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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 

一、航遙測基本觀念 
如前所述，利用航空攝影，測定地表

物體之幾何資訊(如位置、形狀等)是一種定

量式測量，稱為“航空攝影測量”(簡稱

“航測”)，反之，由於衛星科技之發展，

利用多譜掃描儀，辨認地表物之性質，是

一種定性式測量，稱為“遙測”，時至今

日，這兩個領域同質相當高，常合稱為“航

遙測”，如何利用電磁波以辨認地表之性

質，測定其幾何資訊，可利用圖 2.1.1 加以

說明。整個過程可分為二大部份，一為資

料獲取，一為資料分析。資料獲取部份，

在於利用感測器記錄地表物反射或自行放

射電磁波能量變化，製成類比(即像片)或電

腦用數位產品，資料分析部份，則將這些

產品，利用人工判釋或電腦處理分析，製

成資訊成品，以供使用者從事各方面應

用，整個航遙測過程可進一步細分為八個

單元，茲分述如下：

 
圖 2.1.1 電磁遙測地表過程 

(Lillesand 等，2008) 

(一) 電磁遙測地表過程 

1. 輻射源： 
輻射源能夠產生電磁波能量，照射到

地表物，與其發生作用，在整個電磁波波

譜中，波長最長的是，無線電波，可細分

長波、中波、短波、超短波及微波，其次

為紅外線，可見光，紫外線，相對於微波

而言，前三者合稱“光學波段”(Optical 
band)，再次則為 X 射線及 α射線，遙測常

用各波段主要特性如下(如圖 2.1.2)。 

(1) 紫外線：波長範圍為 0.01~0.4 微米(1 微

米=10-6 公尺)，太陽輻射含有紫外線，

通過大氣層時，波長小於 0.3 微米者幾

乎都被吸收，其餘部份雖然穿透大氣

層，但因大氣之散射非常顯著，到達地

面之能量很低，用途較受限制。 

(2) 可見光：波長範圍為 0.4~0.76 微米，它

由紅、橙、黃、綠、藍、靛、紫色光組

成，其中，紅、綠、藍色稱為光的三原

色，所有彩色都可由這三原光，依其強

度不同組合而產生，人眼僅對可見光直

接感應，不僅對全色光(即黑白色)，而

且也對不同波段之單色光及或彩色都

具有這種能力，可見光是遙測中最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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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波段。 

(3) 紅外線：波長範圍為 0.76~1,000 微米，

為便於實際應用，又細分為近紅外線 

 
圖 2.1.2 遙測常用之電磁波譜 

(0.76~3.0 微米)，中紅外線(3.0~6.0 微

米)，遠紅外線(6.0~15.0 微米)及超遠紅

外線(15~1,000 微米)，近紅外及中紅外

線之性質與可見光相似，它主要是地表

物反射太陽光的紅外線輻射，因此又稱

為反射紅外線，由於感光材料靈敏度之

限制，目前只能感測 0.76~2.35 微米，

遠紅外或稱熱紅外線，主要來自地表物

本身溫度(約 300 愷氏溫度)而放射出來

之能量，利用這個波段可量測地表物溫

度(如一般地表物、熱污染、火山及森

林火災等)，至於超遠紅外，則很少應

用在遙測方面。 

(4) 微波：波長範圍在 1 毫米及 1 米間，以

遙測應用而言，主要在波長為 2.4 公分

到 1 米之間，依先後開始應用的年代，

首先是 L-波段(15~30 公分，L 表示長

(Long)，係相對於前述之光學波段而

言)，S 波段(7.5~15 公分，S 表示短

(Short)，係相對 L-波段而言)，接著是

X-波段(2.4~3.75 公分，X 表示點(Spot)
之意思)，介於 X 與 S 波段間，稱為 C
波 段 (3.75~7.5 公 分 ， 表 示 擇 中

(Compromise))，比 L-波段更長者稱 P-
波段(P 表示“在前”(Previous)，波長在

30~100 公分)。電磁波係直線行進，而

在微觀上，則是波動行進，如將三度空

間的多重波動面，簡化為一個水平面，

則水平面振盪的波，其極性(Polarization)
稱之為水平極化，以 H (Horizontal)表
示，反之，垂直振盪的波，其極性稱之

為垂直極化，以 V (Vertical)表示(如圖

2.1.3 所示)，就遙測應用而言，光學波

段很少使用極性之特性，反之，微波則

一定會使用極性之特性。 

 
圖 2.1.3 電磁波極性 

輻射源如果來自自然界(如太陽)或地

表物本身放射出來者，另外以感測器記錄

自地表物反射或放射之能量，這種方式稱

之為“被動式遙測” (Passive Remote 
Sensing)，反之，如果輻射源係來自於人造

者，而感測器與其整合成一個系統，這種

方式則稱之為主動式遙測(Active Remote 
Sensing)，在光學波段，這種系統稱為光達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取其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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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LIDAR)，在微波波段則稱為雷達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RADAR)。 

2. 大氣層： 
如圖 2.1.1 所示，輻射源發出之電磁

波經地表物反射後或地表物本身放射電磁

波都會經過大氣層，其中之大氣分子將與

電磁波相互作用，產生散射與吸收效應，

前者係電磁波部份能量受到大氣中之氣體

分子或微粒影響，改變其前進方向，無法

照射到地表物，後者則電磁波部份波段能

被大氣分子所吸收，其中臭氣主要吸收紫

外線，水氣主要吸收中紅外光及短波微

波，而二氧化碳則會吸收熱紅外線，圖

2.1.4(a)則表示太陽光 (6000K)及地表物

(300K)輻射之光譜分佈特性；(b)表示太陽

光經大氣層之吸收及散射後到達地球表面

能量之百分比(即穿透率)，由圖 2.1.4(a)可
看出太陽輻射能量最高波段在可見光波

段，而地球表面輻射能量最高波段則在約

10 微米之熱紅外線，圖 2.1.4(b)中，穿透

率較高者，稱為大氣窗區 (Atmospheric 
Windows)，為提高感測器之靈敏度，感應

元件之波段選擇，應以大氣窗區波段為優

先考慮之因素。 

 
圖 2.1.4 輻射源(a)及大氣穿透率(b)之光譜分佈特性 

(Lillesand 等，2008) 

3. 目標物： 
太陽光經大氣層之吸收與散射，直射

目標物，由於不同地表物在不同波段上對

於太陽光能量之吸收有所不同，因此自目

標物反射程度有顯然不同之差異，反射率

意指地表物反射之能量與直射地表物能量

之比值，圖 2.1.5 即在說明不同地表物之

反射率隨著波長之變化情形。由於人眼僅

能看到可見光，人們對於地表物顏色之認

知，亦以可見光為限，以可見光而言，草

地在綠波段射射率最大，故呈現綠色，反

之，其近紅光波段之反射率遠較綠波段為

大，如果人眼能夠看到近紅外光，則植物

應呈現紅色才對，土壤在可見光部份，變

化較大，呈棕色，反之，柏油路面，反射

率偏低，故看來較黑暗。在可見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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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葉樹之反射率與針葉樹相似，在近紅光

部份則較高。 

 
圖 2.1.5 地表物反射光譜特性 

 

4. 載具及感測器： 
如前所述，遙測技術可分為“被動

式”及“主動式”遙測，同樣的，感測器

也分成“被動式”及“主動式”感測器兩

種，依電磁波波長則分為“光學”(波長在

0.3 至 15 微米間)及“微波”(波長在 2.4
至 100 公分間)感測器，表 2.1.1 列出在自

然資源應用中常用之感測器。 

表 2.1.1 自然資源應用常見之感測器 

依波長 
依輻射源 

光學 微波 

被動式 

底片式攝影機 
數位式攝影機 
跨徑掃描儀 
沿徑掃描儀 

微波輻射成像儀 

主動式 光達 真實孔徑雷達，合成孔徑雷達 
 

有關“底片式攝影機”及“數位式攝

影機”將於下節進一步詳述，“跨徑掃描

儀 (Across-Track 或 Whisk-Broom 
Scanner)”，如前一章圖 1.1.8 所示，這種

掃描儀除可放在衛星上，亦可放在飛機

上。相對於跨徑掃描儀，沿徑掃描儀

(Along-Track 或 Pushbroom Scanner)之操作

示意圖，如圖 2.1.6 所示。感測器的主體，

由上千(或萬)個 CCD 元件組成一個線狀陣

列，透過光學次系統同時拍攝對應地面一

長條區域(其寬度稱之為“跨幅”)，每一個

CCD 元件，則對應地面一個小方格。經由

載具向前飛行，即構成一組二維的影像資

料。有關“空載多光譜系統”、“光達”、

“真實孔徑雷達”及“合成孔徑雷達”將

於本章後面詳加敘述。至於載具方面，則

以飛機及衛星為主，飛機之最大優點在於

它的機動性，在天氣情況允許，它可在任

何時間飛到任何地點收集資料，它的最大

缺點在於其直接成本較高，反之，衛星限

於其軌道運轉，僅能固定時間收集資料，

不過相對而言，其直接成本較低。 

 
圖 2.1.6 沿徑掃描儀操作示意圖 

(Lillescand 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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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遙測產品： 
感測器如果利用底片感光而產生之紙

本或透明片像片(Photograph)稱為“類比產

品”，反之，利用電子感應方式而產生之

數位資料，稱為“數位產品”，“數位產

品”可透過電腦騟出設備印製成相片，反

之“類比產品”之像片，亦可透過電子掃

描方式產生“數位產品”，無論“類比產

品”或“數位產品”以圖像方式展現，則

統稱為影像(Images)。一張原本清晰之“類

比影像”經過照相放大機，逐漸增加其放

大倍率，影像會逐漸變為連續性模糊，而

一張在電腦顯示器顯現清晰之“數位影

像”，逐漸增加其放大倍率開始變為模

糊，最後呈現出等面積色調不連續之方塊

圖樣，此方塊稱為“像素”(Pixel, Picture 
Element)。圖 2.1.7 說明數位影像之基本特

性，圖(a)看似一張連續變化色調之影像，

實際上是由 500 像素×400 畫素所構成，圖

(b)為局部放大 5 倍之影像，開始出現不甚

連續變化圖樣，圖(c)則為進一步放大 10 倍

之影像。每一個單獨像素，可明確看出，

圖(d)為對應圖(c)每一個像素之亮度，以數

字表示之灰度值(Grey Value)。 
在影像(即像空間)一個像素於對應地

表目標物(即物空間)所涵蓋之單元面積即

為 該 影 像 之 空 間 解 析 率 (Spatial 
Resolution)，對於一個數化影像檔所印製之

相片，當其像點大於約 200 微米，人的視

覺將開始感到影像不夠清晰，因此一個數

化影像所印製相片之最大比例尺，約為該

影像檔之空間解析率(以公尺計)乘 5,000，
例如空間解析率為 2 公尺之影像，可印製

之最大比例尺相片為 1/10,000。 

 

 
圖 2.1.7 (a)原始數位影像；(b)近中心區放大五倍之影像；(c)進一步放大十倍之影像；(d)對

應圖(c)每一像素之灰度值 
(Lillesan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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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判釋與分析 
如圖 2.1.1 所示，遙測產品結合參考資

料，經過判釋與分析，以萃取地表物特性

及其幾何資訊(如位置形狀等)，從而產生

“資訊成品”，參考資料又稱為“地真”

(Ground Truth)，“地真”不可望及生義，

它其實並不限於在地面收集之真實情況，

它也包括在低空所收集之地表現況，以及

其他相關輔助資料，包括土壤分佈圖，水

質檢驗資料，土地利用等，其目的在於強

化遙測產品內涵，以獲得較有用之資訊產

品。 
產品處理模式可分為人工判釋及數位

影像處理，“人工判釋”係針對類比或數

位產品所產生之圖像，判釋者利用其視覺

以及經驗知識，主觀地判釋圖像內涵之資

訊，反之，“數位影像處理”則利用電腦

及其相關軟硬體設備，以半自動或自動方

式，萃取相關資訊，表 2.1.2 說明之二種處

理模式之差異。

表 2.1.2 人工判釋與數位影像處理比較表 
人工判釋 數位影像處理 

1. 對軟、硬體設備需求低 
2. 同一時間僅能處理一個或少數個波段影

像資料或單一圖像 
3. 判釋結果因人、因時不同，較主觀，品質

可能因人而異 

1. 通常需要特殊軟硬體設備 
2. 可同時處理多波段及大量影像資料 
 
3. 處理結果一致，較客觀，結果須經嚴密驗

證 
 
7. 資訊成品 

經過上述之處理程序，所萃取之資訊，產

生有關地表物特性，分佈及幾何性質之“資訊

產品”，產品形式包括各種形式之主題地圖

(Thematic Map)，報表以及數位電子檔。 

8. 使用者 
整個遙測過程中，最主要之目的無非

在於透過這個過程所產生之資訊，提供給

使用者應用，航遙測應用頗為廣泛，表 2.1.3
列出代表性之應用。 

表 2.1.3 航遙測應用領域 

 環境監視 
 土地利用監測 
 污染監測 
 水資源調查 
 災害調查 
 海岸及海洋監測 
 水災/水庫監測 
 油污監測 
 土石流監測 

 製圖 
 地形圖、DTM 

 軍事情報 

 教育 
 公共工程 
 工程規劃 
 環境影響評估 
 新市鎮開發及監視 

 農林 
 作物、林木監測 
 面積估測 
 產量模式及造林調查 

 土地利用 
 區域規劃 
 山坡地開發 
 土地利用管理 

 地質 
 



 26 

第三章將就上表中，與自然資源關係較

密切之領域，包括數值地形模型及製圖，農

業、林業、土地利用、地質及數碼城市，詳

加敘述。 

 

(二) 資料應用主要考量因素 

為有效應用航遙測資料，主要考量的

因素分述如下： 

1. 天候/日夜因素 
由於光學感測，在其感應範圍(即波長

在 0.3 至 15 微米間)的電磁波無法穿透雲

層，因此陰雨天氣下，無法使用光學感測

器，反之，微波感測器在其感應範圍(即波

長在 2.4 至 100 公分)的電磁波，可穿透雲

層，因此可以全天候使用。再者，“被動式”

光學感測器(除熱紅外線)主要能量來源來

自太陽，因此這類感測器只能在白天使用，

夜晚則無法使用。至於“主動式”感測器

(光學或微波)因系統本身可提供輻射源，不

受日/夜因素影響。 

2. 地面解析率 
如前所述，在影像(即像空間)一個像素

對應於地表目標物(即物空間)所涵蓋的單

元面積，即為該影像的地面解析率，地面

解析率愈高，愈能分辨地表物清晰程度。

隨著科技之進步，民用的遙測衛星解析度

已從 80m*80m 提升至 0.5m*0.5m。以台北

市國父紀念館附近 20 公頃範圍為例，圖

2.1.8(a) 至 2.1.8(h) 8 張影像分別表示

Landsat 1，Landsat 5，SPOT 1 多光譜，SPOT 
4 全色態，SPOT 5 全色態，福衛二號，

IKONOS，WorldView 之影像，其空間解析

度分別為 80m*80m，30m*30m，20m*20m，
10m*10m，5m*5m，2m*2m，1m*1m，及

0.5m*0.5m。解析度之提升增強了衛星影像

應用之潛力。 

3. 時間解析率 
如前所述，在天氣情況允許下，飛機

可在任何時間飛往任何地點收集資料，反

之，衛星限於軌道運轉，僅能固定時間，

收集資料，因此就衛星而言，它能重複收

集地表目標物資料的最小時間間隔，即為

該衛星資料收集的時間解析率。 

4. 輻射解析率 
此參數係指感測器對於某個波段的信

號雜訊比(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通常

以位元(bit)數表示，即 2N，N 為位元數。

位元數越大，則表示輻射解析率愈高，換

言之，能將信號變化分為更多不同強度。

圖2.1.9為台北市區QuickBird 0.6米地面解

析力影像，(a)為原始 8 位元之影像，其灰

度值在 0 到 255 之間，(b)則為將自 8 位元

影像降階為 2 位元，其灰度值在 0 到 3 之

間。因輻射解析率不同，在 8 位元影像(圖
(a)中很清楚可以分辨地面停車場停車格，

傾斜屋頂等，而 2 位元影像(圖(b)則完全無

法辨認。 

5. 跨幅 
此參數係指感測器所偵測到地表的寬

度跨幅愈大，則表示偵測的地表範圍愈

大，就同一種光學感測器而言，如果拍攝

的跨幅愈大，相對的地面解析率也愈差。 

6. 光譜解析率 
此參數，一般而言，係針對光學感測

器，探測時，波譜範圍愈窄，則探測目標物

之“光譜純度”愈高，若能配合較多的探測

波段，則能提升對目標物識別的能力，因此

光譜解析率實際隱含兩種意義，一為單一波

段寬度，一為探測波段個數，由於波段愈

窄，感測器所能偵測的能量愈少，造成訊號

雜訊比值不足，影響影像不良，欲改善此現

象，除了加強探測系統的靈敏度，可加大影

像點對應地表的面積，亦即犧牲空間解析

率。 



 27 

光學影像依波段的個數分為(1)全色態

(Panchromatic)； (2)多光譜 (Multi-spectral)
及(3)高光譜(Hyper-spectral)等三類，全色態

係指僅有一個波段，其範圍含蓋可見光(減
少一些較短的藍光，但增加一些較長波長

的紅外光)，因為只有一個波段，其影像以

黑白方式呈現，波段數若為 3~9 之間，則

稱為多光譜，若波段數在 20 以上，則稱為

高光譜。任選其中 3 個波段，分別套上光

的三原色(紅、綠、藍)，則可顯示彩色影像。 

  
(a) LandSat-1 80m (MS) 1972 (b) LandSat-5 30m (MS) 1988 

  
(c) SPOT-4 20m (MS) 2007 (d) SPOT-4 10m (Pan) 2007 

  
(e) SPOT-5 5m (Pan) 2008 (f) Formosat-2 2m (P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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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KONOS 1m (Pan) 2002 (h) WorldView-1 0.5m (Pan) 2008 

圖 2.1.8 八種影像空間解析度比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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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 2.1.9 台北市區 QuickBird 0.6 米地面解析率影像：(a)8 位元影像；(b)2 位元影像 

(三) 影像分類 

如圖 2.1.1 電磁遙測地表過程所示，要

將“遙測產品”，獲得可直接應用之“資

訊產品”，需經“判釋與分析”步驟，此

步驟可分為人工判釋及數位影像處理(即
影像分類)。前者係利用判釋者之視覺及其

經驗知識，主觀判釋影像內涵之資訊，後

者，則利用及電腦及其相關軟硬體設備，

參考相關輔助資訊，以半自動或自動方

式，萃取相關資訊。 
影像分類指透過影像光譜之計算及分

析過程，給與影像中每一像元一個特定

值，此特定值象徵著土地覆蓋之種類，經

分類後之整個影像，即轉換成具地理位置

相關之土地覆蓋分佈圖層，以供進一步之

應用。基本之影像分類可分為“非監督性

分類法 (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及

“ 監 督 性 分 類 法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茲分述如下： 

1. 非監督性分類： 
此分類法是依據使用者所定之分類類

別數(即群聚數)，利用群聚分析方法，計算

各群聚之光譜平均值及標準差，並逐一檢查

影像各像之光譜值，依離各個群聚中心最短

光譜距離之原則，指定該像元屬於某一群

聚，經由迭代群聚分割合併之過程，獲得穩

定之群聚分佈圖，最後以抽樣方式，取得地

真土地覆蓋資料，從而獲得整個影像之土地

覆蓋分佈，分類基本流程，包括： 
(1) 指定欲區分之類別數(即群聚數) 
(2) 指定相關參數，如起始群聚中心之光譜

值及其標準差等 
(3) 指定群聚規則 
(4) 依最短光譜距離之原則，逐一指定各像

元分屬不同群聚中心 
(5) 迭代計算，獲得穩定之群聚分佈圖 
(6) 依據抽樣地真土地覆蓋資料，獲得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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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之土地覆蓋分佈 

2. 監督性分類： 
此分類法是指先經由地真土地覆蓋資

料，作為影像已知的訓練樣區資料，並由各

類別所選取之樣區，計算其光譜特性(如平

均值、標準差、紋理參數等)，再選用適當

之分類器，利用電腦半自動/自動化，將每

個像元歸屬某一類，以獲得整個影像之土地

覆蓋分佈，分類基本流程，包括： 
(1) 選取適當之土地覆蓋類別 
(2) 選取不同土地覆蓋之訓練樣區 
(3) 選取可以電腦使用之適當分類器 
(4) 依據分類器之需求，計算每一類別樣區

之光譜特性(如平均值、標準差、紋理

參數等) 

(5) 將不同土地覆蓋之特性，輸入分類器，

利用電腦半自動/自動方式將每個像元

歸屬某一類別，從而獲得整理影像之土

地覆蓋分佈 
圖 2.1.10(a)為福衛二號全島多日期原

始鑲嵌影像，依據土地覆蓋地真資料選取

11 種類別，分別為雲、水體、建物、海、

道路、河床、沙地、休耕地、草地、農地、

森林等，圖(b)則為每一種土地覆蓋代表性

訓練區之影像，圖(c)則利用監督性分類所得

全島 11 種土地覆蓋之分佈情形。很明顯可

看出各都市(即建物)集中在西海岸為主，而

佔全島約 2/3 之山區(即森林)也在圖中清楚

顯現。 

 
 

(a) (b) 

雲 水
 

建物 海 

道路 河床 沙地 休耕地 

草地 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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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圖 2.1.10 (a)福衛二號全島多日期原始鑲嵌影像；(b)土地覆蓋訓練性代表性影像；          
(c)分類成果 

(四) 參考文獻 

1. Lillisand, T. M., R. W. Kiefer, and J. W. 
Chipman, 2008, Remote Sensing and 
Image Interpretation, Sixth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I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