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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構想說明書 

論文題目: 珊瑚礁立體結構量化分析–以基隆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為例 

一、研究動機 

    珊瑚礁最明顯而重要的特徵就是空間複雜性，造礁珊瑚藉由生長和堆積碳酸

鈣骨骼形成立體而多樣的空間結構，提供許多海洋生物棲息、繁殖或覓食的場

所，不僅有助於維持生物多樣性，也提供許多生態系服務，包括；海岸保護、漁

業資源、遊憩資源和天然藥物資源等 (Moberg & Folke, 1999)。 

珊瑚礁的空間結構也與環境健康狀態緊密相關。健康的珊瑚礁擁有複雜多樣

的空間結構，形成各種類型的微棲地，支撐了高生產力、豐富的漁業資源，生物

多樣性和生態系恢復力；另一方面，當珊瑚礁呈現衰退或被破壞時，空間結構就

會趨向單調化，立體結構逐漸崩解，朝向 2D 平面化，導致生物多樣性、生產力、

漁業和景觀資源同時喪失。因此，空間結構是評估珊瑚礁健康狀態的重要指標，

而建立高效率且準確的方法，以量化珊瑚礁空間結構，為珊瑚礁保育亟待研究和

發展的議題。 

    由於珊瑚礁的空間結構非常複雜，量化困難，因此傳統文獻中大多使用等級

分類法，例如將空間結構複雜度分為三至五等級，分別給予不同定義，由潛水調

查人員依目視情況判別，這種方法難免不夠客觀；此外，有些學者使用測量穿越

線表面粗糙度 (礁體表面距離/直線距離)的方法，但是此法又有過於簡化之嫌

(Friedlander & Parrish, 1998; Wilson et al., 2007)。   

 近年來，使用「運動恢復結構」(Structure from Motion, SfM) 的攝影建模技

術已被應用於建立珊瑚礁的空間結構(Burns et al., 2015; Leon et al., 2015)，藉由不

同位置及拍攝角度的相片，將二維的平面資訊轉換成三維的立體模型(圖一)，並

進一步利用空間結構分析軟體，進行坡度、覆蓋率、表面複雜度等空間參數計算，

最後利用得到的量化參數進行統計分析，以判別不同底質的特徵，例如軸孔珊

瑚、微孔珊瑚、沙地或岩石之間的異同，藉此技術更精準的量化與評估珊瑚礁空

間結構。 

    此方法未來若能廣泛使用於不同地點珊瑚礁，隨著資料的累積，將能更細緻

的探討氣候變遷與各種環境擾動對珊瑚礁結構的影響，3D 模型將可比二維的傳

統相片保存更多訊息，記錄下珍貴的環境空間資訊與各種類的水下文化資產；除

此之外，立體的珊瑚礁模型也能藉由時下流行的 3D 列印輸出或以 VR 觀賞，應

用於環境教育的推廣，配合硬體運算能力的進步與人工智慧的發展，將能大幅提

升和推廣三維資料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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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SfM 原理示意圖 

二、研究經費預算 

    為了建立更加精確的珊瑚礁立體模型，品質更佳的相機設備是必不可少的，

本研究雖已受海洋委員會補助，然受限於其規定並無法支援設備費，因此非常希

望能申請到吳鄭秀玉女士黑潮獎助金做為添購的資金。 

項目 說明 金額 來源 

業務費 潛水器材及氣瓶租用 22,000 台灣大學、海委會 

材料費 水下調查之配備與耗材 8,000 台灣大學、海委會 

印製費 製作報告、海報印刷 6,000 台灣大學、海委會 

雜支費 文具郵電、成果展示 3,000 台灣大學、海委會 

設備費 添購防水相機及防水殼 75,000 吳鄭秀玉女士黑潮獎

助金、自己 
 

三、研究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將參考 Burns et al (2015)及 Young et al (2017)的珊瑚礁空間結構重建

方法，應用於台灣海域的珊瑚礁空間結構量化與分析，並針對此方法的準確性及

在珊瑚礁保育上的應用性進行評估，以建立適用於台灣珊瑚礁空間結構分析的方

法(圖二)。  

 
圖二、研究流程及工作項目概念圖 

進行水下攝影工作前需先設置地面控制點(Ground Control Points, GCPs)，G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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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在於提供建立珊瑚礁三維模型的精準定位參考座標，GCP 需詳細記錄經

緯度座標及深度等位置資訊，設置的位置為樣區的各個角落及線段的中間點(圖

三)。 

 

圖三、右: 樣框布置示意圖，左: 實際放置照片 

    本研究使用的 SfM 建模軟體為操作相對簡單且功能強大的 Agisoft 

Metashape。主要操作流程如以下四個步驟: (1)校正相片位置並建立點雲(point 

cloud)，(2)產生密集點雲，(3)建立多邊形網格模型(mesh model)，(4)建立及輸出

數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與正射影像鑲嵌圖 (Orthomosaic)。

首先需要輸入互相重疊且連續的照片(重疊率至少需 70%以上)，校正相片位置會

運算出每張影像拍攝時的深度及角度，並依靠相片中的特徵點與彼此的關聯性建

立點雲，之後需進行一些設定與優化，避免影響後續三維模型建立的準確度，密

集點雲能反映實際立體結構，最後根據多邊形網格模型建立數值高程模型(DEM)

輸出至 ArcGIS，另外可利用相片中的顏色資訊產生材質模型(texture model)增進

模型視覺效果(圖四)。 

 
圖四、立體模型建立過程示意圖 

 空間參數的計算方法使用 ArcGIS 內建的分析工具，預計分析以下四種空間

參數：(1) 粗糙度(rugosity，實際長度/幾何長度)，(2)覆蓋率 (percent cover)，

(3)VRM(Vector Ruggedness Measurement )，(4)斜度(slope)。這些參數根據前人研



 

究皆有重要的生態意義，

底棲特徵有哪些差異，最後

一目瞭然的判別底棲環境特徵

圖五、使用立體模型進行空間參數分析

四、初步結果與討論 

    目前已完成初步標準作業流程

3D 模型進行各種展示，例如

等，由於立體模型呈現於紙本上的效果不佳

完整的結果或是簡報影片檔

樣框 br1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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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數值會再使用 Python 進行統計分析

最後產出的三維模型圖，相較於傳統的二維影像

底棲環境特徵(圖五)。 

使用立體模型進行空間參數分析(由左至右: 正射影像、DEM

目前已完成初步標準作業流程，除了進行上述結構量化分析，

例如 3D 列印、全息投影、社群網站貼文、

由於立體模型呈現於紙本上的效果不佳，故煩請掃描底下的 QRcode

或是簡報影片檔(如連結)。 

 
樣框 CJ1907240 

統計分析，探討不同

於傳統的二維影像圖，更能

DEM、斜率圖) 

，亦嘗試使用

、BLENDER 動畫

QRcode 觀看較

 



 

Facebook 3D 貼文 

成果展示簡報檔連結: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o3

初步標準作業流程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XI

五、本研究結果可如何應用於海洋保育

(一) 建立基隆市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

特徵，做為保育區資源管理和未來長期監測使用

如颱風或汙染事件)的生態損害評估

(二) 建立各類型珊瑚礁棲地的空間結構特性

用於未來評估珊瑚礁監測與評估其健康狀態的重要指標

礁區數值化空間參數，可以搭配環境因子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動態及評估生態系健康更有助益

(三) 建立珊瑚礁空間結構量化和分析的標準作業流程

考，或推廣給一般民眾與公民科學家使用

料品質。 

(四) 產生一目瞭然的三維模型

瑚礁體檢報告及生物資料庫中

(五) 數位化的珊瑚礁 3D

體推廣海洋科普教育，利用時下流行的

教育的展示模型。 

六、預定完成期程 

2019 年 5 月 至 2020 年

七、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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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 for quantifying 3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ral reefs. Peer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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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2.5D 貼文 

: (由於 3D 模型可能有相容性問題，故使用影片檔呈現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o3-_2KSCeOtdG6D2xrN5f27NUBR0wHC/view?usp=sharing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XI-M0UFoyoPsiIRoNTNb3VDD707ml9c/view?usp=sharing

本研究結果可如何應用於海洋保育 

基隆市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的珊瑚礁空間結構，有助於了解該區生態

做為保育區資源管理和未來長期監測使用，可用於未來發生擾動事件

的生態損害評估。 

建立各類型珊瑚礁棲地的空間結構特性，包含量化方法與評估準則

用於未來評估珊瑚礁監測與評估其健康狀態的重要指標。若能隨時間累積各珊瑚

可以搭配環境因子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對分析珊瑚群聚的

動態及評估生態系健康更有助益。 

建立珊瑚礁空間結構量化和分析的標準作業流程，可以提供相關

或推廣給一般民眾與公民科學家使用，進而提升現有珊瑚礁調查的效率及資

產生一目瞭然的三維模型，能更容易了解底棲環境的空間變化

瑚礁體檢報告及生物資料庫中，增進資料的閱讀效率。 

3D 模型，亦可做為一種新的資料展示途徑，

利用時下流行的 3D 列印輸出或 VR 製程，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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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使用影片檔呈現) 

_2KSCeOtdG6D2xrN5f27NUBR0wHC/view?usp=sharing 

M0UFoyoPsiIRoNTNb3VDD707ml9c/view?usp=sharing 

有助於了解該區生態

可用於未來發生擾動事件(例

包含量化方法與評估準則，可應

若能隨時間累積各珊瑚

對分析珊瑚群聚的

可以提供相關的研究參

進而提升現有珊瑚礁調查的效率及資

能更容易了解底棲環境的空間變化，應用於珊

，方便於社群媒

，更能做為推廣

motion photogrammetry with geospatial software as a novel 

ying 3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ral reefs. Peer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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