始影像及四張多光譜(multispectral)原始影

像，由此八張原始影像經由後處理軟體 PPS (Post Processing Software) 可以產生各種不同組合之

產品，ADS 與 DMC 影像之光譜範圍如表 4-1 所示。 

表 4-1. ADS 與 DMC 影像之光譜範圍 

影像類型 ADS 影像 DMC 影像 

光譜解析度 全色： 

0.465-0.680 µm 

藍光： 

0.430-0.490 µm 

綠光： 

0.535 -0.585 µm 

紅光： 

0.610-0.660µm 

近紅外光: 

0.835-0.885µm 

全色： 

0.450-0.739 µm 

藍光： 

0.400-0.580 µm 

綠光： 

0.500- 0.650 µm 

紅光： 

0.590-0.675µm 

近紅外光: 

0.675-0.850µm 

 

4-2-1-1-3 DMC 影像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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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 為中心透視投影，當相機曝光的一瞬間，相機會送出一個 event 訊號給 POSAV (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system airborne vehicles )的 GPS，GPS 會記錄此一瞬間之時間供後處理內插曝光點

使用。DMC 航空照片之投影方式為透視投影(perspective projection)，欲藉助航照外方位參數與數

值地形模型，並搭配向量圖徵進行反投影處理，其間牽涉之理論主要為共線條件(collinearity 

condition)，即地面點位坐標、相應之影像像元點位坐標，以及曝光位置等三點，在空間上應該位

於同一直線上，如圖 4-2(何維信，1995)。式中( yx, )為像空間坐標，( fyx ,, 00 )為分別為像主點改

正坐標值與相機焦距；(X,Y,Z)為物點坐標，m11~m33 為旋轉矩陣 M 各元素，分別為飛機飛行當時

對上述 X、Y、Z 三個軸旋轉之旋轉量，可求得 M 矩陣各元素(何維信，1995)。像空間坐標則可

透過仿射轉換(affine transformation)，再轉算為影像坐標，進行各種反投影後之影像處理。 

反投影解算過程所需之資料包括：欲投影之向量圖徵點位資料、數值地形模型、航照影像之

內、外方位參數等。其中，同一航照相機之內方位固定，與影像之對位關係變化有限，可將對應

關係視為相同；另農航所自購入 GPS/INS 輔助導航系統後，即可解算每張照片之外方位參數，故

搭配農航所提供之外方位參數檔，即可進行向量圖徵反投影處理。不同時期之影像對位可藉控制

點反投影至影像加以比對，便可進定位作業，並可供校正相應產生之原始數值地形資料。 

圖 4-2. 單像後方交會圖與共線條件式 

4-2-1-1-4 DMC 成果之基準轉換 

對於不同時期或不同坐標基準所產生的 DMC 製圖成果，須經過三維空間的坐標轉換，以獲

得一致的坐標基準。當局部區域有相同點位可作為轉換控制點時，在不考慮網形變形的理想情況

下，只需要七參數即可作任何三度空間座標的正交轉換，此七參數包括一個尺度參數 S，三個平

移參數ΔX、ΔY、ΔZ，及三個旋轉參數εx、εy、εz。一般較常用的有 Bursa-Wolf 模式和 

Molodensky-Badekas 模式，經前一年度研究結果顯示二者參數值雖不同，但轉換後的坐標成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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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因此本計畫將僅採用 Bursa-Wolf 模式進行坐標轉換。Bursa-Wolf 模式如下： 

 

對於直接使用 POS 資料計算與經空三平差計算後所造成成果的不同基準，因為本計畫將在資

料庫中註記崩塌區之坐標，依該區周圍的空三計算點位作為控制點，依前述正交轉換模式，解算

二者間的關係，再將先前成果資料轉換至空三平差後之坐標基準。 

4-2-1-2 ADS 航照原始影像對位及衍生資訊之基準校正 

4-2-1-2-1 ADS 成像幾何與波段 

 ADS 採用三線式推掃(pushbroom)方式成像，在單線上為中心透視投影，因航帶掃描成像時

各線影像是單獨各自成像，所以航帶影像是為半中心透視投影。ADS在前傾(forward)、垂直(nadir)、

後傾(backward)角度各有一條全色之 12000 像元之 CCD (Charge Coupled Device)掃描線，在垂直角

度的位置另有一條錯開半個像元(3.25μm)之 CCD 掃描線，可提升地面解析力。另外在垂直、後傾

角度各配備一組四色分光鏡，可使得同一光束被分成藍光、綠光、紅光與近紅外光之四個光譜波

段，因此四個光譜波段具有相同的入光位置，且其解析度皆為 12000 像元，輻射解析度(radiometric 

resolution)為 12 bit (圖 4-3)。 

 

圖 4-3. ADS40 掃描方式圖 

4-2-1-2-2 ADS 影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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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0 影像為 ADS 之原始影像，由軟體 GPro/XPro 產製的各項產品如 L1 或 L2，皆是處理自

L0 影像。ADS 影像掃描時會同時產生方位參數 ODF 檔(Orientation Data File, ODF)及相機參考

CAM 檔(Camera Calibration File, CAM)。ODF 檔為 L0 之外方位資料檔，此外方位參數為飛行時，

依各條掃描線(scan line)之攝影時間內插 GPS/INS 之觀測量所得，同步紀錄各條掃描線之外方位參

數。CAM 檔為相機參數檔，內容記錄相機焦距及掃描線上各像元轉換到像面(focal plane)坐標之

資料。 

L0 影像雖然帶有方位，但是由於飛機運動及姿態之改變，造成影像扭曲。因此 L1 之影像試

圖糾正影像到一固定高度之平面來改正由飛機抖動造成的影像變形。此糾正過程會重新取樣並旋

轉影像到共軛核線上以利立體觀測。L0 影像及糾正後之 L1 影像如圖 4-4 所示。 

 

圖 4-4. ADS 之 L0 及 L1 影像示意圖 

4-2-1-2-3 ADS 影像對位 

由於 ADS40 影像為推掃式成像，因此所形成的影像為一帶狀影像，其長度跟飛行的距離有

關，飛得越長，則影像也越長。如果使用者只需要某一區域的影像進行立體觀測或自動 DTM 匹

配，並無法如片幅式影像僅抽取所需的影像。因此必須先產生 L1 影像，且開發一個切割 L1 影像

的工具，讓使用者根據需求切出 L1 影像，之後再利用 L1 影像去進行對位或 DTM 匹配作業。 

如果已知地面坐標，也可以藉由 ODF 檔及 CAM 檔去反投影計算 ADS 影像上相對應的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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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 ADS 成像幾何的特性，所對應的像元可能不是唯一解，需經內插及反覆計算才能獲得，所

以反投影的作業方法並不利本案工作。若產製 L2 影像，也就是讀取 ODF 檔及 CAM 檔、並配合

當地已有或新匹配之 DTM 資料，則能經由共線式的計算獲得 L2 影像，即能與其他相機或其他時

期拍攝的影像進行對應定位作業，並可供校正相應產生之原始數值地形資料。 

4-2-1-2-4 ADS 成果之基準轉換 

因 ADS 成果資料的基準轉換原則上與 DMC 之作法相同，但差別在於 ADS 影像是推掃式成

像，各掃描線之方位略有微小差異，且隨距離差異而變動不一，因此本案預計依空三平差後之成

果，取固定掃描線區間之點位進行正形轉換，中間區域則內插計算，用以轉換崩塌區之坐標基準。 

4-2-1-3 多期原始航攝影像對位及衍生資訊之基準校正功能研究與開發 

依據前述方法進行不同時期航攝影像對位與基準轉換之後，本年度計畫將開發軟體以提供原

始影像衍生資訊(例如：二維向量圖檔等)之基準校正功能，軟體具有圖形使用者介面以便於操作，

圖檔經過基準校正之後可減少因坐標基準不同所造成之偏差，其成果可用於變遷分析。 

4-2-2 原始航攝影像萃取地形及光譜資訊功能之研究與開發 

4-2-2-1 第一階段自動化萃取：物件式影像分類 

影像分類依最小分類單元可區分為像元式與物件式。由於 ADS40 和 DMC 影像的空間解像力

極高，傳統的像元式分類容易造成椒鹽效應，物件式分類則把影像中各像元間之空間關聯性納入

分析程序，許多研究已證實可有效提升影像分類精度。因此，本研究將以物件式分類從原始影像

中萃取崩塌地資料。主要程序說明如下： 

(1)影像分割 

影像分割的方法有很多種，可大致分為三類：(1) point-based：以像元之灰階值作為分割的門

檻值；(2) edge-based：例如邊緣偵測的方法；(3) region-based：透過分割與合併構成區塊。區域

成長法(region growing)乃是以像元和像元之間的光譜反射值之差異作為分割區塊的依據，若大於

一定的門檻值，則分割成不同的區塊，反之則不將其分割。區域成長法之影像分割的成果如圖 4-5

所表示，可以明顯看出在不同的區塊其光譜反射值差異大，因此在自動分割時會分割成不同區域。

本研究將利用 eCognition 軟體提供的 multi-resolution 分割演算法進行影像分割，此演算法以由下

而上(bottom up)的區域合併法，從單一像元逐步形成較大的區域，區域是否合併乃依據同質性指

標(Homogeneity Criterion)估量一個影像物件與相鄰物件之間的相似度或歧異度，此指標結合影像

物件之紋理(texture)、顏色(color)與形狀(shape)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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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影像分割-區域成長法示意圖 

 (2)影像前處理 

在分析原始影像時常面臨兩項問題：(1)影像品質問題、(2)影像坐標問題。在影像品質方面，

由於飛機拍攝時可能因為雲霧的影響，導致拍攝的原始影像會有雲層遮蔽的現象；另一方面，受

到山區地形與太陽照射角度的影響，使得山地地區常有陰影遮蔽的情形。因此，在崩塌地萃取之

前須先處理原始影像上雲覆蓋和陰影的問題。 

(3)影像分類 

依訓練樣本的使用與否，可區分為監督式、非監督式與混合式(先採非監督式分類，再進行監

督式分類，以提高分類精度)。 

監督式分類的分類精度一般而言高於非監督式分類結果，對於分類成果之類別亦較容易掌握。

本計畫嘗試藉多維資訊之輔助、於原始影像上獲得可視為訓練樣本之崩塌地光譜資訊，進而提高

分類之客觀性與自動化程度。 

DMC影像在崩塌地影像資訊之萃取較為單純，本項工作需讀取崩塌地圖資之Shapefile檔案，

利用 Shapefile 中之面狀向量圖徵之二維點位坐標，配合 40m 或 20m 密度之數值地形模型，內插

解算向量圖徵點位之三維坐標，然後將向量圖徵之點位，投影至不具 overview 之 DMC TIFF 格式

- 37 -
1022719

http://www.coa.gov.tw


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102 年度「高解析度航遙測影像於崩塌地多維資訊自動萃取與資料庫建置(2/3)」期末報告書 

 

21 

 

航照影像檔上，便可萃取崩塌地影像資訊。 

對 ADS 影像而言，本項工作需讀取 L0 影像之相關的 ODF 檔及 CAM 檔、並配合當地之 DEM

資料，方能將既有崩塌地圖資對應至 L0 影像。 

ODF 檔(Orientation Data File, ODF)為 L0 之外方位資料檔，此外方位參數為飛行時，依各條

掃描線(scan line)之攝影時間內插 GPS/INS 之觀測量所得，同步紀錄各條掃描線之外方位參數。

CAM 檔(Camera Calibration File, CAM)為相機參數檔，內容記錄相機焦距及掃描線上各像元轉換

到像面(focal plane)坐標之資料。雖然可使用上述資料由地面坐標計算至影像坐標，定義影像面上

的崩塌地區，但地面的的直線在 L0 影像上通常不會亦呈直線，也就是說地面的多邊形在 L0 影像

上將為不規則形，因此不利崩塌地區各端點之地面坐標直接定義影像面上的區域。但未進行空三

平差前，僅憑單張的 L0 影像，亦無法直接建立由影像坐標至地面坐標的投影關係，因此需搭配

DEM 資料提供地面高程，利用共線式解算地面平面(X, Y)坐標至影像面的位置。 

藉由前述之崩塌地影像資訊萃取方法，可取得既有崩塌地圖資與原始影像之物像空間關聯，

搭配遙測影像分類方法，可偵測崩塌地之範圍，並可將分類結果轉換為 Shapefile 及計算崩塌地之

面積。若僅使用影像光譜資訊進行分類，因崩塌地與裸露地之光譜特徵類似，其結果可能會有誤

判情形，利用既有圖資反投影至原始影像，可精確將崩塌地範圍定位，由原始影像萃取之崩塌地

影像可分析其光譜特徵，對於找出新的崩塌地應有幫助，若輔以數值地形高程資訊作為影像分類

的參數，將可有效提升影像分類之精度。此外，此方法可自動化進行，因此可將既有圖資批次處

理，將歷史影像逐一分類，便可產製多維度、多時期崩塌地資訊，進行多維變遷量化估算。 

本計畫原先欲採取上述「歷史崩塌地圖資反投影至待分類原始影像，以原始影像上該區塊作

為崩塌地之訓練樣本，利用訓練樣本之光譜資訊進行監督式分類」的作法，考慮到地貌變遷導致

訓練樣本含有非崩塌地之可能性，亦嘗試以「影像光譜統計值」與「物件特徵」自行設計分類準

則。 

(4)分類精度評估 

利用影像分類的成果和原始影像套疊以評估分類精度，其方法為在影像區域內隨機產生一定

數量的點位，依據分類出來的結果給予該點位類別屬性，並檢驗和原始影像是否符合，以評估所

訂定準則之分類精度。 

4-2-2-2 第二階段自動化萃取：加入地形資料以進行第一階段萃取成果的過濾 

將第一階段崩塌地萃取成果輸出為 Shapefile 格式，此向量檔僅具有影像坐標。一旦擁有影像

之內、外方位參數資料與一既存的 DEM，便可依共線式原理將該向量檔對位至地圖坐標系上。

具有地圖坐標的崩塌地向量檔可與既存的地形資料如坡度、坡向地圖套疊，設定門檻值，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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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過濾與精化，此「二階段崩塌地自動化萃取流程」如圖 4-6 所示： 

 

圖 4-6. 第二階段崩塌地自動化萃取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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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研究多維度資訊輔助崩塌地變遷之分析模式 

藉由多時期的崩塌地向量檔，使用者得以研判崩塌地的變遷情形。本計畫原先欲採取地籍管

理的概念，以「崩塌地編號」識別「單筆崩塌地」規模與空間分布的變遷，惟崩塌地變動的時間

與規模不可預測，難以賦予「跨時期的編號」進行追蹤，因此經過與農航所工作團隊多次討論之

後，進而決議將分析主體改為「分析範圍內的崩塌地集合」之規模與空間分布的變遷，經過實驗

證明，此方法在崩塌地之統計分析上更有彈性，甚至更具應用價值。 

依照本計畫所發展之崩塌地變遷分析模式，「分析範圍」是可彈性變動的，使用者可依需求

自行劃設，將劃設範圍與崩塌地向量檔套疊取交集後合併輸出，便可獲得「分析範圍內的崩塌地

集合」，比較多時期的「分析範圍內的崩塌地集合」，便可了解該區域內崩塌地的變遷情形。 

4-2-4 崩塌地多維資料庫雛型建置 

參考國內外相關單位─如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美國地質調查局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之既有崩塌地資料庫模型，並依照國土資訊系統之資料

標準，本研究設計之資料庫雛形如下。 

4-2-4-1 資料庫管理系統 

本計畫選擇以 PostgreSQL 資料庫管理系統儲存崩塌地資料庫，PostgreSQL 是一套開放原始

碼的物件關聯式資料庫管理系統(object-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ORDBMS)，其穩定

性及效能可與商業性資料庫系統相比，功能亦為非商業性資料庫之最。PostGIS 是 PostgreSQL 的

擴充模組，提供地理空間資料的存取功能，使用者可透過 PostGIS 對儲存於 PostreSQL 資料庫中

的地理空間資料進行存取。 

4-2-4-2 崩塌地資料的屬性欄位說明 

根據本計畫之工作會議結論，本案對於資料庫內崩塌地向量檔的屬性欄位定義項目如表 4-2

所示，其中 1~2 為影像資訊，3~7 為各筆崩塌地資料之質心(centroid)與各分析範圍類別之區界圖

之空間分析成果，8~10 為各筆崩塌地資料之空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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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資料庫內崩塌地向量檔的屬性欄位定義項目 

 欄位代號 欄位名稱 格式 備註 

1 Project 航拍任務 Text  

2 Date 影像日期 Date  

3 Working_circle 事業區 Text 質心坐落 

4 Forest_compartment 林班地 Text 質心坐落 

5 Municipality_ County 行政區(直轄市/縣) Text 質心坐落 

6 Township_City 行政區(鄉/鎮/市) Text 質心坐落 

7 Catchment 集水區 Text 質心坐落 

8 Area 投影面積 Double  

9 Centroid_X 質心橫坐標 Double  

10 Centroid_Y 質心縱坐標 Double  

4-2-4-3 多來源崩塌地向量檔屬性欄位的統一化 

不同來源的崩塌地向量檔帶有不同的屬性欄位，唯一可確定的是必定帶有地圖坐標，可確保

地圖坐標的空間基準一致，其中欄位 3~10 之值可依地圖坐標求得，欄位 1~2 依航攝作業取像任

務資訊填入。為使不同來源的崩塌地資料能正確地整合，本計畫將對不同來源之崩塌地向量圖檔

的屬性欄位自動統一化之功能進行設計。 

4-3 執行情形及成果分析 

4-3-1 多期原始航攝影像對位及衍生資訊之基準校正功能研究與開發 

4-3-1-1 原始影像對位研究 

DMC 原始影像為 TIFF 格式，影像對位作業需使用向量資料(ArcGIS Shapefile 格式)、數值高

程模型(ERDAS LAN 格式)、航照影像之內、外方位參數(農航所提供之航攝紀錄 SEL 檔)等資料，

作業程序說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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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 Shapefile、LAN、TIFF、SEL 檔案規格，設計資料存取與分析之流程與演算法。 

2. 讀取 Shapefile 檔案，利用 Shapefile 中之面狀向量圖徵之二維點位坐標，配合 LAN 格

式數值高程模型，以 bilinear interpolation 方法內插解算向量圖徵點位之三維坐標。 

3. 讀取農航所 SEL 格式之外方位資料，配合向量圖徵之三維坐標，批次將向量圖徵之特

定區塊或點位，投影至 DMC TIFF 格式航照影像檔上，進行影像對位處理。 

圖 4-7 顯示由正射影像數化一多邊形圖徵，然後利用前述方法將多邊形圖徵反投影至原始影

像之結果。 

 

圖 4-7. DMC 原始影像對位結果 

ADS 採用三線式推掃(pushbroom)方式成像，在前傾(forward)、垂直(nadir)、後傾(backward)

角度各有一條全色之 12000 像元之 CCD (Charge Coupled Device)掃描線，在垂直角度的位置另有

一條錯開半個像元(3.25μm)之 CCD 掃描線，可提升地面解析力。另外在垂直、後傾角度各配備一

組四色分光鏡，可獲得藍光、綠光、紅光與近紅外光之四個光譜波段的影像，其解析度皆為 12000

像元。 

L0 影像為 ADS 之原始影像，透過 GPro/XPro 軟體可產製各項產品如 L1 或 L2 影像。本案讀

取 ShapeFile 資料後欲對位在 L0 原始影像上，須配合相關的 ODF 檔(Orientation Data File, ODF)

及 CAM 檔(Camera Calibration File, CAM)，以及當地的 DEM 資料，方能在 L0 影像上正確對

應。ODF 檔為 L0 之外方位資料檔，此外方位參數為飛行時，依各條掃描線(scan line)之攝影時

間內插 GPS/INS 之觀測量所得，同步紀錄各條掃描線之外方位參數。CAM 檔為相機參數檔，

內容記錄相機焦距及掃描線上各像元轉換到像面(focal plane)坐標之資料。  

三維物空間與二維影像空間的點位對應，可以將地面點反投影到影像面上，但因為 ADS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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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掃式的成像模式是線列式的中心透視投影，各線列的外方位並不相同，由地面坐標要反投影至

影像面時，不易得知要取用那一線列的外方位才能恰好投影至該列影像像元上，故需要反覆的計

算、蒐尋及內插。而由影像空間投影至物空間，過程中再逐步去內插逼近到與物空間坐標相對應

的影像像元，是較易程式化的具體作法。 

在未進行空三平差前，僅憑單張的 L0 影像，亦無法直接建立由影像坐標至地面坐標的投影

關係，因此需搭配 DEM 資料提供地面高程，利用共線式以光線追蹤法，由影像坐標出發解算至

地面平面坐標。  

本案測試就農航所提供正射影像上量取一多邊形之平面坐標，利用自行開發程式讀取 ODF

檔及 CAM 檔，再配合 DTM 內插計算，在 ADS40 的原始影像 L0 上標記，經視覺判識確認對位

成功，成果如圖 4-8 與圖 4-9 所示。 

 

圖 4-8. 正射影像(DMC 相機拍攝) 

 

- 43 -
1022719

http://www.coa.gov.tw


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102 年度「高解析度航遙測影像於崩塌地多維資訊自動萃取與資料庫建置(2/3)」期末報告書 

 

27 

 

 

圖 4-9. ADS40 L0 影像及影像對位成果 

4-3-1-2 原始影像產製 DTM 

當土地崩塌發生時，為儘速偵測地形變化，在第一時間可能採用原始導航資料配合空照影像

自動產製高程資料。雖然自動匹配所獲取的是 DSM 的資料，但如同本計畫一樣，主要目的在於

偵測崩塌區，而這些區域絕大部份為裸露地，所以可以直接引用該資料。雖然這些成果帶有某種

程度的誤差，但在導航儀器如期率定情況下，其方位參數之系統誤差量應甚小。當然像片方位的

系統誤差也會直接影響影像匹配的精度及可靠度，依 101 年度的研究成果顯示(在下一節敘述)，

嘗試以空三前後的點位坐標進行 DTM 成果的基準轉換，經比較暸解仍可能存有約 0.3m 至 1m 的

高程誤差未能消除。但這種成果對於初步暸解地形變化，以便迅速擬定救災策略，仍是重要的參

考資料。 

依本計畫目標，期望能進行高度自動化方式利用原影像獲取 DTM 資料，也就是說以往要由

操作員以手動方式輸入影像及其方位參數後，再交由 Match-T 程式匹配 DTM，現在由本計畫開

發程式模組以自動或半自動方式完成這項工作。 

以 DMC 影像匹配產製 DTM 為例說明，人工的操作方式是在軟體 ApplicationMaster 中建立

一個專案，輸入航拍影像的各項參數，如圖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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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參數會記錄在一個專案檔(project file)中，再由操作員進入 Match-T 程式中去執行。在該

專案檔中記錄有六項主要資料：專案資料(使用者、執行日期、坐標系統、單位等)、區域資料(像

片檔名集合)、像片資料(路徑檔名、外方位參數等)、相機(型號、拍攝日期、內方位參數、GPS

天線支距等)、DTM(DTM_ID、輸出路徑檔名及格式等)、DTM 參數(參數 ID、網格寬度、產製日

期、輸出路徑、附加斷線或結構線資料等)。 

本計畫開發的程式模組會先開啟一個既有的專案檔，目前設計該程式畫面如圖 4-11。專案中

大部份的參數維持不變，最主要的是讀入偵測崩塌區所使用的影像檔名，並依檔名到資料庫(如

DMC 影像的 SEL 檔)中搜尋相對應的方位參數以取代舊有參數，再至 DOS command 環境(命令提

示字元)下由 Match-T 程式執行批次匹配作業，如圖 4-12，以獲取 DTM 資料。當然專案檔中的各

項參數未來可依操作人員所需，再行修改程式加以更換替代，以符合作業上的實際需求。 

至於在 DOS command 環境下，執行 Match-T 程式時還可以設定 102 個選項(option)參數，例

如專案、3D 區域邊界線(3D area borderline)、在線模式(online models)、興趣操作元(interesting 

operator)、匹配(matching)、3D 點雲(3D point cloud)、DTM 應用(DTM application)、分區管理應用

(tile manager application)。這其中大部份是在前述專案中沒有的參數，例如專案參數僅能輸出

binary 格式的 DTM，而本計畫可以在此處設定輸出 ASCII 且是規則網格的 xyz 坐標檔，以供後續

其他程式模組讀取再計算利用。 

 

圖 4-10. 人工操作建立影像參數匹配 DTM 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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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替換 Match-T 匹配專案參數的雛型程式畫面 

 

圖 4-12. 執行 Match-T 批次匹配畫面 

ADS40 影像與 DMC 影像匹配 DTM 程序並不相同。DMC 原始影像可直接交由 Match-T 的

匹配程式去產製 DTM，但 ADS40 原始的 L0 等級影像並不能直接利用，必須先產生 L1 等級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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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含金字塔影像)才能交給 Match-T 使用，當然匹配 ADS40 影像的選項參數亦有不同。 

因為目前農航所處理 ADS 影像的專用軟體區分有舊版的 GPro 與新版 XPro，這二套軟體所

產生的相關檔案系統有所差異，用以產生 L1 影像的程式與參數檔亦不相同，例如 GPro 使用程式

rectify.exe 去讀取敘述影像的 XML 檔，而 XPro 使用程式 imagegenerator.exe 直接讀取引數。當然

XPro 是新版軟體，其產生 L1 影像的執行效率是數倍於 GPro 的程式。但問題在於 XPro 的檔案系

統中缺少 L0 影像參數的支持檔(support file)及方位資料參數檔 (Orientation Data File, ODF)，對於

本案要直接處理原始影像的計畫是不利的。簡單的說，GPro 軟體所產生的影像檔案系統適合本案

處理 L0 影像，而 XPro 軟體程式則適合批次產生 L1 影像。但要二者兼顧即表示事先要作業人員

操作二套軟體，產生各自的檔案系統才行。 

基於農航所的現行作業主要仍以 GPro 軟體處理 ADS40 影像，因此本計畫暫以 GPro 的糾正

程式 rectify.exe 讀取 XML 去產製 L1 影像。日後待作業程序採用 XPro 軟體時，本案再依其 L0 影

像檔案系統及相關的方位參數檔去開發能直接處理原始影像的程式模組。 

4-3-1-3 以空三前後共同點位之坐標進行 DTM 的高程轉換 

當土地崩塌發生時，為儘速偵測地形變化，在第一時間可能採用原始導航資料配合空照影像

自動產製高程資料，這些成果雖然帶有某種程度的誤差，但在導航儀器如期率定情況下，其方位

參數之誤差量應甚小，傳播至高程所產生的誤差尚能接受，足以作為擬定應變政策的重要參考資

訊。爾後經過空三計算獲得精密的方位參數時，若能有效消除前述高程資料中因原始方位參數誤

差所產生的高程誤差，則能減少重新產製高程資料的工作量，對提高後續作業效率時程有極大助

益。因此本項工作之目的是為採用空三前後的方位參數，配合空三作業的共同的點位，例如佈標

點或自然點等的控制點或連接點，作為高程轉換的參考點，再經坐標轉換模式計算轉換參數，最

後進行崩塌區在空三前後的高程轉換，藉以消除方位參數誤差所造成的高程誤差。 

參考點位的地面坐標的獲取，採用航測常用的共線式，分別使用空三前後的方位參數以空間

前方交會(Space Intersection)實施計算。高程的坐標轉換採用三度空間座標的正交轉換，此七參數

包括一個尺度參數 S，三個平移參數ΔX、ΔY、ΔZ，及三個旋轉參數εx、εy、εz。較常使用

的模式有 Bursa-Wolf 模式和 Molodensky-Badekas 模式。 

Bursa-Wolf 模式如下： 

Molodensky-Badekas 模式為避免參數間的高相關影響求解，則先平移至點群中心再行轉換，

數學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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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測試資料顯示，此二種模式的轉換參數雖不相同，對本工作而言其效果相同，經測試證實

轉換後之高程數據完全相同，故後文均採用 Bursa-Wolf 模式之成果。 

在進入轉換測試之前，先選一張圖幅區域觀察空三前後高程變 化情形，高程差的計算是以

空三前後自動產製的 DTM(10m 網格)相減而得，如圖 4-13 所示，可以發現在露裸區的高程差較

小，而植被區的高程差則較大(本區最大至-60m 及+40m)。 

 

圖 4-13. 空三前後高程差示意圖(左:正射影像，右:高差圖) 

一般高程資料的自動產製流程，是先進行空三計算作業，將原始影像依方位參數製成核線影

像，再於核線影像上進行自動影像匹配獲得共軛點，然後再依空間前方交會計算地面坐標。因為

大量的匹配點呈現點雲形態，專業軟體會再利用過濾內插程序獲得地面高程資料。 

推論圖中高程差的可能來源主要有三個，一是空三前後的方位誤差，二是影像匹配錯點，三

是過濾內插的誤差。方位誤差同時影響了核線影像上共軛點的匹配成果(數量)，以及空間前方交

會的坐標計算；而當匹配所得的地面點數量不足或錯誤時，則可能無法適當濾除植被點而造成高

程錯誤，所以在植被區的高程差值明顯大於露裸區。 

儘管植被區的高程差相當大，因為本案目標在於崩塌區的高程轉換，所受影響相對較少。但

這並不表示在崩塌區因過濾不當所造成的高程誤差不存在，而且即使濾除了所有的地物點，前述

所提的方位誤差所造成的高程誤差仍然存。本案在此暫不處理過濾不完全所造成的高程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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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僅選擇崩塌區為測試區域，採用上文所述公式轉換高程，期望能儘量改善因方位誤差所導致

的高程誤差。 

在 DMC 相機部份，採用圖號 95193067 內的二個崩塌區進行測試。第一區如圖 4-14 所示，X

方向相距約 510m，Y 方向相距約為 360m，面積約為 5.465 公頃，區內高程範圍在 332~675m 之

間。計算高程轉換參數時，搜尋周圍最鄰近的 8 個點位為控制依據，依原始方位資料所自動產製

的 DTM 進行轉換。本研究視空三後自動產製的 DTM 為真值，比較轉換前後 DTM 之高程差，其

高程差如圖 4-15 所示。以 10m 網格高程點 567 點統計，高差統計如表 4-3、高差分布如表 4-4、

1.5 m 內的高差分布直方圖如圖 4-16。數據顯示轉換高程之精度確有改善情形。 

 

圖 4-14. DMC 高程轉換測試 I 區 

 

圖 4-15. DMC 測試 I 區 DTM 差值圖(左：轉換前，右：轉換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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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DMC 測試 I 區轉換前後 DTM 差值統計(單位:公尺) 

DMC 測試 I 區 轉換前高程差 轉換後高程差 

最大正差 2.43 2.27 

最大負差 -2.91 -3.14 

平均誤差 0.22 -0.04 

絕對平均誤差 0.35 0.24 

均方根誤差 0.48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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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DMC 測試 I 區轉換前後 DTM 差值統計(單位:公尺) 

高差(m) 轉換前點數 轉換後點數 

-3.25 ~ -3.00  1 

-3.00 ~ -2.75 1 0 

-2.75 ~ -2.50 0 0 

-2.50 ~ -2.25 1 0 

-2.25 ~ -2.00 1 0 

-2.00 ~ -1.75 0 0 

-1.75 ~ -1.50 0 2 

-1.50 ~ -1.25 1 0 

-1.25 ~ -1.00 1 2 

-1.00 ~ -0.75 4 5 

-0.75 ~ -0.50 11 24 

-0.50 ~ -0.25 14 94 

-0.25 ~ 0.00 89 193 

0.00 ~ 0.25 179 162 

0.25 ~ 0.50 173 63 

0.50 ~ 0.75 58 11 

0.75 ~ 1.00 18 6 

1.00 ~ 1.25 6 1 

1.25 ~ 1.50 3 2 

1.50 ~ 1.75 4 0 

1.75 ~ 2.00 1 0 

2.00 ~ 2.25 0 0 

2.25 ~ 2.50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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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DMC 測試 I 區轉換前後 DTM 差值直方圖 

第二區如圖 4-17 所示，X 方向相距約 520m，Y 方向相距約為 640m，面積約為 6.53 公頃，

區內高程範圍在 462~565m 之間。計算高程轉換參數時，搜尋周圍最鄰近的 7 個點位為控制依據，

依原始方位資料所自動產製的 DEM 進行轉換。本研究視空三後自動產製的 DEM 為真值，比較

轉換前後 DEM 之高程差，其高程差如圖 4-18 所示。以 10m 網格高程點 964 點統計，高差統計如

表 4-5、高差分布如表 4-6、1.5m 內高差直方圖如圖 4-19。數據顯示即使方位參數未經空三平差，

其產製的高程精度仍較轉換者為佳，推測可能是較接近儀器率定時間，系統誤差較少。而轉換高

程的精度雖未能改善，但仍在 DTM 匹配誤差之內，其成果仍屬可用。 

 

圖 4-17. DMC 高程轉換測試 II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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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DMC 測試 II 區 DTM 差值圖(左:轉換前，右:轉換後) 

 

表 4-5. DMC 測試 II 區轉換前後 DTM 差值統計(單位:公尺) 

DMC 測試 II 區 轉換前高程差 轉換後高程差 

最大正差 4.31 3.74 

最大負差 -1.75 -1.82 

平均誤差 -0.02 -0.19 

絕對平均誤差 0.25 0.28 

均方根誤差 0.40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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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DMC 測試 II 區轉換前後 DTM 差值分布 

高差(m) 轉換前點數 轉換後點數

-2.00 ~ -1.75 1 2 

-1.75 ~ -1.50 3 0 

-1.50 ~ -1.25 1 2 

-1.25 ~ -1.00 3 6 

-1.00 ~ -0.75 8 19 

-0.75 ~ -0.50 28 71 

-0.50 ~ -0.25 98 163 

-0.25 ~ 0.00 198 283 

0.00 ~ 0.25 271 120 

0.25 ~ 0.50 54 18 

0.50 ~ 0.75 15 2 

0.75 ~ 1.00 5 5 

1.00 ~ 1.25 2 1 

1.25 ~ 1.50 4 0 

1.50 ~ 1.75 0 0 

1.75 ~ 2.00 1 0 

2.00 ~ 2.25 1 0 

2.25 ~ 2.50 0 0 

2.50 ~ 2.75 0 0 

2.75 ~ 3.00 0 0 

3.00 ~ 3.25 0 0 

3.25 ~ 3.50 0 0 

3.50 ~ 3.75 0 2 

3.75 ~ 4.00 0  

4.00 ~ 4.25 0  

4.25 ~ 4.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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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DMC 測試 II 區轉換前後 DTM 差值直方圖 

在 ADS40 相機部份亦進選用二個測試區。第一區採用圖號 95193037 中崩塌區內之矩形區，

如圖 4-20 所示，X 方向長度為 1200m，Y 方向寬度為 500m，區內高程 661~1207m，面積 60 公頃。

計算轉換參數時，搜尋周圍最鄰近的 7 個點位為控制依據，將依原始方位資料所自動產製的 DTM

進行轉換，其高程差圖如圖 4-21 所示。以 10m 網格高程點 6196 點統計，高差統計如表 4-7、高

差分布如表 4-8、2m 內高差直方圖如圖 4-22。因為本測試區範圍較廣且高程起伏較大，數據顯示

轉換後的高程有更明顯的改善情形。 

 

圖 4-20. ADS40 高程轉換測試 I 區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1
.5
0
 ~
 ‐
1
.2
5

‐1
.2
5
 ~
 ‐
1
.0
0

‐1
.0
0
 ~
 ‐
0
.7
5

‐0
.7
5
 ~
 ‐
0
.5
0

‐0
.5
0
 ~
 ‐
0
.2
5

‐0
.2
5
 ~
 0
.0
0

0
.0
0
 ~
 0
.2
5

0
.2
5
 ~
 0
.5
0

0
.5
0
 ~
 0
.7
5

0
.7
5
 ~
 1
.0
0

1
.0
0
 ~
 1
.2
5

1
.2
5
 ~
 1
.5
0

轉換前

轉換後

- 55 -
1022719

http://www.coa.gov.tw


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102 年度「高解析度航遙測影像於崩塌地多維資訊自動萃取與資料庫建置(2/3)」期末報告書 

 

39 

 

 

圖 4-21 ADS40 測試 I 區 DTM 差值圖(上:轉換前，下:轉換後) 

表 4-7. ADS40 測試 I 區轉換前後 DTM 差值統計(單位:公尺) 

ADS40 測試區 I 轉換前高程差 轉換後高程差 

最大正差 15.95 14.15 

最大負差 -5.92 -6.21 

平均誤差 0.96 -0.01 

絕對平均誤差 0.97 0.15 

均方根誤差 1.06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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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ADS40 測試 I 區轉換前後 DTM 差值分布 

高差(m) 轉換前點數 轉換後點數 

-7 ~ -6  1 

-6 ~ -5 1 1 

-5 ~ -4 1 2 

-4 ~ -3 1 1 

-3 ~ -2 3 2 

-2 ~ -1 5 9 

-1 ~ 0 11 3140 

0 ~ 1 3600 2997 

1 ~ 2 2509 8 

2 ~ 3 25 4 

3 ~ 4 6 0 

4 ~ 5 1 0 

5 ~ 6 1 2 

6 ~ 7 1 1 

7 ~ 8 2 0 

8 ~ 9 1 1 

9 ~ 10 0 0 

10 ~ 11 0 0 

11 ~ 12 0 0 

12 ~ 13 0 0 

13 ~ 14 0 0 

14 ~ 15 0 1 

15 ~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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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ADS40 測試 I 區轉換前後 DTM 差值直方圖 

第二區採用圖號 95193074 中崩塌區，如圖 4-23 所示。因為區內尚有非崩塌區，為避免該區

影響測試數據，做僅切取部份區域進行測試。 測試區 X 方向長度為 413m，Y 方向寬度為 653m，

區內高程 218~237m，面積 15.9 公頃。計算轉換參數時，搜尋周圍最鄰近的 7 個點位為控制依據，

將依原始方位資料所自動產製的 DTM 進行轉換，其高程差圖如圖 4-24 所示。以 10m 網格高程點

1596 點統計，高差差統計如表 4-9、高差分布如表 4-10、1.5m 內高差直方圖如圖 4-25。。數據顯

示轉換後的高程與 ADS40 測試區 I 有相近的改善程度。 

 
圖 4-23. ADS40 高程轉換測試 II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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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ADS40 測試 II 區 DTM 差值圖(左:轉換前，右:轉換後) 

表 4-9. ADS40 測試 II 區轉換前後 DTM 差值統計(單位:公尺) 

ADS40 測試區 II 轉換前高程差 轉換後高程差 

最大正差 10.18 8.43 

最大負差 -1.58 -2.64 

平均誤差 0.91 0.10 

絕對平均誤差 0.91 0.12 

均方根誤差 0.96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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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ADS40 測試 II 區轉換前後 DTM 差值分布 

高差(m) 轉換前點數 轉換後點數 

-3.0~-2.5  1 

-2.5~-2.0  0 

-2.0~-1.5 1 0 

-1.5~-1.0 0 0 

-1.0~-0.5 0 0 

-0.5~0.0  0 197 

0.0~0.5   9 1390 

0.5~1.0   1247 5 

1.0~1.5   328 1 

1.5~2.0   7 1 

2.0~2.5   2 0 

2.5~3.0   0 0 

3.0~3.5   1 0 

3.5~4.0   0 0 

4.0~4.5   0 0 

4.5~5.0   0 0 

5.0~5.5   0 0 

5.5~6.0   0 0 

6.0~6.5   0 0 

6.5~7.0   0 0 

7.0~7.5   0 0 

7.5~8.0   0 0 

8.0~8.5   0 1 

8.5~9.0   0  

9.0~9.5   0  

9.5~10.0  0  

10.0~1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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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ADS40 測試 II 區轉換前後 DTM 差值直方圖 

4-3-2 原始航攝影像萃取地形及光譜資訊功能之研究與開發 

4-3-2-1 物件式影像分類準則設計之各階段成果 

 針對原始航照影像萃取光譜資訊功能，分以下兩項各別討論，分別為：雲覆蓋地區萃取，以

及影像分層萃取崩塌地。 

4-3-2-1-1 雲覆蓋地區萃取 

雲覆蓋地區萃取流程如圖 4-26 所示，於 DMC 或 ADS40 影像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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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雲覆蓋地區萃取流程圖 

為了方便說明準則建立，以下為本研究中使用到的指標代號： 

BV_skewness：整體影像的亮度值之偏態係數。 

BV_cloud：定義雲覆蓋地區的亮度值。 

BV_Q3：為整體影像的第 3 四分位數之光譜亮度值。 

BV_mean：為整體影像的平均值。 

BV_Q2：為整體影像之光譜亮度值的中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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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覆蓋地區萃取的流程中，首要的步驟為決定初步的雲覆蓋地區亮度值。其判斷準則如下： 

 

圖 4-27. 雲覆蓋地區初步判釋亮度值準則圖 

本計畫利用偏態係數判釋影像的品質，決定係數門檻值的方式為試誤法。若大於 0.45，則定

義亮度門檻值為影像亮度值之第 3 四分位數，反之定義為 1200。 

由於影像中有些地物的光譜反射值較亮，如房舍屋頂和崩塌地，因此於初步的雲層偵測時會

將其偵測出來，導致錯誤分類的產生。為了避免此種問題，首先將初步偵測的雲層類別合併，接

著過濾較小的區域。 

 

圖 4-28. 過濾較小面積雲覆蓋地區圖 

圖 4-29 和圖 4-30 為初步雲覆蓋地區偵測時錯誤的地區（綠色區域），包括房舍、田地和部分

崩塌地區域，因此，需將這些錯誤地區過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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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錯誤雲覆蓋地區示意圖（1） 

 

圖 4-30. 錯誤雲覆蓋地區示意圖（2） 

初步雲覆蓋地區主要為雲層較厚的區域，並不包含雲層較薄的區域。因此，為了將初步雲覆

蓋地區的薄雲地區進一步偵測出來，本計畫使用區域成長法，其概念如圖 4-31 所示，左邊的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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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區塊的部分為尚未成長的區塊；右圖為成長後的區塊。黃色類別定義為鄰近區塊（或稱作為

候選區塊）。因此，其執行步驟必須定義的參數有：1.成長的類別（domain area）。2.鄰近的類別（候

選類別）。3.成長的條件（以鄰近類別的條件為主）。4.迭代次數。 

 

圖 4-31. 區域成長示意圖（eCognition 8.8 reference book） 

執行步驟如下： 

1. 選取成長的類別（參數 1）。 

2. 選取鄰近的類別（參數 2、候選類別）。 

3. 定義成長的條件（參數 3、為根據候選類別為條件）。 

4. 根據迭代次數（參數 4）重複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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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成長條件以及迭代次數說明表 

參數 影響情形 

成長條件 

成長條件為候選類別的光譜亮度值，若將光譜亮度值之門檻值調

低，則區域的區塊會越大；反之，若將光譜亮度值的門檻值調高，

則區域的區塊會變小。 

迭代次數 

迭代次數表示成長類別和鄰近類別依據成長條件的計算次數。當

迭代次數越多時，則區域成長的面積會越大；迭代次數越小時，

則區域成長的面積相對越小。 

 

區域成長法的準則建立如圖 4-32 所示： 

BV_skewness

BV_mean
候選條件:BV>=BV_Q2

迭代次數:5

候選條件:BV>=BV_Q2
迭代次數:5

候選條件:BV>=BV_Q3
迭代次數:5

>= 0.45< 0.45

>= 700< 700

圖 4-32. 區域成長準則圖 

圖 4-33 至圖 4-37 為初步雲覆蓋地區和經由區域成長法偵測出來的結果（綠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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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初步萃取（左）與區域成長雲覆蓋地區（右）（1） 

  

圖 4-34. 初步萃取（左）與區域成長雲覆蓋地區（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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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初步萃取（左）與區域成長雲覆蓋地區（右）（3） 

  

圖 4-36. 初步萃取（左）與區域成長雲覆蓋地區（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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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初步萃取（左）與區域成長雲覆蓋地區（右）（5） 

由以上雲覆蓋地區的萃取成果可知，利用區域成長法可以將薄雲地區有效地偵測出來。為了

評估各影像中雲覆蓋地區萃取的精度，於各張影像中建立雲覆蓋地區類別的誤差矩陣。 

表 4-12. 影像 1 雲覆蓋地區評估誤差矩陣 

 

地面參考分類資料 

使用者精度 

雲層 非雲層 總和 

分

類 

資

料 

雲層 32417 2365 34782 93.2% 

非雲層 1846 1024748 1026594 99.8% 

總和 34263 1027113 1061376  

生產者精度 94.6% 99.8%   

整體精度：99.6%；Kappa 值：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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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影像 2 雲覆蓋地區評估誤差矩陣 

 

地面參考分類資料 

使用者精度 

雲層 非雲層 總和 

分

類 

資

料 

雲層 6000 0 6000 100% 

非雲層 1121 1054225 1055346 99.9% 

總和 7121 1054225 1061346  

生產者精度 84.3% 100%   

整體精度：99.8%；Kappa 值：91.4% 

表 4-14. 影像 3 雲覆蓋地區評估誤差矩陣 

 

地面參考分類資料 

使用者精度 

雲層 非雲層 總和 

分

類 

資

料 

雲層 61860 0 61860 100% 

非雲層 5745 993771 999516 99.4% 

總和 67605 993771 1061376  

生產者精度 91.5% 100%   

整體精度：99.5%；Kappa 值：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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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影像 4 雲覆蓋地區評估誤差矩陣 

 

地面參考分類資料 

使用者精度 

雲層 非雲層 總和 

分

類 

資

料 

雲層 22360 4374 26734 83.6% 

非雲層 385 1034257 1034642 99.9% 

總和 22745 1038631 1061376  

生產者精度 98.3% 99.6%   

整體精度：99.6%；Kappa 值：90.1% 

表 4-16. 影像 5 雲覆蓋地區評估誤差矩陣 

 

地面參考分類資料 

使用者精度 

雲層 非雲層 總和 

分

類 

資

料 

雲層 25507 3369 28876 88.3% 

非雲層 1097 1031403 1032500 99.9% 

總和 26604 1034772 1061376  

生產者精度 95.8% 99.7%   

整體精度：99.6%；Kappa 值：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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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表 4-10 到表 4-14 之雲覆蓋地區評估的誤差矩陣得知，利用統計特徵值檢驗影像品質，

並搭配區域成長技術，不僅可以有效地偵測出雲覆蓋地區，其附近的薄雲地區也可以一併被偵測

出來。雲覆蓋地區萃取的精度評估，在生產者和使用者精度方面，皆有 83%以上的精度；整體精

度方面，皆有 99%以上的精度；Kappa 值也皆有 90%以上的精度。 

圖 4-38. 影像雲覆蓋地區萃取精度成果圖 

4-3-2-1-2 影像分層萃取崩塌地 

為了方便說明準則建立，以下為本研究中使用到的指標代號： 

BVQ1：整體影像的第 1 四分位數之光譜亮度值。 

BVQ3：整體影像的第 3 四分位數之光譜亮度值。 

BV_Area0102_Q2：「陰暗地區和正常地區」之光譜亮度值的中位數。 

NDVI_Q1：整體影像第 1 四分位數之常態化植生指數。 

(一) 影像分區成果 

影像分區流程如圖 4-39 所示，其中 BVQ1 和 BVQ3 分別為影像第 1 四分位數和第 3 四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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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之光譜亮度值。以此兩個光譜統計特徵值將影像區分為陰暗地區、正常地區以及較亮地區。 

> BVQ3

原始影像

統計影像中的BVQ1
以及BVQ3

陰暗地區 正常地區

較亮地區

(不包含雲層地區)

<=BVQ1 BVQ1~ BVQ3

雲層地區

圖 4-39. 影像分區流程圖 

圖 4-40 至圖 4-44 分別為影像 1 至影像 5 的原始影像圖和對應之影像分區圖，各個原始影像

的光譜亮度值資訊如表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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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各個原始影像光譜資訊 

影像名稱 BVQ1 BVQ3 

影像 1 391.04 583.91 

影像 2 416.94 641.36 

影像 3 301.98 488.15 

影像 4 413.21 645.67 

影像 5 413.45 617.40 

 

   

圖 4-40. 原始影像圖（左）和對應影像分區圖（右）（影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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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原始影像圖（左）和對應影像分區圖（右）（影像 2） 

  
 

圖 4-42. 原始影像圖（左）和對應影像分區圖（右）（影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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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原始影像圖（左）和對應影像分區圖（右）（影像 4） 

   

圖 4-44. 原始影像圖（左）和對應影像分區圖（右）（影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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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影像之分區圖中，黃色部分為陰暗地區，此區塊的影像為雲覆蓋地區以及山地附近的陰

影地區；藍色部分為正常地區，此區塊的影像在整個影像中，佔據大部分面積；紅色部分為較亮

地區，此區塊絕大部分為崩塌地和河道淤積地區；綠色部分為雲覆蓋地區。因此，利用統計特徵

值分區方法，可以將原本複雜的原始影像，分成三大主要區塊，以利於後續崩塌地的萃取與分析。 

(二) 各分區崩塌地萃取成果 

陰暗地區萃取崩塌地的流程如圖 4-45 所示，其中 BV_Area0102_Q2 表示陰暗地區和正常地區

之光譜亮度值的中位數；NDVI_Q1 表示整體影像第 1 四分位數之常態化植生指數。因此，陰暗

地區的崩塌地萃取步驟首先透過線性相關糾正法（式 1），將該地區的光譜亮度值、紅色波段以及

近紅外波段轉換到正常地區的光譜亮度值，接著利用轉換後紅色波段以及近紅外波段亮度值計算

常態化植生指數，最後建立陰暗地區崩塌地萃取的準則。因此，分析此陰暗地區之光譜亮度值已

線性轉換至正常地區的光譜亮度值，不再是小於前述之 BV_Q1 之光譜值。屆時陰暗地區崩塌地

的萃取準則為：若該地區中地物糾正後之光譜亮度值大於等於 BV_Area0102_Q2 以及常態化植生

值數小於等於 NDVI_Q1，則該地區視為崩塌地，反之則否。 

 

圖 4-45. 陰暗地區萃取崩塌地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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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6 到圖 4-48 為陰影地區之崩塌地萃取成果示意圖，可知透過線性相關糾正法轉換，可

以將陰影地區的崩塌地（棕色地區）有效地萃取。 

圖 4-46. 陰暗地區（左）以及崩塌地萃取成果（右）圖（1） 

  

圖 4-47. 陰暗地區（左）以及崩塌地萃取成果（右）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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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陰暗地區（左）以及崩塌地萃取成果（右）圖（3） 

正常地區以及較亮地區之崩塌地萃取流程如圖 4-49 所示。其中 BV_Area0102_Q2 為陰暗地區

和正常地區之光譜亮度值的中位數；NDVI_Area0102_Q2 為陰暗地區和正常地區之常態化植生指

數。因此，於影像正常地區中，若光譜亮度值大於等於 BV_Area0102_Q2 以及常態化植生指數小

於等於 NDVI_Area0102_Q2，則該地區視為崩塌地；較亮地區中的地物直接視為崩塌地，但此區

塊不包含雲層地區。 

 

圖 4-49. 正常以及較亮地區崩塌地萃取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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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0 到圖 4-52 為正常地區之崩塌地萃取成果；圖 4-53 到圖 4-55 為較亮地區之崩塌地萃取

成果。因此，在僅使用二維航照影像、而尚未利用三維地形資料輔助崩塌地判釋的情況下，利用

光譜反射值以及常態化植生指數指標，可以有效萃取出崩塌地區域。 

  

圖 4-50. 正常地區（左）以及崩塌地萃取成果（右）圖（1） 

 

圖 4-51. 正常地區（左）以及崩塌地萃取成果（右）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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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 正常地區（左）以及崩塌地萃取成果（右）圖（3） 

圖 4-53. 較亮地區（左）以及崩塌地萃取成果（右）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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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 較亮地區（左）以及崩塌地萃取成果（右）圖（2） 

 

圖 4-55. 較亮地區（左）以及崩塌地萃取成果（右）圖（3） 

雲覆蓋地區附近區域的光譜亮度值較亮，加上薄雲地區的常態化植生指數較低，因此，容易

將雲覆蓋地區附近的區域誤萃取成崩塌地。為了解決此問題，本計畫利用物件之相鄰指標計算，

將雲覆蓋地區附近錯誤的崩塌地過濾。圖 4-56 和圖 4-57 為雲覆蓋地區附近崩塌地過濾的成果（綠

色：雲層區域；棕色：崩塌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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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6. 崩塌地過濾前（上）過濾後（下）示意圖 

 

圖 4-57. 崩塌地過濾前（左）過濾後（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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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方法分別萃取陰暗地區和正常地區之崩塌地之後，可利用 eCognition 將分層

萃取結果整合，若整合之後有邊界相鄰的區塊，也可利用 eCognition 將這些區塊合併。然後

便可按照圖 4-6 所示之崩塌地自動萃取流程，考慮各區塊之形狀、光譜、大小和相鄰性等因

子，初步將崩塌地萃取出來並轉換成向量圖檔。初步崩塌地圖檔具有影像坐標，經過坐標轉

換程序可產生具有地圖坐標的崩塌地向量圖檔，接著以 ArcGIS 軟體套疊三維地形資料進一

步分析，便可過濾可能誤判之崩塌地，如以坡度變化率等從初步崩塌地中分辨出土石流。 

4-3-2-2 光線追蹤法精度檢核 

為檢核光線追蹤法的轉換精度，本計畫於原始影像上數化欲檢核轉換後的多邊形，並將數化

後之向量檔以光線追蹤法轉換後，套疊至於正射影像上，以檢核轉換後的精度。如圖 4-58 為於原

始影像上數化的向量檔示意圖；圖 4-59 中的黃色邊緣為轉換後的向量檔，藍色邊緣為檢核向量

圖。 

 

圖 4-58. 原始影像上數化欲檢核向量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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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9. 光線追蹤法轉換向量圖套疊於正射影像 

圖 4-60 為影像 1 至影像 3 之光線追蹤法檢核點分佈圖；圖 4-61 為影像 4 以及影像 5 之光線

追蹤法檢核點分佈圖。 

 

  

圖 4-60. 光線追蹤法檢核點分佈（影像 1、影像 2、影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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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 光線追蹤法檢核點分佈（影像 4、影像 5） 

本研究選取影像中的屋角點以檢核光線追蹤法之精度，其原因為研究區域是以山地地形為主，

其道路區域多為彎曲，並且大部分被崩塌地覆蓋。因此，不易選取道路的轉折點作為光線追蹤法

的檢核點。 

圖 4-62 為經由光線追蹤法轉換以後誤差向量圖。由此圖可知單一建物的誤差方向一致，推估

為原始影像未經正射糾正之高差位移誤差量；各個建物彼此之間的誤差方向於縱方向（Y 方向）

不一致，但於橫方向（X 方向）一致（均為朝向東），推估造成此誤差的原因為：本研究所採取

DEM 作為光線追蹤法轉換的資料，與正射影像產製時所使用的 DEM 不同。因此，推估轉換後偏

東移的誤差為不同時期之 DEM 所產生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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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 光線追蹤法誤差向量圖 

為量化誤差向量，本研究將各張影像上數化邊緣的頂點，與正射影像上數化邊緣的頂點套疊，

以檢核 x 方向、y 方向和整體的轉換精度，其成果如圖 4-63 到圖 4-67 所示。 

- 87 -
1022719

http://www.coa.gov.tw


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102 年度「高解析度航遙測影像於崩塌地多維資訊自動萃取與資料庫建置(2/3)」期末報告書 

 

71 

 

 

圖 4-63. 影像 1 轉換檢核圖 

 

圖 4-64. 影像 2 轉換檢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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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5. 影像 3 轉換檢核圖 

圖 4-66. 影像 4 轉換檢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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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7. 影像 5 轉換檢核圖 

表 4-18 為各張影像上的點位於 x 方向、y 方向和整體的均方根誤差，從中可知 x 方向的均方

根誤差約在 1 到 3.5 m 的範圍內，此部分誤差為建物高差位移；y 方向的均方根誤差約在 1 到 3 m

的範圍內；整體均方根誤差約在 1 到 3.5 m 範圍內。 

表 4-18. 各張影像光線追蹤法之轉換精度成果表 

影像名稱 RMSEX （m） RMSEY （m） RMSETotal （m） 

影像 1 1.03 1.20 1.58 

影像 2 1.16 2.25 2.53 

影像 3 2.58 1.66 3.07 

影像 4 1.24 1.55 1.98 

影像 5 3.05 1.12 3.25 

4-3-2-3 自動萃取成果視覺化檢核與人工編修 

原始影像經本計畫所開發之「二階段崩塌地自動化萃取流程」可概略分為幾個步驟：(1)影像

分割、(2)基於光譜資訊的物件導向分類、(3)第一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影像坐標)的對位、(4)基於地

形資訊的過濾、(5)為第二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地圖坐標)加入影像資訊之屬性欄位。前述分析步驟

均可高度自動化，經過一系列的分析作業後，使用者應針對個別影像的自動化萃取成果進行人工

檢核與編修，以彌補自動化萃取流程的誤判或漏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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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自動化萃取精度的方法有三：(1)將第二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地圖坐標)套疊於現有正射影

像─惟正射影像與原始影像拍攝時間不同，無從區別誤判、漏判或真正的地貌改變；(2)與其他已

完成之計畫成果比較─在此仍有時間基準不一致的問題；(3)在原始影像上做檢核─本計畫即依此

方式設計檢核作業所需的程式。 

原始影像仍未經過地理對位，故僅具有影像坐標，無法直接將第二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地圖坐

標)套疊於其上，因此只有對第一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影像坐標)套疊是可行的。實際做法說明如

後： 

步驟一：在第一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影像坐標)的屬性表內新增一欄位，使該向量檔中各筆資

料的欄位值成為唯一而不重複的編號，第一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影像坐標)經對位與地形過濾後，

即為第二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地圖坐標)，該向量檔中的資料筆數因加上地形因子過濾而變少，但

各筆資料仍保有該新增欄位的欄位值。 

步驟二：將第一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影像坐標)與第二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地圖坐標)以該新增欄

位建立關聯，且僅保留第一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影像坐標)中欄位值同樣出現於第二階段崩塌地向

量檔(地圖坐標)的數筆資料，並將其輸出為第二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影像坐標)，此圖檔即具有經過

自動分析流程的崩塌地萃取成果，且可套疊於原始影像。由於兩者不存在時間差，使用者可自行

判斷是否有誤判或漏判之處，進行自動萃取成果之檢核作業，圖 4-68 至圖 4-70 為誤判與漏判之

示意圖。 

  

圖 4-68. 「建物」誤判為崩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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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9. 「道路」誤判為崩塌地 

 

圖 4-70. 漏判 

自動化萃取成果的編修可對套疊於原始影像上的第二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影像坐標)進行編修，

對於誤判之處，使用者直接將該筆資料刪除，程式將再次進行「欄位關聯」，於第二階段崩塌地

向量檔(地圖坐標)中刪除與該筆資料相應的資料；對於漏判之處，使用者自行數化，程式將將再

次執行「光線追蹤法」，將該筆數化資料於第二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地圖坐標)中產生。 

自動萃取成果視覺化檢核與人工編修之流程如圖 4-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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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 自動萃取成果視覺化檢核與人工編修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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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4 影像金字塔中任意層之自動萃取 

以 DMC 原始影像為例，空間解析度為 0.25m 者與為 2m 者，單張影像的分割時間分別為 7~8

分鐘與 6~7 秒，而於分割成果與後續之坐標轉換精度之差異並不大。考慮到分析標的─崩塌地之

尺度，建議使用空間解析度為 2 m 之原始影像，如此可大幅提升分析效率。 

本研究已設計程式，可供影像金字塔中任意層之自動萃取，使用者介面如圖 4-72 所示。 

 

圖 4-72. 自動萃取 2 m 解析度原始影像程式 

4-3-3 研究多維度資訊輔助崩塌地變遷之分析模式 

對於常見的分析範圍類別如事業區、林班地、縣市、鄉鎮、集水區等，本計畫事先進行分析，

將各筆崩塌地資料(質心)的坐落情形製作為屬性欄位，存於崩塌地向量檔的屬性表內。 

如此一來，當使用者的「分析範圍(如荖濃溪集水區)」剛好符合已存的分析範圍類別(集水區)

時，便毋須再進行空間套疊分析，可直接在屬性表中搜尋於該分析範圍類別欄位(集水區)，便可

獲得具有相同欄位值(荖濃溪集水區)的崩塌地資料，將其合併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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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參考 ArcGIS 中 Select By Attributes…的功能，設計「分析範圍內崩塌地分期合併輸出」

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如圖 4-73)，使用者首先於「屬性欄位選單」選擇分析範圍類別，而後可按

下“Get All＂開啟該欄位內的「欄位值選單」，從中指定「分析範圍」。輸入「分析範圍」後，程

式將於「資料庫內所有崩塌地向量檔中的各筆資料」中篩選出(質心)落於該「分析範圍」的各筆

崩塌地資料，並將其依航攝取像任務合併輸出。 

 

圖 4-73. 「分析範圍內崩塌地分期合併輸出」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以下以「單條件、分期輸出」為例，目前資料庫內存有兩個同地區的航拍任務崩塌地向量檔，

影像 footprint 與兩向量檔如圖 4-74 所示，屬性表內有坐落分區欄位(林班地、村里、集水區)，如

圖 4-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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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4. 兩航拍任務(090410d、091222d)有幾乎相同的各 6 個 footprint 

圖 4-75. 兩航拍任務崩塌地向量檔之屬性表(上：090410d、下：091222d) 

若以鄉鎮為分析範圍類別，選定「分析範圍」為「文武里」，系統會將文武里內之崩塌地資

料分期合併輸出，觀察二航拍任務時期之間，崩塌地規模與空間分布的變遷，空間分布情形與統

計數據如圖 4-76 與圖 4-7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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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6. 「分析範圍」(文武里)中，崩塌地空間分布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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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7. 「分析範圍」(文武里)中，崩塌地的統計值(左：090410d、右：091222d)

4-3-4 崩塌地多維資料庫雛型建置 

4-3-4-1 依航拍任務合併自各張原始影像產出的崩塌地向量檔 

同一航拍任務中，影像重疊部分所涵蓋的的崩塌地資料被重複建置，且於各張重疊影像上的

萃取成果不盡相同，如圖 4-78 所示。 

 

圖 4-78. 同一航拍任務中之不同原始影像，於重疊部分之自動萃取成果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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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同一航拍任務中的各張原始影像所產出的各個第二/三階段崩塌地向量檔合併為一「航拍任

務崩塌地向量檔」，來自各向量檔的重疊的各筆資料以聯集的方式合併，不重疊的各筆資料逐一

附加，以代表該航拍任務時期的崩塌地分布情形。入庫資料即為此「航拍任務崩塌地向量檔」。 

4-3-4-2 在崩塌地向量檔中加入所定義的屬性欄位 

本計畫對於資料庫內「航拍任務崩塌地向量檔」的屬性欄位定義項目可概分為影像資訊、坐

落分區與空間資訊三類。以下依各類屬性欄位之加入順序分別說明。 

(1)「影像資訊」之屬性欄位： 

於「二階段崩塌地自動化萃取流程」結束時，對該張原始影像所產出之第二階段崩塌地向量

檔(地圖坐標)加入「航拍任務」與「影像日期」，這兩項資料可由航攝記錄 SEL 檔取得，「航拍任

務崩塌地向量檔」的影像資訊屬性欄位便是承襲自此。來自同一航拍任務之原始影像的「航拍任

務」與「影像日期」均相同，因此，產出自各張原始影像的第二/三階段崩塌地向量檔依航拍任務

合併時，重疊部分取聯集後，該筆新崩塌地資料的屬性欄位值仍舊是同一個，不存在多值的問題。 

(2)「坐落分區」之屬性欄位： 

於產出自各張原始影像的第二/三階段崩塌地向量檔依航拍任務合併後，對「航拍任務崩塌地

向量檔」加入「坐落分區」，此項資料可由分析各筆崩塌地丘塊之質心坐落於某分析範圍類別之

區界圖中的情形獲得。 

空間分析流程如下： 

首先利用 ArcGIS 之 acrpy 模組提供的 Feature to point 工具，輸入項為「航拍任務崩塌地向量

檔」，輸出項為「(其中每筆崩塌地資料的)質心(centroid)向量檔」。Feature to point 工具之功能如圖

4-7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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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9. Feature to point 示意圖(ArcGIS 10.1 Help) 

接著利用 acrpy 模組提供的 Identity 工具，輸入項為「質心向量檔」，判斷項(identity feature)

為「某種分析範圍類別之區界圖(如事業區分區圖)」，輸出項為「含有“於某種分析範圍類別之區

界圖中之坐落分區＂屬性欄位的質心向量檔」。Identity 工具之功能如圖 4-80 所示。 

 

圖 4-80. Identity 示意圖(ArcGIS 10.1 Help) 

最後再次對「航拍任務崩塌地向量檔」與「含有“於某種分析範圍類別之區界圖中之坐落分

區＂屬性欄位的質心向量檔」進行欄位關聯，於「航拍任務崩塌地向量檔」屬性表中，附加上“於

某種分析範圍類別之區界圖中之坐落分區＂的屬性欄位與欄位值(Join Field)。 

(3)「空間資訊」之屬性欄位： 

於為「航拍任務崩塌地向量檔」加入坐落分區之屬性欄位後再加入。「投影面積」、「質心橫/

縱坐標」可由 acrpy 模組提供的的空間資訊計算功能求得。 

產製「航拍任務崩塌地向量檔」並加入定義之屬性欄位流程如圖 4-81 所示；測試成果如圖

4-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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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1. 產製「航拍任務崩塌地向量檔」並加入定義之屬性欄位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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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2.「航拍任務崩塌地向量檔」加入屬性欄位之測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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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檢討建議 

本計畫已完成本年度之工作項目，研究子題包括：多期原始航攝影像對位及衍生資訊之基準

校正、原始航攝影像萃取地形及光譜資訊、崩塌地變遷之分析模式、崩塌地多維資料庫雛型建置

等，執行過程之主要結論與檢討建議說明如下：。 

1. 本計畫提出使用原始影像利用 Match-T 程式產製 DTM 的方法，以往必須由使用者手動

方式設定匹配專案的參數，現已開發程式可採批次檔方式直接執行。在 DMC 影像部份

已測試成功。至於 ADS40 影像部份，目前處理ADS40影像的專用軟體區分有舊版的GPro

與新版 XPro，這二套軟體產生的 L0 影像檔案系統有所差異，產生 L1 影像的程式與參

數檔亦不相同。對本案而言，GPro 的檔案系統適合開發程式處理 L0 影像，而 XPro 程

式則能有效批次產生 L1 影像。基於農航所現行作業主要仍使用 GPro，因此本案暫以

GPro 為基礎去開發程式模組。日後待作業程序以 XPro 為主時，再行開發相關的程式模

組。 

2. 本計畫提出之分層萃取崩塌地方法，先將雲層覆蓋區萃取出，然後依據影像光譜亮度統

計值將影像區分為三類：陰暗地區、正常地區、較亮地區，然後分別建立崩塌地萃取準

則於三種分區萃取出崩塌地，研究結果顯示，此方法比使用單一準則萃取全影像之崩塌

地更為精確。 

3. 影像對位及高程轉換過程中均發現有些成果有誤差太大的現象，利用光線追蹤法由影像

坐標轉換為地圖坐標也存在 1~3 公尺的誤差，可能是 DEM 建置時間與影像獲取時間差

距太大而導致。 

4. 本計畫已對本年度之工作項目進行研究，並已有初步的成果。經評估 eCognition 軟體批

次處理的功能頗適合本案處理大量資料之需求，但是在處理大量資料時，仍有效率不彰

的問題，基於「影像分割與分類處理效率」與「待分析物件(崩塌地)之尺度」，建議採

用 2 公尺解析度影像進行分析，本研究已設計程式，可供從 DMC 原始影像自動萃取 2

公尺解析度影像。 

5. 本計畫已設計程式，可將二階段崩塌地自動化萃取流程之輸出成果套疊於原始影像進行

檢核，這對於評估崩塌地萃取成果是否正確頗有幫助，待萃取成果編修之機制確定後，

可進一步開發程式工具以應用於作業程序。 

6. 本計畫選擇以開放原始碼的物件關聯式資料庫 PostgreSQL 儲存崩塌地資料，並統一定

義資料庫內崩塌地資料之屬性欄位項目，將通過檢核或編修後的第二階段崩塌地向量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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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航拍任務合併，並加入標準的屬性欄位後，便可匯入資料庫。此資料庫可供 ArcGIS

或 QGIS 使用，亦可作為 WebGIS5 之資料庫，在資料管理與應用上更具彈性。 

7. 為便於不同分析範圍內的崩塌地變遷分析，本計畫在崩塌地萃取完成之後，自動在崩塌

地資料的屬性表內加入坐落分區(如事業區、行政區、林班地、集水區等常見的分析範

圍類別)欄位，並設計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使用者可由欄位值建立 SQL 查詢指令，可大

幅提高分析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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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一年(103)度作業規劃與流程 

 

本年(102)度已完成預定工作項目，103 年度計畫將以林務局屏東林區管理處旗山事業區為研

究區域(圖 3-2)，達到下列工作目標。 

1. 完成「崩塌地多維資訊自動萃取系統」，系統主要功能如下： 

(1) 提供完整之操作界面。 

(2) 能正確無誤讀取並分析原始航攝影像。 

(3) 具有多時期影像對位與資料基準轉換功能。 

(4) 可利用多維度資訊進行崩塌地分類。 

(5) 系統可讀取並匯出成果至「崩塌地多維資訊資料庫與監測系統」。 

2. 完成「崩塌地多維資訊資料庫與監測系統」之建置，系統主要功能如下： 

(1) 內含崩塌地之基礎資料，並能匯入與崩塌地相關之向量圖資、多光譜影像、崩塌地

地形資料、時間資料以及相關維度資料等，且符合前期訂定之規範。 

(2) 可管理崩塌地之多期向量、影像、光譜資料、地形資料及其他必要資料。 

(3) 能分析、顯示、統計崩塌地之狀態資訊。 

(4) 能標記並顯示待監測崩塌地。 

(5) 能主動根據航攝紀錄提示被監測崩塌地之圖資產製訊息。 

 

預定工作進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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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項目 
工作比

重％ 

預定 

進度 

103 年 
備註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需求訪談 5 

內容或工

作量 

與農航所各

部門討論工

作需求，確定

工作範圍 

     

累  計 

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擬定工作企劃書 10 

內容或工

作量 

蒐集資料 撰寫工作企

劃書，完成審

查 

    

累  計 

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崩塌地多維資料庫建置 10 

內容或工

作量 

蒐集資料，撰

寫資料格式

轉換程式 

蒐集資料，撰

寫資料庫維

護程式 

    

累  計 

百分比 
30 100 100 100 

多維度崩塌地資料轉換與查詢

功能開發 
10 

內容或工

作量 

蒐集資料 蒐集資料，撰

寫資料格式

轉換程式 

蒐集資料，撰

寫資料查詢

程式 

崩塌地資料

轉換與查詢

系統測試  

累  計 

百分比 
10 50 70 100 

開發「崩塌地多維資訊自動萃

取系統」 
30 

內容或工

作量 

蒐集資料 系統規格分

析 

系統設計與

使用者介面

設計 

系統功能測

試 

 

累  計 

百分比 
5 25 70 100 

開發「崩塌地多維資訊資料庫

與監測系統」 
25 

內容或工

作量 

蒐集資料 系統規格分

析 

系統設計與

使用者介面

設計 

系統功能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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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  計 

百分比 
5 30 70 100 

撰寫系統文件、操作手冊、期

中報告與期末報告 
10 

內容或工

作量 

蒐集參考文

獻 

系統文件與

期中報告撰

寫 

系統文件與

操作手冊撰

寫 

教育訓練教

材與期末報

告撰寫 

 

累  計 

百分比 
15 50 60 100  

累計總進度 百分比 23.25 50 76.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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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錄(會議記錄及決議辦理情形) 

 

 

 

 

 

 

 

 

 

附錄一、101 年度計畫各階段審查會議決議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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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期中報告委員意見及回應辦理情形 

項次 意見 回覆 

1 「歷史資料收集狀況」與「研擬崩塌地統一

編號及屬性資料規格」內容缺乏，請修正。 

已蒐集相關資料，將於第二次期中報告中

補充說明。 

2 研究範圍內容應說明清楚，如圖幅數量、範

圍分布及特性，是否考慮改用流域為範圍。 

研究範圍將於第二次期中報告中補充，至

於是否考慮改用流域或林班地，將進行研

究後於第二次期中報告提出建議。 

3 分類範例及模式不夠清楚，如用何光譜資訊

與紋理應詳加說明。 

崩塌地分類方法及作業流程已於 8/6 日工

作會議中說明，將於第二次期中報告補充

完整說明。 

4 本案所測試之遙測軟體僅 ERDAS 及

Spring ，其他如 eCognition 等，應盡可能取

得並測試供農航所參考。另本次報告中 2 軟

體之成果差異性，亦應呈現出來。 

已取得軟體之初步測試結果，並利用

eCognition 軟體進行崩塌地分類，將於第

二次期中報告中補充並一併說明。 

5 請釐清本案使用究竟是物件式分類或物件導

向式分類，且於影像分割後，應有效利用物

件特徵及分類規則判釋出真正之崩塌地。 

本案採用「物件式分類」，實際上是利用

分類的方法做到「萃取崩塌地」之目的，

8/6 日工作會議中已說明分類規則，將於

第二次期中報告補充完整說明。 

6 為更了解崩塌地之特性，並確認判釋之正確

性，建議研究團隊應增加現場勘查。 

本案將在完成研究工具後，針對判斷有疑

義之區域提供農航所參考，再由農航所決

定需現場勘查之對象。 

7 地調所已建立全國之崩塌地誤判資料庫等資

料供參考，建議研究團隊如無法取得，可請

農航所協助。 

已請農航所協助向地調所申請，並取得土

石流分布圖、土石流發生潛勢分布圖、山

崩分布圖、重大崩塌地、重點崩塌地等資

料。 

8 簡報說明因原始影像檔案過大，影響效率，

將建議以 1 / 4 或 1 / 8 空間解析度的影像進

行分析，與本案題目略有不符，請補充說明。

因原始影像資料量過於龐大，在本案發展

實務工具萃取崩塌區之前，先採約化影像

評估可行的作法及程序，日後將採金字塔

式資料實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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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案研究重點係由原始影像先進行崩塌地萃

取，再進行影像糾正，與傳統處理方式不同，

請研究團隊於後續報告中加強說明。 

本案先在原始影像上萃取崩塌區，獲取近

似成果以為參考，待日後完成空三作業再

重新轉換至正確坐標基準。此等研究重點

將於後續報告中加強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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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工作會議委員意見及回應辦理情形 

項次 意見 回覆 

1 請政大團隊以林務局業務為主，並釐清對本

案之崩塌地進行定義，以利後續崩塌地萃取

作業。 

已與農航所相關同仁討論，本案將以林務

局業務需求為主，參考農航所對於崩塌地

之定義方式進行後續崩塌地萃取作業。 

2 請立製課提供 ADS 及 DMC 空三前後之數值

地形模型等資料供政大團隊測試。 

已取得由農航所立製課同仁提供之資料。

3 請政大團隊安排時間至編繪課了解本所崩塌

地數化相關流程。 

已與農航所編繪課同仁討論，並了解編繪

課對於崩塌地之數化作業程序。 

4 第二次期中會議訂 9 月 4 日上午 10 時假本所

二樓會議室召開。 

已如期於 9 月 4 日舉行第二次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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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次工作會議委員意見及回應辦理情形 

項次 意見 回覆 

1 崩塌地分析所採用的最小單元，請參考本所

代局辦理之「運用衛星影像於全島崩塌地判

釋與災害分析計畫」一案，相關資料請編繪

課提供。 

已取得由農航所編繪課同仁提供之資料。

2 請編繪課提供八八水災後本案測試區之崩塌

地人工數化向量檔。 

已取得由農航所編繪課同仁提供之資料。

3 請承辦課室向中央地質調查所申請環境地質

資料庫及崩塌地誤判資料庫等資料供政大團

隊參考。 

已請農航所協助向地調所申請，並取得土

石流分布圖、土石流發生潛勢分布圖、山

崩分布圖、重大崩塌地、重點崩塌地等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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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次期中報告委員意見及回應辦理情形 

項次 意見 回覆 

1 崩塌地欄位編號需考慮目的及永久性，本案

如規劃五千分一圖幅內再細分 100 格，建議

可參考災防中心網格化方式呈現。 

遵照辦理。 

2 建議先將影像中之雲及陰影濾除後再進行崩

塌地萃取。 

遵照辦理。 

3 坡度因子建議以崩塌後的 DEM 來分類較為合

適。 

遵照辦理。 

4 建議加入分類後精度評估。 遵照辦理。 

5 有關不同來源影像之分類門檻值，建議可考

慮採用 Fuzzy 的概念。 

本案之影像分類準則的建立除門檻值之

外，亦嘗試使用 Fuzzy logic 與統計方法訂

定準則。 

6 大區域分類的參數及門檻值給定過多時，整

體精度未必會提升，需考慮因子選擇的平衡

性。 

遵照辦理。 

7 用最小面積剔除小型崩塌地時，若未考慮坡

度，則可能會錯誤剔除大區域之崩地，建議

不可只考慮最小投影面積。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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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三次工作會議委員意見及回應辦理情形 

項次 意見 回覆 

1 本案教育訓練訂 11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辦

理。 

已於 11/23 日完成四小時教育訓練。 

2 請政大團隊依合約時程於 11 月 25 日前繳交

第四階段成果，俾便於 12 月初召開期末審查

會議。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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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第四階段(期末)審查會議委員意見及回應辦理情形 

項次 意見 回覆 

1 簡報中所展示之崩塌地萃取成果，部分應係

土石流，惟林務局及農航所目前作法亦將土

石流歸入崩塌地，日後如分類政策有調整，

應將土石流另行分出。 

遵照辦理。 

2 承上，本案目前坡度門檻訂為 10 度，未來如

需將土石流分出，建議可參考水保經驗以 20

度為門檻。亦可向地調所索取階地判釋資料

協助。 

遵照辦理。 

3 期末報告書中公式模糊，請修正。 遵照辦理。 

4 期末報告書之崩塌地萃取圖請加圖例說明，

如第58頁之正射影像底圖與套疊之向量圖層

非同一時期，應加以說明。 

遵照辦理。 

5 因本年度係初期雛型建置，第 64 頁應避免使

用「相當吻合」字眼。 

遵照辦理。 

6 期末報告應盡量以量化呈現，如所蒐集到的

資料庫，或本案測試成果與編繪課成果比

較，或相對人工數化的時間。 

遵照辦理。 

7 測試成果之崩塌主題圖過少，應多加以呈現。 遵照辦理。 

8 建議增加中英文摘要。 遵照辦理。 

9 本案所開發之程式，未來需建置於所內製圖

網路，須預作考量網路連結方式，如 WMS 網

路地圖服務方式。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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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建議書審核會議委員意見及回應辦理情形(會議日期：102 年 2 月 19 日) 

項

次 

意見 回覆 

1 有關崩塌地之統一編號建議套用所內已有最

小單元編號；另崩塌地之屬性資料規格應儘

早建立並確定。 

崩塌地之統一編號將使用農航所目前使

用之最小單元編號，屬性資料規格以成功

大學計畫之成果為基礎，並視農航所後續

應用與分析之需求增加屬性欄位。 

2 本年度計畫有許多工作項目，希望能於工作

企劃書中呈現其細節，例如系統資料庫中詮

釋資料(Metadata)之設計與建立，系統資料

庫間（eCognition 與 ArcGIS）之聯結與資料

格式轉換。 

遵照辦理。 

3 完整之系統應於第三年計畫完成，本年度之

系統開發屬雛型系統開發，建議可以製作系

統分析書、系統設計書。 

本年度計畫將開發雛型系統供農航所使

用，完成之後將提供系統設計文件與操作

手冊。 

4 建議製作系統操作手冊(包含系統流程設

計，參數模式設計)，可協助使用單位於未來

產製資訊過程之流暢性。 

本計畫將建立操作手冊，詳述崩塌地萃取

之軟體操作流程與參數設定的方法，以便

於未來應用於實際的崩塌地圖資產製。。

5 若本系統開發能與 TGOS 介接，能提升本系統

的效益與價值。 

未來若需與 TGOS 介接，本計畫將配合農

航所之需求進行系統的設計。 

6 本系統資料庫是否與本所現有之資料庫倉儲

做一結合或分工，請政大團隊與本所資料課

或承辦課室再做溝通。 

未來若需與既有之航測影像資料倉儲系

統整合或分工，本計畫將配合農航所之需

求進行系統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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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訪談會議結論及回應辦理情形(會議日期：102 年 3 月 12 日) 

項次 意見 回覆 

1 就前期計畫所提研訂崩塌地統一編號與屬性

資料規格一事，請再以成功大學之崩塌地計

畫成果進行相關測試研究。由農航所提供相

關資料包括報告書電子檔、本案研究區域範

圍最新崩塌地圖檔與集水區單元圖檔等。 

本計畫所建置之崩塌地圖檔的屬性資料

規格將參照成功大學之計畫成果，崩塌地

之編號將採用農航所目前使用之最小單

元編號，本計畫研究團隊已經從農航所取

得部分測試資料，於測試及與農航所討論

之後，將視農航所後續應用與分析之需要

增加屬性欄位。 

2 資料庫中詮釋資料之設計與建立，請參考農

航所建置之倉儲系統相關資料，並提出規劃

細節。 

已與農航所資料課同仁及倉儲系統負責

廠商討論，詮釋資料之設計將參考目前航

測影像資料倉儲系統的做法，由資料庫中

圖檔之屬性欄位資料自動產生 XML 格式

之詮釋資料，內容將詳述圖檔範圍、坐標

系統、崩塌地坐落位置、欄位定義、崩塌

地坡度、崩塌地面積、高程等，以及其他

相關資訊。 

3 由航照影像萃取地形資訊時，請考慮因雲塊

影響造成匹配錯誤之情形，由農航所提供已

知有此情況區域之相關資料進行測試。 

請農航所提供已知有受到雲的影響之測

試資料，本研究團隊將進行測試，並提出

測試報告。 

4 另計畫執行期間有關研究團隊需使用

eCognition server 版軟體一事，請以函文申

請，使用期間並請依照保密協定妥善保管。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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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階段審查會議結論及回應辦理情形(會議日期：102 年 4 月 10 日) 

項次 意見 回覆 

1 請廠商政大團隊依審查委員意見，修正工作

企劃書內容錯誤部分。 

工作企劃書內容錯誤已修正，並已於 102

年 4月 23日繳交修正版工作企劃書 8份。

2 本年度使用多種軟體及格式轉換，請廠商開

發時能規劃設計串接介面，協助所內同仁操

作使用。 

本計畫使用包括：遙測、航測、GIS 等類

型之商業軟體，以及數種資料格式，研究

團隊將設計軟體進行格式轉換與串接不

同軟體，使農航所同仁應用於產製圖資工

作時可以較為便利。 

3 本年度工作目標及四個子題試驗項目請廠商

於後續工作會議及期中報告能多加呈現測試

成果與遭遇問題，以利討論。各委員建議事

項如：崩塌地變遷分析、eCognition 影像分

類操作程序、參數建議值、門檻值設定、批

次化處理影像分類前之影像分群、Match-T

萃取地形資訊測試、崩塌地資料庫建置與本

所倉儲系統之連結及崩塌地詮釋資料設計

等，請廠商參考測試。 

本計畫在研究資料處理與分析的方法之

過程中，將多方嘗試不同的資料，以尋找

能適合不同資料之最佳的參數設定與處

理程序。在後續的工作會議與各階段的審

查會議中，將呈現試驗成果與發現之問

題，以就教於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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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次工作會議結論及回應辦理情形(會議日期：102 年 5 月 29 日) 

項次 意見 回覆 

1 簡報中有關＂儲存崩塌地準則＂請以文字詳

述。另外文獻所提崩壞比一詞中＂崩塌地分

析範圍＂分析範圍定義請再確認。 

「崩塌地準則」係指由航照影像萃取崩塌

地之準則，「崩壞比」係指於一分析單元

中崩塌面積與分析單元面積之比率。 

2 於影像中萃取雲覆蓋地區建議採物件式方式

進行，相較於 pixel by pixel 可增加效率。

另崩塌地變遷分析，由於 eCognition 可產製

崩塌地圖層檔，建議可採崩塌地圖層資料套

疊的方式進行分析。 

本計畫在雲覆蓋地區的萃取仍採用物件

式的方法，將在報告書中予以詳述。 

3 在影像中萃取雲塊後，原來被雲塊覆蓋的區

域會再用其他資料或採合適方式讓整張影像

更加完整(補遺資料)。而影像陰影地區的崩

塌資訊萃取能力也應適當的呈現在報告書當

中。 

陰影地區的崩塌地萃取在本計畫之初步

研究成果已呈現在報告書中，雲覆蓋地區

若有其他影像拍到同一區且影像品質不

錯，將可萃取出崩塌地，因此可補充資料

之不足。 

4 影像分成陰暗、正常、高亮度地區，分別給

定門檻值萃取崩塌地後，需將三地區的資料

合併在一起(可藉由光譜、紋理合併與空間鄰

近的關係)，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崩塌地事件

資料。此外最後的資料也需過 DTM 資料所形

成之集水區陵線進行崩塌地事件的正確分

割。 

本計畫以 eCognition 軟體分析影像，在分

析過程中雖分三個區各別萃取崩塌地，最

後仍合併為單一圖檔，並結合 DEM、地

形資料進一步分析崩塌地。 

5 由於本計畫擁有前期 DEM，而本計畫現況資料

可獲得 DSM，但是影像當中有許多不變的共軛

點(例如建物，道路甚至過去的崩塌地)，建

議若能善用上述資料，進行空間二維的統計

校正模式的開發，也許能有機會能適當的修

正本計畫 DSM 的問題。 

本計畫以 Match-T 匹配 DSM 的影像是取

用原始導航方位資料，目的在協助崩塌區

偵測。在偵測到崩塌區之後，再利用去年

研究方法，以坐標轉換消除因方位參數所

造成之部份系統誤差，最後替獲得崩塌區

高程。本年度計畫尚未考慮納入修正全區

DSM 的工作。 

6 使用 Match-T 進行 DTM 匹配時，若直接將匹

配成果進行後續分析可能會因為影像方位或

在崩塌區影像依物件式分區時，即會偵測

雲區並去除，該區匹配所得之 DTM 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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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雲覆造成錯誤，建議可嘗試加入約制之條

件，避免整體性之匹配錯誤。 

會納入使用。至於因方位誤差造成之影像

匹配誤差部份，除依去年研究方法，以坐

標轉換方式修正之外，本年度後續將考慮

是否能以過濾(filtering)模式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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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階段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結論及回應辦理情形(會議日期：102 年 7 月 23 日) 

項次 意見 回覆 

1 用萃取方式進行崩塌地萃取，若差異不大

時，如何判斷變遷? 

本案崩塌地萃取成果為向量圖檔。藉由套

疊不同時期的崩塌地向量圖檔，仍可分析

其空間分布與面積之變遷情形。 

2 變遷的型態是否有分類以及如何描述變遷？ 崩塌地的變遷可能有多種型態，例如：崩

塌範圍擴大或縮小、多個崩塌地合併成較

大的崩塌地、一個崩塌地分裂成數個崩塌

地等，本案可輸出不同時期之崩塌地圖

檔，藉由套疊不同時期的崩塌地向量圖

檔，可分析崩塌地變遷之型態，並可進行

量化分析。 

3 崩塌地的編號請配合本所與林務局之作法採

用最小單元編號方式。 

本案原已採用最小單元對崩塌地進行編

號，此外，本計畫提出以 PostgreSQL 管

理崩塌地資料庫的方法，可使崩塌地的統

計分析更為便利。 

4 土石流與崩塌地是否有所區隔?因為兩者之

變遷模式有所不同。此部分請廠商再與本所

討論其細節。 

透過工作會議與農航所工作小組討論如

何區分土石流與崩塌地，並改善崩塌地萃

取之分類準則。 

5 本計畫由 DTM 可偵測崩塌區，建議可與航照

影像或由本計劃產生之 shapefile 做一套

疊，比較由航照影像的二維偵測跟 DTM 的三

維偵測是否存在落差? 若有落差，是否有方

式可以改進? 

本計畫設計程式可將崩塌地 Shapefile 與

航照影像套疊，若有不正確之情形，可透

過修改崩塌地萃取之分類準則加以改善。

6 P.15 與 P.16 之流程圖請再加強說明或補

充，另外是否將 eCoginition 之分類功能納

入流程圖中。 

報告書中第 15、16 頁說明崩塌地自動萃

取之主要步驟，每一個步驟之詳細作法則

在報告書中另有篇幅加以說明。 

7 報告書中 P.40-P.50 之成果，其流程與指標

是否皆適用於 DMC 或 ADS40 之影像? 建議可

以再增加說明。 

崩塌地萃取流程與指標皆適用於 DMC 或

ADS40 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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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44 文字「迭」誤植，請修正。另 P.44 之區

域成長流程圖建議可與物件大小流程(圖

4-18)再結合。 

已修正錯誤之處。 

9 P.57 圖 4-39 之流程是否已將原始影像扣除

雲霧區域再進行分類？請釐清修正。 

已修正流程圖。 

10 P.61 圖 4-45 之陰影區流程圖中

BV_Area0102_Q2與 P.57 圖 4-39流程圖中之

BVQ1 似有模糊，請再加強文字說明。另外陰

影區萃取出之面積請再多加文字敘述。 

已在報告書中補充說明。 

11 採用高解析度影像進行大量處理影像分割與

分類處理效率不彰顯，若加強硬體設備是否

能改善？ 報告書中建議可採用2公尺解析度

影像進行處理，建議於報告書中說明其效益

原因。 

加強硬體設備可改善效率，但效果有限，

另一方面，2m 解析度影像對於崩塌地萃

取應已足夠，在工作會議中有詳細討論此

做法之效益。 

12 P.30 說明造成高程差異的可能原因為空三前

後的方位誤差、及過濾內插的誤差，是否也

有可能是影像共軛點匹配錯誤所造成的誤

差？ 

造成影像匹配高程誤差有三: 方位誤差、

影像匹配及高程過濾，除各自有誤之外還

會造成誤差傳播。本研究以空三平差後方

位參數修正第一項誤差，但後二者無從預

估，故未改正。 

13 高程轉換時的控制點如何選取？自動或是人

工選？其數目與分布是否有限制？ 

日後程式系統將由空三後點位自動選

取，預計選出至少三個象限、至少各有二

個點位來用。 

14 高程轉換時，係以空三後自動產生的 DEM 為

真值進行外部精度的計算，但實際應用時可

能並無此 DEM 資料可供比較，是否可另外列

出高程轉換時，控制點的中誤差供參考？ 

目前研究以空三後 DEM 比對二者誤差，

以暸解本作法修正部份誤差的可行性。轉

換程式有輸出各參數及控制點之中誤差

使用者參考。 

15 本報告為二年度之期中報告，第二章亦說明

了不同年度的研究目標，但第三章之研究方

本案為三年度計畫，今年期中報告引用去

年部份成果原為第二年度預定進度，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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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去年度之報告內容差異不大，並無法看

出因應今年度的工作目標，在研究方法上有

何改變或差異？ 

一年度工作進度超前部份，依原訂計畫仍

應說明才引用，故內容並無差異。 

16 崩塌地萃取成果是否也會進行準確度評估？

如何評估？ 

本案設計程式提供使用者進行崩塌地萃

取成果之檢核，可透過套疊原始影像評估

萃取成果之正確性。 

17 有關崩塌地基礎資料庫型建置，應對資料進

行分類，如基礎資料、災害資料、以及其他

非空間資料，如手冊、草案等（表 4-17 將不

同資料種類全部混在一起），並應詳細說明

每一項資料的綱要(schema)設計，有哪些屬

性，每一項屬性的資料型態（data type）等。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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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第二次工作會議結論及回應辦理情形(會議日期：102 年 9 月 3 日) 

項次 意見 回覆 

1 有關崩塌地與土石流之定義請政大團隊向地

調所聯繫，嘗試確定其定義，以利後續提出

解決方法。並請立製課挑選合適影像，其中

可明顯區分出崩塌地與土石流作為測試影

像，並向林務局集水區治理組請教局內對於

崩塌地與土石流認定差異與相關作法。 

遵照辦理。 

2 有關崩塌地統一編號部分，請政大團隊評估

並於後續會議提出建議統一編號是否可行，

或有其他更合適之方法或技術可取代之。 

本案以 PostgreSQL 管理崩塌地資料庫，

搭配 PostGIS 可存取崩塌地資料並進行空

間分析，其試驗成果顯示此方法可行性甚

佳。 

3 請立製課聯繫儀器廠商，詢問 G-pro 與 X-pro

兩套軟體未來發展狀況，檢視本所未來作業

流程狀況，以利本案相關程式開發。 

已請儀器廠商提供技術支援與相關文件。

4 政大團隊所需較高精度與解析度 DEM 資料，

請立製課提供本案實驗區範圍內，由本所自

行產製之 DEM 資料。並請政大團隊妥善保管

且勿任意流通。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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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三次工作會議結論及回應辦理情形(會議日期：102 年 10 月 9 日) 

項次 意見 回覆 

1 有關崩塌地資料庫屬性欄位定義請依林務局

現行作法『成大計畫崩  塌地圖層屬性規劃

表』為主，另建議增加「航帶」、「航拍任務

編號」、「影像種類」及 7 類分析圖層，包含

「流域邊界圖層」、「集水區邊界圖層」、「水

庫集水區邊界圖層」、「縣市邊界圖層」、「鄉

鎮邊界圖層」、「林區管理處邊界圖層」及「事

業區邊界圖層」。 

本計畫在產生崩塌地圖檔之後，另依據 7

類分析圖層找出崩塌地坐落位置之分區

屬性，將其加入崩塌地屬性資料表，以利

後續之統計分析。 

2 崩塌地萃取 Shapefile 圖檔處理模式（包含即

時 DTM 之產製），請配合前項屬性欄位確定

後，調整相關處理模式。 

遵照辦理。 

3 空間分析工具建置（ArcGIS、QGIS）請配合

所內主要使用分析工具 ArcGIS 進行建置與

開發。 

本案之空間分析工具以 ArcGIS 為基礎，

並開發客製化之工具，使資料分析處理作

業高度自動化，提高工作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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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三階段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結論及回應辦理情形(會議日期：102 年 11 月 28 日) 

項次 意見 回覆 

1 資料庫屬性表中主要為影像為主，崩塌地資

料較少。建議再豐富崩塌地相關資訊，以利

崩塌地變遷與分析應用。 

將與農航所工作小組討論，視需要加入崩

塌地之相關資訊。 

2 是否有統計由影像萃取出崩塌地資料之誤判

與漏判比例，若比例過高則失去自動化判釋

的意義。成大過去有建置相關崩塌地誤判之

資料庫，或許可做為本案資料庫建置參考。 

因各張影像據以判斷誤授、漏授率之地真

(ground truth)不同，目前仍以將萃取成果

套疊於原始影像進行目視檢查為主。未來

將針對代表不同情形之數張影像分別進

行崩塌地的人工數化，或直接以歷史圖資

為地真，以評估自動判釋之精準度，並將

參考成大之崩塌地誤判資料庫。 

3 本案變遷分析中目前僅將崩塌範圍變化顯示

出?是否有對於崩塌地變遷類型再做進一步

分析（如向源侵蝕或原地再崩塌，其意義皆

不同，若知其類型可作為林務局後續治理之

依據）。 

將研究崩塌地變遷性質之種類，評估以現

有圖資輔助自動判釋崩塌地變遷類型之

可行性。 

4 建議報告書各章節撰寫時可與年度工作目標

加以對應。(例如多維度資訊輔助部分)。 

遵照辦理。 

5 建議崩塌地於影像中的狀況須先釐清，可從

已確定是崩塌地地區，利用物件的方式找出

後，檢視其特徵（例如形狀、紋理），若僅用

光譜特徵，可能無法發揮物件式分類的優點。

遵照辦理，本案將對除光譜外的物件特徵

(object features)應用於崩塌地自動萃取的

可行性進行研究，以改善分類準則，提高

自動萃取之精準度。 

6 簡報中提到＂不同解析度之分割成果一

致＂，由於影像因不同解析度可能有不同多

邊形體，分割時使用的尺度(Scale)亦會影響其

速度與結果，建議於報告書中補充說明。 

本案以 0.25m 與 2m 影像設定不同 Scale

進行分割，經檢驗其分割成果，兩者之差

異確實不大。另外，考量到崩塌地之尺度

(最小崩塌區面積為 0.1 公頃)，無需使用

0.25 公尺解析度之影像，故於影像金字塔

中萃取出 2 公尺解析度之影像進行分析，

並根據正確分割率與錯誤分割率進行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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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Scale)的選擇。 

7 建議 Match-T 之介面設計可符合所內需求，

易懂、易操作並維持其正確性。另可增加表

說明以利使用人員操作查詢。 

未來使用Match-T的批次程式去自動產製

DTM 是在背景執行，原則上作業人員並

不會直接操作相關程式。日後交付程式系

統時，會對該模組的輸入、過程、輸出及

錯誤等訊息產生記錄檔，本案將詳述說明

上列訊息供作業人員參考。 

8 崩塌地變遷分析一節，簡報中使用「統計單

元」、報告書使用「分析單元」，容易誤解，

請適當修正。 

遵照辦理，統一以「分析範圍」稱之。 

9 現階段可以找出各年度變化情況，若對於各

年度間變化量可設定門檻值，透過圖層套疊

分析，可將變化處表列出。 

若使用單位需要，可增加變遷分析功能，

允許操作者指定前後期時間、分析範圍類

別(如集水區)與面積差異量之門檻值，僅

將前後兩期變化量大之分析範圍內崩塌

地分期合併輸出。 

10 本案已找出崩塌地萃取方法，但對於成果好

壞仍不明，建議嘗試加強成果精度量化資訊。

分類精度之量化，同意見 2 之回覆。 

11 研究基本單位定義不清楚：本案 P32 頁提到

空間網格為 10m，規劃團隊應當清楚定義

ADS-40 與 DMC 影像在實證區的空間解析度

與最小地圖單元(MMU)的定義，方能理解空

間圖層轉換與套合的問題。 

該章節部份主要在研究改善自動產製

DTM 的誤差，高程網格 10m 的解析度已

足夠討論(目前所裡應用 9m 網格)，故未

用於DMC或ADS40影像的圖層轉換與套

合。 

12 高程轉換內容不清楚以及有誤：表 4-4 至 4-9

為高程轉換內容的探討，首先建議繪製直方

圖以及增加峰度與離散度在圖表內。其次表

4-6 轉換後的內容不再中心位置為最多(這是

轉換目的)，顯示轉換似乎不成功。表 4-8 與

4-10 的轉換前後數字不一致，特別是表 4-10

誤差很大，應當修正。 

依建議增繪表 4-4 至 4-9 的直方圖及峰度

的圖表(以 0.25m 為間隔)。表 4-5 所代表

的研究案例雖未改善成果，但其偏差尚在

DTM 匹配誤差範圍之內，故並不算是失

敗，另三例成果顯示本案所用方法仍屬可

行。表 4-8 及 4-10 數字有筆誤，已更正。

13 期末報告書 p.65 頁第三行有錯字。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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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類成果不清楚：本案發展出一個類似決策

樹的分類模型，這個模型依據大量實證經驗

方能使用，基本上邏輯架構完整，但這種模

型的優點是簡單好用，缺點是案例式的經驗

法則為主，請規劃團隊應當說明這種模型的

應用限制，也要建議主辦單位未來要如何因

應類似問題。 

此外統計模型(例如 MLC)還是有其優勢，但

本案沒有深入探討類似模型的價值，十分可

惜(也就是光譜統計特性沒有用上)。 

最後本案的目的為分析崩塌地問題，然而在

4-2-4-2-1 的整段內容當中完全未見到任何崩

塌地的精準度評價內容，這樣並不容易讓別

人理解本案的價值。 

(1)分類準則將持續測試與改善，並以不同

時期、類型與地區之影像進行分析比較，

然後提出其應用限制說明。 

(2)分類精度之量化，同意見 2 之回覆。 

15 建議團隊可加強說明由於萃取目標為崩塌

地，考量效率與實用性之情況下本案可以接

受採用 2 公尺解析度影像所得之分類成果。 

遵照辦理。 

16 河川基本圖資雖然有時間點落差，若配合其

他資料輔助，是否可以偵測到最新狀況? 

河川基本圖資可降低將河川地堆積誤判

為崩塌地之情形，在崩塌第二階段萃取程

序中將採用此圖資。 

17 eCognition 是否可以指定使用影像(DMC 與

ADS40)某一層金字塔影像資料進行後續分

類。 

eCognition 無法指定以特定層影像進行分

類，僅能藉尺度(Scale)參數之設定，調整

影像分割時間與影像物件大小。 

18 由於崩塌地分類成果有誤判與漏判之情況，

後續人工編修介入時，漏判之難度比誤判

高，是否可以於前端分類準則設定時產生誤

判情況為多、漏判情況較少之分類結果。 

遵照辦理，本案將持續研究如何改善分類

準則。 

19 若加入土地分類圖或第四次森林資源調查之

成果對本案未來分類成果是否有幫助? 

土地分類圖或第四次森林資源調查之成

果可能有助於提高分類精度，請  貴所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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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助取得資料以利於測試研究。 

20 是否有比較過由正射影像圈繪出崩塌地成果

與由本計畫分類成果之時間差異。 

正射影像之產製費時，人工圈繪亦無法於

短時間內逐筆加入大量屬性資料，本案將

增進崩塌地自動化萃取流程之精度與效

率，以供即時救災之需。 

21 第三年度作業規劃及流程建議可加入本年度

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構想(例如崩塌地萃取成果

精度等問題)。 

遵照辦理，後續工作內容將擇期與農航所

工作小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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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農航所目前以航攝正射影像產製崩塌地圖資之流程 

 

 

 

圖 3-2. 研究地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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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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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設定參數
下的分割成果
是否理想

萃取影像物件之
「物件特徵」─如
大小、形狀、光
譜、相鄰等因子

基於「物件特
徵」，偵測雲覆蓋

區與陰影區

基於「物件特
徵」，萃取初步崩

塌地

第一階段崩
塌地向量檔
(影像坐標)

根據影像坐標求算
「地圖坐標」─光

線追蹤法

第一階段崩
塌地向量檔
(地圖坐標)

現存DEM

套疊地形資料，過
濾第一階段崩塌地
向量檔(地圖坐標)

坡度地圖、
坡向地圖

第二階段崩
塌地向量檔
(地圖坐標)

是

否

eCognition軟體環境下操作

自行撰寫光線追蹤法程式處理

自行撰寫ArcGIS程式處理

加入屬性欄位
「航拍任務」
與「影像日

期」

第二階段
崩塌地向
量檔

(地圖坐
標)

(含影像
資訊屬性
欄位)

 

圖 4-6. 第二階段崩塌地自動化萃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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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VQ3

原始影像

統計影像中的BVQ1

以及BVQ3

陰暗地區 正常地區

較亮地區
(不包含雲層地區)

<=BVQ1 BVQ1~ BVQ3

雲層地區

 

圖 4-39. 影像分區流程圖 

 

 

圖 4-10. 人工操作建立影像參數匹配 DTM 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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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崩塌地向
量檔(影
像坐標)

屬性欄位對應

第二階段
崩塌地向
量檔

(地圖坐
標)

(含影像
資訊屬性
欄位)

第二階段
崩塌地向
量檔(影
像坐標)

套疊原始影像

成果可接
受？

接受第二階段
崩塌地向量檔
(地圖坐標)

(含影像資訊屬
性欄位)

是

自行編修

否

誤判地區
刪除

漏判地區
數化

經「屬性欄位對應」
自第二階段崩塌地向量檔

(地圖坐標)
(含影像資訊屬性欄位)

中刪除

經「光線追蹤法」
自第二階段崩塌地向量檔

(地圖坐標)
(含影像資訊屬性欄位)

中產生

第三階段
崩塌地向
量檔

(地圖坐
標)

(含影像
資訊屬性
欄位)

 

圖 4-71. 自動萃取成果視覺化檢核與人工編修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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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 自動萃取 2 m 解析度原始影像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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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地資
料的質心
(cent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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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資訊
+坐落分
區之屬性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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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地圖坐標)
(含影像資訊
屬性欄位)

第二/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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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81. 產製「航拍任務崩塌地向量檔」並加入定義之屬性欄位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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