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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登革熱與日本腦炎是由病毒所引起的一種傳染病，經由蚊子傳播給人類，在

最近一次 2015 年的台南市爆發登革熱的疫情，最初只出現在台南市北部地區，

接著以驚人的速度擴散到全台南市，最終蔓延至台灣全島。當年，確診病例超

過 4 萬人，死亡病例也高達 218 人，而且未發病的感染者約為發病者的九倍至十

倍。若患者再次被病媒蚊叮咬造成交叉感染，則重症死亡率會大幅度提升至

20%以上，而且目前沒有預防疫苗，也沒有特效藥物可治療，而引發登革熱的病

媒蚊為埃及斑蚊（Aedes aegypti）與白線斑蚊 (Aedes albopictus)。而日本腦炎的

致死率大約為 20%以上，存活病例約有 40%有神經相關的後遺症，而且亦目前

沒有特效藥可治療，引發日本腦炎的病媒蚊為三斑家蚊（Culex tritaeniorhynchus）

與環蚊家蚊（Culex annulus），避免病媒蚊叮咬是目前唯一的預防方法。 

       為解決登革熱與日本腦炎問題，本篇論文提出病媒蚊分類系統，這是一套影

像分類準確率高達 98%以及計數功能的智慧捕蚊系統，其中包含邊緣計算、深

度學習的影像處理和 電腦視覺，主要功能在邊緣計算為物體偵測，深度學習為

斑蚊分類與計數，透過這些步驟，改善了現今捕蚊燈、滅蚊燈不能分類 

(Classification)蚊子種類。並以智慧捕蚊裝置收集影像資料，主要資料收集與處

理正是引發登革熱的兩種台灣常見的病媒蚊種類──白線斑蚊與埃及斑蚊以及引

發日本腦炎的兩種台灣常見的病媒蚊種類──三斑家蚊與環蚊家蚊，並在分類時

以斑蚊 (Aedes) 和家蚊 (Culex) 進行二元分類，由於此系統與裝置獲得更多台灣

蚊子資訊，其資訊包含進入捕蚊燈的蚊子數量、種類以及時間、地點，以便後

續作為對病媒蚊採取措施的重要參考依據。 

關鍵字：登革熱、邊緣計算、深度學習、卷積神經網路、影像處理、電腦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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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ngue fever and Japanese encephalitis are mosquito-borne diseases which are 

infectious diseases caused by viruses, they. It is particularly dangerous for children and 

can lead to death, less than 1 percent of cases cause fatalities even with proper medical 

care,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However, dengue fever 

symptoms which may include a high fever, headache joint pains and muscle, and a 

skin rash. typically begin three days to two weeks after infection. In the most recent 

outbreak of dengue fever in Tainan City, Taiwan in 2015. It first appeared onl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ainan City, then it spread to all over Tainan City at an alarming 

rate ,and eventually it spread to all over whole Taiwan islands. In that year,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exceeded 40,000, and the number of death reached 218. Actually, 

there are no vaccines for prevention and there are no specific drugs for treatment. 

However, the mosquitoes that cause dengue fever are Aedes aegypti and Aedes 

albopictus, and the mosquito that causes Japanese encephalitis are Culex 

tritaeniorhynchus and Culex annulus. The most importantly, avoiding vector 

mosquitoes bites is the only way to prevent dengue fever and Japanese encephaliti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dengue fever and Japanese encephalit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vector mosquitoes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is system is a intelligent 

mosquito-catching system with imag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up to 98%. This 

system includes Edge Computing, Deep Learning Image Processing, and Computer 

Vision to improve the problem of classification in mosquito traps and mosquito killer 

lamp. The main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are the two species of mosquitoes 

common in Taiwan causing Dengue fever: Aedes albopictus and Aedes aegypti, and 

two types of Taiwanese common mosquitoes that cause Japanese encephalitis. Cu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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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taeniorhynchus and Culex annulus. In this paper, Aedes and Culex were used for 

binary classification.  This system and device will obtain more information on 

mosquitoes in Taiwan, the information includes the number , type and time and place 

of vector mosquitoes. This can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take measures against 

vector mosquit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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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透過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顯示，登革熱，會由蚊子傳播病毒給人類，

所以傳播病毒的蚊子則稱為病媒蚊，然而這種病毒可以分為四種型別，如果重

複感染不同型登革病毒，會引起不同程度的反應，可能導致嚴重器官損傷、出

血的登革熱重症甚至高達 20% 以上的死亡率，而台灣正是滋養埃及斑蚊及白線

斑蚊等引發登革熱的高風險地區，更重要的是，目前沒有安全的疫苗接種、特

效藥可以預防、治療登革熱，最近的疫情爆發正是 2015 的台南市地區，最初只

出現在台南市北部地區，接著以驚人的速度擴散到全台南市，最終蔓延至台灣

全島。再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每年約在 100 個國家流行，有五千萬位病

患，而且 50 年來登革熱的引發病例數是過去的 30 倍，很顯然地，登革熱已經為

世界級的蚊蟲媒介傳染病。日本腦炎也是由病媒蚊引起的急性腦膜腦炎，可能

受損部位包括了腦、腦膜以及脊髓，台灣以三斑家蚊與環蚊家蚊為主要傳播媒

介，感染者大約有 1% 出現急性腦炎，發病致死率大約為 20% 到 30 %，存活的

病例之中，也有 30% 到 50%有精神性或神經性的後遺症，然而自 1960 年就有日

本腦炎預防接種，但是目前還是沒有特效藥可治療，因此這四種病媒蚊便是本

篇論文的實驗對象。 

由此可知，蚊子是許多疾病的媒介，這些疾病已經導致許多人的死亡，為了

預防這些病媒蚊問題，我們首先要找出疾病的元兇──病媒蚊，為了找出這些病

媒蚊，在現今有許多分類、辨識的方式出現，辨識的技術也日新月異，例如有

利用 DNA 序列以高準確率辨識各種蚊子種類 [1]，也有利用感測器翅膀振動頻

率、飛行聲音的波形高準確率辨識蚊子之間的種類 [2][3][4]，也有透過影像特徵

辨識分類蚊子與蜜蜂 [5]。然而這些現有的研究都是在實驗室下進行的結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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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篇論文提出一套利用影像處理與電腦視覺技術實現的分類系統，並完成結

合蚊蟲誘捕器而成的可以實現自動化收集的智慧捕蚊裝置，並將收集的資料進

行斑蚊 (Aedes) 與家蚊 (Culex)的分類系統，所以做出下列幾點貢獻: 

1. 驗證資料準確率高達 98% 的病媒蚊分類系統。 

2. 測試資料辨識準確率達到 90.5%  

3. 實作為智慧捕蚊裝置，提供病媒蚊種類、數量、時間、地點等資訊。 

病媒蚊分類系統包含了感興趣區域、卷積神經網路，皆是以電腦視覺與影

像處理為主要技術。感興趣區域，技術包含物體偵測及追蹤，其中本研究實現

物體偵測在微型處理器上實現了分散式概念的邊緣計算，接著在運算中心執行

更準確的物體追蹤步驟，得到感興趣區域作為卷積神經網路的輸入資料，將四

種病媒蚊依登革熱、日本腦炎發病的種類不同二元分類，分為斑蚊 (Aedes) 與家

蚊 (Culex)兩種，訓練結果高達交叉驗證 (Cross Validation) 98% 分類準確率，在

本研究實驗章節將逐步討論與呈現卷積神經網路訓練結果以及驗證資料集、測

試資料 皆達到辨識 90% 以上，並實作於野外環境，完成智慧捕蚊及病媒蚊分類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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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首先探討蚊子分類的相關研究，探討各領域研究結果遇到的難題，

並利用本研究影像處理方法改善，在本章節也會提到運用影像處理的相關技術

背景，並逐步討論現今應用的研究主題。 

第一節 蚊子分類相關研究 

透過基因辨識 [1]，可以分類 24 種蚊子，最高達到到 100% 辨識準確率，由

於此方法分類流程繁雜，以及研究參數昂貴，難以大量實際應用，現今，又出

現利用光學及聲學，感測蚊蟲翅膀振動頻率來分類 [2][3][4]，可以分類 9 種蚊子，

準確率達到 89.55% 以上，但是為了感測翅膀振動，條件限制了蚊蟲必須穩定飛

行，這或許也是難以大量實際應用的原因，而在影像分類現今也有蚊子與蜜蜂

的分類 [5]，利用在機器學習透過蚊子與蜜蜂的影像差異來分類，透過專業影像

拍攝人員來取得資料，並沒有利用感測器自動收集資料。所以本研究將利用影

像感測器自動收集資料，病將資料依據登革熱與日本腦炎的病媒蚊二分類。 

第二節 物體偵測研究背景 

為了將相機拍攝的影像資料進行分類，在分類蚊子時，首先需要完成物體

追蹤，並切割為感興趣區域，以便加快神經網路訓練收斂速度及提高準確率，

然而物體追蹤最重要的是將背景與前景分 ──背景去除，而分割出前景的方法主

要有背景相減法與高斯混合模型兩種方法，其中背景相減法是計算像素差異程

度，高斯混合模型為學習背景亮度變化的方法。 

為了得到感興趣區域，必須完成物體追蹤，而物體追蹤，首先必須先知道

影像中物體位置──物體定位，而在物體定位之前必須先判斷有無物體──物體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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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在大多數的影像處理研究，物體偵測先轉換成灰階 [6] 來加快計算速度，並

將前景物體與背景分開 [7][8][9][14][15][16][17]，由此可以得前景物體區域，然

而一個背景去除評定的優良程度取決於雜訊的多寡。 

2.2.1 背景相減法 (Background Subtraction) 

顧名思義，只需要一個背景影像參數便可以直接將前景減去背景，而雜訊

的多寡主要取決於拍攝環境的光線變因，然而為了得到第𝑡影格F𝑡的像素矩陣 

𝑃[𝐹𝑡]，在影像序列中的第 𝑡 影格 I𝑡  的像素矩陣 𝑃[𝐼𝑡] 和背景𝐵的像素矩陣 𝑃[𝐵] 

相減即可，其函式如: 

𝑃[𝐹𝑡] = |𝑃[𝐼𝑡] − 𝑃[𝐵]|     (1) 

然而 𝑃[𝐹𝑡] 為移動中的動態物體，𝑃[𝐵]為靜態物體，難免會有因光源而產生的雜

訊所以 [15] 透過設立門檻值 T 來檢測連續前景的移動中物體像素差異度，當差

異度大於門檻值時，則判斷為前景像素，否則為背景像素，其函式如: 

|𝑃[F𝑡] − 𝑃[F𝑡+1]| > 𝑇    (2) 

這個計算方式的準確率往往取決於物體的移動速度 [16]，如果移動速太快則產生

模糊的物體影像，所以通常移動速度較快的物體會需要更高的門檻值𝑇才能較準

確分出動態物體與靜態物體，而這種算法的優點為簡單、快速，此種方法特別

適用於光源穩定的環境，由於在本篇研究設計的攝影通道為穩定光源，所以這

種正是適合在有限效能微型處理器的方法，在不影響錄影每秒影格（Frame per 

Second，FPS） 的情況下完成擷取前景，然而對於背景更新，本篇研究對於微型

感測器亦提出另一種方式，在第三章病媒蚊分類將會再逐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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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高斯混合模型 (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 

由於影像的像素值通常是不會固定的，其不固定的原因主要分成兩大類，

其一為移動所造成的像素改變，包含物體移動以及相機搖晃所造成的變化。其

二為亮度的變化，在靜態的影像中，即便沒有移動中物體，也會有因外界光源

或相機引起的陰影來影響像素，因此利用常態分布來趨近於色階分布並模型化、

更新背景是較適合的方式 [9][17][18]。對於第 𝑡 影格 𝑥𝑡的數據集 𝑥1, 𝑥2, … , 𝑥𝑡  並

取得像素的平均數 𝜇𝑖,𝑡、標準差 𝜎𝑖,𝑡 後，進行常態分布機率密度函數 𝑝(𝑥𝑡)，其函

式如下: 

𝑝(𝑥𝑡|𝑤𝑖,𝑡, 𝜇𝑖,𝑡, 𝜎𝑖,𝑡) = ∑(𝑤𝑖,𝑡 × 𝑁( μ𝑖,𝑡, 𝜎𝑖,𝑡
2 ))

𝑛

𝑖=1

                                               (3) 

𝑁( μ𝑖,𝑡, 𝜎𝑖,𝑡
2 ) =

1

𝜎𝑖,𝑡√2𝜋
𝑒

−
(𝑥𝑡− μ𝑖,𝑡)2

2𝜎𝑖,𝑡
2

                                            (4) 

𝑛 為常態分布個數，是以分群法將色階圖形分為 n 個群聚，如圖 1 需要 3 個常態

分布來趨近於圖形，所以 𝑛 = 3 。𝑤𝑖 為第 i 影格的常態分布權重。在得到背景的

機率密度函數之後，將現在的像素和歷史像素的平均比較，判斷是否在 𝑘 個標

準差內，依據 [9][17][18] 得知，𝑘 通常會假設為 2.5 

    𝑀𝑖,𝑡 = {
1 , |𝑥𝑡 − μ𝑖−1| ≤ 𝑘 × 𝜎𝑖,𝑡

0 , |𝑥𝑡 − μ𝑖−1| > 𝑘 × 𝜎𝑖,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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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始色階分布    (b)高斯混合模型近似 

圖 1 : 高斯混合模型近似  

𝑀𝑖,𝑡為第 t 影格第 i 個近似常態分布的判斷結果，如果符合上述公式的背景

需求，則該像素屬於背景且結果為 1，否則屬於前景結果為 0，並透過下列公式

進行更新背景權重。 

𝑤𝑖,𝑡 = (1 − 𝛼)𝑤𝑖,𝑡−1 + 𝛼𝑀𝑖,𝑡                                                       (6) 

  α 為更新背景的幅度，通常假設為 0.5，在得到權重之後，變可改善移動所造成

的像素變化以及亮度變化兩大影響背景的主因，適性更新背景資訊，因此能夠

適應光源變化的環境，在模型初始化則是利用 k-平均 (k-means) 分群法來初始化

得到參數 𝑤0,𝑡 , 𝜇0,𝑡 , 𝜎0,𝑡，k-平均分群法會在 2.2.1介紹。 

  這兩種方法主要差異是背景相減沒有更新背景的方式，而高斯混合模型可以透

過常態分布機率密度函數來更新參數，並使用適性學習背景資訊，在光源變化

的環境會有比較好的表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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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多物體追蹤研究背景 

   現今有許多種類的物體追蹤技術 [10][11][20][21][22][23]， 然而這些物體追蹤

方法都有將多物體分群或分類的共通點，將影像視為二維資料，利用分群方式

將多物體分群。 

2.3.1 k-平均 (k-means) 

將 n 筆資料劃分成為 k 個類別，目的是為了找到第 i 群 𝑆𝑖 的中心 𝜇𝑖，使得

屬於第 i 群 𝑆𝑖中的每筆資料 𝑥𝑗 到 𝜇𝑖 為最小 [23]，因此須符合下列算式: 

𝑚𝑖𝑛 (∑ ∑ (𝑥𝑗 − 𝜇𝑖)
2

∀𝑥𝑗∈𝑆𝑖

𝑘

𝑖=1

)                                                          (7) 

而初始便是以隨機 k 筆資料作為群中心 μ1,μ2, … , μ𝑘 ，並計算每筆資料 𝑥𝑖 到 μ𝑖 必

須為最短距離，由此可以將所有資料分為 k 群。接著固定 𝑆𝑖 在 𝑥𝑗 內找出新的 μ𝑖，

由此重複步驟直到收斂為最小值。但是因為初始群中心是以隨機取得，因此每

次執行的結果可能會不同，在初始群中心設定不好的情況下，會發生不好的結

果。但是在影像方面，在物體不重疊的情況下，可以先透過物體定位來得知物

體個數，由此可以解決此方法最大缺點，並保留比起神經網路計算較快速的優

點而當 𝑥𝑗 只有一筆資料時 𝑗 = 1，將會和歐幾里得距離的平方相同，函式如下，

而詳細步驟說明包含五步驟: 

 d(𝑥, 𝑦) = √∑(𝑥𝑖 − 𝑦𝑖)2

𝑛

𝑖=1

                                                     (8) 

1. 設定 k : 根據設定的群數量 k，隨機選擇所有資料集中 k 筆資料當作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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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始化 : 計算各個樣本到群中心的距離，並將資料歸類為最近的群中心，

產生 k個群。 

3. 更新群中心 : 計算每個群之中的樣本平均數位置貨中心位置，並將群中心

改變為該位置 

4. 判斷分群是否收斂 : 將新群中心與舊群中心，如果為同一位置，代表已經

收斂，收斂則前往步驟 5，否則重複 2、3。 

5. 判斷是否需要群合併 : 若任一兩群體距離太近，或是某一群只有群中心為

資料點，表示必須減少群數量，並且合併這些群、回到步驟 1，反之，則前

往步驟 6。 

6. 得到分群結果 : 可以得到群個數、群中心以及每一群的資料。 

2.3.2 光流算法 (Median Flow) 

利用圖像亮度描述物體的移動訊息[24]，假設在第 t 時間為影像 𝐼 的像素，

表示為 𝐼𝑡，對於圖像 𝐼𝑡 上一點 𝑢 像素為 u = (𝑢𝑥 , 𝑢𝑦)，並表示為 𝐼𝑡(𝑢)，在 𝐼𝑡+1可

以找到一點 v 像素為 𝑣 = (𝑢𝑥 + 𝑑𝑥, 𝑢𝑦 + 𝑑𝑦)，並表示為 𝐼𝑡+1(𝑣)，v 和 𝑢 的像素

質最接近，而向量 𝑑 = [𝑑𝑥, 𝑑𝑦] 為 𝑢 的移動速度，即為 𝑢 的光流，而變換矩陣 𝐴 

使得 𝐴𝑢 = 𝑣，則 𝐴 可表示為 : 

𝐴 = [
1 + 𝑑𝑥𝑥 𝑑𝑥𝑦

𝑑𝑦𝑥 1 + 𝑑𝑦𝑦
]     (9) 

所以必須在 𝐼𝑡+1 找到一區域大小寬為 2𝑤𝑥 + 1，高為 2𝑤𝑦 + 1 和 𝐼𝑡  的某區域相

同大小的像素差異度為最小，因此將此最小化公式可以表示為: 

𝑚𝑖𝑛 ( ∑ ∑ (𝐼𝑡+1(𝑢𝑥 + 𝑑𝑥, 𝑢𝑦 + 𝑑𝑦) − 𝐼𝑡(𝑢𝑥 , 𝑢𝑦))
2

𝑢𝑦+𝑤𝑦

𝑦=𝑢𝑦−𝑤𝑦

𝑢𝑥+𝑤𝑥

𝑥=𝑢𝑥−𝑤𝑥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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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方法相較於 k-平均考慮了物體的方向性，在對於方向不固定的物體有較好

的效果但是也無法真正解決物體重疊問題，因此在方法的選擇下本研究還是使

用 k-平均來實作物體追蹤。 

第四節 卷積神經網路研究背景 

在影像辨識，深度學習中的卷積神經網路有非常強大的學習能力，有非常

好的分類結果 [12][13][26][27][28][29][30][31][32]，許多分類模型也是由此作為

基礎去延伸，主要包含三層，卷積層 (Convolution Layer)、池化層 (Pooling 

Layer)、全連接層 (Fully Connected Layer)，並加入激活函數解決一些非線性問題

將 複 雜 問 題 簡 單 化 。 

2.3.1 卷積層 (Convolution Layer) 

卷積是一種運算方式，將原始圖片與特定的濾波即為卷積，運算符號為 ，

而影像可視為一個二維像素矩陣，並和核心矩陣卷積，而可以得到一個新的特

徵影像，影像卷積運算如圖 2。 

 

(a)卷積運算    (b) 原始影像      (c) 卷積後影像 

圖 2 : 影像卷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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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特徵汲取方式會透過核心矩陣的不同有好幾種結果，而卷積層就是透

過這種方式，利用大量不同的核心矩陣來獲得原始影像中不同的特徵，圖 3 採用

邊界補 0 來維持卷積後的影像大小，若不使用邊界補  0 則長寬皆會減少  2。 

 

2.3.2 激活函數 (Activation Function) 

常見的激活函數有四種，加入非線因素，使神經網路可以逼近任意函數，

其中有 S 曲線函數(Sigmoid)，取值範圍為 (0,1)，可以將一個實數 z 映射到 (0,1) 

的區間，在二分類有較好的效果，其函式為: 

𝑓(𝑧) =
1

1 + 𝑒−𝑧
                                                              (11) 

第二種正切函數 (Tanh)，取值範圍為[-1,1]，通常在特徵差異明顯的資料會有較

好的效果，其函式為: 

𝑓(𝑧) =
𝑒𝑧 − 𝑒−𝑧

𝑒𝑧+𝑒−𝑧
                                                           (12) 

第三種為歸一化指數函數 (Softmax)，可將一個 K 維度的實數向量中的每個元素

j 都映射成另一個 K 維度的實數向量元素，取值範圍為  (0,1)，常用於多分類問

題，其函式為: 

σ(z)𝑗 =
𝑒𝑧𝑗

∑ 𝑒𝑧𝑘𝐾
𝑘=1

                                                         (13) 

第四種為線性整流函數（Rectified Linear Unit, ReLU），最常被使用於圖像辨識，

將一部分神經元輸出為 0 來減少參數相依性，取值範圍為[0, ∞)其函式為: 

𝑓(𝑧) = 𝑚𝑎𝑥 (0, 𝑧)     (14) 

在本篇研究以線性整流函數為主要激活函數，並在分類時使用 S 曲線函數幫助

二分類，由此達到快速收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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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池化層 (Pooling Layer) 

利用最大池化 (Max Pooling) 挑出矩陣當中的最大值，有濾波抗雜訊、保留

主要特徵功能，可以適應平移、旋轉與放大縮小，會接在卷積層與激活函數進

行運算，其影像池化運算結果如圖 3。 

 

 

(a)池化運算   (b)卷積後影像  (c)池化後影像 

圖 3 : 影像池化 

  

池化層後的影像大小會因池化取值矩陣的大小而改變，一般池化取值矩陣

會設定為二階方陣。以圖 3 為例，池化取值矩陣為二階方陣，因此輸出的影像結

果比起原始影像大小會減半。然而在深度學習中，在接入全連接層之前，卷積

層與池化層通常會不只一層，會透過多層次適當地疊加卷積層、激活函數與池

化層來擷取大量資料特徵，由此而得到非常好的學習效果，故稱為深度學習，

而在影像方面，通常會先擷取感興趣區域再接入卷積神經網路，以便加快收斂

速度與省去大量權重調整的時間 [12][13]，調整權重的時間往往遠大於擷取感興

趣區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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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全連接層 (Fully Connected Layer) 

在接入全連接層之前，必須先將影像矩陣平坦化成為一維矩陣才可以接到

最基本人工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亦可稱為多層感知器 

(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全連接層會將所有的特徵給予權重並分類，如圖 4，

而前面因為有卷積層的層層疊加緣故，所以整個網路稱為卷積神經網路。 

 

圖 4 : 全連接層 

  在輸入層會接收影像平坦化的一維資料，並將接收到的所有資料發送給隱藏

層中所有的神經元，而隱藏層即是多層感知器的核心，可以結合激活函數來近

似任意複雜的函數，並將結果發送給給題目訂定的輸出單元數目。此全連接層

作為卷積神經網路的尾端，在此層有許多的參數需要調整，選擇適合訓練模型

的最佳化演算法，必然是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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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病媒蚊分類系統 

  是一套影像處理為主要技術的病媒蚊分類法，並將分類法實作於以成本零件實

作的蚊蟲誘捕系統，並達到準確率 98%以上可以有效率傳輸、儲存病媒蚊影像

資料，其資料包含種類、數量的病媒蚊分類系統。 

第一節 系統架構 

系統架構可依處理技術分為邊緣計算與深度學習，邊緣計算是一種分散式

計算，主要技術為物體偵測，而實現物體偵測的方法為電腦視覺與影像處理，

而使用邊緣計算主要有下列兩個原因: 

1. 節省容量 : 因為微處理器的儲存空間有限，因此透過物體偵測只儲存有物體

的影像分割檔，也能讓循環錄影儲存更長時間的資料集。 

2. 降低傳輸量 : 先將沒有物體的影像過濾掉，透過物體偵測而只需傳輸有物體

進入錄影通道的影片分割檔。 

而目前在微型處理器無法執行感興趣區域以及卷積神經網路，所以必須將

資料回傳至網路中心節點再作運算，當物體影像資料傳輸到網路中心點時，會

開始進行感興趣區域擷取與深度學習分類，而在監督式學習中，深度學習在影

像處理有非常好的表現，其系統架構如圖 5，邊緣計算會執行在邊緣節點─影像

感測器與微型處理器，在邊感測器收集到的資料會透過無線網路傳輸至雲端資

料庫，接著把資料下載到網路中心點─伺服器與運算中心，最後將收集到的資

料進一步切割感興趣區域以及訓練卷積神經網路來分類與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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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系統架構 

第二節 硬體開發 

因為目前還沒有真正會分類蚊子的產品，所以本篇研究將運用微型處理器、

感測器、蚊蟲誘捕裝置相結合，完成第一個結合蚊蟲誘捕器的病媒蚊分類系統

──智慧捕蚊裝置，而本節將講述如何將這些零件完成智慧捕蚊裝置。 

3.2.1   硬體介紹 

實驗使用 Raspberry Pi 3 Model B 作為微型處理器，這是一款基於 Linux 

的單晶片電腦，因為提供了四核心的 ARMv8 CPU，有利於邊緣計算，能三項同步

進行物體偵測、傳輸以及錄影，而且內建無線網卡以及支援 Pi camera V2.1 相

機模組，此相機模組是 Sony IMX219 影像感測器，它提供了 1080p、每秒 30 幀

的錄影功能。 

 

  (a) Raspberry Pi     (b)Pi Camera      (c)攝影通道 (d) 風力集中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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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 硬體元件 

由圖 6 硬體元件組成結合市售捕蚊燈成為一套低成本、自動化的智慧補蚊

裝置，如圖 7，而此蚊蟲誘捕器為光觸媒捕蚊燈，利用光觸媒的紫外光吸引、捕

捉蚊子進入風力集中元件與通道，當蚊子進入由 3D 列印印製出的攝影通道時會

透過影像感測器錄影來收集資料，並且首先開始再微型處理器進行物體偵測，

再傳輸資料給網路中心進行病媒蚊分類。 

 

圖 7 : 智慧捕蚊裝置 

3.2.2   硬體最佳化 

為了將 Pi Camera V 2.1 的功能最大利用，雖然在靜態拍攝的情形可以到

800 萬像素，但是由於蚊子飛進智慧捕蚊裝置靜止的機率太低，以及蚊子飛行速

度太快，故使用 1080p、30FPS 錄影的方式代替靜態拍攝，並測量鏡頭廣角角度

與焦距並等比例設計攝影管子如圖 6(b)，並在後方設計四個放置 LED 燈泡的小

洞以便提供穩定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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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 相機成像原理 

首先固定相機焦距，利用相機成像原理測量錄影角度以及錄影範圍，如圖

8，在白紙上繪製水平與垂直刻度，並將白紙平行相機並置於焦距點，接著透過

錄影影像來得到攝影角度以及範圍，最後以此為基礎來等比例設計攝影通道。

然而為了有更好的前景與背景對比度，攝影通道利用 3D列印機印製白色實體，

而白色在彩圖 RGB的色階為 (255,255,255)，正好和斑蚊的黑色(0,0,0)成最大

對比，然而也需要有足夠的光源提供給拍攝鏡頭將背景照亮，以利於病媒蚊分

類系統，因此設計四個 LED 燈泡的放置孔洞以提供光源。 

 

 

 

 

 

 

 



17 

 

第三節 感興趣區域 

是影像中使用者想要的區域，這個區域就是影像處理所關注的焦點。框出

或標記這個區域，這個區域內的所有像素就是感興趣區域，那麽要處理的原始

影像就從一個大影像變為一個小影像區域了，像素個數會縮減許多，但是卻可

去除不必要的像素──大量背景雜訊，以便進行進一步處理，一個好的切割感

興趣區域的好法，可以減少後續處理的執行時間、增加後續處理經度。 

3.3.1 彩色轉灰階 

  三通道轉換一通道，因為只需要判斷有無物體，所以加快影像處理速度，以

便後續步驟只設立一個門檻值的物體偵測，在轉換成灰階，因人眼對紅色、綠

色及藍色的感光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係數，詳細彩色轉灰階的轉換係數來源為 

[6]，此種轉換式比起直接像素平均可以讓人眼有較好的感受，結果如圖 9(a) 

轉換為 (c)，錄影原始影像為寬 1080 像素，高 1920 像素故假設 0 ≤ w < 1920 

與 0 ≤ h < 1080。 

𝑃𝑤,ℎ[𝑆t
y

] = 0.299𝑃𝑤,ℎ[It
r]  +  0.587𝑃𝑤,ℎ[𝐼𝑡

𝑔
]  +  0.114𝑃𝑤,ℎ[𝐼𝑡

𝑏] (15) 

對第 t 原始影格的 𝑆𝑡 進行灰階化，得到灰階影像 𝑆𝑡
𝑦
 的矩陣中每個像素𝑃𝑤,ℎ[𝑆t

y
]，

上標y、r、𝑔、𝑏分別為灰階、紅、綠、藍。 

    

(a)原始影格                     (b)背景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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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彩色轉灰階                     (d)背景相減 

圖 9 : 影像處理 

3.3.2 背景更新 

  為了判斷是否有拍攝到物體，故此步驟取得物體前景，初始化背景為第一張

影像，如圖 9(b) 為背景影像。 

𝑃𝑤,ℎ[𝐵0
𝑦

] = 𝑃𝑤,ℎ[𝑆0
𝑦

]     (16) 

𝐵0
𝑦
為第一張灰階背景影像矩陣。在循環錄影之下，隨著物體進出攝影通道，背

景的狀態也會隨之改變，如圖 10，狀態 0 為沒有偵測到物體，狀態 1 為偵測到

物體，在由 0 轉換成 1 時，會開始記錄影格，當由 1 轉換成 0 時，會將紀錄的

影格傳輸至網路中心，並且重置計數器，而在 3.3.4 分割檔結束時，會進行背

景更新 𝑃𝑤,ℎ[𝐵𝑡
𝑦

] = 𝑃𝑤,ℎ[𝑆𝑡
𝑦

] ，在其餘狀態則不會，由此較能適應背景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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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 錄影狀態 

經過初始化背景與背景更新之後，接著計算第 𝑡影格灰階像素位置的差異度來得

到前景 [15]，所以利用灰階影像代入函式 (1)，得到𝐹𝑡
𝑦
為前景灰階影像矩陣，

結果如圖 9(d)，其函式如下: 

 𝑃𝑤,ℎ[𝐹𝑡
𝑦

] = |𝑃𝑤,ℎ[𝑆𝑡
𝑦

] − 𝑃𝑤,ℎ[𝐵𝑡
𝑦

]|    (17) 

3.3.3 前景面積計算 

在以計算像素差異度得到前景之後，相加相差度 50 以上每個像素來計算第  𝑡 

影格的前景面積 A𝑡，其函式如下 

A𝑡 = ∑ ∑ ⌈
𝑃𝑤,ℎ[𝐹𝑡

𝑦
] − 50

𝑃𝑤,ℎ[𝐹𝑡
𝑦

]

1079

ℎ=0

1919

𝑤=0

⌉                                              (18) 

透過這種計算前景面積的方式，可以將大量病媒蚊資料運算來統計結果，如圖

11。圖 9(d)計算出來的前景面積為 2722，而這個數值為圖 11 的其中一筆資料。 

 

圖 11 : 病媒蚊前景面積統計圖 

此圖是由 100 隻不同的家蚊 (Culex) 與斑蚊 (Aedes) 的前景最小與最大的前景面

積資料繪製而成，其中藍線為斑蚊前景面積的分布情形，紅色為家蚊前景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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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情形，由此圖顯示，可以知道家蚊的成體會比斑蚊的成體體型還要大，

然而這個統計圖也符合視覺上的大小以及台灣環境有害生物管理協會統計的現

實情況，然而這個統計圖可以用來作為病媒蚊物體偵測的門檻值。而圖中的藍

線與紅線的重疊區域也告訴我們，不能利用簡單的前景面積大小來分類病媒蚊

種類，所以需要本研究另外的影像處理技術─卷積神經網路。 

3.3.4 物體偵測門檻設立 

  此步驟為如果前景面積 A𝑡 超過最小物體門檻值。由圖 11 得知，進入本智慧

捕蚊裝置的最小物體前景面積為 482，即為圖中最左方的點，但是有可能會發生

比 482 更小的蚊蟲進入裝置，所以首先預設門檻值 T=400，當 A𝑡 ≥ 𝑇 則傳輸該

影像分割檔，若 A𝑡 < 𝑇 則不傳輸該分割檔，然而這個步驟正是邊緣計算的錄影

狀態最後一步。如圖 12 為邊緣上的物體偵測計算詳細步驟流程圖，採用循環錄

影並物體偵測來有效率傳輸與分割檔案，在網路中心點接收到的影像必然為有

物體的影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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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 物體偵測流程 

在完成物體偵測之後，因為目前還無法在微型處理器同步執行錄影以及分類，

所以先將分割檔傳輸至網路中心再進行深度學習的訓練以及分類，在接收到有

物體的影像檔案後，必須先知道物體位置並追蹤才能切割出該檔案內的物體區

域，所以在網路中心點的第一步驟便是多物體二維定位。 

3.3.5   多物體二維定位 

  由於只有一個拍攝鏡頭，當多個物體重疊進入裝置時，會發生難以計算數量、

辨識，所以使用物體二維定位來改善此情形，但是還是無法對重疊的物體進行

準確地追蹤。作為網路中心點第一步驟，首先將接收到的影像檔案進行二值化，

產生黑白圖，將 50 像素差異度以上記為白色 255，小於 50 則記為黑色 0，透過

這個公式可以得到第𝑡影格最高對比度的白色前景與黑色背景H𝑡，其函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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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𝑤,ℎ[𝐻𝑡] = {
0   , 𝑖𝑓 𝑃𝑤,ℎ[𝐹𝑡

𝑦
] < 50

255, 𝑖𝑓 𝑃𝑤,ℎ[𝐹𝑡
𝑦

] ≥ 50
    (19) 

   

(a)單一物體原始圖    (b)單一物體二值化

    

(c)兩物體原始圖    (d)兩物體二值化 

圖 13 : 二值化 

由圖 13(a)、(c) 分別二值化可以得到 (b)、(d)，然而物體入境時，可以視為狀態

波的產生，因此透過像素統計水平波與垂直波，計算每單位寬的白色像素個數 

𝑁(𝑤) 與每單位高的白色像素個數 𝑁(ℎ)，其函式如下: 

𝑁(𝑤) = ∑
 𝑃𝑤,𝑖[𝐻𝑡]

255

1079

𝑖=0

                                                      (20) 

𝑁(ℎ) = ∑
 𝑃𝑗,ℎ[𝐻𝑡]

255

1919

𝑗=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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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14 : 像素統計 

圖 14(a)、(b) 分別為圖 13(b) 的高與寬白色像素統計結果，圖 14(c)、(d) 分別為

圖 13(d)的高與寬白色像素統計結果，而只要取出波的特徵就可以完成多物體追

蹤，因為傳到網路中心的最小斑蚊的前景面積至少為 400，故由此訂定白色像素

門檻值為 10，影像寬與長的像素總和白色像素在 10 以上設為 1、小於 10 設為 0，

並由圖 14分別得到圖 15。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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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圖 15 : 像素統計特徵擷取 

接下來可以將寬與高的刻度視為時間序列，將圖 15 以時序大於 10 且為 1 取出區

間，然後以區間中點繪製直線至影像，完成物體定位結果如圖 16。 

   

(a)單一物體       (b)兩物體 

圖 16 : 物體定位 

由圖 16 可以得知，單一物體即為直線交點位置，但是在多物體則焦點不一定是

物體位置，若有 n 個物體，則最多有𝑛2個交點，這是多物體才有的問題，為了

解決交點問題，將所有直線交點當作中心點，併畫出邊長 350 像素的正方形框，

若正方形框內的白色面積大於 100，則才可以判斷此交點為物體位置。然而在單

一鏡頭的限制之下，使用此方法目前沒有辦法解決多物體重疊定位。但是本篇

論文在為期 3 個月設置智慧捕蚊裝置收集蚊子的實驗之中，並未有多物體進入

的狀況，而圖 16(b) 為人工放入斑蚊拍攝結果，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多物體重

疊的情形終有一日會發生，所以在未來還是會首先解決這個問題。在此利用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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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里得距離將前一影格的物體交點集 𝑋 = {𝑥0, 𝑥1, … , 𝑥𝑖} 與現在影格的物體交點

集 𝑌 = {𝑦0, 𝑦1, … , 𝑦𝑖} 進行物體分群，其函式如下: 

d(X, Y) = √∑(𝑥𝑖 − 𝑦𝑖)2

𝑛

𝑖=1

                                                      (22) 

透過這個函式，將距離最近的連續影格交點判斷為同一物體，由此步驟成完物

體追蹤，所有邊長 350 方框內的像素，正是感興趣區域，這是將一個寬 1920、

高 1080 的原始圖去除背景雜訊，結果成為寬 350、高 350 的方法，不但可以

加速卷積神經網路訓練速度，訓練精度也提升非常多，在實驗章節也將討論使

用感興趣區域與不使用感興趣區域對訓練卷積神經網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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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感興趣區域 

  透過多物體二維定位，得到了物體的感興趣區域，得到圖 12。而在作為神經

網路訓練模型，總共有 100 隻不同的斑蚊與 100 隻不同的家蚊，斑蚊包含白線

斑蚊與埃及斑蚊，家蚊包含環紋家蚊與三斑家蚊，是依據引發疾病的不同而二

元分類。其中同一隻蚊子的影片分割檔會取 4 張不同的影格，故為 400 張斑蚊

影格與 400 張家蚊，總共 800 張不同的影格，而每一張感興趣區域寬與高為 350。

然而因為斑蚊與家蚊影像判斷不外乎為大小、顏色與形狀，故此使用彩色原始

影像當作訓練的輸入資料，如圖 17。 

   

(a) 班蚊感興趣區域   (b) 家蚊感興趣區域 

圖 17 : 感興趣區域 

在得到感興趣區域，獲得大量可以作為卷積神經網路的輸入資料，可以開始訓

練分類模型。然而感興趣區域在影像辨識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不使用此

技術而直接將原始資料輸入卷積神經網路，對於參數調整則會花費更巨大的時

間，也因為原始資料圖像較大，訓練時花費時間也比較久。 

第四節 卷積神經網路 

  雖然深度學習中的利用監督式學習，訓練卷積神經網路必須花費大量時間，

但是也能得到可觀的準確率，架構為圖 18，例如本研究的初始設定批次處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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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為 16，在卷積層接使用線性整流函數 (ReLU) 作為激活函數，並且在雙全連

接層中間以取樣 80% 來防止過度擬合 (Overfitting)以及以 S 曲線，最後利用 

[25] 提出之適性梯度算法 adam，透過卷積層層疊加，選擇適合的激活函數、

最佳化函數來訓練。然而訓練一個好的卷積神經網路模型，需要收集大量資料

集來支援。 

 

圖 18 : 卷積神經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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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分析 

本章節將會討論如何透過訓練卷積神經網路來實現、評估病媒蚊分類， 並

以多個分類模型與多個驗證資料與測試資料衡量辨識準確率，並分析分類結果。

並在系統實作章節介紹野外資料收集實驗相關設定。 

第一節 以混和資料集訓練卷積神經網路 

訓練一個能較好適應各種情形的卷積神經網路模型，選擇適合激活函數與

最佳化函數必然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在訓練之前，我們必須先設定初始化參數，

以及需要標籤訓練資料、驗證資料的實際結果，才能以監督式學習開始訓練，

並有兩個由不同資料訓練而成的模型實驗，本章是混合野外真實資料與實驗室

資料的探討。 

4.1.1  訓練資料設定 

實驗對象為白線斑蚊、埃及斑蚊、三斑家蚊、環紋家蚊，這四種蚊子可

以依據引發疾病的不同，可以分類為登革熱病媒斑蚊──白線斑蚊、埃及斑蚊，

以及日本腦炎病媒家蚊──三斑家蚊、環紋家蚊，而訓練會因為驗證資料與測

試資料不同，而有不同的訓練模型，來二分類，斑蚊 (Aedes)、家蚊 (Culex)，

而設定如下: 

1. CPU : Intel i7-8700K 

2. GPU : Nvidia GTX  1080 

3. 混合資料集 :  

(1) 全部野外斑蚊資料集 29 隻、部分隨機實驗室斑蚊資料集 71 隻，

一共 100 隻斑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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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部野外家蚊資料集 47 隻、部分隨機實驗室家蚊資料集 53 隻，

一共 100 隻家蚊 

4. 訓練與驗證資料集 :  一隻蚊子隨機取 4 幀，一共 400 幀斑蚊，400 

幀家蚊 

5. 驗證資料 : 四分之一交叉驗證 (Cross Validation)，可以得到四個模

型 

6. 測試資料 1 : 取剩餘影格，1832 幀斑蚊、1673 幀家蚊 

7. 測試資料 2 : 利用其他未使用 43 隻斑蚊影片與 76 隻家蚊影片 

4.1.2   卷積神經網路架構混合資料模型參數設定 

經過多次的嘗試，本研究卷積神經網路架構如圖 18，並設定以下參數，

這些參數是經過多次的選擇、調整，對本研究資料有最好的訓練結果，也是在

此章節衡量所有測試資料結果的標準模型: 

1. 最佳化函數 : adam [25] 

2. 激活函數 : ReLU  

3. 學習率 (learning Rate) : 0.001 

4. 損失函數: cross entropy 

5. 批次大小 (batch size) : 16 

6. 損失函數 : 二元交叉熵 (binary cross entropy) 

7. 驗證與測試準確率計算方式 :準確率 (accuracy) =  
(TP+TN)

TP + TN + FP + FN
 

訓練結果是由四分之一交叉驗證得到的四個模型，再取平均訓練的驗證資料準

確率。透過交叉驗證方式，可以衡量一個模型是否穩定學習、是否穩定收斂，

然而一個好的模型必然會是低誤差、高準確率，如圖 19，然而若不使用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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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感興趣區域的方法，將原始影像資料，原始資料的影像寬 1920、高 1080

當作訓練模型輸入，其結果如圖 19 (a)，使用感興趣區域，前處理後的影像資

料 長 350 、高 350 當作訓練模型輸入，其結果如圖 19 (b)，利用相同模型參

數設定來衡量感興趣區域對分類模型的影響。 

 

     (a) 

      

    (b) 

圖 19 : 混合資料卷積神經網路訓練結果 

由圖 19 可以顯示，(a) 不使感興趣區域會導致無法收斂，其原因為原始圖片太

多背景雜訊，前景特徵比例太少，無法凸顯物體重要資訊，並且在每個訓練週

期 (Epoch)平均需要花費 652 秒，(b) 使用感興趣區域後，結果能夠快速收斂

至 98% 以上，每個訓練週期 (Epoch)平均需要花費 38.2 秒，由此得知，使用

本研究切割感興趣區域的，結果如圖 17，此方法是有助於讓收集病媒蚊資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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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使用度大幅提升，在相同模型訓練參數之下，比起直接使用原始影像資料，

能夠得到更快速、更穩定收斂、訓練好的分類模型，設定模型參數的時間也會

因感興趣區域的好壞變得更加簡單調整，這已經是卷積神經網路領域中不可或

缺的一環。一個好的分類模型之後必先經過層層考驗，接下來就是再進一步辨

識測試資料。 

4.1.3 測試方法 1 

利用測試資料 1，將剩餘資料所有影格全部代入分類模型。全部野外斑蚊資

料集 29 隻、部分隨機實驗室斑蚊資料集 71 隻，以及全部野外家蚊資料集 47 隻、

部分隨機實驗室家蚊資料集 53 隻，一共各 100 隻斑蚊與家蚊，去除掉的訓練資

料與驗證資料，剩餘資料中，斑蚊有 1832 幀、家蚊有 1673 幀，將所有不同的影

格輸入分類模型，此種混合輸入方法是為了找出野外資料對訓練結果的影響，

而結果以混淆矩陣 (confusion matrix)呈現準確率 (accuracy) 達到 96.3%，如圖 20。 

 

圖 20 : 利用所有測試資料 1影格代入模型的辨識結果 

以相同蚊子影片不同影格可以達到辨識單一影格準確率 96.3% ，或許是

因為相同蚊子，在不同影格的影像表現相似，但是可以另用這一種方式套用在

測試資料 1的影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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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測試方法 2 

利用測試資料 1，以剩餘影格辨識與計算病媒蚊影片。全部野外斑蚊資料

集 29 隻、部分隨機實驗室斑蚊資料集 71 隻，以及全部野外家蚊資料集 47 

隻、部分隨機實驗室家蚊資料集 53 隻，一共各 100 隻斑蚊與家蚊。將病媒蚊

影片中剩餘影格代入分類模型，取多數影格被辨識的類別作為辨識結果，例如 ，

某一斑蚊影片剩餘 12 幀，大於 7 幀辨識為斑蚊，則會正確判斷為此影片為斑

蚊，某一斑蚊影片剩餘 14 幀，大於 8 幀辨識為家蚊，則會錯誤判斷此影片家

蚊，因為影片是由許多連續影格所組合而成，因此同一隻蚊子不只有一次的辨

識機會，當以大於一半的影格辨識的類別當作結果，其結果混淆矩陣如圖 21。 

 

圖 21 : 利用剩餘測試資料 1影格辨識病媒蚊影片 

由此可知，影片有辨識容錯率，雖然在單張影格表現不佳，但是以投票

的方式來辨識病媒蚊影片卻有非常好的結果，可以達到 0 誤差辨識、計算病媒

蚊，但這或許也是因為在不同影格的影像表現相似而產生的結果，因此我們接

續討論不同蚊子不同影格代入模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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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測試方法 3 

測試資料 2，利用額外測試資料辨識病媒蚊影片，其中有 43 隻斑蚊與 76 隻家

蚊影片，是以不同於訓練卷積神經網路時的蚊子與影格，將病媒蚊影片中的全

部影格代入分類模型，並取多數影格被辨識的類別作為辨識結果，例如，某一

斑蚊影片全部 16 幀，大於 9 幀辨識為家蚊，則會錯誤判斷為此影片為家蚊，

某一家蚊影片剩餘 14 幀，大於 8 幀辨識為家蚊，則會正確判斷此影片家蚊。

結果如圖 22。 

 

圖 22 : 利用測試資料 2的所有影格辨識病媒蚊影片 

由此可知，用於不同蚊子、不同影格的資料集中，也能有辨識率 92.4%，

透過這些資料結果可以顯示，這個模型是非常適合辨識斑蚊與家蚊，並得到這

四點結果: 

1. 驗證資料影格集，斑蚊與家蚊分類準確率達到 98% 以上 

2. 測試資料影格集，斑蚊與家蚊辨識準確率達到 96.3% 

3. 相同蚊子不同影格測試資料影片集，斑蚊與家蚊辨識準確率達 100% 

4. 不同蚊子不同影格測試資料影片集，斑蚊與家蚊辨識準確率達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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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資料集對不同的驗證與測試資料都會有辨識準確率大於 92% 的結果，因此

這個分類模型是能適合用於辨識斑蚊與家蚊。 

第二節 非混合資料集訓練卷積神經網路 

同理，訓練一個能較好適應各種情形的卷積神經網路模型，選擇適合激

活函數與最佳化函數必然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在訓練之前，我們必須先設定初

始化參數，以及需要標籤訓練資料、驗證資料的實際結果，才能以監督式學習

開始訓練，並有兩個由不同資料訓練而成的模型實驗，本章是非混合野外真實

資料與實驗室資料的探討，並可以得到與前一章節不同的結果。經過多次的嘗

試，與上一章節的模型架構相同，本研究卷積神經網路架構如圖 18，並設定下

列 7 個參數，這些參數是經過多次的選擇、調整，對本研究資料是最好的訓練

結果，也是在此章節衡量測試資料結果的標準模型。 

4.2.1 訓練資料設定 

實驗對象為白線斑蚊、埃及斑蚊、三斑家蚊、環紋家蚊，這四種蚊子可以依據

引發疾病的不同，可以分類為登革熱病媒斑蚊──白線斑蚊、埃及斑蚊，以及

日本腦炎病媒家蚊──三斑家蚊、環紋家蚊，而訓練會因為驗證資料與測試資

料不同，而有不同的訓練模型，來二分類，斑蚊 (Aedes)、家蚊 (Culex)，而

設定如下: 

1. CPU : Intel i7-8700K 

2. GPU : Nvidia GTX 1080 

3. 訓練影片集 :  

(1) 部分隨機實驗室斑蚊資料集 80 隻，一共 1786 幀，隨機取 1700 幀 

(2) 部分隨機實驗室家蚊資料集 80 隻，一共 1709 幀，隨機取 1700 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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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驗證影片集 :  

(1) 剩餘實驗室斑蚊資料集 34 隻，一共 527 幀，隨機取 500 幀 

(2) 剩餘實驗室家蚊資料集 49 隻，一共 775 幀，隨機取 500 幀 

5. 測試資料 :  

(1) 全部野外斑蚊資料集 29 隻，一共 481 幀 

(2) 全部野外家蚊資料集 47 隻，一共 779 幀 

區分出野外資料與實驗室資料，以實驗室資料訓練、驗證模型，最後在將野外

資料輸入訓練好的分類模型，由於訓練時必須以相同數量的標籤類別，因此訓

練影片集各取 1700 幀，驗證影片集各取 500幀，以此可以得知實驗室資料是

否也能辨識野外資料，在這個章節會逐步分析、探討這些辨識結果，而在訓練

之前，同樣必須預先設定模型參數，並在下一小節會逐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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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卷積神經網路非混合資料模型參數設定 

與上一章節提到的模型卷積神經網路架構相同，如圖 18，並設定以下參數，這

些參數是經過多次的選擇、調整，對本研究資料有最好的訓練結果，也是在此

章節衡量驗證資料與測試資料的標準模型，參數如下: 

1. 最佳化函數 : adam [25] 

2. 激活函數 : ReLU  

3. 學習率 (learning Rate) : 0.001 

4. 損失函數: cross entropy 

5. 批次大小 (batch size) : 16 

6. 損失函數 : 二元交叉熵 (binary cross entropy) 

7. 驗證與測試準確率計算方式 :準確率 (accuracy) =  
(TP+TN)

TP + TN + FP + FN
 

一個好的模型必然會是低誤差、高準確率，直接使用感興趣區域，因此前處理

後的影像資料 長 350 、高 350當作訓練模型輸入，結果如圖 23。 

 

圖 23 : 非混合資料卷積神經網路訓練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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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一章節的混合訓練資料訓練結果不同，由於輸入更大量的非混合訓練

資料，在第一訓練週期結束就達到驗證資料 70% 以上，並且在第 10週期開始

穩定收斂至 98% 以上，但大量的輸入資料，並不代表測試資料的準確率也會隨

之上升，而我們會在下一小節討論。 

4.2.3 代入測試資料辨識病媒蚊影格 

利用測試資料代入非混合資料模型，全部野外斑蚊資料集 29 隻以及全部

野外家蚊資料集 47 隻，斑蚊一共 481 幀、家蚊一共 779 幀，並以混淆矩陣 

(confusion matrix) 顯示其結果，如圖 24。 

 

圖 24 : 以非混合模型辨識病媒蚊影格 

相較於混合資料模型辨識病媒蚊影格結果 96.3% 的圖 20，非混合資料模型

結果 90.5%的圖 24，更大量的訓練資料模型並沒有得到更好的結果，其原因可

能是因為野外資料存在不一樣的變因，包含亮度影響比實驗室大，病媒蚊特徵

不盡相同等原因，但是還是達到影格辨識率 90.5%，而本篇重點研究是辨識影

片中的病媒蚊種類，因此我們下一小節將直接應用，然而因為影片由多影格組

成，會有不只一次的辨識機會，所以辨識影片可以提高容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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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代入測試資料辨識病媒蚊影片 

利用測試資料代入非混合資料模型，包含全部野外斑蚊資料集 29 隻以及

全部野外家蚊資料集 47 隻，斑蚊一共 481 幀、家蚊一共 779 幀，辨識方法

為辨識病媒蚊影片中全部影格，並取得多數影格被辨識的類別作為辨識結果。

例如 ，某一斑蚊影片全部 16 幀，大於 9 幀辨識為斑蚊，則會正確判斷為此

影片為斑蚊，以混淆矩陣 (confusion matrix) 顯示，如圖 25。 

 

圖 25 : 以非混合模型辨識病媒蚊影片 

相較於混合資料模型辨識病媒蚊影片結果 100% 的圖 21，非混合資料模型

辨識病媒蚊影片結果 96.0% 的圖 24，更大量的訓練資料模型也沒有得到更好的

結果，其原因也可能是因為野外資料存在不一樣的變因，包含亮度影響比實驗

室影像資料大上一點，病媒蚊特徵不盡相同等原因，不過比起單張影格的辨識

率 90.5%，辨識影片可以提高容錯率，提升到影片辨識率 96.0%。有了由混合

資料模型與非混合資料模型，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其產生結果的背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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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混合資料模型與非混合資料模型 

本章節將探討不同的模型與測試資料之間的關係，透過以上章節測試資料，本

研究得到以下幾點結果: 

1. 混合資料模型，實驗室測試資料結果: 

(1) 驗證資料影格集，斑蚊與家蚊分類準確率達到 98% 以上 

(2) 測試資料影格集，斑蚊與家蚊辨識準確率達到 96.3% 

(3) 相同蚊子不同影格測試資料影片集，斑蚊與家蚊辨識準確率達 100% 

(4) 不同蚊子不同影格測試資料影片集，斑蚊與家蚊辨識準確率達 92.4% 

2. 非混合資料模型，野外測試資料結果: 

(1) 驗證資料影格集，斑蚊與家蚊分類準確率達到 98% 以上 

(2) 測試資料影片集，斑蚊與家蚊辨識準確率達 90.5% 

(3) 不同蚊子不同影格測試資料影片集，斑蚊與家蚊辨識準確率達 96% 

而透過觀察以上這些結果，可以得知野外資料與實驗室資料辨識結果皆達到 

90% ，其中驗證模型分類斑蚊與家蚊可以達到 98% 以上，測試資料辨識單張病

媒蚊影格可以達到 90.5% ，測試資料辨識病媒蚊影片可以達到 92.4% ，有了

這些實驗數據，我們可以將病媒蚊分類系統實作，並設置智慧捕蚊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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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系統實作 

  在完成病媒蚊分類系統後，我們將系統實作，設置智慧捕蚊裝置於野外環境

與實驗室，然而依據台灣有害生物管理協會，其中的病媒及環境有害生物研究

顯示，農田是大多滋養病媒蚊的地區，然而新北市三芝區的農田地帶正是適合

的地區，在這一地區有眾多筊白筍的灌溉田以及飼養家禽的地區，是野外實驗

易架設的地點。如圖 26為此地區的衛星空拍環境，在本章節將會詳細介紹實驗

對象與環境。 

 

圖 26 : 實驗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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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實驗設定 

在設置本研究系統裝置之前，必須先設定實驗參數，其中影像感測器是使用樹

梅派相機，微型處理器是使用樹梅派，雲端資料庫是使用 Google Drive，其詳

細參數如下: 

1. 影像感測器 ─ Pi Camera V2.1 

(1) 型號 : Sony IMX219 

(2) 固定錄影解析度 : 寬 : 1920，高 : 1080 

(3) 固定錄影幀數 : 30 幀 (frame per second ,fps) 

(4) 固定焦距 : 9 公分 

2. 微型處理器 ─ Raspberry Pi 3 Model B 

(1) CPU : 1.2 GHz 64-bit quad-core ARM Cortex-A53 

(2) GPU : Dual Core VideoCore IV® Multimedia Co-Processor 

(3) Memory : 1GB LPDDR2 

(4) Wireless : 802.11 n 

3. 雲端資料庫 : Google Drive 

4.3.2 實驗環境 

因為架設於室外農田地區，所以必須在實驗環境提供延長線提供電源，以

及防水措施以免雨水侵入電器元件，所以將微型處理器、影像感測器、攝影通

道結合塑膠防水盒子，並置於不影響當地人生活起居的位置，如圖 27(a)，將智

慧捕蚊裝置放置於樹蔭下的環境，而此環境的樹蔭下有灌溉農田的渠道，以及

家禽、農作物，所以這裡正是滋養班蚊幼蟲與家蚊幼蟲的位置，以及成體蚊蟲

的活動區域，為了加速實驗進展，透過在蚊帳內放入蚊蟲、設置智慧捕蚊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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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驗變因是將實驗空間縮小至蚊帳大小，由此可以提升蚊蟲進入系統裝置的

機率，可以更快速收集實驗所需要的資料集，而在訓練卷積神經網路章節，本

研究指出野外收集的資料與實驗室收集的資料其實相差不大，這也是因為實驗

變因少造成的結果。 

    

(a) 野外實驗環境   (b)實驗室實驗環境 

圖 27 : 實驗環境 

4.3.3  資料收集結果 

此病媒蚊野外實驗大約持續三個月，其目前進入智慧捕蚊裝置的有白線斑

蚊、埃及斑蚊、環紋家蚊、三斑家蚊、熱帶家蚊、白蛾與螞蟻，前四種為主要

資料收集對象。因為熱帶家蚊與白蛾的資料集極少數，在信心計數卷積神經網

路分類時會被分類為其他類別，但在未來資料足夠時，可以將此兩種加入分類

類別，成為多元分類。而螞蟻因為相機解析度不足、放大倍率不夠無法分類，

並且因為前景面積過小，會在邊緣計算時的物體偵測被過濾掉，並不會將影像

資料傳送至網路中心點，由此方式也可以過濾掉其他小型種類的昆蟲。野外資

料如圖 28，實驗室資料如圖 29，並無太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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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斑蚊     (b)家蚊 

圖 28 : 野外資料  

     ] 

(a) 斑蚊     (b)家蚊 

圖 29 : 實驗室資料 

4.3.4 資料收集小結 

依據實驗結果，蚊子由飛行由左至右介於 11 到 40 幀，在訓練卷積神經網

路模型章節，我們可以得知，錄影結果受外界環境因素影響不大，真實野外與

模擬實驗結果差異在百分之 10 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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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篇論提出一套達到 98% 的病媒蚊分類系統，可以提供班蚊與家蚊的種類、

數量，以作為針對病媒蚊採取措施的重要參考資料，並且透過硬體開發實作智

慧捕蚊裝置，以簡化物體偵測方法套用至微型處理器，可以傳輸與儲存病媒蚊

影像資料。在驗證資料辨識病媒蚊影格準確率高達 98%，測試資料辨識病媒蚊

影片準確率達  92.4%。 

在持續收集資料的實驗之下，下一步首先改善單鏡頭多物體重疊追蹤失敗

問題，事先適應多物體進入智慧捕蚊裝置的情形，而未來將會把更多樣本的蚊

蟲種類資料集輸入至卷積神經網路完成多元分類結果，可以得到更加可信的分

類準確率以及更多種類類別，達成所有病媒蚊分類，並簡化病媒蚊分類系統以

移植至微型處理器，降低病媒蚊分類系統時間複雜度、最小化計算延遲以達到

即時分類為目標，最後再以更省電的方式代入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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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錄 

本實驗章節之混合資料利用其他參數測試出來的結果， 包含改變最佳化函

數、激活函數，這些參數是眾多參數調整之中尚可的，其中目前最好的參數正

是第四章的兩個模型，其他參數可能會造成梯度消失或是梯度爆炸等問題，本

章節將給讀者了解，參數調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一節 改變最佳化函數對訓練的影響 

卷積神經網路架構如圖 18，但是參數改變，最佳化函數 RMSProp，激活函

數 ReLU，學習率 (Learning Rate) 0.001，其結果如圖 30，由兩個不同的批

次大小 (batch size)產生的不同結果，圖中兩個參數並未穩定收斂至 98%以上，

兩圖之中批次大小較小的訓練較好，但是這卻是不一定會發生的結果，如圖 31，

批次大小較小並沒有比較穩定收斂，調整適合的參數必定是訓練卷積神經網路

之中重要的事情之一。 

 

 

  (a) 批次大小 50       (b)批次大小 16 

圖 30 : 改變最佳化函數訓練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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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改變激活函數對訓練的影響 

卷積神經網路架構如圖 18，但是參數改變，最佳化函數 adam ，激活函

數 tanh，並且增加批次正規化 (Batch Normalization) 層於全連接層與激活

函數之間，學習率 (Learning Rate) : 0.001，其結果如圖 31，由兩個不同的

批次大小 (batch size)產生的不同結果，圖中兩個參數並未穩定收斂至 98%以

上。 

 

 

(a) 批次大小 50       (b)批次大小 16 

圖 31 : 改變激活函數的訓練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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