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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ystem for estimating grain storage and 

monitoring in granary had been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The system consists of a lifting 

mechanism and a measurement platform.  The 

system can lift up to 7.0 m in order to view the 

top of grain storage.  Its measurement platform 

has a rotator with two sets of micro-stepping 

motors, a laser meter, an infra-red projector and a 

CCD camera.  The laser beam of laser meter is 

projected consecutively on the surface of the 

grain storage to obtain the distance for each 

point.  A data cloud with spatial coordinates of 

points on the surface of the grain storage can be 

constructed.  The volume of the grain storage 

can be further estimated.  To verify the function 

of the system, the system had estimated the 

volume of some piled cardboard boxes with 

known volumes.  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of 

the measurements was 2.5 % when the increment 

of rotation of laser beam is 2°.  We also tested 

the system at a granary of one local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stimated volumes by using our system and the 

data from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were 

among 1.6 % to -7.6 % for processed grain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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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開發一套穀倉穀堆儲量估算與監測

系統，系統由爬升機構與量測平台所組成。系

統可以爬升至 7.0 m高度，以便俯視穀倉內穀

堆的頂部。量測平台上裝設有由兩組微步進馬

達組成之旋轉台、雷射測距儀、紅外線照射器、

以及 CCD 攝影機。雷射測距儀的雷射光束連

續投射在穀堆表面，並取得該點距離。經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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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點後，可以建立穀堆表面的點雲資料，進一

步估算穀堆的體積。為驗證本系統的功能，先

利用多個已知體積之紙箱，整齊堆疊後，利用

系統量測與估算體積；在旋轉台掃描角度變量

為 2° 時，所估算的體積之平均相對誤差值為

2.5 %。進一步實際估算穀倉內穀堆在不同時期

之加工體積，所估算結果與農會實際加工之體

積相差率分布在 1.6 %至 -7.6 %之間。 

關鍵詞：穀堆儲量、監測、估算體積 

前言 

目前，台灣每年經收之公糧主要儲存於

300 餘家受委託之農會或民間糧倉內，由於穀

倉數量多且分散，經收的公糧數量龐大，農委

會農糧署各分署必須定期派員檢查各穀倉公糧

儲存狀況，以確實掌握穀倉儲穀量。每一期稻

穀收購後，分署人員於堆疊整齊之袋裝稻穀四

周邊線，以油漆噴上防弊線，做為稽查之依據。

穀倉儲穀量估算部分，仍以人工的方式為之，

先使用皮尺、雷射測距儀、或利用穀倉內所劃

記的標尺，估算每一堆稻穀之長度、寬度、和

高度後，由清倉人員概算儲穀堆之體積。有了

穀堆的體積後，將體積乘以政府所訂定的稻穀

單位體積重量，即得到該堆稻穀重量。至於對

已部分加工的穀堆，由於穀堆外型呈現不規則

形狀，其估算的方式為以目視將凹陷處借鄰近

外凸的體積補償，再概算被”調整”過的穀堆長

度、寬度、高度後，估算體積以及儲穀量。此

種方式會因為人為或現場環境不佳等因素，使

估算結果不一致，而導致計量並不精確。再者，

清倉人員在現場進行丈量作業時，當進行高度

量測時，常需利用鋁梯、堆高機、或輸送帶將

人員運送至穀堆頂部，以進行量測。在過程中，

穀堆可能鬆動造成崩塌，使工作人員受傷。因

此，開發一套適當的儲穀量估算與監測系統，

以減輕清倉人員之負擔，並有效提高其工作效

率，保障人身安全，確有其必要。 

Ordóñez et al. (5)運用兩種方式，第一種使

用單一影像與雷射測距儀，在影像中找出雷射

點的位置，以雷射點的距離以及消失線，可以

估測出影像中待量測線段的長度；第二種使用

三張影像與雷射測距儀，不需利用消失線就可

以估測出影像中待量測線段的長度。Gérard and 

Gagalowicz(4)設計一套可以從影像中的物體上

的紋理擷取為樣本，利用此樣本來追蹤影像中

的物體。Van den Heuvel(7)使用單一影像以及許

多種不同的幾何限制，根據照片中的平面影像

建立 3D 模型。Shih et al.(6)使用 3D 雷射掃描

儀，建立歷史建築物的數位資料。利用 3D 雷

射掃描儀掃描建築物外觀，依據所得到的點雲

資料，進一步重建建築物數位化的 3D 外型，

可於 3D 點雲資料中完整表現出掃瞄對象的細

部特徵。高(1)運用立體機器視覺進行穀堆特徵

點量測，旋轉台上裝設雷射筆（僅能發射雷射

光束）與兩部 CCD 攝影機，配合步進馬達控

制雷射光束投射至穀堆表面，再利用 CCD 攝

影機進行雷射光點之影像擷取，由雙影像計算

雷射光點距離，再以數學模式建立稻穀儲穀量

之估算系統，該系統不具備爬升機構，僅能在

地面操作，無法俯瞰穀堆頂部情形。 

本研究開發一套穀倉穀堆儲量估算與監測

系統，並依據掃描得到的點雲數據，建立體積

估算法則。實驗部分，分別利用已知體積的紙

箱，與穀倉內的公糧穀堆，進行體積之估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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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材料與方法 

一、硬體架構 

穀倉穀堆儲量估算與監測系統主要由爬升

機構與量測平台兩大部分組成，系統架構示意

圖如圖 1 所示，各部分與其控制方式分述如下： 
(一) 爬升機構 

爬升機構之功能係將量測平台舉升至 7.0 

m以上，該爬升機構由底盤、箱體、軌道桿所

組成，並以 AC 馬達驅動鋼索，將量測平台拉

至特定高度。底盤主要承載箱體與軌道桿，底

盤構造如圖 2 所示；箱體內部設置 AC 馬達、

PLC 控制器、與控制面板，箱體構造如圖 3 所

示；軌道桿提供量測平台倚靠升降，利用鋁擠

型結構樑組裝而成，共有 5 段：第 1 段長 1,430 

mm，第 2 至第 4 段長 1,499 mm，第 5 段長 900 

mm，每段之間設有連接板，第 5 段最頂端的

連接板設有鋼索吊環與滑輪，軌道桿構造如圖

4 所示。爬升機構操作情形如圖 5 所示。 附有

電磁煞車的 AC 馬達由 PLC 控制器控制，藉由

電腦透過 RS232 通訊方式，將指令傳至 PLC

以控制其接點，進而控制馬達正轉與逆轉，使

量測平台上升或下降。 

(二) 量測平台 

穀倉穀堆儲量估算與監測系統之量測平

台，包括兩台 Leica DISTO A6 雷射測距儀、以

及設有兩個微步進馬達之旋轉台、CCD 攝影

機、紅外線照射器、影音伺服器、與一台控制

用筆記型電腦等。整合系統的各項儀器，控制

各儀器依照所需求方式運作，並自動掃瞄測得

穀堆表面各點距離，轉換三維空間座標值，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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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架構示意 

Fig. 1.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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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爬升機構底盤構造 

Fig. 2. Base configuration of lifting mechanism. 

 

 

圖 3. 爬升機構箱體構造 

Fig. 3. Box frame of lift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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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爬升機構軌道桿構造 

Fig. 4 Rail rod of lifting mechanism. 

 

 

圖 5 爬升機構操作情形 

Fig. 5 Lifting mechanism in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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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穀堆體積。其中，密佈的座標點稱為點雲

數據。本研究所使用的雷射測距儀，每次只能

量測一個點的座標資料，為了完整取得物體之

點雲座標資料，必須使雷射測距儀經由連續掃

描方式量測穀堆外型。雷射測距儀與 CCD 攝

影機放置在具有旋轉與俯仰功能的旋轉台上，

並以程式控制旋轉台旋轉與俯仰，使本系統具

有掃描量測功能，同時記錄每個掃描量測點。 

本研究以 LabVIEW 8.6圖控軟體撰寫系統

控制雷射測距儀以及旋轉台之微步進馬達，控

制雷射測距儀部分，利用 LabVIEW 所提供之

VISA 工具程式，將所需的控制指令藉由藍芽

傳輸至雷射測距儀，使雷射測距儀進行測距作

業，並將所測得距離傳回電腦。本系統除可以

估算穀堆體積外，在測距的同時，亦利用 CCD

攝影機拍攝穀堆影像。CCD 攝影機係由影音伺

服器控制，利用影音伺服器所提供之驅動程式

控制 CCD 攝影機拍攝即時影像。因影音伺服

器與攝影機、電腦均利用網路傳輸，藉此可即

時將影像傳至電腦儲存或顯示。穀倉穀堆儲量

估算與監測系統之人機介面如圖 6(a) 所示，可

以設定旋轉台旋轉與俯仰角度變量、次數、高

度等，亦可即時顯示量測平台目前高度，以及

雷射測距儀所測得距離。運用本系統進行量測

時，操作人員需設定穀堆掃描邊界及角度變量

等參數，即可自動完成掃描穀堆，並建立點雲

資料，而 CCD 攝影機所傳回的即時影像顯示

在螢幕；系統操作情形如圖 6(b)。 

二、體積估算法則 

穀堆體積估算前，需利用雷射測距儀掃描

穀堆表面，並建立點雲資料。因部分點不屬於

穀堆，需先排除；即，在進行掃描穀堆與估算 

  

 (a) 前置面板 Front panel (b) 照片 Snapshot 

圖 6. 穀倉穀堆儲量估算與監測系統人機介面 

Fig. 6. Human-machine-Interface of system for estimating grain storage and monitoring in gra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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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積前，設定已知待測穀堆之邊界值，超出此

邊界值的點，視為非待測穀堆之點雲資料，予

以排除。穀堆中部分稻穀因加工移走後，將會

在穀堆上出現凹陷的特徵，為準確掃描此凹陷

表面，量測平台置於此面前方，與穀堆側面成

一角度。根據旋轉台之旋轉與俯仰角度，以及

雷射測距儀所得的距離，即可建立點雲資料。 

穀堆體積估算的方式，係假設穀堆表面為

一曲面，此曲面與其投影在地面之間所構成的

封閉空間，可以視為穀堆，可以黎曼和 

(Riemann sum) 近似此體積。所謂黎曼和(3)，指

一連續函數𝑦 = 𝑓(𝑥), 𝑎 ≤ 𝑥 ≥ 𝑏，若在其間有 n

個格點，所圍成的近似面積 

𝐴𝑟𝑟𝑎 = �𝑓(𝑥𝑖)∆𝑥𝑖

𝑛

𝑖=1

   … … … … … … … … …① 

進一步，曲面可以表示成𝑧 = 𝑓(𝑥,𝑦)，若此曲

面在 XY 平面有 k 個小塊面積∆𝐴𝑖，則曲面

𝑧 = 𝑓(𝑥,𝑦)與𝑎 ≤ 𝑥 ≤ 𝑏, 𝑐 ≤ 𝑦 ≤ 𝑑之間所圍成

封閉空間的體積，亦可以黎曼和近似，即 

Volume = �𝑓(𝑥𝑖 ,𝑦𝑖

𝑘

𝑖=1

)∆𝐴𝑖 … … … … … … …② 

其中(𝑥𝑖 ,𝑦𝑖)為∆𝐴𝑖中心點座標(2)。 

體積估算法則如圖 7 之示意圖所示，取出

點雲資料中第 1 列的第 1 點 S1、第 2 點 S2及第

2 列的第 1 點 S3、第 2 點 S4，將此 4 點投影至

XY 平面，形成一個四邊形（A1、A2、A3、A4），

其中 A1、A2、A3三點與 A2、A3、A4三點分別

構成兩個三角形，計算此兩個三角形之面積公

式如下 

∆1=
1
2
�𝐴1𝐴3����������⃗ × 𝐴1𝐴2����������⃗ �… … … … … … … … …③ 

∆2=
1
2
�𝐴4𝐴3����������⃗ × 𝐴4𝐴2����������⃗ �… … … … … … … … …④ 

其中𝐴𝚤𝐴𝚥��������⃗為𝐴𝑖至𝐴𝑗的向量，而∆1與∆2分別

為兩個三角形之面積，將∆1 + ∆2乘以 S1、S2、

S3、S4四點之平均高度，即可估算出 S1、S2、 

 

 
圖 7 體積估算示意 

Fig. 7 Schematic explanation for estimating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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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S4 四點所構成曲面下之近似體積。以此類

推，完成所有點雲資料，並將所有體積累加起

來，即可估算出此穀堆之近似體積。 

三、試驗方法 

本研究實驗方式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

為驗證體積估算法則之正確性，以堆疊已知體

積之紙箱，進行體積估算實驗；第二部分為將

系統移至穀倉實機測試，進行體積估算試驗。

試驗方法分述如下： 

(一) 堆疊紙箱體積估算實驗： 

為驗證本研究所建立之體積估算法則，是

否能準確估算出物體體積。將已知體積之紙

箱，整齊堆疊（為避免待測物背面無法量測，

背面均堆疊成垂直面），共使用 17 個大小不同

的紙箱。先以捲測尺量各紙箱的長寬高，並計

算各紙箱體積，將所有紙箱體積加總得到堆疊

紙箱總體積。量測系統距離堆疊紙箱前緣 2.5 

m，旋轉台距地面約 1.6 m。以不同掃瞄角度變

量進行量測，分別設定 1° 、2° 、3° 等三種不

同的掃描角度變量建立堆疊紙箱之點雲資料，

並估算體積，同時記錄量測作業時間。 

(二) 公糧穀堆加工體積估算實驗： 

針對南投縣草屯鎮農會南埔辦事處穀倉中

所堆放之 97 年第一期之公糧穀堆，分別為 7-2

與 7-3 號穀倉，進行體積估算。由於實驗期間，

穀堆有數次加工，儲穀量迭有減少。先於完整

穀堆時掃描量測出完整穀堆之點雲資料，並以

此點雲資料估算出完整穀堆之儲穀量，於每次

因應學午糧（學生營養午餐所需之白米）而進

行加工後，進行加工後的穀堆掃描量測，將完

整穀堆或上一次所估算之體積結果減去加工過

後之穀堆體積，即為本系統所估算出之穀堆加

工體積。將草屯鎮農會所提供之加工重量除上

稻穀單位體積重量，即為對照用之稻穀加工體

積。 

結果與討論 

一、堆疊紙箱體積估算實驗 

堆疊紙箱照片如圖 8(a) 所示，總體積為

1.19 m3，運用本系統估算所得之體積值如表

1。利用 LabVIEW 中所提供之 3D 描點功能，

將穀堆紙箱之點雲資料重建 3D 模型如圖 8(b) 

所示。由表 1 的結果顯示，於掃描角度變量為

1° 與 2° 時，與人工量測結果相差率為 -3.4 % 

與 2.5 % 。掃描角度變量為 2° 時，所需掃描

量測時間為 24.3 min，約為 1° 掃描量測時間的

27.2 % 。掃描角度變量為 3° 時，雖然掃描量

測時間僅 9.9 min，估算相差率 5 % ，推斷可 

 

表 1. 不同角度變量掃描堆疊紙箱之估算體積 

Table 1. Estimated volumes of piled cardboard boxes with different incremental angles. 

掃描角度變量 
Incremental angle (°) 

平均估算體積 
Averaged estimated 

volume (m3) 

平均相對誤差 
Averaged relative error (%) 

平均量測時間 
Averaged measurement 

time (min) 
1 1.15 -3.4 89.5 

2 1.22 2.5 24.3 

3 1.13 5.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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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照片 (b) 點雲資料 

 (a) Snapshot (b) Data cloud 

圖 8. 堆疊紙箱照片與點雲資料 

Fig. 8. Snapshot and data cloud of piled cardboard boxes. 

 

能因為點雲資料太少所致。因此，本試驗可證

實本研究所建立之體積估算系統，在掃描角度

變量為 1° 或 2° 時，與人工所量測出來的實際

體積約 3 % 的相差率。同時，考量掃描量測所

需時間，最佳的掃描角度變量為 2° 。 

二、公糧穀堆加工體積估算實驗 

針對南投縣草屯鎮農會南埔辦事處穀倉之

穀堆，取稻穀樣本，依據標準容積重測量步驟，

得到平均稻穀容重量為 577 g/l，此即為稻穀單

位體積重量。穀堆分別於 97 年 12 月底以及 98

年 3 月底進行多次稻穀加工。先加工 7-3 號穀

倉稻穀，其次加工 7-2 號穀倉稻穀。由於加工

次數不多，僅針對此兩穀堆進行試驗。 

(一) 7-2 號穀倉： 

未加工之完整穀堆如圖 9(a) 照片所示，由

農糧署分署同仁以人工方式丈量，所估算

196.59 m3。運用本系統以 2°掃描角度變量量測

此完整穀堆，所估算 188.71 m3，相差率為 -4.0 

%。加工後形狀如圖 9(c) 與 9(e) 照片所示，

分別於 98年 3月 5日以及 98年 4月 10日進行

穀堆掃描。將掃描量測所得之點雲資料，進行

3D 描點繪圖後結果如圖 9(b) 、圖 9(d) 、圖

9(f) 所示。以本研究所建立之系統估算加工體

積，與實際加工體積比對結果如表 2 所示，最

大相差率為 -7.6 %。 

(二) 7-3 號穀倉： 

未加工之完整穀堆如圖 10(a) 照片所示，

以人工方式丈量，所估算 174.87 m3。運用本系

統以 2° 掃描角度變量量測此完整穀堆，所估

算 162.65 m3，相差率為 -7.0 %。加工後形狀

如圖 10(c) 與 10(e) 照片所示，分別於 98 年 1

月 9 日以及 98 年 2 月 19 日進行穀堆掃描。將

掃描量測所得之點雲資料，進行 3D 描點繪圖

後結如圖 10(b) 、圖 10(d) 、圖 10(f) 所示。

以本研究所建立之系統估算加工體積，與實際

加工體積比對結果如表 2 所示，最大相差率為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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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完整穀堆照片 (b) 完整穀堆點雲資料圖 

 (a) Snapshot before processing (b) Data cloud before processing 

  
 (c) 第一次加工後照片 (d) 第一次加工後點雲資料圖 

 (c) Snapshot after first time processing (d) Data cloud after first time processing 

  
 (e) 第二次加工後照片  (f) 第二次加工後點雲資料圖 

 (e) Snapshot after second time processing (f) Data cloud after second time processing 

圖 9. 7-2 號倉穀堆加工前後照片與點雲資料 

Fig. 9. Snapshots and data cloud of grain storage before/after processing in Granary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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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完整穀堆照片 (b) 完整穀堆點雲資料圖 

(a) Snapshot before processing  (b) Data cloud before processing 

  
 (c) 第一次加工後照片 (d) 第一次加工後點雲資料圖 

 (c) Snapshot after first time processing (d) Data cloud after first time processing 

  
 (e) 第二次加工後照片 (f) 第二次加工後點雲資料圖 

(e) Snapshot after second time processing (f) Data cloud after second time processing 

圖 10. 7-3 號倉穀堆加工前後照片與點雲資料 

Fig. 10. Snapshots and data cloud of grain storage before/after processing in Granary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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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穀堆加工體積估算結果 

Table 2. Estimated volumes of processed grain storage. 

穀倉 
Granary 

加工次 
Processing time 

實際加工體積 
Actual processed 

volume (m3) 

估算加工體積 
Estimated processed 

volume (m3) 

相差率 
Difference 

proportion (%) 

7-2 
1 34.33 32.55 -5.2% 

2 77.99 72.09 -7.6% 

7-3 
1 88.34 89.81 1.6% 

2 39.16 37.82 -3.4% 

 

三、討論 

(一) 堆疊紙箱體積估算實驗中，雖然紙箱與穀

包外型差異甚大，堆疊方式亦不同。本試

驗目的在檢視系統的可靠度。由量測已知

體積之物體驗證系統為合理步驟，而且屬

於必要步驟。 

(二) 公糧穀堆加工體積估算實驗中，針對完整

未加工穀堆量測，所估算體積與人工量測

相差較大。由於穀堆背面資訊無法經由系

統量測取得，本系統遂將穀堆背面視為垂

直地面的平面。事實上，穀堆側面呈現程

度不一的傾斜面，這也是本系統估算誤差

來源。為避免累積誤差，本研究採用每次

加工體積估算值，與實際加工體積比較，

此種方式具參考價值。再者，由於所使用

之實際加工體積，係以重量除以稻榖容重

量，而稻穀容重值係自穀堆採樣量測取

得，若整個穀堆均採用相同值，亦可能衍

生誤差。 

結論 

本研究完成穀倉穀堆儲量估算與監測系統

開發，歸納以下三點結論： 

一、完成設計與製作一套量測平台與爬升機構，

藉由量測平台之旋轉台上的雷射測距儀掃

描量測穀堆，建立穀堆之點雲資料，並估

算其體積。其中旋轉台是由兩個微步進馬

達帶動左右旋轉與上下仰角之轉動，量測

人員只需設定所需之掃描量測範圍。本系

統可應用至大型不規則物體之量測。 

二、在體積估算部分，微步進馬達轉動角變量

越小，點雲資料越多，體積估算越為準確，

然而點雲資料量越多，當然所需耗費的量

測時間也隨之增多。堆疊紙箱實驗結果顯

示，在掃描角變量為 2°時，所估算的體積

之平均相對誤差值為 2.5 %，所需作業時

間為 24.3 min。 

三、估算穀堆加工體積部分，所估算結果與農

會所提供之穀堆加工體積之結果比較，相

差率為 1.6 %至 -7.6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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