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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即時目標影像追蹤對於機器人視覺、監控系統等工業應用極為重要，因此
本論文提出一種以粒子群聚最佳化演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為基
礎之多目標物體追蹤法。作法上係以待追蹤物體之灰階直方圖做為物體的特徵，
並產生多個粒子群體，再利用各個粒子所選取到之影像區間的灰階直方圖與目標
物的灰階直方圖之差距作為適應值，利用 PSO 演算法具有記憶及全域搜尋和同步
處理等優點，來搜尋各個目標物體。由於直方圖建模是由其目標物體影像大小來
做建模，但是當目標物體因尺度(scale)變化時，其直方圖便不會跟著尺度變化而
改變，所以會造成追蹤錯誤，因此本文將利用影像中之加速穩健特徵(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 SURF)，在 PSO 演算法中嵌入 SURF 演算法以提取目標物體影像
並重新建模取得直方圖，使得 PSO 不會因為目標物體因尺度變化時得到錯誤的直
方圖，而造成追蹤錯誤。

關鍵字：多目標物體追蹤、粒子群聚最佳化演算法、加速穩健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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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Object Tracking Us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Embedded with SURF

Student： Guo-Tang 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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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based approach for
multiple object tracking based on histogram matching. To start with, gray-level
histograms are calculated to establish feature model for each of the target obje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ay-level histogram corresponding to each particle in
the search space and the target object is used as the fitness value of the PSO
algorithm. Multiple swarms are created, depending on the number of the target
objects under tracking. Because of the efficiency and simplicity of the PSO
algorithm for global optimization, target objects can be tracked as iterations
continue. Experimental results confirm that the proposed PSO algorithm can
rapidly converge, allowing real-time tracking of each target object. It is observed
that tracking performance based on histogram modeling seriously deteriorates if
the image size of the target objects varies in scale. To solve this problem,
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 (SURF) is embedded into the tracking algorithm

ii

extract the accurate position of the target objects in the image, where histogram
models of the target objects are re-generated for tracking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PSO algorithm. As a result, tracking performance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as
demonstrated i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keywords：Multiple object track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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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緒論

近年來科技發展進步，電腦視覺與影像處理的技術也被廣泛的應用在各個
地方，在電腦視覺當中由於電腦計算速度加快，使得追蹤演算法有了極大的突破，
也因此使得利用電腦視覺來實現移動物體偵測與自動追蹤系統之相關研究也越
來越多，利用此系統可以廣泛用於公共場所之監控系統、智慧型自動車輛追蹤統、
電腦視覺系統等相關應用。

1.1

研究動機與背景
在公共場所空間中的監控系統，可將問題分成不同的種類，取得背景資訊、

動態估測、影像分類、影像追蹤以及辨識身分等，其中建立背景資訊、動態切割、
影像分類等三個階段和「動態偵測」(Motion Detection)的技術有關， 因為要從監
控系統中取得靜態背景和目標影像，再透過影像追蹤的技巧追蹤目標影像，一旦
追蹤到物體，就可以作辨識身分等相關工作。

電腦視覺可以經由攝影機或者是其他設備取得影像，再撰寫程式語言來去進
行物體追蹤，一般來說監控系統中，在影像畫面中有變化的區域或者是有物體移
動的影像區塊，其影像資訊通常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做到自動
的偵測到移動物體以及自動追蹤之系統。

動物體追蹤之研究可分為3個主要的問題，取得移動物體影像與移動物體影
像特徵，以及利用演算法來準確的追縱到移動物體，取得移動物體影像的方法有
背景相減(Background Subtraction)，連續影像相減(Temporal Differencing Method)，
邊緣偵測(Edge detection)等，取得移動物體影像特徵如影像邊緣、形狀、重心、

1

色彩、面積、線段、頂點等，準確的追縱到移動物體所使用的演算法為Mean Shift、
卡爾曼(Kalman filter)、粒子濾波器(Particle Filter)、粒子群聚最佳化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本文所使用之物體追蹤系統可以適應移動物體當大小變化
時，依然可以進行追蹤。基於前述之動機與背景，本文將使用粒子群聚最佳化法
來進行影像之追蹤，以期能達到穩定且準確之追蹤目的。

1.2

研究目的
一般追蹤系統中，當移動物體影像大小與形狀變化時，可能會因為先前所

得到的移動物體影像資訊而不同而追蹤錯誤。為了改進上述問題並且能在複雜
的環境下，且達到即時追蹤即時性，本論文利用對目標影像灰階(Gray scale)過
後的直方圖(Histogram)為影像特徵，並且利用了粒子群聚最佳化(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具有全域的收尋能力、快快速收斂等功能。若當目標物體影
像大小變化過大時，此時目標物體影像直方圖與為變化前之直方圖會大大不同
若繼續使用變化前之直方圖來做為求取 PSO 適應值(Fitness Value)之依據，則會
造成追蹤錯誤，所以使用加速穩健特徵(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 SURF)演算
法，在每一次追蹤時重新建模取得直方圖，此做法將會加強追蹤物體之強健性
在目標物體影像變化時不會因為直方圖之問題而造成追蹤錯誤。

1.3

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論文於室內環境來進行追蹤目標物體，所以在空間上選擇以實驗室內的

環境為主，由於直方圖對於複雜背景與複雜物體之適應性不好所以在背景選擇
上將會選擇較為簡單環境的背景，且背景為固定背景，在目標物體選擇上因
SURF 演算法必須要有多個特徵點才能執行運算，因此將會選擇複雜物體，戒
尺可以實現尺度不便之特徵。論文利用以下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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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尋找影像的相關特徵與演算法與此討論相關的期刊與相關書籍等資訊，並

了解影像處理的概念以及相關研究應用。
2.

比較各種特徵應用於演算法中的方法，以及優缺點。

3.

藉此利用 PSO 演法搭配灰階影像直方圖，以及 SURE 演算法來追蹤影像。

4.

將此 2 種演算法混合併比較單獨使用演算法的速度以及準確性。

論文架構

1.4

本文共分六個章節，其內容架構如下:
第一章 緒論: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介紹內容，和研究步驟。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針對所選取的特徵以及使用的演算法的相關技術進行分
析。
第三章 演算法介紹。
第四章 提取目標物體及特徵擷取。
第五章 嵌設 SURF 演算法之粒子群聚最佳化法的多物體追蹤。
第六章 實驗結果。
第七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1.5

研究步驟
圖 1-1 為本論文的研究步驟以及流程，建立確切的研究步驟，並依序執行，

其具體步驟如下:

1.

進行國內外與主題相關研究之文獻及書籍資訊進行分析與探討，在探討分

析後並加以實作驗證並學習相關知識。
2.

規劃整體系統架構。

3.

利用影像處理來選取影像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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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演算法並分析優劣。

5.

選擇影像特徵以及與演算法結合之技術。

6.

程式撰寫。

7.

實地模擬影像追蹤過程。

8.

演算法整合並比較與改良。

9.

論文的撰寫與相關文獻整理。

4

系統規劃階段
建立研究方向與目
標

進行文獻討與研讀

尋找適合之影像特
徵與演算法

系統建構階段
利用數位影像
處理取得特徵

實驗結果與演
算法比較

演算法之混和

實地模擬追蹤

系統完成階段
撰寫論文

圖 1-1

研究步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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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探討

移動物體追蹤是偵測物體的變化區域來追蹤物體，例如我們可以利用比對
這一刻時間(T)影像與下一刻時間(T+1)的影像，對 2 張影像中每一點的像素值
從左到右每個像素做相減並比較，如果差距較接近，則可視為有目標物體存在
的地方進而追蹤物體，且在靜態影像中的效果呈現下還算不錯，但如果是在動
態影像中，由於會遇到每張影像像素值不盡相同如要造成比對錯誤，且假設比
對的範圍過大會造成比對的速度大幅下降，當目標影像有遮蔽現象時也會產生
誤判追蹤物體的情形，因此我們可以利用一些物體的特有的特徵，如影像邊緣、
形狀、重心、色彩、面積、線段、頂點等，我們可以利用這些特徵來取代比較
像素的方法來去達到追蹤移動物體或者也可以利用追蹤背景中的相關資訊來偵
測物體，而有些研究則會搭配演算法來達到追蹤移動物體的效果，本章節將介
紹追蹤方法以及使用之演算法。

2.1

特徵擷取之探討
在監控系統中偵測移動物體是一個重要的步驟，方法是在連續的視訊影像

中穩定地追蹤目標物體，因此我們必須要找到與目標物體相似的影像，藉由目
標物體所擁有的獨特特徵來計算比對影像與目標物體影像隻相似度是否相近，
如果相近即可判定與目標物體混和，文獻[1]將追蹤的方法分成 4 種。簡介如下:

2.1.1 區域為基礎之追蹤 (Region-Based Tracking)
這類的方法是在視訊畫面中利用連續 2 張影像的相減，發現有變動的地方
視為目標影像的所在位置，再利用變動的地方相關資訊當作參數，加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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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相關文獻如[2] 、[3] ，而圖 2-1 即為文獻[4]所利用之追蹤移動人體。

圖 2-1

移動人體之追蹤[4]

2.1.2 主動式輪廓為基礎之追蹤
以目標影像的邊緣的或者是形狀，來當作影像的特徵，例如有些研究先將
偵測到的區域利用形態學以及濾波器處理，可以分辨出人在影像中行走或者是
跑步中如文獻[5]，而文獻[6]建立了車的輪廓線來做追蹤，也得到良好的結果如
圖 2-2 所示建立車體之輪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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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建立車體輪廓線追蹤車群[6]

2.1.3 特徵追蹤(Feature-Based Tracking)
以目標影像特有的資訊，找尋目標影像特有的成分，例如重心、色彩、面
積等影像就為獨立的資訊量，來做相似度的比對，文獻[7]則是利用影像色彩
HSV(Hue-Saturations-Value)特徵來追蹤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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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利用 HSV 之追蹤[7]

2.1.4 模型追蹤(Model-Based Tracking)
模型追蹤是建立物體的運動模型，來預測下一時刻的變化，此方法必須取
得較多參數，才能精確的追蹤到目標影像例如文獻[8]採用棒狀圖形（stick-figure）
來表示不同姿勢的人形物體，建立有層級的人形模組。

2.2

移動影像之偵測
在偵測移動物體當中，有時目標物體的特徵無法利用連續 2 張影像相互比

較來達到追蹤，特別是在多目標物體中，有可能會因為多個物體特徵過於相似
造成追蹤錯誤，可能沒有辦法達到即時追蹤，因此有許多研究利用演算法來加
強追蹤的效果，利用演算法搭配目標物體特徵好處在於可以加強多目標即時追
蹤的即時性、強健性等。

在追蹤目標影像中，能快速的追蹤到移動影像的方向，一直是電腦視覺中
的重要課題之一，我們可以發現在視頻影像中有變動的地方極有可能就是目標
影像，而如何找出這些變動的地方，且精確的鎖定這些影像，便是偵測移動影
像主要任務，以下介紹幾種常見的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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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Mean-Shift 算法之追蹤

Mean-Shift 算法概念是由 Fukunaga[9]等人於 1975 年所提出的一篇關於機
率密度梯度函數的估計，在一組數值中去找尋相對極值。假設極值分布是離散
的，則會先會計算兩個分布密度相似性最大的地方，然後以此地方，使設定的
範圍沿著密度增加量最大的地方移動，接著在以此方向為基準，持續移動範圍，
直到達到要求為以下為 Mean-Shift 基本步驟:

Step 1：設定搜尋範圍的大小。
Step 2：設定搜尋範圍的初始位置。
Step 3：計算搜尋範圍內的平均位置。
Step 4：移動搜尋範圍中心到平均位置。
Step 5：一直執行 Step 3 和 Step 4 直到設定範圍中心等於所計算出的平均位置，
或是設定迭代次數到達一定門檻值。

圖 2-4

Mean-Shift 演算法的過程[33]

圖 2-5 則是文獻[10]，利用 Mean-Shift 算法達到追蹤人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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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人臉追蹤使用 Mean-Shift 算法[10]

2.2.2 粒子濾波器為基礎的影像追蹤
粒子濾波器演算法(Particle Filter, PF)，為較多人使用之研究之題目，其概
念為利用粒子濾波器主要是藉由迭代演算的貝氏濾波器(Bayesian Filter)，其主
要概念為使用大量隨機的粒子群 Xk = {x1k , x2k ,..., xmk }，其中 k 為取樣次數， m 為
粒子的個數，代表一個集合裡有 m 顆粒子來做演化族群，而每顆粒子都有相對
應的權重值。圖 2-6 為粒子濾波器說明圖，假設圖中 10 顆粒子，每顆粒子都代
表一組狀態，利用量測資訊以及預測粒子來得到粒子的權重值，再根據權重的
大小，來重新取樣粒子，即權重較大者所取樣的範圍也較大，權重較低者所取
樣的範圍較小，預測即是將取樣過後的粒子群位置附近作擾動得到新的粒子位
置，最後可以發現下一代的位置與上一代不同即完成一次迭代的粒子濾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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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粒子濾波器說明圖

在此文獻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利用了色彩的均值模型提供 PF 於
影像式追蹤的如圖 2-7 為 PF 追蹤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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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建模以及產
生樣本族群

擴散

重新取樣

均值定位

繼續追蹤

圖 2-7

粒子濾波器的追蹤流程圖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2.2.3 光流法(Optical Flow)
光流法是對在視訊影像當中，物體移動在連續影像當中，對於表面以及邊
緣等在當中所造成的變化，去預測移動物體的特性。大約的算法可分為三種: (1)
利用特徵匹配的方法(2)利用頻域之方法(3)利用梯度之方法，基於梯度之方法由
Lucas-Kanade 等人於 1981 年所提出用於求稀疏光流(Sparse Optical Flow)為光流
法中最常見廣泛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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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3.1

演算法介紹

粒子群聚最佳化法
粒 子 群 聚 最 佳 化 法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是 Kennedy 和

Eberhart [13]於 1995 年時提出，它的概念源自群體智慧(Swarm Intelligence)的行
為理論，起源是來自於鳥類尋找食物的行為研究。最佳化問題的求解過程，像
是一隻在空中飛行的鳥一樣，我們稱作“粒子(Particle)”，在空中移動的整群
粒子都有一個由適應函數所對應的適應值(Fitness Value)。此外，每顆粒子都有
一個速度來決定他們移動的位置以及距離，整群粒子靠著自己本身的收尋經驗
與群體中最好的粒子的方向在空中飛行。PSO 演算法的粒子都是單獨搜尋，當
個體(Individual)遇到函數最佳解時，其最佳搜尋數值會被記錄在個體記憶中，
亦即每顆粒子都擁有本身最佳的搜尋值，以此個體最佳搜尋值去修正下一次的
搜尋位置。每次搜尋均以這些個體最佳搜尋變數與群體中最佳搜尋變數的最佳
化程度做比較，修正群體最佳函數值的變數記憶，同時每個粒子也依照群體最
佳變數記憶來修正下一次粒子的搜尋速度，此謂為粒子群的社會模式
(Social-only Model)。

如圖3-1所示為粒子群聚最佳化法的示意圖，其程序說明如下:首先選擇一
個由多個粒子所組成之族群，並以隨機(Stochastic)方式產生粒子群以獲得一個
初始粒子群位置與速度，計算各粒子所得的適應值來進行更新，而適應值通常
是根據適應函數而定。在每一次迭代當中，粒子 xi 會利用自己過去搜尋過的最
佳位置 Pbest, i 以及整個粒子群瀏覽過的最佳位置 Gbest ，來計算粒子的移動速度
14

vi (t  1) ，然後再將粒子原始位置加上移動速度作為下一次迭代的粒子位置。

圖 3-2 為 PSO 演算法之流程圖，式 3-1、3-2 為更新粒子速度以及位置之公式。其
中，式 3-1 及式 3-2 粒子更新速度及位置公式，是 c1 ,c2 為學習因子， i 為粒子數
目， w 權重常數通常使用 0.4~0.9。

vi (t  1)  w  vi  c1  rand  ( pbest ,i  xi )  c2  rand  (Gbest  xi )

xi (t  1)  xi  vi (t  1)

圖 3-1

PSO 演算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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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START

Initialize a population of particles with
random positions xi and velocities vi

Evaluate objective function
particle i

f ( xi ) for

Update best values pbest i for
particle i and Gbest for the swarm

Update position xi and velocity vi
for particle i

Stopping criterion
satisfied ?
NO
YES

Output results

STOP

圖 3-2

3.2

PSO 演算法流程圖[34]

SURF 演算法
加速穩健特徵[14](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 SURF)是一個強健的圖像辨

識和強健演算法。SURF演算法可應用於電腦視覺，如物體辨識等。它改良了SIFT
演算法[32]。SURF演算法執行速度比SIFT要快數倍，其比對不同圖像方面上比
SIFT演算法更加強健。SURF演算法利用2維離散小波轉換且有效利用了整張圖形。
SURF尋找特徵點之方法使用Hessian偵測子，並在尋找過程中加入積分影像[15]
(Integral Image)的做法來加快運算的速度。以下分別介紹興趣點偵測、決定主要
方向、特徵向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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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興趣點偵測
SURF在偵測興趣點時是利用了Hessian matrix近似法在積分影像上來尋找興
趣點。以下是介紹SURF利用了Hessian matrix近似法在積分影像上尋找近似點之
方法。

3.2.1.1 積分影像
積分影像是用來計算一個矩行中的灰階總和，積分影像 I



( X ) 在位置

X  ( x, y)T 定義如式3.3所示。
i x y y

I



( X )   I (i, j )

(3.3)

i 0 j 0

其中 i , j 代表座標位置。

如圖3-3(a)所示為一灰階影像數字表示每一點之灰階值，我們把圖3-3(a)紅色
區域灰階值總和，記錄在圖3-3(b)紅色數字上，因此我們把圖3-3(a)影像，每個區
域之灰階值記錄在3-3(b)上即為積分影像。

17

(a)

影像灰階值

(b)

積分影像

圖3-3 影像灰階值與積分影像

積分影像建立後，便可用查表的方式，快速取得原影像中任意矩形區域的灰
階值總和。使用積分影像的好處是想要知道任何一塊區域的灰階值只需要三個加
(減)法即可。例如圖3-4所示，若想知道編號1到編號4的矩行區域灰階值則可利用
加減法即可知道，如下圖3-4。

1=A
2=A-C
3=A-B
4=A+B-C+D

圖3-4

3.2.1.2

使用積分影像來取得灰階總和示意圖

Hessian-matrix

Hessian-matrix是一個二階偏導數組成的方陣，其行列式值可用於分辨函數的
臨界點是鞍點還是極值點。若影像I中的一點 X  ( x, y) ，假設Hessian-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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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x, ) 在 x 處尺度為  的定義如式3-4。

 Lxx ( x,  ) Lxy ( x,  ) 
H ( x,  )  

 Lxy ( x,  ) Lyy ( x,  ) 

其中 Lxx ( x, ) 

(3-4)

2
g ( ) * I ( x, y) 為高斯二階偏導數在影像 x 處之摺積， g ( )
x 2

為高斯分布函數。因此只要檢查Hessian-matrix的行列式值關係，即可知道該點是
否為鞍點或者是相對極值點，假設點 ( x, y) 之 H ( x, ) >0且 Lxx ( x, )  0 則點 (x, y) 為
相對極小點，若 H ( x,  )  0 且 Lxx ( x,  )  0 點 ( x, y) 為相對極大點，若 H ( x,  )  0 則點

( x, y) 為鞍點。
圖3-5為 x 方向與 y 方向影像之高斯微分過後之影像，過程中必須要對高斯函
式離散以及分割，對於時間上會造成過度的浪費，因此文獻[14]利用近似二階高
斯函數來加以簡化如圖3-6為 x 方向與 y 方向影像之近似二階高斯之影像，我們可
以發現到每個區域就會像積分影像一樣一塊一塊的，因此我們可以利用上節所介
紹之積分影像之技巧，便可取得每一個矩行區域之大小灰階之總和。

圖 3-5

高斯二階差分運算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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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近似過後高斯二階差分運算子[14]

我們決定近似 Hessian-matrix 行列式值如下所示。

det( H approx )  Dxx Dyy  (wDxy )2

(3-5)

近似矩陣和原本矩陣存在誤差，修正公式如下式所示。

w

Lxy (1.2)
Lyy (1.2)

F

Dyy (9)

F

F

Dxy (9)

F

 0.912  0.9

(3-6)

其中 ω 維修正係數，作者[14]建議為 0.9。

高斯函數尺度越大，就更需要更大的遮罩(Mask)，為了實現尺度不變特性，
作者[14]利用不同大小的Hessian-matrix來去偵測，並且在不同的尺度下去尋找興
趣點，如圖3-6所示為SIFT和SURF尺度構造之對比，SIFT演算法是在建構金字塔
圖像時固定高斯函數大小改變影像大小，而SURF是相反，固定影像大小，改變的
則是高斯函數。用了多種不同大小尺寸遮罩如第一個Octaves為9x9、15x15、
21x21、27x27、39x39，其對應的尺度大小為1.2，2，2.8，3.6，因此當進行近似
二階高斯計算過後利用前面所敘述之積分影像即可大幅的降低運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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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SIFT演算法和SURF演算法建構尺度之對比[14]

尺 度 空 間 的 構 造 以 第 一 組 (Octave) 而 言 所 使 用 的 大 小 為 9X9 的 Hessianmatrix，接下來的Hessian-matrix的遮罩大小依次為9×9、15×15、21×21、27×27，
如圖3-8所示。

圖3-8

不同尺度中不同Hessian-matrix大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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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 興趣 點 偵 測 是將 原 始 影像 中 ， 每一 點 與 每一 組 Octave 不 同大 小 的
Hessian-matrix遮罩計算出極值點，並比較該點之鄰近點，若該點全大於鄰近點則
該點即為興趣點。

3.2.2 決定主要方向
決定主要方向是為了達到旋轉之尺度不變之特性，因此 SURF 對每一個興
趣點訂出一個方向性，首先在興趣點上的尺度設定為 s ，再以興趣點為圓心半
徑為 6s 的範圍內計算邊長為 4  小波轉換(wavelet transform)，再以興趣點為中
心，圓心角為  / 3 扇形區域對興趣點掃描，並得到每一個扇形的一階導數(dx
與 dy 方向)總和，找出最大之扇形區域之掃描角度即為者要方向如圖 3-9 所示。

圖3-9

決定主要方向表示圖

3.2.3 特徵向量的建立
特徵向量的建立是先在興趣點中心，建立邊長為 20σ 大小的方框，接著把
區域分成 16 個(4×4 大小)子區域，在每個子區域中計算，計算出大小為 2σ 一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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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遮罩進行運算(dx 與 dy)。如圖 3.10 所示以 dx 表示水平方向之小波響應，
dy 表示垂直方向之小波響應，而這裡的水平與垂直方向，是以興趣點的方向而
定。接著對每個子區域，分別計算四個分量  dx 、  | dx | 、  dy 、  | dy | ，
四個分量總和為特徵向量 v 如式 3-7，因此 16 個子區域總共有 16 個特徵向量長
度為 64 維度，可以用來匹配圖像是否相似。根據作者的實驗結果表示使用  dx 、

| dx | 、  dy 、 | dy | 當作興趣點匹配，可以在複雜環境下可以得到尺度不
變之特性，也能較適應陽光之變化，如圖 3-11 所示在不同狀況下表現示意圖。

v  ( dx, | dx |,  dy, | dy |)

圖 3-10

建立特徵向量表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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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圖 3-11

不同狀況下之分量表現表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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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提取目標物體及特徵擷取

在日常生活中人類利用五官來了解四周的變化，其中視覺部分尤其重要，
人類在電腦視覺方面的應用與研究也就特別多，利用了電腦視覺技術來達到人
類對於影像方面的視覺效果以及應用。本章將介紹影像處理之方法，目的是為
了擷取目標影像以及擷取特徵，並加強目標影像之品質，本章前半段將會介紹
到本論文所使用影像處理的技術，後半段將介紹擷取目標物體以及特徵方法。

4.1

提取目標物體

4.1.1 濾波處理
在一般的連續影像當中沒有雜訊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要把雜訊加以清除，
其目的是為了更清楚去提取目標物體，本文利用中值(Median)濾波器將影像中
的雜訊除去。相對於均值(Mean)濾波，經過高斯濾波器的影像雖然能將大多數
的雜訊濾除，但是會使得原始影像變得模糊不清，而中值濾波器並不會有此問
題，這是因為中值濾波器屬於非線性濾波器，處理過後的效果會比其他非線性
濾波器較好，也比較將不會影響到影像的品質。

中值濾波的運算是利用了遮罩來進行濾波的處理，遮罩的大小會影響到處
理的速度快慢，中值濾波器處理原理為先將影像利用遮罩瞄過一次後，取其遮
罩中的像素中間值後，在取代原始影像之像素，即可除去原始影像中較明顯的
雜訊圖 4-1 為中值濾波器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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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影像輸入

設定3X3大小遮
罩

no
影像輸出

if(w<width)?
yes
no

結束

if(h<height)?
yes
將遮罩內的像素
值依照大小排序

取的以排序後遮
罩中間值的像素

中間值取代原始
影像之位置

圖 4-1

中值濾波器之流程圖

經由中值濾波過後的影像，會讓影像的清晰度更加清楚，對於目標物體之
擷取會更加正確。圖 4-2 為利用中值濾波器後之影像，左圖為具有胡椒鹽雜訊
之影像右圖為中值濾波過後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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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使用中值濾波之影像

4.1.2 偵測移動物體
偵測移動物體目的是為了能準確體提取目標物體，而在連續影像中我們可以
利用連續影像相減(Temporal Differencing Method)來取得目標影像，做法是利用前
一刻的時間點影像像素值減掉現在的時間點的影像像素值，發現有差異的地方即
為目標物體，此種作法能夠分辨影像的位置，但是並無法分辨對目標物體實際的
大小，因此在多個目標物體中可能會造成分辨錯誤，因此本文將利用背景相減
(Background Subtraction)來取得目標物體的大小，做法為建立一個背景模型，先
儲存背景像素值，之後再將此背景模型與新影像之像素值相減，當相減過後之像
素值大於門檻值時將視為有目標物體存在，式4-1為背景相減之判斷法則。

1, f ( x, y)  T
g ( x, y )  
0, f ( x, y )  T

(4-1)

其中(x, y)為座標位置，當背景相減過後之像素值 f ( x, y) 大於(小於)門檻值，
將會設定原始影像像素值 g ( x, y) 為 0(1)，0 代表黑色，1 代表白色(即為目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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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存在之位置)。

4.1.3 影像侵蝕
在背景相減過後，雖然能把背景與目標物體分辨出來，但是如果門檻值設定
的不夠恰當時，可能會有較有細小的雜訊，這是因為背景與目標物體的像素值過
於接近且當門檻值設定過低時造成此現象，因此我們將會使用影像侵蝕運算
(Morphological Erosion)，把這些細小的雜訊加以清除，影像侵蝕運算的數學式如
式4-2與式4-3所示：

g ( x, y)  erode[ A( x, y), B]
g ( x, y)  A( x, y)

B

(4-2)
(4-3)

其中， g ( x, y) 為經過侵蝕後的影像、 A( x, y) 為侵蝕前影像、 B 為結構元素
(Structure Elements)，本文所使用之結構元素為 3×3 大小的矩陣。圖 4-3 為侵蝕
運算之流程圖。其中 height 為影像之高度 width 為影像之寬度， x 與 y 為像素座
標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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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影像輸入

設定結構元素以
及掃描影像取得
大小與形狀
no
影像輸出

if(x<width-1)?
yes
no

結束

if(y<height1)?
yes
將遮罩內的像素
值做AND運算

判斷像素值是
否等於1?

no

yes
將結構元素中心
位置所對比之影
像位置像素值設
定為1

圖 4-3

侵蝕運算之流程圖

如圖 4-4，為形態學的侵蝕運算，其中 4-4 (a)為初始影像、圖 4-4(b)為侵蝕
過後之影像。利用侵蝕過後的實驗結果可以發現，侵蝕過後的影像確實可以將
背景相減影像中細小的雜訊清除，在實際運用中利用侵蝕運算的影像次數多寡
將會影響到目標物體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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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4

初始影像

侵蝕過後之影像
形態學侵蝕運算

4.1.4 影像膨脹
在背景相減過後有可能會因為門檻值設定過高造成目標物體沒有完整地顯
示出，此問題會造成目標物體無法清楚顯示出來，因此我們將利用型態學之膨
脹(Morphological Dilation)運算，將目標物體完整顯示出，式 4-4 與 4-5 為膨脹
運算的數學式:

g ( x, y)  dilate[ A( x, 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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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g ( x, y)  A( x, y)  B

(4-5)

其中， g ( x, y) 為經過膨脹後的影像、 A( x, y) 為膨脹前影像、 B 為結構元素
(Structure Elements)，本文所使用之結構元素為 3X3 大小的矩陣。圖 4-5 為膨脹
運算之流程圖。其中 height 為影像之高度 width 為影像之寬度， x 與 y 為像素座
標點位置。

開始

影像輸入

設定結構元素以
及掃描影像取得
大小與形狀
no
影像輸入

if(x<width-1)?
yes
no

結束

if(y<height1)?
yes
將遮罩內的像素
值做OR運算

判斷像素值是
否等於1?

no

yes
將結構元素中心
位置所對比之影
像位置像素值設
定為1

圖 4-5

膨脹運算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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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6，為形態學的膨脹運算，其中 4-5 (a)為初始影像、圖 4-5(b)為膨脹
過後之影像。利用膨脹過後的實驗結果可以發現，膨脹過後的影像確實可以將
背景相減過後的影像不完整之物體填補之，利用膨脹運算次數 多寡將會引影響
到目標物體之大小。

(a)

(b)

初始影像

膨脹運算後的結果

圖 4-6

形態學膨脹運算

本文利用侵蝕運算將背景相減後影像的細小物件消除，以及利用膨脹運算
得到背景相減過後的影像之目標物體正確的大小，本文實際利用侵蝕與膨脹運

32

算來得到正確的目標物體影像大小，侵蝕與膨脹運算 2 種運算使用次數必須要
相同，太多或太少會改變目標物體的大小，所以使用的次數必須要相同才可以
確保目標物體之大小不會被改變，因此在應用上必需因應實情況來設定運算之
次數。

4.1.5 標識目標物
經由上述4.1.1節到4.1.4節之方法可以把背景與目標物區分，所以本節將介紹
如何清楚的標示多個目標物體，目的是要知道目標物體之個數外，也要能清楚將
目標物體之影像分群並擷取其目標物體特徵，而標示的方法有八鄰點物件連通法
（8-Connected Component）與四鄰點物件連通法（4-Connected Component）兩種。
本文利用八鄰點物件連通法則來做標識物體，進行目標物體之影像連通的判斷及
分群，做法則是給予目標物體之影像編號，當發現連續區域像素點一樣就給予相
同編號。如圖4-7所示。

（a）

三個不相連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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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物件區域分別給予編號

圖 4-7

目標物體影像標識

利用八鄰點物件連通法標識目標物體影像之方法首先設定 3X3 大小遮罩如
圖 4-8 所示，利中間的遮罩 M5 為判斷中心，M1、M2、M3、M4、M6、M7、
M8、M9 為 8 個連通的區域像素值。

圖 4-8

八鄰點物件連通之遮罩

八鄰點物件連通之判斷法則如下所示。
1. 若 M1、M2、M3、M4 皆為零，則給 M5 一個新的編號。
2. 若 M1、M3 為任意，M2 為 1，M4 為零，則 M2 與 M5 同編號。
3. 若 M1、M3 為任意，M2、M4 為 1，則 M2 與 M5 為同編號，M2、M3 為同
一群。
4. 若 M1 為任意，M2 為零，M3、M4 為 1，則 M4 與 M5 為同編號，M3、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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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一群。
5. 若 M1、M3 為 1，M2、M4 為零，則 M1 與 M5 為同編號，M1、M3 為同一
群。
6. 若 M1 為任意，M2、 M3 為零， M4 為 1，則 M4 與 M5 為同編號。
7. 若 M1、M2、M4 皆為零，M3 為 1，則 M3 與 M5 為同編號。
8. 若 M1 為 1， M2、M3、M4 皆為零，則 M1 與 M5 為同編號。

其中，1 表示有被標識過，0 代表未被標識過，任意表示 0 或 1 均可。

4.2

特徵擷取
本章將介紹如何擷取目標物體影像之色彩特徵，目的是為了利用此特徵搭

配 PSO 演算法，利用計算出來的適應值以及經由 PSO 演算法之演算法來找到
最佳解。

4.2.1 背景知識
在電腦螢幕上的圖片，實際上都是由一顆一顆點所組成的矩形，這些點我
們稱之為像素(Pixel)，而這些點所組成的圖片我們稱之為點陣圖，在一張真實
顏色點陣圖中(bmp)，每一個像素點所代表有 24 位元(bit)，其中有紅色(R)8 個
位元，綠色(G)8 個位元，藍色(B)8 個位元，共有 224 =16777216 種顏色，所以
一般來說點陣圖中每個像素點都是以 24 位元來儲存。因此很多研究利用 RGB
這些色彩轉換成 YUV 空間，等到處理過後，再將圖片轉成回 RGB 格式，再由
電腦螢幕顯示出圖像。

歐洲在早期所使用電視為黑白電視，而到了彩色電視出現後必須要與黑白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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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相容，因而使用了YUV色彩轉換空間，其優點為可以減少傳輸所佔用之頻寬，
式4-6與4-7為RGB色彩轉換YUV之空間公式。

 Y   0.299 0.587 0.114   R 
 U  = -0.147 -0.289 0.436  G 
 
  
 V   0.615 -0.515-0.100   B 

(4-6)

 R  1 0 1.14   Y 
G   10.39 0.58 U 
 
  
 B  1 2.03 0  V 

(4-7)

其中Y代表者明亮度(Luminance-space)，也可以稱為灰階值；而U和V則代表
色度、濃度 (Chrominance 或Luma)。

4.2.2 灰階影像
在影像處理中，灰階(Gray scale)化的作用可以將一張影像中每一點的像素
值顯示不一樣的深淺程度，這與黑白影像不同，因為黑白影像只有黑與白，而
灰階影像在黑與白中還有許多層級來做區別。一般來說在 24 位元(bit)影像當中
灰階化有 3 種，第一種就如式 4-8 所示。

Grayx, y  ( Bx, y  Gx, y  Rx, y ) / 3

(4-8)

其中， Grayx, y 為灰階過的之影像像素值，x,y 為座標點位置，此方法雖然
簡單但一般人眼對於顏色的感應式不一樣的因此我們用上節介紹的 YUV 來做
灰階化的處理如式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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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yx, y  Bx , y  0.299  Gx , y  0.587  Rx , y  0.114

(4-9)

由式 4-8 我們可以發現綠色所占的比率最多，因此在轉換過程中可以直接
把綠色指定給像素值，如式 4-9 所示。

Grayx, y  Gx , y  0.587

(4-10)

本文中將採取式 4-8 式轉換之公式，而轉換過後灰階影像依然是以 24 位元
顯示之，圖 4-9 為灰階影像圖 4-9(a)為原始影像圖 4-9(b)為灰階過後之影像。

(a)

為原始影像圖

(b)
圖 4-9

灰階過後影像。

灰階影像圖

4.2.3 灰階影像直方圖
灰階影像直方圖可以稱做灰階值函數，它是用來描述該灰階值的個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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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坐標來表式的話，橫座標表示灰階值，縱坐標表示灰階值出現的個數，假
設我們把灰階值的等級分為 0 到 255 的話，則灰階影像直方圖如圖 4-10。

(a)

灰階影像
圖 4-10

(b)

灰階影像直方圖

灰階影像直方圖

影像直方圖優點為計算簡單，且容易在程式實現，因此本文將利用灰階影
像直方圖來做為求得 PSO 演算法的適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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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嵌設 SURF 演算法之粒子群聚最佳化法之
多物體追蹤

本論文首先利用 PSO 演算法搭配直方圖作為適應值之計算基礎，來追蹤多
個目標物體。在一般情況下，皆能追蹤到目標物體影像，但是當目標物體影像
大小或者形狀變化時，可能會產生追蹤失誤，這是因為當目標物體大小、形狀
產生變化時，如果還是繼續沿用之前的直方圖模型時即可能造成追蹤錯誤。由
於 SURF 演算法對於物體大小變化的適應性非常好，因此本文也將利用 SURF
演算法來解決此一問題。

本章將依研究需求，針對本文研究分析如下，第一節為以 PSO 為基礎之多
目標物追蹤，第二節為 SURF 演算法之多目標追蹤，第三節為本文所提出之嵌
設 SURF 演算法之多目標物追蹤系統。

5.1

以 PSO 為基礎之多目標物追蹤
以 PSO 為基礎所發展出來之多目標物體追蹤法，首先針對待追蹤之多個目

標物體建模，並產生多個粒子群，之後利用粒子選取與目標物大小一致的影像
區間，並求得相對應之灰階影像直方圖，再與目標物進行比對，以求得每一粒
子的適應值，並依據 PSO 演算法的更新公式進行最佳化，以尋找各個目標物之
最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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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適應值
利用 2 張灰階影像直方圖進行比較以計算其適應值，作為評估各個粒子好
壞之依據，若追蹤結果誤差過大，則不會把計算的結果送出，而是繼續進行最
佳化，直到滿足門檻值為止，因此如何找出適應值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要取得
適應值首先需要透過灰階化取得各個目標物體影像之灰階直方圖特徵，本方法
首先取得多個待追蹤目標物的影像區間 wm ，其中 m  1,2,3,...., n 表示目標物的數
目，接著把影像區間的每一座標位置像素顏色值，帶入式 4-8 之灰階化公式，
取灰階影像後，即可開始進行建模。首先對 m 個目標物經由 4.2.3 節所列方法
得到直方圖數據 OH mj，並在 PSO 中產生 Pmi 組粒子，所對應到之位置為 ( xmi , ymi ) ，
初始化後，每顆粒子的位置並不相同，粒子 Pmi 會根據第 m 個目標物大小選取一
樣大小的影像區間，並且得到粒子 Pmi 所代表的灰階直方圖數據 MH mij ，接下來
代入式 5-1 以得到粒子 Pm ,i 的影像特徵 Fmi ：

255

Fmi 

 (OH

mj

 MH mij )2

(5-1)

j 0

其中 i  1,2,...., n 表示粒子個數， j  0,1,2,....,255 表示直方圖中灰階值。接著
利用影像特徵 Fmi 代入式 5-2 以求得第 m 個追蹤目標物中第 i 顆粒子之適應值

fitmi :
fitmi 

Fmi
Am

其中 Am 為第 m 個追蹤目標物之影像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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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2.2 追蹤演算法
圖 5-1 為以 PSO 為基礎之多目標物追蹤演算法之流程圖，描述如下:
Step 1:擷取 m 個待追蹤目標物影像，並儲存其灰階直方圖數據。
Step 2:在追蹤範圍內產生 Pmi 組粒子，每一粒子對應到位置 ( xmi , ymi ) 及速度

(vxmi , vymi ) 。其中 ( xmi , ymi ) 表示第 m 群第 i 顆粒子所在的位置， (vmi , vmi ) 表示第 m 群
第 i 顆粒子的速度。
Step 3:計算粒子 Pmi 所選取影像區間之適應值，並求得第 m 群之 Gbestm 位置，以
及粒子 Pmi 過去最好的適應值位置 Pbestmi 。
Step 4:判斷 Gbestm 影像適應值是否小於門檻值 Dm，若沒有則執行 Step 5 來更新
第 m 群中各個粒子位置及速度。
Step 5:更新下一次粒子位置及速度 xmi (t  1) 、 ymi (t  1) 、 vxmi (t  1) 、 vymi (t  1) 。
Step 6:當追蹤到物體時，若要持續追蹤的話，即可以動態方式調整粒子搜尋範
圍，將影像搜尋的範圍縮小到追蹤物體的 2 倍大小的範圍，如果粒子不在 2 倍
大小範圍之內的話，將會把粒子移到搜尋範圍邊界上。
Step 7:重複 Step 3~Step 6 持續追蹤。而在尋過程中，當其中一個目標影像移出
影像畫面時，則重新回到步驟 2 來做全域搜尋，直到搜尋到目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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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5.2

PSO 之多目標追蹤流程圖

SURF 追蹤演算法
SURF 演算法係利用 Hessian matrix 來求得極值點，作法為固定影像大小改

變 Hessian matrix 遮罩大小，並且搭配積分影像來大幅降低計算時間，而在匹
配特徵點的方法中，加入了拉氏信號(Sign of the Laplacian)比對 Hessian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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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計算出之特徵點，如果拉氏信號的明亮度一樣的話才匹配，也就是說如果正
負相同代表 Hessian matrix 才有極值點，如圖 5-2(a)與(b)亮度一樣，所以可以做
比對，而圖 5-2(c)亮度不一樣則不做比對，此種做法可以降低計算的時間來達
到快速匹配，圖 5-3 為 SURF 追蹤之演算法。

圖 5-2

(a)

相同可以做匹配

(b)

相同可以做匹配

(c)

不相同不做匹配

使用拉氏信號比對特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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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目標影像

偵測興趣點

計算描述子

特徵描述

比對特徵

輸入背景影像

偵測興趣點

圖 5-3

5.3

計算描述子

追蹤

特徵描述

SURF 追蹤演算法

嵌設 SURF 演算法之多目標物追蹤系統
利用目標物體影像之灰階直方圖作為 PSO 演算法計算出適應值之方法，在目

標物體大小及形狀不變的狀況下，一般而言都具有不錯的追蹤效果，不會出現嚴
重的錯誤。但是當目標物體大小有變化時，如圖 5-4 所示，此時會造成追蹤的問
題，因為 PSO 追蹤時各個粒子所選取之物體影像範圍是與剛開始追蹤之目標物影
像大小一致，所以 PSO 追蹤時並不會知道目標物體影像的大小與形狀之變化，因
此粒子所選取到的範圍可能會包含非目標物體之影像，如圖 5-5 所示，這些非目
標物體影像我們並不知道它的色彩資訊是否與目標物體影像相似，如果利用此並
非為目標物體影像之灰階直方圖來計算適應值可能會得到錯誤的資訊而追蹤錯
誤。也因此本文將利用 SURF 演算法以精確的去抓取目標物體影像之實際大小，
當 PSO 演算法追蹤到目標物體影像時，將會在追蹤到目標物體影像之 2 倍大小範
圍內，利用 SURF 演算法以取得目標物體之實際影像大小，再依據該實際目標物
之影像大小，重新建立待追蹤目標物體之灰階影像直方圖，並利用重新得到之灰
階直方圖來計算適應值。圖 5-6 為所提出之嵌設 SURF 演算法之多目標物追蹤演
算法的流程圖，描述如下:
Step 1:取得第 m 個目標物體之影像。
Step 2:建立第 m 個目標物體影像之灰階直方圖。
Step 3: 在追蹤範圍內產生 Pmi 組粒子，每一粒子對應到位置 ( xmi , ymi ) 及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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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mi , vymi ) 。其中 ( xmi , ymi ) 表示第 m 群第 i 顆粒子所在的位置， (vmi , vmi ) 表示第 m 群
第 i 顆粒子的速度。
Step 4: 計算粒子 Pmi 所選取影像區間之適應值，並求得第 m 群之 Gbestm 位置，
以及粒子 Pmi 過去最好的適應值位置 Pbestmi 。
Step 5:判斷 Gbestm 影像適應值是否小於門檻值 Dm，若沒有則執行 Step 6 來更新
第 m 群中各個粒子位置及速度。
Step 6:更新下一次粒子位置及速度 xmi (t  1) 、 ymi (t  1) 、 vxmi (t  1) 、 vymi (t  1) 。
Step 7:追蹤到目標物體影像時，輸出第 m 個目標物體之追蹤結果，並利用追蹤
到目標物體影像之位置的 2 倍大小之影像範圍作為搜尋範圍，根據該搜尋範圍，
使用 SURF 演算法重新取得目標物體之實際影像大小。
Step 8: 依據所取得之目標物體實際影像大小後，重新建立待追蹤物體之灰階影
像直方圖。
Step 9: 當追蹤到物體時，若要持續追蹤的話，即可以動態方式調整粒子搜尋範
圍，將影像搜尋的範圍縮小到追蹤物體的 2 倍大小的範圍，如果粒子不在 2 倍
大小範圍之內的話，將會把粒子移到搜尋範圍邊界上。
Step 10:重複 Step 4~Step 9 持續追蹤。而在尋過程中，當其中一個目標影像移出
畫面時，我們會重做全域搜尋，直到搜尋到目標物體。

(a)

原始大小之目標影像
圖 5-4

(b)

目標影像大小變化

目標物影像大小產生變化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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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始大小之目標影像
圖 5-5

(b)

以原始大小提取已變化之目標物
體影像

提取目標物體影像之示意圖

46

開始

取得第m個目標
物體影像

取得第 m 個目
標物體灰階影
像直方圖

初始粒子群Pmi
速度及位置

計算每顆粒子
Pmi適應值

更新粒子速度及
位置

求得每顆粒子
之 Pbestmi 以及整
群粒子Gbestm

動態調整粒子搜
尋範圍

no
Gbestm < Dm?

yes
輸出第 m 個目標
物體之追蹤結果

以SURF演算法
重新確認第m
個目標物體影
像大小
建立第m個目標
物體影像之灰
階直方圖
yes
繼續追蹤?
no
結束

圖 5-6

嵌設 SURF 演算法之多目標物追蹤之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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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實驗結果

本文將依照設定的目標以及方法，及實驗前所擬定之設備與環境來去進行
「以粒子群聚最佳化法為基礎之多物體追蹤」技術之相關實驗，其所使用之設
備以及執行節將在此章節介紹之。

實驗設備與開發環境

6.1

本實驗之軟體開發環境以及電腦規格如表 6-1 所示。

表 6-1

開發環境以及電腦規格
硬體規格



系統軟體

CPU: Amd Athlon ii x4 640



作業系統: windows 7 企業版

processor 3.00Ghz



軟體開發環境: visual studio 2010



RAM:4.00GB



網路攝影機型號:Logitech

express

實驗過程中將利用網路攝影機照射在背景影像中如圖 5-5 所示，此背景影
像為一固定背景。

6.2

實驗結果
首先本文先利用 5-1 節所介紹 PSO 追蹤演算法來追蹤多個單一顏色球形物

體如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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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a)

(b)

(c)

(d)

(e)

(f)

PSO 追蹤演算法來追蹤多個單一顏色球形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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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6-1 實驗結果可以發現追蹤多個物體請顏色為單一顏色效果上會非常
好，但是如果目標物體顏色不是單一的話可能會造成錯誤如圖 6-2。

(a)

(b)

(c)
(d)
圖 6-2 使用 PSO 追蹤非單一顏色物體展示連續圖

由圖 6-2 展示連續圖可以發現剛開始時目標物體影像追蹤的到物體，但是
當目標物體往後移動時，就會造成前面章節所敘述，取得到的目標物體直方圖，
並不是實際影像之大小圖，而是初始目標物體之大小影像之範圍的直方圖，因
而造成追蹤錯誤，所以我們將在每一次 PSO 演算法追蹤過後，重新利用 SU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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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取得影像大小並得到直方圖重新計算出適應值，圖 6-3 為追蹤一個目標
物體，圖 6-4 為追蹤 2 個目標物體，圖 6-5 為追蹤 3 個目標物體。

(a)

(b)

(c)

(d)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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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使用 PSO 搭配 SURF 追蹤一個目標物體展示連續圖

(a)

(b)

(c)

(d)

52

(e)
(f)
圖 6-4 用 PSO 搭配 SURF 追蹤二個目標物體展示連續圖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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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e)
(f)
使用 PSO 搭配 SURF 追蹤三個目標物體展示連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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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使用 PSO 演算法進行多物體之追蹤並且依照系統與架構進行分析與
規劃，最後，以實際測試驗證其結果，並依此有了以下之結論及後續研究之方
向，以期能夠加強多物體之追蹤效能。

7.1

結論
本論文於追蹤法則上提出了以 PSO 演算法為主體之以多物體追蹤，首先利

用基本的影像處理技巧取得目標物體影像，並取得目標影像灰階直方圖，利用
直方圖之方法簡單且計算方便的優點，可以快速的計算出適應值可以達到追蹤
的效果，且在目標物體影像中因為物體形狀、大小變化發生錯誤時，將會利用
到 SURF 演算法在每一次追蹤時去提取影像重新取得直方圖，可以避免在提取
到與目標物體影像大小、形狀不同之影像，因而造成追蹤錯誤。

7.2

未來研究方向
本論文所提出之 PSO 演算法進行多物體之追蹤在實驗結果中，可以改善追

蹤目標物體影像中，移動物體因為大小、形狀變化時所造成的問題。但是因為
PSO 演算法是利用灰階影像直方圖來去計算適應值來去比較物體相似度，因此
如果背景顏色與目標物體影像太過相似的話，會造成速度計算變慢，因此未來
可以再加入影像光流(Lucas-Kanade)、邊緣偵測等作為影像特徵分析的一部份，
藉此讓 PSO 演算法能更準確的追蹤。

55

參考文獻
[1]

http://140.113.87.112/vol_2/skill_6.htm

[2]

Ernesto Luiz Andrade, John Charles Woods, Ekram Khan, and Mohammed
Ghanbari, “Region-Based Analysis and Retrieval for Tracking of Semantic
Objects and Provision of Augmented Information in Interactive Sport Scenes,”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vol. 7, no. 6, pp. 1084-1096, 2005.

[3]

Surendra Gupte, Osama Masoud, Robert F. K. Martin, and Nikolaos P.
Papanikolopoulos,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Vehicles,” IEEE
Teansacy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vol. 3, no. 1, 2002.

[4]

Hamed Kiani Galoogahi, “Tracking Groups of People in Presence of
Occlusion,” Fourth Pacific-Rim Symposium on Image and Video Technology,
pp. 438-443, Nov. 2010.

[5]

Hironobu Fujiyoshi and Alan J. Lipton, “Tracking Groups of People in
Presence of Occlusion,” Proceedings Fourth IEEE Workshop on Applications
of Computer Vision, pp. 15-21, Oct. 1998.

[6]

Nikos Paragios and Rachid Deriche, “Geodesic active contours and level sets
for the detection and tracking of moving objects,”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vol. 22, no. 3, pp. 266-280, Mar.
2000.

[7]

Tomoaki Kobayashi, Keita Nakagawa, Joe Imae and Guisheng Zhai, “Real
time object tracking on video image sequence us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rol, Automation and Systems,
pp. 1773-1778, Oct. 2007.

[8]

I. A. Karaulova, P. M. Hall, and A. D. Marshall,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56

dynamics for tracking people with a single video camera,” In Proc. British
Machine Vision, pp. 262–352, 2000.
[9]

Fukunaga, Keinosuke, Larry D. Hostetler, “The estimation of the gradient of a
density function, with applications in pattern recogni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vol. 21, no. 1, pp. 32-40, 1975.

[10] Veronica Vilaplana and Ferran Marques, “The estimation of the gradient of a
density function, with applications in pattern recognition,” 15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mage Processing, pp. 2712-2715, Oct. 2008.
[11] Katja Nummiaro, Esther Koller-Meier and Luc Van Gool, “An Adaptive
Color-Based Particle Filter,” Image and Vision Computing, vol. 21, pp. 99-110,
2003.
[12] Fukunaga, Keinosuke, Larry D. Hostetler, “The Estimation of the Gradient of a
Density Function, with Applications in Pattern Recogni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vol. 21, no. 1, pp. 32-40, 1975.
[13] J. Kennedy and R. C. Eberhart,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roc. IEEE Int.
Conf. Neural Network, Piscataway , vol. 4, pp. 1942-1948, 1995.
[14] H. Bay, T. Tuytelaars, and L. Van Gool, “SURF: 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
Proceedings of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pp. 404-417, 2006.
[15] P. Viola and M. Jones, “Rapid object detection using a boosted cascade of simple
features, ” Proceedings of the 2001 IEEE Computer Society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vol. 2, pp. 1403-14102, 2003.
[16] 吳怡明，手勢辨識應用於遙控音樂播放系統，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
系碩士論文，2010年。
[17] 韓承翰，以降維SURF為基礎的手勢辨識，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碩士電機工程
系碩士論文，2010年。
[18] 李和謙，應用溫度層技術之人臉辨識系統設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
57

系碩士論文，2011年。
[19] 鄭明育，演化式物體影像追蹤與傾斜定位，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2008年。
[20] Yuhua Zheng and Yan Meng, “Swarm intelligence based dynamic object
tracking,”

IEEE Congres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pp. 405-412, 2008.

[21] Zwe-Lee Gaing, “A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pproach for optimum design of
PID controller in AVR system,” IEEE Transactions on Energy Conversion, vol.
19, no. 2, pp. 384-391, June. 2004.
[22] Maurice Clerc and James Kennedy, “The Particle Swarm Explosion, Stability,
and Convergence in a Multidimensional Complex Space,” 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vol. 6, no. 6, pp. 58-73, Fed. 2002.
[23] Xiaoqin Zhang, Weiming Hu, Wei Qu, Steve Maybank, “Multiple Object
Tracking Via Species-Bas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vol. 20, no. 11, pp. 1590-1602,
Nov. 2010.
[24] Payam Saisan, Swarup Medasani, and Yuri Owechko, “Multi-View Classiﬁer
Swarms for Pedestrian Detection and Tracking,” IEEE Computer Society
Conference on 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pp. 18, June. 2005.
[25] Jung Uk Cho, Seung Hun Jin, Xuan Dai Pham, and Jae Wook Jeon, “Multiple
Objects Tracking Circuit using Particle Filters with Multiple Features,”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pp. 4639-4644, April.
2007.
[26] Wei He, Takayoshi Yamashita, Hongtao Lu, and Shihong Lao, “SURF Tracking,”
IEE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pp. 1586-1592, Oct.
2009.
[27] Jing Wen, Xinbo Gao, Xuelong Li, Dacheng Tao, “Incremental Learning of
58

Weighted Tensor Subspace for Visual Tracking,” SMC 2009 IEEE International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pp. 3688-3693, Oct. 2009.
[28] Myo Thida, Paolo Remagnino, and How-lung Eng, “A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pproach for multi-objects tracking in crowded scene,”

IEE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Workshops, pp. 1209-1215, Oct.
2009.
[29] Ying Fang, Huiyuan Wang, Shuang Mao, and Xiaojuan Wu, “Multi-object
Tracking Based on Region Corresponding and Improved Color-Histogram
Matching,”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ignal Process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p. 1-4, Dec. 2007.
[30] Saira Saleem Pathan, Ayoub Al-Hamadi, and Bernd Michaelis, “Intelligent
Feature-guided Multi-object Tracking Using Kalman Filt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pp. 1-6, Feb. 2009.
[31] Jung Uk Cho, Seung Hun Jin, Xuan Dai Pham, and Jae Wook Jeon, “IMultiple
Objects Tracking Circuit using Particle Filters with Multiple Features,”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pp. 4639-4644, April.
2007.
[32] D.G.Lowe, “Object recognition from local scale-invari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puter Vision, vol. 60, pp. 1150-1157, 1999.
[33] 劉韋辰，基於FPGA之單移動目標物 歷史軌跡方向即時辨識系統，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應用電子科技學系系碩士論文，2011年。
[34] 翁志維，嵌設有NM區域搜尋法之多目標粒子群聚最佳化法及其在最佳 PID

控制器設計之應用，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