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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影像，而其航空攝影時間 - 83.7.6，距
今已久，無法呈現校區近年變遷之風貌。
而作者利用國科會計劃於 87.10.1 完成航
空攝影，彩色像片且已數化成數值影像，
利用本校現有之設備與航空攝影測量技
術，可不藉外界測量公司，自力完成最新
之校區圖。
基於此，除研究測繪製作最新之校區
數值彩色正射像片圖之外，製作過程中，
配合土地測量、航空攝影測量、地理資訊
系統等課程之教學，可讓同學於實際作業
過程中，印證理論，而成果亦可作為建立
本校校園資訊系統之資料來源，協助校務
發展。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利用直昇機拍攝三條航帶、共
十七張彩色正片，並以 GPS 衛星定位施行
地面控制，正片則掃瞄成數位影像，再以
數位影像工作站，施行空中三角測量，又
微分糾正各幅影像，並鑲嵌成正射影像
圖。成果與現有 1/1000 數值地形線繪圖比
較分析，成果顯示：可達 1/2000 圖之精度。
關鍵詞：數位攝影測量、正射影像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ree strips of aerial color
positives were taken using a metric camera
mounted on a helicopter.
Seventeen
positives were scanned and digitized.
Ground control surveying were executed
using GPS, and photo control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digital aerial triangulation.
Digital images were then differential
rectified and mosaicked. The resultant
orthoimage has been superimpos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1:1000 digital
map. Accuracy of the orthoimage has
reached the order of 1:2000 map.

三、結果與討論
測製地區為政治大學校區，地理範圍
東至政大附中校地，西至恆光橋，南至國
道三號道路權線，北至萬壽路國關中心。
並於載人直昇機機腹上架設量測型攝影
機，空中垂直拍攝彩色像片。共計拍得三
條航帶、十七張像片。再以每像元 12.5μ
m 之解析度掃瞄數化。之後使用全球定位
系統之靜態之測量方法，測量十九個地面
控制點，控制整個研究區。於 MS Window
NT 環 境 下 ， 利 用 Intergraph 之
ImageStation 軟體施行空中三角測量平差
計算。進一步利用解算成果，產生核立體
影像，製作數值地形模型與正射影像，並
鑲嵌成像，與現有 1/1000 之數值地形線繪
圖套繪比較分析，最後印製出圖。經由研
製成果，可得結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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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本校目前之校區圖均已為過時之資
料。原有校區圖為民國 79 年委請林學會測
繪，資訊老舊，比例尺且固定為 1/2500 及
1/5000，無法展現校區之最新發展情況。
此外，民國 84 年地政系自製之像片圖為黑

(一) 以直昇機為載具，較傳統飛機快速、
便捷，惟導航控制仍須加強，若能使
重疊比例等攝影條件如預期計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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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精度之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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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位航測操作簡單易學，有助於將來
航空攝影測量技術的教學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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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掃瞄解析度為 12.5μm，攝像比例尺
約為 1/10000，因此一個像元相當於
地面 0.125 m。理論上，若以 0.1 m 為
重新取樣之像元大小，經由內插即可
求得各幅像元之多波段成像，應屬合
理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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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度成果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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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得糾正鑲嵌正射影像曾與現有
1/1000 數值地形圖套疊，最後成圖為南北
長 1400m，東西寬 1800m，又於每 100 m *
100 m 區間內，各隨機取樣 2 個地物點，
量測相同地物點於數值地形圖及正射影像
中之差值(dx、dy)。地物點選取以沿道路
面等地面等為主，不包含建物，因研究中
之數值高程模型(DTM)尚未考量建物高程
的緣故。
研究中以數值地形圖坐標為參考坐
標，以檢核正射影像成果。檢核點共計 43
個，X、Y 之 RMSE 分別為 0.321、0.359
m。以圖面 0.5 mm、比例尺 1/2000 化算至
實際地面距離為 1 m。43 個檢核點中除了
其中一點之誤差向量較大之外(X 方向為
1.392 m)，其餘皆於 1 m 以下。附圖 1 即
為誤差向量圖，起始點為數值地形圖坐
標，終點為正射影像坐標，其誤差為隨機
分佈。附圖 2 為正射影像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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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像片圖之誤差向量

圖 2. 正射像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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