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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UAV 影像自動萃取河床表面粒徑分佈
詹勳全
摘

要

林柏瑋

鄭卉君

河床的粒徑組成為溪流重要的環境因子，舉凡：水流的流動、河床的沖淤、棲地的型態與水質的

變化皆會受粒徑分佈而影響，本研究嘗試建立一個安全、機動性高且快速的河道粒徑分析系統，以無人飛行
載具 (UAV) 進行河道底床表面顆粒的影像拍攝，配合自動化的影像處理 (image processing) 來辨識顆粒的輪
廓，經由影像判視出顆粒的代表特徵長度，統計分析特徵長度後獲得粒徑分佈特性。影像處理過程除了採用
以往研究常用的邊緣偵測法與集水區分割法進行顆粒輪廓辨識外，本研究亦針對集水區分割法進行修正，改
善影像辨識顆時顆粒無法分割與過度分割的情況。河道粒徑分析系統以室內與室外實驗進行應用測試，室內
實驗主要檢核影像辨識顆粒之數量與代表長度的正確性，而室外實驗則用於檢核系統分析之河道表面顆粒群
體粒徑的分佈特性。室內分析結果顯示，在礫石顆粒為分別為分離、緊密與重疊排列之情況下，修正集水區
分割法均能辨識出正確的顆粒數量，且辨識出的粒徑代表長度具有最小之平均誤差；室外分析先以人工調查
(包括：卵石採樣分析、方形網格採樣及人工圈繪影像顆粒) 進行底床表面粒徑分佈分析，邊緣偵測法、集水
區分割法及修正集水區分割法所得之粒徑累積百分比達到 50%所對應的顆粒尺寸 (D50) 與人工方式分析比較
之誤差百分比分別為 2.46~6.73%、23.60~26.94%與 0.94~5.28%。由室內與室外實驗分析之結果可知，修正集
水區分割法可準確辨識表面顆粒的輪廓與數量，求得的代表粒徑分佈特性與人工方式結果相近，本研究提出
的河道粒徑分析系統可有效且正確進行河道粒徑分佈調查。

關鍵詞：無人飛行載具、影像處理、粒徑分佈

Automated Extraction of Surface Grain-Size Distribution From
UAV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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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osition of riverbed materials is an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factor, which affects the water
flow, riverbed variation, river habitat, and water quality. This paper presents a safe and highly mobil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based image-processing system for determining the grain size in gravel-bed rivers. The image characteristics of a riverbed surface were photographed using a UAV, and automatic image-processing procedures, such as
edge detection and watershed segmentation, were used to recognize the gravel’s outlines. Subsequently, the grain-size
data were analyzed to obtain the grain-size distribution. This study proposed an improved watershed segmentation
procedure to eliminate the problems of over- and under-segmentation in the image-processing procedures. The system
was tested using indoor and outdoor experiments. The indoor experiments mainly checked the accuracy of gravel numbers and characteristic lengths identified by the system, whereas the outdoor experiments evaluated the grain-size distribution it produced. The results of the indoor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at the improved watershed segmentation procedure correctly recognized the gravel number; furthermore, minimal mean errors in characteristic lengths occurred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methods used in this study on gravel with separated, closed, and overlapping arrangements.
In the outdoor experiments, the surface grain-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gravel bed was first analyzed through manual
investigation, which included pebble counts, grid counts, and manual extrac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images.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btained through edge detection, watershed segmentation, and improved watershed
segmentation. The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s of the median grain size (D50) were 2.46–6.73%, 23.60–26.94%,
and 0.94–5.28%,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indoor and outdoor experiment results, the improved watershed segmentation procedure could accurately recognize the outlines and correct gravel number and could acquire the grainsize distribution with results similar to manual investigation. The UAV-based image-processing system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ould effectively and correctly survey grain-size distributions in gravel-bed rivers.
Keyword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image-processing, grain-siz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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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溪流的環境包括水流、河岸與河道底床，河道底床由不同
尺寸的底床質所組成，底床質粒徑的尺寸分佈會使河床粗糙度
產生變化，進而影響底床附近的水流流動的阻力大小，導致水
流之流速產生變化，因此水理分析時底床質的尺寸是決定河床
粗糙度的重要因素 (Giménez and Govers, 2001)；河床粗糙度
會增加紊流的動能，進而降低邊界層內的平均流速，並改變水
流的輸砂量，因而影響河道之沖淤變化 (Nezu and Nakagawa,
1993)；底床質的尺寸與排列的變化可以創造出不同的生物棲
息空間，許多大型無脊椎動物便偏好生活在較大的底床顆粒旁，
因為大的顆粒附近的水流較為緩慢，有利於生物的繁衍與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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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情形，需以人為調整分析參數或判別門檻值的方式，將不
連續的邊緣像素加以連接，提高分析結果之正確性，Rüther et
al. (2013) 應用邊緣偵測法辨識河床礫石輪廓時，即透過調整
判別影像邊緣的門檻值，將原始間斷的顆粒邊緣連接成完整封
閉的顆粒邊緣；Sime and Ferguson (2003) 指出以兩個高低不
同門檻值，分兩階段進行影像邊緣偵測，能將可能為邊緣的像
素點位偵測出來，此舉雖然可避免邊緣間斷之問題，但因為每
張影像有不同的明暗度，因此不同的影像需要重新調整門檻值；
McEwan et al. (2000) 則透過提高影像解析度的方式，使偵測
顆粒的影像更清晰，減少分析過程中人工調整遮罩係數來凸顯
不明顯邊緣的機會，然而有些重疊或相連之顆粒的邊緣在調整

(Pedersen and Friberg, 2007)，因此在進行生態調查時，河道底

係數值後，仍無法在偵測後的結果完整地辨識出來。應用集水

床的粒徑分佈為棲地調查的重要項目；另外，底床質的表面常

區分割法進行邊緣偵測時，則容易因為錯誤的邊緣，將單一顆

有藻類附著在上面生長，藻類的繁衍與成長可以減少水中營養

粒分割成不同的碎塊，因此需要在分割邊緣後進行碎塊的合併，

鹽含量，使水質產生變化 (Downes et al., 2000)。由於底床質對

Detert and Weitbrecht (2012) 先計算影像灰階值的梯度，假設

溪流環境與生態的影響舉足輕重，因此如何快速且有效獲得底

影像灰階值的梯度變化較小之區域並無邊緣存在，因此設立灰

床質的粒徑分佈資訊乃河道水理分析及生態棲地評估的重要

階值梯度的門檻值，剔除無須偵測邊緣之區域，再利用集水區

議題。

分割法進行邊緣辨識，此舉雖然可以減少碎塊的數目，然而決

傳統河床表面之粒徑分佈調查多以人工方式進行野外採

定影像灰階值梯度之門檻值大小需要專業訓練之人士，且針對

樣與分析，一般常使用採樣方法 (Bunte and Abt, 2001) 包括：

灰階值變化不大之影像，仍需以人工方式來進行碎塊的合併；

網格式卵石採樣法 (pebble counts)、方形網格採樣法 (grid

Bulter et al. (2001) 則在進行輪廓辨識前，先由影像萃取出顆

counts) 及面積採樣法 (areal counts)；網格式卵石採樣法在河

粒表面之紋理資料，避免因顆粒之紋理辨識為錯誤之邊緣，藉

道佈設捲尺或繩子做為採樣線，採集工作人員沿著採樣線，以

以降低碎塊產生的機率，然而礙於紋理資料的精度，部分影像

相同的間距採集河道表面之顆粒，記錄採集顆粒的尺寸來進行

仍然需以人工方式合併部分碎塊；Graham et al. (2005) 指出以

分析，Wolman (1954) 指出網格式卵石採樣法容易產生採樣數

集水區分割法配合碎塊合併辨識顆粒輪廓，為了校正影像觀測

量不足導致的誤差，因此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與時間來達到充

法與傳統取樣法因為量測方式不一致導致結果之差異，影像分

足的採樣數量；方形網格採樣法透過分析網框內的網格，選取

析得到顆粒粒徑的代表長度需以 Church et al. (1987) 方孔篩

網格中的顆粒進行粒徑量測，Marcus et al. (1995) 指出採樣所

公式進行校正。

使用網格的大小需配合河道表面顆粒的尺寸，當網格尺寸超過
顆粒尺寸時，導致網框內的樣本數不足，反之則易產生顆粒重
覆量測的情況，兩者皆會影響量測數據的精度；面積採樣法以
採樣黏著板 (Adhesive) 沾黏底床表面之顆粒來進行採樣與粒
徑分析，Diplas and Sutherland (1988)與 Ettema (1984) 發現黏
著板的觀測結果容易受外面環境因素與黏著材料所影響，造成
量測效率不佳。由於傳統人工方式進行河床表面粒徑分佈調查
耗費許多採樣的人力與時間，Ibbeken and Schleyer (1986) 及
Diepenbroek and Jong (1994) 便嘗試使用數位相機拍攝河床質
的影像，在實驗室內以人工方式圈繪出影像中顆粒之輪廓，並
利用河床質影像進行粒徑尺寸量測，此舉雖然能大量減少現地

前述利用人工拍攝影像配合影像分析進行粒徑分析，雖能
減少影像分析耗費之人力與時間，但由於部分調查之地點可能
位於危險區域，顧及調查人員及設備之安全，因而常出現調查
資料不完整之情況，有鑑於近年來無人飛行載具 (UAV) 蓬勃
發展應用，且有許多成功進行河道環境調查的案例可循
(Rathinam et al., 2007；Nagai et al., 2014；Westoby et al., 2015；
Watanabe and Kawahara, 2016；Langhammer et al., 2017；Pearson
et al., 2017)，由於因 UAV 具有良好的機動性，配合高解析度
的相機將有助調查效率與精度之提升。本研究為了減少河道粒
徑調查的人力與時間，並降低調查過程的危險性，嘗試建立一

調查時間，但需另外耗費額外的影像分析時間，且顆粒之輪廓

個快速且安全的河道粒徑調查與分析系統，以能抵達危險區域

圈繪結果因人而異，使粒徑分析結果出現不一致的情況。

的無人飛行載具拍攝河道表面顆粒的影像，拍攝後的影像先進

由於以人工圈繪方式費時且易出現人為誤差，便有研究嘗

行影像前處理來提高顆粒輪廓的辨識度，本研究並針對集水區

試以影像辨識的方式來進行顆粒的輪廓萃取，常見的輪廓萃取

分割法進行改良，利用辨識的顆粒輪廓求得底床質顆粒的代表

方法有：邊緣偵測法 (McEwan et al., 2000；Sime and Ferguson,

長度，代表長度經校正後統計分析得到粒徑分佈資料，研究成

2003；Rüther et al., 2013) 與集水區分割法 (Bulter et al., 2001；

果期望能提升辨識底床質輪廓的正確性，並避免以往邊緣偵測

Graham et al., 2005；Detert and Weitbrecht, 2012；Westoby et al.,

法與集水區分割法需要人為介入才能提升分析精度之情形，使

2015；Langhammer et al., 2017)。邊緣偵測法之分析結果在分

底床質的輪廓偵測能自動化並提升分析效率。

析影像之灰階值梯度變化不明顯的地方，顆粒邊緣容易產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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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粒徑調查與分析系統介紹
本研究之粒徑調查與分析系統包含四個步驟，包括：影像
拍攝、影像前處理、輪廓辨識及代表長度估算等四步驟 (如圖
1)，影像拍攝前先根據現場情況與分析區域範圍規劃 UAV 的
飛行計畫包括：飛行高度與飛行航線，影像拍攝時以遙控器操
控無人飛行載具到達分析區域之上方，調整雲台上的相機鏡頭
以接近垂直的方式拍攝分析區表面顆粒影像，另外為使影像中
的顆粒輪廓更加明顯，拍攝的影像於回實驗室內進行座標校正、
HSV 影像與形態學等影像前處理，再分別使用邊緣偵測法、
集水區分割法與修正集水區分割法進行顆粒形狀的辨識，依據
辨識出顆粒輪廓求出顆粒的代表長度，顆粒的代表長度經方孔
篩公式校正後，統計分析顆粒代表長度得到底床質的粒徑分佈。

2.1 影像拍攝
本研究選用 DJI 公司、型號為 Inspire 1 的四旋翼 UAV 進
行底床質的影像拍攝，旋翼型的 UAV 具有垂直起降的功能，
針對危險性區域進行調查時，可以在調查區域附近選取一個小
範圍的安全位置即可起飛，有效率地抵達調查區域進行空中定
點影像拍攝，另外 Inspire 1 能直接從商業公司上獲得，毋須自
行組裝，其體積小易於調查攜帶，搭載的相機支援最大解析度
為 1,240 萬畫素，由於 Inspire 1 具有轉動範圍為 330 的相機


雲台，可以用接近垂直方式拍攝河道表面粒徑之影像，減少影
像因拍攝角度造成分析之影像變形誤差。
以 UAV 進行調查區域之影像拍攝前，先依河道表面顆粒
分析區域的範圍佈設地面控制點，並規劃飛行計畫中的飛行高
度與航線；完成前述作業後，操控 UAV 飛行至分析區域附近，
透過 UAV 操控平板螢幕上顯示的拍攝範圍，調整 UAV 的飛
行位置至分析區域上空，調整雲台控制拍攝角度，相機以接近
垂直地面方式拍攝底床質的影像，拍攝之地面解析度為
0.036m0.036m。另外，由於 UAV 拍攝影像的過程中，可能
受到現場外在環境因子如:光線、風速或雲覆率的影響，使部
分拍攝影像產生模糊或變形，因此影像以連拍的方式拍攝多張
影像，若有影像品質不佳的情況，則將品質不佳的影像剔除後，
以品質良好的影像進行後續分析工作。

2.2 影像前處理
拍攝之影像因底床質顆粒表面粗糙或紋理，單一顆粒之表
面會有明暗度不均勻的現象，另外顆粒排列為相連或上下重疊
時，顆粒間會出現陰影與遮蔽等情形，顆粒表面出現粗糙紋理
與顆粒受陰影遮蔽情形如圖 2 所示，當光線不均勻時前述情形
易使輪廓辨識產生誤判之情形，因此需在影像輪廓辨識前進行
影像前處理，將影像需要的分析之資訊凸顯出來，提高輪廓辨
識的準確度，以下說明本研究進行影像前處理的方法與原理：
由於拍攝影像可能受現場之側風影響，UAV 因晃動而造
成產生影像變形，為了改善影像變形的情形，在輪廓辨識前先
進行座標校正，以最小平方法進行實際座標與影像座標的轉換
降低影像變形量，影像座標校正公式如式 (1)，將圖 3 中 A~D
四個已知的地面控制點之實際座標 ( Xi , Yi ) 與對應的影像
座標 (

x i , yi )，分別代入式

(2) 與式 (3) 中 (Lu and Pan,

2010)，經過座標轉換後，求出實際座標與影像座標的轉換係
數矩陣如式四，將 UAV 拍攝之影像以式 (1)~(4) 運算後，即
可得到轉換後的影像圖，圖 3 中可看到轉換前後影像之差異，
轉換後傾斜、彎曲及變形的部分皆已修正。

TA  Z

圖 1 粒徑分析系統流程圖
Fig.1 Flowchart of the system for the automated extraction of grain-siz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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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顆粒表面紋理與顆粒受陰影遮蔽情形
Fig.2 Texture on the surface of gravels and gravels under cover of shadow

法 (Vincent and Soille, 1991) 與本研究提出的修正集水區分割
法。修正集水區分割法為了避免以人工調整參數方式提高辨識
的準確率，以全自動化方式進行顆粒的輪廓辨識，藉以提升粒
徑調查與分析系統的分析效率，以下針對本研究採用之輪廓辨
識法的辨識原理與流程進行說明。

圖 3 顆粒影像經座標轉換前後處理之比較
Fig.3 Images of gravels before and after geometric transformation

另外，為了降低光線不均勻對於顆粒紋理與陰影之影響，
本研究採用直方圖均化 (histogram equalization) 將原始影像
的灰階值間轉換成均勻分布的情形，進而增強影像中某些對比
度不足的區域，有效調整影像的明暗度；然而因為分析影像是
以 RGB 三種色彩組成的灰階值影像，每個色彩皆包含明暗度
與色相，因此直接對灰階影像使用直方圖均化時，容易失去色
相的資訊，進行直方圖均化前將灰階影像轉換成色相與明暗度

圖 4 顆粒影像經 HSV 影像處理前後之比較
Fig.4 Images of gravel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HSV

分離的 HSV 影像，再以直方圖均化 (Histogram Equalization)
進行明暗度的調整， HSV 影像經直方圖均化調整明暗度後的
影像結果如圖 4 所示。
影像經過明暗度調整後，雖能增加顆粒與背景間的對比度，
但原來影像中不明顯的雜訊，調整後的影像則出現雜訊凸顯的
情況，如圖 4 中的 A 顆粒下方附近出現的細微顆粒；為了移
除出現之雜訊，本研究以 Serra (1986) 提出的形態學影像處理
來消除影像中雜訊，形態學影像處理乃針對影像與結構元素做
集合運算，由圖 5 的 A 顆粒可以看到經過形態學處理後，其
下方之影像雜訊已經被消除，且顆粒外圍之輪廓特徵也被凸顯
出來，經過形態學處理後的影像因輪廓特徵的凸顯將有效提升
輪廓辨識的品質。

2.3 輪廓辨識
完成前處理的影像則利用不同的輪廓辨識法來進行底床
質的輪廓辨識，本研究採用之辨識方法包含：邊緣偵測法 (Kanopoulos et al., 1988；Sobel, 1990；Canny, 1986)、集水區分割

圖 5 顆粒影像經型態學處理前後之比較
Fig.5 Images of gravel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mathematical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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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顆粒表面的明暗度與紋理皆不相同，因此影像的灰階

階值梯度圖內形成淹沒區域 X h ，當門檻值從 h 提高為 h  1 時，

值在顆粒邊界處會有劇烈變化之情形，邊緣偵測法即以灰階變

會產生類似集水區中水位升高的情況， MIN h 1 為門檻值提高

化的情形，將影像中灰階變化大的位置定義為顆粒的邊緣。本

至 h  1 新增的區域，而淹沒區域 X h 會逐漸加深與擴大，當

研究以 Kanopoulos et al. (1988) 提出的遮罩運算方式進行邊緣
偵測法的影像灰階濾波運算，操作過程如圖 6 所示，定義影像

相鄰的兩個淹沒區域 X h 間形成匯流時，匯流處則為邊緣

之像素位置為 (i, j ) ，其灰階值為 l (i, j ) ，以兩個 3  3 大小的

Wshed ( f ) ；在門檻值提高至 hmax 時，即可停止門檻值變更的

遮罩 maskx 和 mask y 分別沿著 x 和

過程。

y

方向作旋積運算，如下

式所示：
 g x (i, j )  mask x  l (i, j )

 g y (i, j )  mask y  l (i, j )

(5)

旋積運算過程以圖 6 為例，當 i  j  5 時， l (5,5) 的 x 方
向梯度為：

g x (5,5)  h1  l(4,4)  h3  l(4,6)  h4  l(5,4)  h6  l(5,6)
 h7  l(6,4)  h9  l(6,6)

(6)

另外， l (5,5) 的 y 方向梯度為：

g y (5,5)  h1  l(4,4)  h2  l(4,5)  h3  l(4,6)  h7  l(6,4)
 h8  l(6,5)  h9  l(6,6)

(7)

Kanopoulos et al. (1988) 在 maskx 中的係數 h1 ~h7 與 h3 ~h9
採用值為 1，而 mask y 中的係數 h1 ~ h3 與 h7 ~ h9 採用值亦為 1，
以 1 為遮罩的係數雖然可保留對比明顯的邊緣，增加邊緣辨識
的成功率，但對於影像中模糊的邊緣無法透過遮罩的係數予以
凸顯，因此本研究參考 Sobel (1990) 之建議，將 maskx 的 h 4 調
整為 2 與 h6 調整為-2，亦將 mask y 的 h 2 調整為 2 及 h8 調整為2，透過改變遮罩矩陣中的係數值，使遮罩與灰階值作旋積運
算的結果提高一倍，凸顯邊緣之灰階值，使運算後影像能更有
效辨識顆粒的邊緣。另外，利用 Sobel (1990) 改良遮罩係數的

圖 6 邊緣偵測法進行遮罩運算的示意圖
Fig.6 Mask operators used for edge detection method

方式，雖然能達到增強邊緣的效用，但以灰階值變化做為邊緣

集水區分割法隨著門檻值的提高，逐步辨識出影像內可能

的判斷依據時，容易出現同一邊緣因為梯度值間之差異，發生

之顆粒邊緣 Wshed ( f ) ，然而並非所有辨識出之 Wshed ( f ) 都

邊緣間斷的情形， 本研究以 Canny (1986) 提出的設定兩個門

是實際的顆粒邊緣，在圖 8 中兩個黃色區域間的 Wshed ( f ) ，

檻值之方式，先以較大的門檻值篩選出邊緣的位置，如圖 7 中

可能是物體之紋路或具有不同明暗度區域的交界，前述之像素

的黑色區域，再以較小的門檻值篩選出間斷的邊緣，標示成灰

若誤判為顆粒的邊緣，會造成同一顆粒被過度分割成許多小碎

色區域，最後將黑色區域與灰色區域相連形成連續的邊緣，解

塊的情形，以往之研究已指出藉由閥值 (threshold value) 的設

決邊緣中斷的問題。

定，可以剔除部分辨識錯誤的邊緣，藉以降低產生誤判的機率，

集水區分割法以影像之灰階值梯度為縱座標，影像之座標

改善集水區分割法在邊緣辨識時過度分割的問題，然而以往之

位置作為橫座標，當有一影像其灰階值梯度 f 的變化如圖 8 中

研究多以人工方式設定影像分析之閥值，不同影像需重新調整

之曲線，其灰階梯度的最小值為 hmin ，灰階值梯度的最大值為

閥值才能達到改善的效果。

hmax ，以 h 為梯度的門檻值時 ( h 介於 hmin 至 hmax 之間)，在灰

圖 7 Canny (1986) 以兩個門檻值方式進行邊緣辨識
Fig.7 Edge identification using two thresholds proposed by Cann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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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代表長度估算
Hirsch and Abrahams (1981) 在進行河道棲地研究時，指
出河床之礫石可以近似為橢圓形，其代表長度分別能以橢圓之
中軸 a 、長軸 b 與短軸 c 等三個長度來表示，圖 11 中礫石之
邊緣以實線表示，礫石近似之橢圓以虛線表示，現場調查使用
之方孔篩(Template) 尺寸則以鏈線表示，由於 b 與 c 之長度與
粒徑採樣分析的方孔篩尺寸 ( Ds ) 存在差異，Church et al.
(1987) 提出礫石之代表長度與方孔篩尺寸存在之差異可以用
式 (8) 來進行校正，利用礫石之代表長度 b 與 c ，可求出其相
對應的方孔篩尺寸 Ds 。

Ds / b  0.707  1  (c / b) 2 

0.5

(8)

圖 8 利用集水區分割法進行輪廓辨識之過程
Fig.8 Diagram summarizing edge identification using
watershed segmentation

本研究提出之修正集水區分割法進行輪廓辨識之流程如
圖 9 所示，以自動化的方式進行邊緣偵測，改善以往邊緣辨識
的結果受人為調整參數與設定閥值所影響的問題，修正集水區
分割法先計算影像灰階值之梯度，再逐步提高門檻值進行集水
區分割，初步辨識出可能為顆粒邊緣之位置，由於顆粒邊緣具
有明顯的顏色或明暗差異，因此顆粒邊緣之灰階梯度應大於顆
粒表面紋理之灰階梯度，本研究先計算出可能為顆粒邊緣之灰
階值梯度與分析影像內灰階梯度極小值之差值 f i，再以 fi 之
平均值 fi 為閥值，若是辨識為可能顆粒邊緣像素之 fi 小於

fi ，則這些邊緣點位予以去除，保留 f i 大於 fi 之邊緣 (如
圖 10 所示)，另外由於顆粒邊緣之像素具有相連接之特性，因
此以八鄰連接方式 (Kong and Rosenfeld, 1989) 將 fi 大於 fi
且鄰近的邊緣點位連接在一起，找出影像中屬於同一邊緣之像
素，未能連接之點位則進一步予以剔除，完成後便結束邊緣辨
識之程序；修正集水區分割法透過影像灰階梯度差值之平均值

fi 過濾可能誤判為顆粒邊緣之點位，再將顆粒邊緣之像素連
接在一起，透過自動給定閥值與相鄰顆粒邊緣判斷等兩階段之
篩選機制，增加邊緣辨識的精度，改善過度分割與邊緣判斷不
符合實際情況之現象。

圖9
Fig.9

修正集水區分割法進行輪廓辨識之流程
Flowchart of edge identification using modified
watershed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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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室內實驗以隨機方式挑選 45 顆不同尺寸的礫石，在研
究室逐一以游標尺以人工方式記錄其長軸之長度 b 與短軸之
長度 c 作為礫石的代表長度，並將礫石分別排成分離、緊密與
重疊等三種排列方式，分離排列為礫石與相鄰者保持若干距離，
緊密排列為部分礫石之邊緣緊密相連，重疊排列為部分礫石之
邊緣除緊密相連外並有上下重疊的情況。
將礫石依設定排列方式排好後，將無人飛行載具 Inspire1
以固定架固定在距離地面 1 公尺的高度進行拍攝影像，影像拍
圖 10 修正集水區分割法自動設定閥值
Fig.10

Determination of threshold value in modified watershed segmentation

攝時相機鏡頭調整至接近垂直地面的角度，完成之影像解析度
為 0.04 公尺  0.04 公尺，影像座標校正則以礫石放置板上 5 
5 公分網格為依據，校正後之影像進行影像處理與輪廓辨識，
得出影像分析不同排列型態下礫石之代表長度，分析結果與游
標尺 (精度0.1mm) 量測之結果進行比較，藉以探討代表長度
之差異與差異發生的原因。

3.2 室外實驗
室外實驗之地點位於台灣中部南投縣仁愛鄉眉溪河岸，由
於眉溪上游曾發生過大型的崩塌災害，河道粒徑分佈是分析河
道變遷受崩塌影響的重要資料，然而為了災害整治所設置的河
道護岸工程，使河道與周遭道路間形成高聳之落差，調查人員
需以垂降方式才能到達河道進行底床質取樣與分析，因為調查
過程具危險性故選擇眉溪河岸做為室外實驗的地點。
眉溪河岸的試驗區之現場佈置如圖 12 所示，試驗區佈設
之地面控制點座標以經緯儀進行觀測，飛行計畫有關之飛行高
度與航線則依據地面控制點分佈與試驗區之範圍擬定，以
Inspire 1 執行飛行拍攝時調整鏡頭以接近垂直地面方式進行
影像拍攝藉以降低影像變形產生之誤差，所拍攝之影像解析度
為 0.036 公尺  0.036 公尺，拍攝之影像在室內進行影像校正、
處理與輪廓辨識後，得到不同顆粒的代表長度，代表長度以方
圖 11 礫石以橢圓形近似所得之代表長度與方孔篩尺寸比較

孔篩公式進行校正後，統計分析得到底床質之粒徑分佈，影像

Fig.11

分析結果並與人工分析所得的累積粒徑分佈曲線進行比較。人

Comparison of representative lengths of gravel
using sphericity approximation and template

工分析分為人工採樣分析與人工圈繪顆粒分析，人工採樣分析
以網格式卵石採樣與方形網格採樣兩種方法來進行底床質顆

三、河道粒徑分析系統測試

粒採樣，網格式卵石採樣法在 10 公尺  4 公尺的分析區佈設
間距為 1.0 公尺的四條採樣測線，工作人員以等步距的方式沿

為了測試系統的應用情形，本研究之測試過程分別以室內

測線進行粒徑取樣，取樣之顆粒以方孔篩進行尺寸量測；方形

與室外實驗兩階段，室內實驗將底床質顆粒以不同之型態進行

網格採樣法以等間距方式將分析區分為三個子分析區，每一子

排列，測試系統對單獨顆粒邊緣輪廓與代表長度辨識之正確性，

分析區進行四次取樣，以取樣採用邊長為 1.0 公尺的正方型木

室外實驗對現場河道底床質群體顆粒分佈特性進行分析並與

框，木框設內有 10 公分  10 公分的方形網格，工作人員將網

人工分析結果比較，以下說明內與室外實驗的方法、設備與流

格交點下的顆粒取出，並以方孔篩量測其尺寸；人工圈繪顆粒

程：

分析採用 UAV 拍攝之影像，以人工方式選取完整之顆粒 (即

3.1 室內實驗

顆粒間無互相遮蔽之情況)，圈繪量取顆粒之長度，經方孔篩

室內實驗之目的在探討底床質的排列方式對分析結果的

公式校正後得到顆粒之代表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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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室外實驗試驗區佈設
Fig.12

Arrangements of outdoor experiment

四、結果與討論
4.1 室內實驗分析

連之邊緣顆粒，將兩個相連顆粒辨識成粒徑較大的單一顆粒，
因顆粒相連導致大粒徑之顆粒數量增加、小粒徑之顆粒數量減
少，代表粒徑在累積百分比超過 75 時，產生代表粒徑產生高

當礫石的排列方式為分離排列時，使用不同邊緣辨識方法

估之情況，而代表粒徑在累積百分比低於 75 時，則發生代表

之分析結果如圖 13 所示，邊緣偵測法和修正集水區分割法辨

粒徑低估之情況；集水區分割法則因為顆粒過度切割成許多細

識之礫石數量與實際數量相符；然而影像雖已經過 HSV 轉換

小的碎塊，導致代表粒徑明顯被低估；在顆粒為緊密排列的情

與形態學等步驟預先處理，集水區分割法之分析結果，仍因為

況下，代表粒徑分析之誤差以修正集水區分割最低、邊緣偵測

顆粒表面粗糙或存在紋路，顆粒內部因誤判出現邊緣，辨識之

法次之與集水區分割最高。

顆粒數量為 150 顆、大於實際數量。邊緣偵測法與修正集水區

當礫石為重疊排列時，不同輪廓辨識方法之分析結果如圖

分割法雖有相同的顆粒數量，但兩方法分析得到之代表粒徑長

15 所示，三種輪廓辨識方法之分析結果接受顆粒間遮蔽陰影

度仍存有差異，表 1 為不同分析方法所得到之代表粒徑，比較

之明暗度影響，邊緣偵測法以圖 15 中 A、B 及 C 處分析結果

分析代表粒徑之平均絕對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可知，修正集水區

為例，位於重疊於底部之顆粒受重疊於頂部顆粒之陰影遮蔽時，

分割法分析代表粒徑的精度較邊緣偵測法良好；邊緣偵測法與

若陰影之明暗程度較深，則可順利將不同顆粒予以分離，經由

集水區分割法分析代表粒徑之誤差發生原因，可以用圖 13 中

比較分析邊緣與實際顆粒之輪廓可知，位於重疊於頂部顆粒之

的 A 點為例進行說明，受顆粒外圍陰影的影響，邊緣偵測法

邊緣與實際相符，位於重疊於底部顆粒之輪廓受陰影影響，產

因顆粒之邊緣位置判斷有誤，使代表粒徑產生些許誤差；而集

生邊緣位置誤判情形；當重疊遮蔽產生之陰影明暗程度較淺時，

水區分割法則因為單一顆粒被過度切割成許多細小的碎塊，提

相連顆粒則辨識為單一顆粒之型態，出現輪廓不正確情況；邊

高粒徑分佈曲線中小碎塊的比例，使得代表粒徑因而被低估。

緣偵測法分析所得之顆粒數目為 9 顆、遠小於實際數量，代表

當礫石為緊密排列時，不同輪廓辨識方法之分析結果如圖

粒徑之分析結果在三個方法中具有最大之誤差。集水區分割法

14 所示。邊緣偵測法的分析數目為 37 顆，以圖 17 之 A、B 及

與修正集水區分割法皆能成功辨識出重疊顆粒之邊緣，修正集

C 三處為例，由於顆粒連接處存在陰影的影響，邊緣附近之灰

水區可以得到與實際數量相符之顆粒數量，但集水區分割法因

階梯度差異變化不顯著，導致邊緣偵測法因而無法判斷出顆粒

顆粒被過度分割，辨識得到之數目為 215 顆、大於實際數量，

的邊緣，部分相連之顆粒無法順利分割；集水區分割法雖能將

然而集水區分割法與修正集水區分割法亦受顆粒陰影遮蔽之

圖 17 中之 A、B 及 C 三處相互連接之顆粒輪廓辨識出來，但

影響，導致出現重疊於底部顆粒邊緣的位置出現誤判情形；整

因顆粒表面粗糙或紋路造成色彩分佈不均勻之影響，在顆粒內

體而言，修正集水區分割法改善相連顆粒邊緣無法分割與顆粒

部辨識出許多誤判之邊緣，分析結果之顆粒數目為 160 顆；修

表面紋路造成邊緣過度分割的情況，代表粒徑之分析結果在三

正集水區分割法成功辨識出所有顆粒邊緣的輪廓，分析之顆粒

個方法中具有最小之誤差，代表長度值分析結果因為顆粒陰影

數目為 45 顆、與實際數量符合。由表 1 不同邊輪廓辨識方法

遮蔽的影響出現低估之情形，代表粒徑之平均絕對誤差約介於

分析所得之代表粒徑可知，邊緣偵測法由於無法判別出部分相

6~9%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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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顆

45顆

A

A
A

A

(A) 邊緣偵測法

原始圖片
45顆

150顆

A
A

A

(B) 集水區分割法

(C) 修正集水區分割法

圖 13 顆粒分離排列時不同辨識方法的分析結果
Fig.13

Results of edge identification by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in case of gravels with separated arrange

A

45顆

A

37顆

B

B
B
A

A
C

C

原始圖片

B
C
C

(A) 邊緣偵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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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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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5顆

B

B

B

A

B

A
C

C

C

(B) 集水區分割法
圖 14 顆粒緊密排列時不同辨識方法的分析結果
Fig.14

C

(C) 修正集水區分割法

Results of edge identification by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in case of gravels with closed arrange
45顆

9顆

A

A

B

B
C

A

A

B

C

C

C

(A) 邊緣偵測法

原始圖片
215顆

45顆

A

A
B
C

A

A
B

B

C

C

(B) 集水區分割法
圖 15 顆粒重疊排列時不同辨識方法的分析結果圖
Fig.15

B

B

C

(C) 修正集水區分割法

Results of edge identification by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in case of gravels with overlapped ar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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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室內實驗時不同輪廓辨識方法之分析結果
Table 1

Statistic results of edge identification by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排列方式

分析方法
邊緣偵測法

分離排列

集水區分割法
修正集水區分割法
邊緣偵測法

緊密排列

集水區分割法
修正集水區分割法
邊緣偵測法

重疊排列

集水區分割法
修正集水區分割法
實測值

備註：絕對誤差以

代表

D5

D25

D50

D75

D95

平均

顆粒數目

粒徑

(cm)

(cm)

(cm)

(cm)

(cm)

絕對誤差 (%)

(顆)

長軸

6.53

7.25

9.10

10.12

12.73

1.24

短軸

4.86

5.41

6.30

7.40

9.09

1.85

長軸

5.18

5.97

7.33

8.73

10.68

8.23

短軸

3.15

4.00

4.62

5.95

8.45

16.12

長軸

6.61

7.69

9.23

10.56

12.72

1.01

短軸

4.96

5.64

6.56

8.10

9.64

1.34

長軸

5.82

6.67

8.34

9.63

17.75

6.44

短軸

4.20

4.78

5.74

6.77

8.25

7.32

長軸

4.13

5.42

6.00

7.32

8.82

17.03

短軸

2.68

3.28

3.91

5.33

7.14

24.14

長軸

6.38

7.50

8.57

10.02

12.03

1.87

短軸

4.67

5.50

6.10

7.27

9.04

1.46

長軸

3.57

3.72

5.72

9.50

25.42

22.12

短軸

2.56

3.30

3.77

5.31

16.85

26.78

長軸

4.46

5.42

6.52

7.61

8.58

15.59

短軸

2.73

3.49

4.31

5.33

6.24

23.46

長軸

5.66

6.58

7.85

9.03

11.16

6.33

短軸

4.30

4.64

5.60

6.45

7.57

9.24

長軸

6.44

7.50

9.00

10.30

12.40

短軸

4.84

5.50

6.40

7.90

9.40

̶
̶

45
150
45
37
160
45
9
215
45
45

Dpridect  Dmeasure / Dmeasure 估算， D pridect 為不同影像分析之結果、 Dmeasure 為實測值。

4.2 室外實驗分析

圈繪顆粒進行分析之顆粒數量最多，本研究將其分析結果視

為了瞭解粒徑分析系統應用於分析河道表面群體顆粒

為最接近現場粒徑分佈之型態，由於方形網格採樣法分析之

分佈的情形，本研究以室外實驗進行分析系統的測試，考量

顆粒數量大於卵石採樣法，因此方形網格採樣法較卵石採樣

影像分析結果受顆粒陰影影響，試驗影像以 UAV 於正午太

法接近影像人工圈繪顆粒分析法之粒徑分佈型態。

陽光線直射時進行拍攝，因為影像觀測法與傳統取樣法量測

邊緣偵測法、集水區分割法和修正集水區分割法分析之

方式不一致可能導致顆粒代表長度之差異，本研究經由影像

結果與人工方式進行分析之結果比較整理於表 2 所示，邊緣

分析得到礫石顆粒的長軸 b 與短軸 c 長度後，以 Church et al.

偵測法所得到粒徑分佈曲線變化趨勢與前述之人工方式進

(1987) 的方孔篩公式進行校正，求得礫石對應的方孔篩尺寸

Ds 作為代表粒徑，再以代表粒徑進行後續的統計與分析。
UAV 拍攝現場底床質粒徑之影像轉為灰階圖如圖 16 所示，
現場顆粒經由人工現場採樣、影像透過人工圈繪顆粒分析與
本研究之粒徑分析系統分析得到的粒徑分佈曲線如圖 17 所
示。
受實驗區上游崩塌之影響，堆積在河床表面之土石無明
顯之篩分現象，部分顆粒其邊緣呈菱角狀 (如圖 17 中標示
的顆粒 A、B、C 及 D)，河床質之粒徑大小參差不齊，粒徑
分佈之範圍相當廣介於 2mm~500mm 之間。本研究進行人工
現場採樣時，分別以卵石採樣法與方形網格採樣法進行，比
較人工現場採樣分析與影像經人工圈繪顆粒分析之結果可
知，以人工方式採樣或影像人工圈繪顆粒進行粒徑分析，得
到之粒徑分佈曲線變化趨勢大致一致，代表粒徑在大於約
350mm 時，累積百分比迅速增加，然而不同分析的方法得到
的代表粒徑仍有些微差異。就統計分析理論而言，分析之顆
粒樣本數量越多，所得到的統計結果應較接近現場粒徑實際
分佈之型態，在人工方式進行分析的方法中，以影像經人工

行分析法相似，可以看到現場粒徑分佈在大於 350mm 時累
積百分比迅速增加的現象，然而因為粒徑在相連或重疊排列
時，邊緣偵測法無法合理判斷粒徑邊緣，因而出現代表粒徑
之誤差隨著代表粒徑增大而減低，與人工採樣及人工圈繪粒
徑之分析結果相較，邊緣偵測法分析代表粒徑之平均誤差約
介於 5.99~9.37%間，平均誤差的均方根介於 0.52~1.04%間；
集水區分割法由於將完整顆粒劃過度分割分為許多小顆粒，
導致粒徑分佈曲線變化趨勢不符人工採樣及人工圈繪粒徑
之分析結果，集水區分割法分析代表粒徑之平均誤差大致以
累積百分比 50%為界，當粒徑小於 D50 時，分析結果之平均
絕對誤差較高、介於 49.27~63.79%間，當粒徑大於 D50 時，
分析結果之平均絕對誤差較低、介於 5.41~26.94%間，與人
工採樣及人工圈繪粒徑之結果比較，集水區分割法分析代表
粒徑之平均絕對誤差約介於 18.64~21.37%間；修正集水區分
割法與人工採樣及人工圈繪粒徑之分析結果比較，不僅粒徑
分佈曲線變化趨勢相似，所得到的代表粒徑之誤差也是所有
三種輪廓辨識方法中最小者，與人工採樣及人工圈繪粒徑之
結果比較，分析代表粒徑之平均絕對誤差約介於 1.38~4.99%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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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不同方法的分析得到之粒徑分佈曲線
Fig.16

表2

絕對

D16 (mm)

誤差

絕對

D25 (mm)

(%)

分析

made by UAV in outdoor

誤差

絕對

D50 (mm)

(%)

誤差

絕對

D75 (mm)

(%)

誤差

D84 (mm)

(%)

絕對

平均

誤差

絕對誤差

(%)

(%)

卵石採樣

376.11

-

390.67

-

431.11

-

471.56

-

486.12

-

-

方形網格採樣

331.21

-

372.33

-

418.89

-

465.44

-

482.20

-

-

人工圈繪影像

327.34

-

362.34

-

412.22

-

462.11

-

480.07

-

-

1.91

9.37

邊緣偵測法

230.74

476.83

1.11

6.81

38.65

影像

Photograph of gravels
experiment

Statistic results of edge identification by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in the outdoor experiment

分析方法

分析

Fig.17

室外實驗時不同分析方法得到底床質之代表粒徑及誤差

Table 2

人工

圖 17 UAV 拍攝室外實驗底床質影像之灰階圖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curves obtained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集水區分割法

修正
集水區分割法
備註：絕對誤差以

136.17

321.34

30.34

21.68
305.98

17.82

6.73
402.09

4.01

3.08
457.04

1.80

29.51

15.55

2.46

1.10

0.68

5.99

63.79

52.95

26.94

10.61

6.59

21.37

58.89

183.83

5.83

19.30

8.78

5.41

18.64

16.66

13.99

5.28

2.41

1.50

4.99

0.70

2.26

0.26

1.38

1.83

9.76

408.35

7.27

2.51

460.18

0.94

9.44

454.09

23.60

335.99

24.82

421.52

49.27

5.36

50.63

314.93

58.40

1.13
0.42

478.83

Dpridect  Dmeasure / Dmeasure 估算， D pridect 為影像分析之結果、 Dmeasure 為人工分析之結果；絕對誤差中第一欄為影像分析與卵石採樣法比較；

第二欄為影像分析與方形網格採樣法比較；第三欄為影像分析與人工圈繪影像法比較。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提出河床表面粒徑分析系統，以無人飛行載具進

1. 河道粒徑分析系統以 UAV 作為影像拍攝工具可減少調查
所需之人力，更可於危險或人力無法到達之地區進行底
床質粒徑分佈調查工作，降低調查之危險性，另外 UAV

行河床質的影像拍攝，影像透過座標校正、HSV 影像轉換及

有機動力強、經費較少 與寬鬆天氣條件即可操作的優點，

形態學處理等影像前處理等方式，校正影像變形與凸顯河床

可在短時間內拍攝不同調查位置之底床質影像，提高野

質的輪廓特徵，再針對影像中河床質的輪廓進行辨識，辨識

外調查效率。

完成之河床質以橢圓形近似並配合方孔篩公式估算其代表

2. 本研究提出修正集水區分割法，以分析影像之顆粒邊緣

粒徑，代表粒徑經統計後得到河床質的粒徑分佈，前述之輪

灰階值梯度與灰階梯度最小值之平均值為閥值，配合八

廓辨識分別利用邊緣偵測法、集水區分割法及本研究提出之

鄰連接方式將鄰近的顆粒邊緣點位連接在一起，以自動

修正集水區分割法進行室內與室外實驗之分析結果比較，分

化的方式進行顆粒邊緣辨識，避免以往邊緣辨識法過多

析結果可以得到以下數點結論與建議：

人為介入進行參數或辨識閥值調整的情況，增加影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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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效率。
3. 室內實驗之分析結果顯示，在底床質顆粒分別為分離、緊
密與重疊等三種不同排列方式下，修正集水區分割法都
能辨識出與實際數量相同的底床質顆粒數目，改進邊緣
偵測法無法有效辨識出顆粒相連或重疊時顆粒邊緣以及
集水區分割法因顆粒表面粗糙或紋理造成輪廓辨識誤判
之情形，分析所得的顆粒代表長度的平均絕對誤差小於
10%。
4. 室外實驗之分析結果顯示，邊緣偵測法及修正集水區分
割法與人工分析 (人工卵石採樣分析、人工方形網格採樣
及人工圈繪影像顆粒分析) 所得到粒徑分佈曲線變化趨
勢一致，集水區分割法得到粒徑分佈曲線變化趨勢則與
人工採樣分析之結果不符；修正集水區分割法與人工分
析比較，不僅粒徑分佈曲線變化趨勢相似，所得到的代表
粒徑之誤差也是所有採用的方法中最小者，分析代表粒
徑之平均絕對誤差約介於 1.38~4.99%間，分析產生誤差
之原因除了顆粒陰影產生之影響外，亦有可能現場部分
顆粒其輪廓呈菱角狀，將顆粒近似成橢圓形所導致。
5. 利用影像進行河床質的粒徑分析，當河床質之顆粒為重
疊排列時，位於下方之顆粒受陰影與遮蔽影響，無法辨識
出完整的粒徑輪廓，建議未來可以建立篩選機制，輪廓辨
識時剔除下方被遮蔽的顆粒，僅以完整輪廓的顆粒進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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