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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光譜影像和光達建置高速公路邊坡隆起和下陷監控
萬絢[1] 張士勳*[1]
摘 要

王依蘋[2]

劉啟清[2]

本研究在使用光達和高光譜兩種影像材料，分析高速公路的高程變化，分別利用這兩種材料建置一

個評估系統， 建立一套可行的評估方法。高速公路的邊坡一年約有十公分到二十公分的隆起、沉陷變化，但
目前光達平面精度約為五十公分，裸地的高程精度約為二十公分，高光譜影像的精度約為二十公分，如何有
效監控邊坡之變動潛勢是重要的課題。本研究提出改善上述的缺點的方法，擬以區域成長法 (Regional-based
Object Classification) 中區塊物件的概念，將連續圖素 (pixel) 轉製成 ROI (Region of Interest) 物件，此次研究
主要實證區以國道三號邊坡擋土牆因土壓而引起高程變化現象，擬以不同時期高光譜與光達材料，確認位置
精確後，先以高光譜紋理概念降低植生干擾資訊，後透過光達之高程資料計算不同時期地表變化造成之高程
變化量。本研究案鎖定不同時期的航拍高光譜影像 (用於建立 ROC 模型) 和光達 (用於建立地表垂直位移)，
並以平均差量法和基礎校正法兩種不同的計算方法，求得地表的隆起或下陷，分別分析 DEM 移動量。研究結
果顯示基礎校正法為較佳的預測模型並且可以提供一簡單回歸公式，可用於初期邊坡高程變化量的估算。結
果顯示，平均差量法計算獲得坡地整區移動量約 24 mm，而基礎校正法計算之移動量為 19 mm，顯示這兩種
不同估算方法的結果接近。.

關鍵字：光達影像、高光譜影像、邊坡潛變、邊坡監控

The Study of Monitoring Highway Heaving/Settlement on
Slope-hills through LiDAR Image Data
Shiuan Wan[1]

Shih-Hsun Chang[1]*

Yi-Pin Wang[2]

Chi-Ching Liu[2]

ABSTRACT Hyper-spectral and LIDAR images provide a series of image data for geoscience applications. However, few applications of this image material have been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land creep prediction system. The spatial
resolution of a LIDAR image is approximately 50 cm, while the typical creep displacement is about 20 cm. It is thus a
difficult task to predict the land creep displacement by the use of LIDAR images. Nonetheless, the present study addresses the above issues by using Regional-based growing Object Classification (ROC). The ROC technique is a computational object model that is transformed into a ROI module by the connecting neighboring pixels of similar intensity.
The creep displacement is predicted by analyzing the DEM model, which is generated by LIDAR images. The study
region is the retaining wall and the slide of a hillslope along Formosa Freeway. The creep displacement is so small that
a series of hyperspectral and LIDAR images taken at the same geological location but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re used
for investigation. The hyperspectral data is used to generate the ROC model, and LIDAR data is used to create the
DEM model for measuring heaving/settlement. This study proposed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investigate the results:
the average of difference and baseline correction methods. The average of displacement obtained by the average of
difference method is 24 mm, and that obtained by the baseline-correction method is 19 mm. The result indicates the
baseline-correction method is a better prediction model, and its regression formula can be used to estimate the amount
of heaving/settlement in the early stage of analysis.
Keywords: Hyper-spectral, LIDAR, Creep and Creep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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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

介

空載雷射掃描 (Airborne Laser Scanning, ALS) 所獲取的
之光達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 資料 (Riaño et

近年來應用遙測技術於環境變遷的評估與監測的技術已

al., 2003)，是為包含有地面點 (ground point) 與各類地物點

經逐漸成熟，國內已經有許多應用於山坡地或是道路邊坡潛移

(object point) 的三維點雲 (point clouds) 形態的高程點資料，

評估預測的研究成果。潛移乃指風化的岩層、土、及岩石等在

該資料被使用於高光譜影像的解算。國內空載光達設備主要用

重力作用下極緩慢移動之現象，每年可能只有數公分移動距離，

以自動生產數值高程模型為主要應用，其藉由過濾地物點與保

並且因為滑動面經常是不明顯的，所以是不易引人注意的塊體

留地物點產生數值高程模型，由此空載光達資料產製 DEM，

移動現象，其結果往往導致基底隆起、沉陷，破壞道路原本的

其精度約 20~50cm，相對於傳統地面測量或航空測量技術而言，

安全結構，尤其是高速公路邊坡發生潛移時可能帶來嚴重危險

具有快速、經濟、高密度且高精度的優點。

(Sui et al., 2008)。一般來說基底隆起多發生在軟流塑地質工程
中，因地下水壓力過大，下層圍束體系對基坑或結構物底部土
體形成上浮力，進而形成基底隆起的現象 (陳文福, 1998)，降
低道路結構原本能承載的土壤產生剪力破壞 (shear failure)。
另外因地震所產生之震動力引致基礎地層液化，疏鬆飽和砂質
土壤因過大之超額孔隙水壓力而喪失剪力強度，甚或產生流動，
使其上基礎產生沉陷。理論上說來國道基礎不應該遭受超額的
位移 (displacement)或沉陷 (周晏勤, 1999)。
然而如何利用航遙測空拍影像有效地大範圍監測高速公
路的邊坡隆起或沉陷 (Silvia et al., 2013) 為本研究主要議題，
前人研究大多是使用像元為基礎 (Pixel-Based) 的方法來進行
影像資訊的萃取，然而以像元為基礎之分類結果通常都有混像
元或區塊破碎化之問題，導致難以定論分類，而這些問題長期
困擾利用遙測影像分析地物之使用者。檢視過去研究都是以點
對點的方式觀察地表的變化，然對於有植生覆蓋的高速公路的
邊坡判釋會有誤差相當大的風險，必須結合其他判釋的技術
(如地表伸縮計或沈陷計等監測)，或是透過高光譜影像判釋分
析之土地覆蓋型態 (黃筱梅, 2001)，未來若能整合至大範圍的

(a) 研究區域

航遙測量影像分析，對於監測國道相對位移會相當有助益 (行
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2004)。
以光譜影像監控坡地高程變化是個重要的防災方法 (Sue
et al., 2011) ，高光譜影像 (hyperspectral image) 感測器以較高
的頻譜解析度收集地物反射電磁波，不像是人類的眼睛，只能
接觸到可見光 (Kawakami et al., 2011)。而高光譜的接觸機制、
比如蝦蛄的眼睛，能夠接收到紅外線延伸到紫外線範圍的光譜，
使蝦蛄分辨出不同的珊瑚、獵物，或則獵食者，而這些正是人
類所缺少的，因此工程師們已經製造出可用於農業、礦業、物
理以及監控領域的高光譜感測器及處理系統，可接收過大量的
不同波段的電磁頻譜來探測物體種類。航拍高光譜影像是指在
飛行載具 (如飛機、直升機) 加裝可接收高光譜影像感測器，
因為可設定於不同高程拍攝，故其照片所包含的範圍廣闊，目
前低空拍攝的空間解析度可以達到公分等級，而航拍高光譜影
像之感應器可同時接收物質在不同波段的反應，偵測不同介質
的性質及探測各種物理作用，圖 1 顯示使用高光譜感應器，能
夠接受更多波段的光譜資訊，其中圖 1B 為統計個光譜跟反射
率的關係示意圖 (取樣自圖 1A) 形成較連續平滑的吸收圖譜，

(b) 地物之反射光譜範例

其資料產製流程如圖 2 所示，自載具感應器獲得光譜影像後，

圖 1 高光譜影像之研究區域波譜資訊展示

尚須經過輻射校正、幾何校正與大氣校正等程序，才能獲得較

Fig.1 The study area and land cover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為正確的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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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化之演算法，獲取邊坡移動之潛勢。在區域化分割的研究
中，關注區域 (Region of Interest 縮寫為 ROI, Clarke et al., 1997)，
可以用 ROC 為模型樣本確定用於特定用途的數據集內的選定
子集。一個 ROI 的概念通常在許多應用領域中使用。在地理
資訊系統 (GIS)，ROI 的選取過程可以理解為從 2D 地圖多邊
形中，選擇一個邊界連續之圍束區域 (Hartwig et al., 2013)，這
個區域為圖像分析所關注的重點。本研究以輸入參數 ROC (region object classification) 將固定的面積大小 A=1000 平方公尺。
為了找尋臨近的區塊差異，相似度 (Similarity) 則選擇了
S=25 代表波段值的變異值在高速公路旁的坡地上進行影像
區塊的搜尋，建立最後圖塊以計算整體變位。以相似度和面積
兩個參數逐步擴展到固定區塊後並以 ROI 進行分析和計算垂
直位移 (Getis., 1992)。
圖 2 高光譜的流程圖建置的步驟
Fig.2 Processing procedure with the hyperspectral image

為解決混像元或區塊破碎化之問題，近年來航遙測領域分
類問題之發展 (Tobler., 1979)，已逐漸由以像元為基礎的分類
概念轉換成區域化 (Regional-Based Object Classification, ROC)
分割方式來達成判釋目的 (White and Engelen., 1997)，也就是
說以遙測資料建立影像區塊化分割模型，監控大範圍的地表變
化，國外已多篇應用於坡地或道路崩塌位移的研究成果發表，
而本文則使用高光譜影像和光達影像進行辨識和解算，再結合

CASI

Lidar DEM image

2013/6/29

圖 3 研究材料
Fig.3 The DEM and CASI image of the study area

二、研究材料
本研究區域為國道 3 號高速公路經過之地區，位於
155K+400~ 156K+350，屬於東側以屈尺斷層與雪山山脈相隔
之臺灣西部麓山帶地質區，為上新世晚期卓蘭層之砂岩與泥層
互層上覆崩積層之地質，崩積層則為風化砂岩、紅土、及礫石
等經沖刷堆積而成，且該區屬東北向西南向傾科之順向坡地形，
使用之高光譜影像 (CASI) 和光達 DEM 材料如圖 3 所示，研
究以 2013/6/29 資料範圍為主，解算一年來邊坡潛移問題。
2014/2/28

20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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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與步驟

個階段航拍之高程差異，分別可求得位移量的變化，如果是正
值，代表隆起，如果是負值代表沈陷。

以研究地區在三個時期的高光譜影像和光達資訊之區域，

Step3: 研究使用平均差量法和基礎校正法兩個不同的方

選取測試驗證 ROI 地區。選點策略:由於鄰近高速公路兩旁的

法 (Riaño et al., 2003 )，計算出階段一以及階段二兩段時間的

邊坡會做直接影像通行的安全，為了交叉驗證比較 (Getis.,

土方垂直位移變化。

1992)，本研究設計將在高速公路兩旁各選取兩塊區域，另外
在同時也在高速公路上選取一個青藍區域，做為比較參考。本

Step4: 進階比較高速公路左側、 右側和路面的相對位移
的變化。

研究目的為計算高速公路邊坡的位移量，研究統計顯示參考點
位置偏移量過小 (與文獻相符)，所以改採用計算邊坡地區高

四、結果與討論

程變異量，用以評估邊坡土方變異程度 (Jordan and Stephen.,
2000; Petley et al., 2002)。以下為邊坡位移量計算過程的資料
處理步驟，分為以下 4 個步驟進行：
Step1: 首先研究採用 ROC (Regional Objected Classification) 程式將高光譜影像區塊化，而為了取材相似的大小，則
將高光譜影像融合成灰階圖，並正規化後將數值壓縮到 0~255
間。 高光譜有 72 個波段屬性， 首先將影像屬性萃取技術以

為了交叉驗證分析的正確性，本研究中採用兩種計算方法
作為分析手段。

1. 平均差量法
以下計算結果係採用三時期中，兩兩時期的點對點高程變
化量 (後時期 DEM 值減去前時期 DEM 值) 作為計算數據，

第 14、 25 和 34 融合成一張新的影像， 建立灰階圖 (Wan et

計算其平均值與標準差。

al., 2014)。 誠如前述，因為需要以 ROC 的區塊建立 ROI 的

表 1 三時期 DEM 變異量

面積大小， 方能計算整體的位移量，因此可將灰階相似度

Table 1

(Similarity; S) 和 面 積 (Area; A) 分 別 取 S=25 ， 並 以面積
A=1000 m2 的大小為起始值，逐步擴大 A 值，找尋可以突顯區
塊差異的面積，經測試後對應值大小約 1600 m2，最後決策以
高速公路邊坡紋理圖像變化面積約 1600 m2 大小計算整塊坡
地的變位，並以 1600 m2 定為 ROI (Region of Interest) 範圍

The DEM variations of slope-hill at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階段

階段一
DEM變異量 (mm)

階段二
DEM變異量 (mm)

左方紅色區域

平均: 25.01
標準差: 2.751

平均: 35.28
標準差: 3.054

左方綠色區域

平均: 24.29
標準差: 3.550

平均: 39.50
標準差: 4.658

右方藍色區域

平均: -0.510
標準差: 0.04320

平均: -0.8859
標準差: 0.03965

右方黃色區域

平均: 0.857
標準差: 4.699

平均: -0.9550
標準差: 4.228

高速公路上青藍色區域

平均: 0.13
標準差: 0.00521

平均: 0.0802
標準差: .0674

ROI區域

(Kawakami et al., 2011)，應用於 DEM 資料攫取，圈選如圖 4
所示，高速公路左方選取紅色與綠色區域，右方則是藍色與黃
色區域，高速公路上選取一個青藍區域 (圖 4)。

考慮 DEM 誤差約在 10 公分的前提下，觀察表 1 高速公
路本身則幾乎沒有高程改變，從此資料顯示看到在高速公路左
方邊坡呈現逐漸隆起趨勢 (Hart., 2000)，而在右方邊坡在第一
沒有太大高程變化，但是在第二與第三時期時則程現高程大幅
下降 (約 90 公分)，由於擔心是點雲在植被的穿透不佳，有來
自植被的高程資訊， 因此本研就繼續研發基礎校正法，觀察
結果是否合理。

2. 基礎校正法
統計學中，線性回歸是利用稱為線性回歸方程的最小平方
函數對一個或多個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關係，進行建模的一種
回歸分析 (如圖 5)。這種函數是一個或多個稱為回歸係數的模
型參數的線性組合。在線性回歸中，數據使用線性預測函數來
圖 4 DEM 影像選點 ROI 區域

建模，並且未知的模型參數也是通過數據來估計。這些模型稱

Fig.4 The selected ROI area in DEM image

為線性模型。最常用的線性回歸建模是給定 x 值的 y 的條件

Step2: 在 ENVI 程式裡，分別萃取出 ROI 區塊的 DEM 值，
並 轉 置 輸 出 三 次 航 拍 的 DEM 高 程 值 ， 分 別 計 算 階 段 一
(2013/6/29~2014/2/28) 以及階段二 (2014/2/28~2014/11/6) 兩

均值是 x 的仿射函數。線性回歸模型可以是一個中位數或一些
其他的給定 x 的條件下 y 的條件分布的分位數作為 x 的線性
函數表示。利用最小平方法可以簡便地求得未知的數據，並使
得這些求得的數據與實際數據之間誤差的平方和為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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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深入的說明此理論在量測資料誤差很大的情況下如

x 變動時，在 y 軸上所變動的量)，由於光達資料誤差很大，藉

何採用此法，假設變量間可以線性關係 linear relationship 表示，

由線性回歸去得方程式後，以自變數 x 的中值計算。其中 X

亦即兩個變項的關係可以被一條最具代表性的直線來表示。

軸是區塊中的 pixel 編號 Y 軸是垂直變位 (mm)，本研究分成

令該直線之方程式為 y=bx+a，b 為斜率 (即 Δy/Δx，每單位的

五個區塊，僅以 ROI 中紅色區塊作表述：

2

y = 7E‐05x + 0.1935

1.5
y 軸 垂直遍位

1
0.5
0
0

500

1000

1500

2000

‐0.5
‐1

x軸: 區塊中的pixel編號

圖 5 使用線性方程式代替平均差量 (單位:公分) (第一階段 DEM 隆起 19.8 mm)
Fig.5 Th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 for slope vertical displacement (unit:cm) (Heaving amount is 19.8 mm in the first
period)

以線性方程式取得紅色區塊第二時期減去第一時期 DEM

五、結

得到 y=0.007x+19.35 (unit: mm)
若以中位數 x=800 代入平均 y 約 19.8mm
標準差約 4.45mm ; R

2=0.621

高光譜和光達為現今重要的影像材料，高光譜擁有豐富的
光譜資訊，光達可提供比 DEM 更精準的高程資料，本研究高

以此類推分別可求得五個不同區域的隆起和變形。

光譜與光達影像為兩種創新的影像資料對高速公路進行監測，
然而這種創新材料對現今坡地潛變的應用甚為鮮少，然而過去

3. 兩種方法的比較
如將把上述兩種方法整理起來，列在表 2 中，兩種不同方
法可以看出有不少的差異，平均差量法誤差較大，也較不符合
在不同時期取樣 DEM 所量測到的誤差，因為本身光達就有誤
差，以此誤差累計平均可能過大，如果以基礎校正法比較，其
似乎與傳統文獻人工測量之結果較為合理 (Tu and Gilthorpe.,
2007)。

以使用像元為基礎 (Pixel-Based) 的方法來進行影像資訊進行
點對點的監測，這個方法誤差很大，這些問題長期困擾航遙測
界之使用者。本研究擬改善上述的缺點，擬以區域成長法 (Regional-based Classification) 以整個區塊物件的概念轉成 ROI
(Region of interest) 的觀念，以此技術監控國道三號擋土牆因
土壓有垂直變位變化的現象。
目前不同比例尺地形圖的平均高程製圖精度在等高線間

表 2 三時期 DEM 變異量與兩種方法的計算結果
Table 2

論

The calculated DEM variations by two different
methods
階段

距的應為 1/3 主曲線內；但一般的地形變化 (隆起或沉陷) 速
度非常緩慢，故以地形圖資訊監測地形變化並不可行。為了監
控地表相對位移，首先將 ROI 地區的 DEM 資料萃取出來，然

平均差量法
DEM變異量 (mm)

基礎校正法
DEM變異量 (mm)

左方紅色區域

平均: 25.01
標準差: 2.751

平均: 19.8
標準差: 4.45

左方綠色區域

平均: 24.29
標準差: 3.550

平均: 5.23
標準差: 1.341

勢計算出回歸的差量，以這兩個方法都比以往大地測量只測單

右方藍色區域

平均: 5.10
標準差: 0.4320

平均: -0.15
標準差: 0.053

乎計算相對變位可能更為可靠，希望能夠提出這個方法可以快

ROI區域

後使用本研究開發兩個方法進行垂直位移量估算，第一個方法
為平均差量法，其主要將整個區塊隆起或沈陷進行兩個不同時
間的差量計算。第二個方法為基礎校正法，主要是以移動的趨
點對單點的方法在實施時間上可以大幅度改善，其中方法二似
速解決邊坡監控的問題，並且對於評估相對位移量具有工程上
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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