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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設計出一套快速並且穩定的影像
監控系統，用來追蹤人們目前所處的位
置，並且判斷是否有任何異常行為發生，
像是爬牆或是跌倒等。藉由把時間和背景
的差值列入考慮後，計算物體運動遮罩時
明亮度的影響會大幅度的減少，為了得到
更可靠的物體運動遮罩，我們做了一些特
別的運算，像是空洞填補、影子削減、雜
訊削減等。然而，物體遮罩相對應的是可
能互相遮蔽的移動人群，通常會比設定的
物體寬度值還要大上許多，所以藉由遞迴
式 bi-modal thresholding 來分割成幾個連
接的運動物體，同時，背景也能經由物體
遮罩的精細改進，做進一步的更新；為了
追蹤物體，我們將 location-based 和加權過
後的 block-based 比對，整合為一體達成快
速的追蹤。其中，物體相似度是定義在
weighted matched block 上，用以做物體的
判別。最後，定義幾個準則來判斷物體停
止、消失、爬牆或者是跌倒；實驗的結果
證實我們系統的強健性。

關鍵詞：影像監控; 移動物體偵測; 物體
追蹤; 行為分析;

一、簡介

越來越多的人為了安全的目的而逐漸

留意影像監控系統，目前有很多的影像監

控系統應用在我們週遭的環境上，像是機

場、火車站、大賣場而且甚至是私人環境

區域。物體的運動偵測和物體追蹤是影像

監控系統最重要的環節。同時，許多物體

的運動偵測和物體追蹤都已經被提出來

過。W4[1]這篇論文是一個即時影像監控系

統，透過結合形狀分析和追蹤的技術來偵

測和定位人的出現。Kim 和 Kim[2]則利用

一種基於 region-based 來分割移動物體區

域，進而抽取出每一個移動的物體，來進

行影像監控；由 Cucchiara et al. [3]提出的

Sakbot，採用分割物體的統計資料和知

識，進而增強背景模組化和運動物體的偵

測；Anderson et al. [4]提出一個輪廓分析

法，來偵測物體跌倒的狀況。籬笆攀爬偵

測系統[5]則是以區塊為基礎的HMM連續

狀態解碼，來處理攀爬情況。

本論文在運動物體的偵測上，結合兩

種典型的方法：背景相減和時間差異

[6,7]。背景相減是參考一種完整的背景模

型；而時間差異是著重在比較兩個連續的

畫面。背景相減可以抽取出比較完整的物

體遮罩，但是通常為了維持背景模型會較

耗時間。相反的，時間差異的缺點是物體

遮罩較不完整。我們合併了這兩種方法來

做運動區域的偵測。對破碎的運動遮罩可

參照原始畫面來填補缺口。對每一個偵測

出來的運動遮罩而言，可用垂直投影分析

來分割出每個運動物體。再以一個基於位

置估計和加權區塊相似度物件測量的快速

物體追蹤方法來追蹤所有的移動物體。最

後，對應於每一個抽取出來的運動物體遮

罩，藉由分析其大小、位置 、和水平方向

的投影來辨別他的行為，例如停止、消失、

攀爬或者是跌倒。整體的系統架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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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流程圖。

本論文第二節注重在物體遮罩的抽取

和修補。第三節則藉由抽取出的物體運動

遮罩做垂直投影的遞迴雙模組門檻切割，

可抽取出個別的運動物體遮罩。物體追蹤

則整合位置估計和加權區塊的物體相似度

比對，這兩種方法將會在第四節中提到。

在第五節中將定義幾種用來分析人們行為

的準則。在第六節中則以實驗來證實本系
統的可行性和強健性，最後則做個結論。

二、運動遮罩的精細改進

在開始追蹤物體前，我們會先做下列

的運算，來抽取出可能移動的區域：畫面

差異，空洞填滿，影子削減，連接部分標

明標籤，還有雜訊削減。未加工的物體遮

罩如圖 2(c)所示，是從時間上差異和背景

相減做交集產生出來的[2]。然而，有幾個

空白區塊因為是物體內部顏色一致，而導

致空洞的區域。

(一) 空洞填滿

這種問題經常會發生，尤其是在人們

穿著一致性顏色的衣服；空洞產生出來的

原因大多是因為有一些移動物體的像素被

誤判為非移動物體像素。在這篇論文裡，

來源的原始影像將會被用來對照填滿這些

空洞。假如非移動物體像素或者空洞和明

確的運動遮罩有相同的顏色或灰度值的

話，則在鄰近的非移動物體像素和空洞將

會被重新分類。以下就是演算法：

輸入:未加工的物體遮罩 P
輸出:已加工的物體遮罩

步驟 1.在運動遮罩上，對於每一個移動物

體像素 P(x, y)，檢查所有在 P(x, y)
的八方向鄰近像素 Padj(i, j)。

步驟 2.假如 Padj(i, j)是一個非移動物體像

素而且| Padj(i, j)－P(i, j) |小於指定的

門檻值，這樣 Padjt(i, j)就是一個移動

物體像素。

步驟 3.重複步驟2直到所有的Padj(i, j)被找

到並且重新被分類。

步驟 4.重複步驟一直到沒有新的移動物體

像素被找到。

(a) 時間 t-1的影像 (b) 時間 t的影像

(c) 初始的物體遮罩 (d) 填補後的運動遮罩

圖 2：運動遮罩的精細改進。

時間/背景的影像差值

運動遮罩的精細修補

動態物體的抽取

物體追蹤

物體行為分析

異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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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沒有新的移動物體像素新增到運

動遮罩後，空洞填滿的程序就會停止。執

行的結果如圖 2(d)。大多數的空洞都會被

成功的填滿。但是有些區域因為尺寸太小

沒有被覆蓋。

(二) 影子削減

由於物體將光線中斷才會產生出影

子。這種情況常常會發生，尤其是在戶外

環境下。然而，影子會使得很難抽取出精

確的運動遮罩。在本篇論文裡，我們採納

了由 Cucchiara et al. [8]提出的的影子偵測

演算法。因為 Red-Green-Blue(RGB)色彩

空間比起明亮度的改變敏感度較低，所以

我們使用了 Hue-Saturation-Value(HSV)替
代。灰階度和色度在影子的偵測上是有用

的資訊。假設每一個像素在最近的影像的

ＨＳＶ顏色是 PH(x, y)，PS(x, y)和 PV(x, y)，
而且在背景模組的像素是 BH(x, y)，BS(x, y)
和 BV(x, y)。以下定義影子遮罩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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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3: 物體遮罩精細改變。(a)原始影像(b) 沒有經過影

子削減。(c)經過影子削減。

α的值是由光線來源的強度決定的。

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在背景發生的微小變

化，β總是小於 1。按照 Eq. (1)，SD=1 的

物體遮罩被排除後，圖 3 證明了演算法能
有效地移開影子。

(三) 雜訊削減

影像相減不只產生運動遮罩，還有因
細微照度的改變引起的雜訊。為了抽取準
確的運動遮罩，雜訊應該被移除掉。我們
採用形態學的開放和關閉運算，對應了侵
蝕和擴張，可用來移除雜訊。然而，型態
學的操作不能保證移除所有的雜訊，為了
更進一步取得正確運動遮罩，可以設定一
個以面積大小來去除所有極小的雜訊。

三、物體抽取

(一) 遞迴雙模式切割

所抽取出之物體運動遮罩，可能對應

一至多個運動物體，如果物體是互相遮蔽

的就會黏接在一起。因此，在一個有界限

的物體運動遮罩就可能包含許多個運動物

體。例如，兩個相互走過的人。為了處理

這個問題，垂直投影分析被發展用來抽取

出每一個獨立的移動物體。垂直投影是將

物體遮罩垂直地計算像素的個數所形成，

而 且 人 的 投 影 形 狀 是 屬 於 鐘 型 的

bell-shape，可用一個標準的正規分佈描

述，其中標準誤差可用來定義每一個物體

的中心至邊界的距離。假如每一個標準誤

差大於一個門檻，就會被認定是一個有多

個運動物體的運動遮罩。標準誤差的定義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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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 M 是所有 pi 的平均值。參考被提出

的 bi-modal thresholding [9]，設定一個視

窗大小為 2k+1，將原來的垂直投影分割成

幾個子區間 Hx。在所有的區間內計算出像

素數量 S(Hx)。假如 S(Hx)比所有的 S(Hx-k)
和 S(Hx+k)小的話，x 在這裡就會被認定為

最小值而被設置。當局部性的最小值被找

出來後，則許多物體就能被分割成獨立的

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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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 S(Hx)是在 Hx 範圍內的所有像

素數量，N 則是 k 的最大值，大概是運動

遮罩寬度的一半。事實上，變數 k 是用來

決定容忍誤差的程度，藉由正確的設定 N
值，可以避免產生錯誤的山谷。圖 4是切

割出獨立物體的容錯垂直投影分析圖。

圖 4: 容錯垂直投影分析。S(Hx)是 Hx 範圍的所有像素

在真實的情況下，物體遮罩的容錯垂

直投影可能包含兩個以上的運動物體。因

此，假如我們知道物體的寬值，我們可以

遞迴地應用雙模式切割來抽取出多個運動

物體。圖 5 顯示出一個真實例子。每一個

被抽取出的物體都被一個最小界限矩形畫

出，如圖 5(d)。

(a) (b)

(c) (d)

圖 5:容錯垂直投影的物體分割。(a)原始圖像。(b) 所抽

取出的物體遮罩。(c)相對應(b)的垂直投影。(d)多個物體

分割的結果。

(二) 背景更新

在真實的情況下，背景的畫面會隨著

時間而一直改變，譬如樹枝在風中輕微的

擺動或者是一個原本靜止不動的物體開始

移動。當時間改變的時候，原來的背景資

訊就會變的越來越不真實。因此，我們必

須要隨著時間去更新我們的背景畫面。主

要的想法是要在沒有動作發生的區域裡面

找出場景的改變並且更新當下的背景畫面

的灰階度與色度。假如已被精細修正好的

遮罩指出是一個非移動物體像素，但是

Db= ),(),( yxByxPt  大於一個門檻值，這個像

素就被認為是場景改變。這時對於背景圖

片的顏色值也就會更新。

不同於 Kim 和 Kim[2]提出的方案，

在背景相減過後背景立即更新；我們的系

統在抽取出完整修補過的物體遮罩後，才

會更新背景圖片。以上的背景更新函式可

以與物體遮罩的計算合併成一個完整而且

準確的式子。假設精細修補後的物體遮罩

是 Rt(x, y)。則每一個被更新的背景都可以

用以下的等式建構：

S(Hx)

Hx+2Hx+1Hx-1 HHx-2

Vall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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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Db(x,y)是計算過後有場景變化的地

方。圖6顯示系統在不同時間如何更新背

景。在測試的影像中，有一個人躺在地上

有一段時間而且被認為是背景的一部分。

然後這個人又開始移動，如圖6(a)。隨著

時間變化，圖6(b)會顯示出正確更新後的

背景圖片。

(a)

(b)

圖 6: 背景更新的範例。(a)一個人躺在地面上一段時間
後再起身離開。(b)背景更新的過程。

四、物體追蹤

(一) 區塊權重比對

為了追蹤每一個被抽取的運動物體，

必須和所有已儲存的物體模型做比對

[10,11]。因此物體相似度也就需定義出

來，運動物體便被認為是與模型中有最大

相似度的物體。在這裡，我們提出一個區

塊加權相似度測量方法。然而，物體追蹤

如果只有一個移動物體在先前的影像中，

而且靠近現在欲追蹤的物體，這時就會被

認為是相同物體，利用此簡易原則，可以

加快比對的速度。

首先將一個未標籤的運動物體分割成

8 × 8 的區塊，一些有名的差異測量方法，

像 是 MSE (Mean Square Error) ，

MAD(Mean Absolute Difference) 和

NCCF(Normalized Cross Correlation
Function)。考慮計算成本和正確性，我們

採納 NMAD(Normalized Mean Absolute
Difference)為差異測量方法。

 ,255),(),(
1

NMAD
1 1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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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 P(x1, y1)和 P(x2 , y2)是座落於(x1, y1)和
(x2, y2)像素的灰階值，變數 m 和 n 是區塊

的大小。

假如我們比對到正確的模型，預期的

運動向量將會顯示出一致性的分佈。相對

地，假如我們在比對到錯誤的模型，所找

到的運動向量，大部份都是不整齊分佈，

而且比對到的區塊只有少部分會重疊，比

對到的像素即是重疊區域。因此，每一個

區塊可以給一個加權值用以呈現它的可靠

性，如 Eq. (6):

blockaofArea
pixelsoverlappedofArea

wxy  (6)

物體相似度則如 Eq. (7)定義。每一個被抽

取的運動物體便被指定為模型中有最大相

似度的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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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 D(x, y) 代表一個運動物體的區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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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相對應區塊的最小 NMAD 值。圖

7 就是一個運動物體經由區塊權重比對法

而被正確的追蹤的一個例子。

(a) (b)

圖 7: 物體的相似度測量方法。(a)正確模型比較的最大

相似度 49.03。 (b)不正確模型中的最大相似度 42.12。

(二)遮蔽偵測

在前一節中，物體追蹤的方法仍然有
效，因為我們可先在遮蔽前就將物體模型
儲存起來。然而，最重要的環節是如何決
定將物體當成模型儲存起來的精確時間。
因此，我們在 Eq. (8)的公式發展下，描述
遮蔽的偵測情形。當兩個物體重疊時將會
觸發警告。在等式中，在時間 t 內一個物
件的最小界限矩形和在時間為 t-1 的最小
界限矩形做比較。

,
),()(i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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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 Cx 的值大於 2，物體 x 範圍內即含有
兩個以上的運動物體，因此即判斷有遮蔽
發生。當遮蔽被偵測到，追蹤系統仍會保
持追蹤此發生遮蔽的整個運動體的模型，
繼續追蹤此一暫時性重疊的物體模型。當
此重疊物體再次分開時，則追蹤系統會再
準確地偵測和追蹤。

五、行為分析

(一)停止和消失

現實的情況下，人們不會持續的移

動，他們有可能突然停下來。然而，在物

體持續靜止的情形下，影像不會改變。在

我們的系統，每一個運動物體的位置都會

被記錄下來；假如一個位置被一個運動物

體 i 所佔據，但是卻又在下一張影像被釋

放了，則物體 i 就被認定為是一個不動的

物體。此外，如果物體 i 仍然保持了一段

時間，並且靠攏在界限上，系統將會認定

物體 i 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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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Lt 是在時間 t內所有存在標籤的集合

而且 SBD 是之前已經定義的界限區域。

(二)攀爬牆壁

明顯地，當一個物體攀爬時，運動向

量會傾向於往上。在時間 t 內一個物體 i
的質量中心被定義為 Ct(i)。藉由 Ct(i)和之

前的物體質量中心做比較，運動向量 MVt(i)
可以被計算出來，假如運動向量 MVt(i)是
上升的，物體可被判斷為攀爬動作。為了

區分攀爬牆壁和小跳躍的差異，質量中心

向量 MVt(i)必須比門檻 TSc 大。

,
otherwise,Normal

)(if,Climbing
)(



 

 ctt-kt
t

TS(i).y(i).y - CC(i)MV
iCL

(11)

這裡 Ct(i).y 是在時間 t 內物體 i 中心的 y
座標。

(三)跌倒

在之前提到垂直投影可以被用來抽取

多個移動的物體。同樣的，水平投影也可

應用於發現哪裡有人跌倒。一個跌倒的人

的水平投影，由水平的物體遮罩投影形

成，可被假設是鐘型曲線的常態分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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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標準偏差小於一個門檻值。

,
otherwise,Normal

if,Falling
)(



 

 fdt
t

TS(i)SD
iFD

(12)

在這裡 SD(i)是物體 i在時間 t的標準誤差。

我們測試了三種不同的行為，包括停

止，跌倒和攀爬牆壁。如圖 8 所示，由本

節所定義的條件可以偵測出這些異常行

為。當異常行為被偵測出後，會在螢幕出

現警告訊息。

(a) (b) (c)
圖 8: 不正常行為偵測。(a)兩個人互相走近並且停下握

手。(b)一個人在走路時忽然跌倒。(c)有人攀爬圍牆。

六、實驗結果

為了證實所提出系統的完整性，我們

測試了一系列的情境。以解析度為

352x240 在戶外拍攝許多不同環境下的影

像。我們的程式則在 Intel® Pentium®4 3.4
GHz 的處理器，512 MB RAM 和 60 GB
的硬碟下執行。

這個系統是設計用來偵測和追蹤即

時影像中的運動物體。為了要確認這個系

統的準確性和效率性，有五個影像序列被

用以測試。表一是以位置估計做比對以及

加權區塊做比對的成功率。錯誤的位置估

計導因於在鄰近邊緣而未偵測到的物體遮

蔽和錯誤的運動遮罩引起的。而加權區塊

比對的錯誤，是因為相似的物體引起的，

像是人們穿著相同顏色的衣服。表二是統

計所花的時間和處理影像的速度。

表１：準確分析

表２：效率分析

以上的實驗結果，顯示出我們的系統

在許多情況下，能成功地偵測和追蹤移動

物體。如果物體的行為也被列入考慮的

話，準確率則會更高。另一方面，在正常

的環境下，影像處理速度是每秒六張。然

而，隨著硬體設備的升級可以再加以提高。

七、結論和未來工作

在這篇論文裡，我們設計出一套簡單
快速，並且能成功地偵測物體和連續追蹤
物體。利用參考原始影像來修補物體遮罩
的方法，可以填補許多物體遮罩在的空
洞。然後，藉由物體遮罩的垂直投影以及
遞迴雙模分割，多個物體可以被分離出
來。最後，因為在追蹤系統中整合位置估
計和加權區塊比對的相似度測量方法的
合，能準確的追蹤被抽取出來的物體。為
了證實我們系統的完整性和可行性，在許
多環境下進行實驗，像是人行道，走廊和
出入口。實驗的結果顯示出系統能有效的
偵測和追蹤多個運動物體，即使有遮蔽發
生。因為有更新背景，所以即使在明亮度
有變化或雜訊干擾下都能適應。所定義的
異常行為如攀爬牆壁，跌倒，停止和消失
都能成功地被辨識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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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未來的發展中，這個系統可
以延伸計算出經過的人們和車子的數量，
以及懸疑行為的偵測，小偷偵測等。不同
於追蹤半硬性物體，它亦可追蹤硬性物體
像是車子。假如所有的半硬性和硬性物體
都被偵測和追蹤到，系統便能立即地算出
人們和車子的數量。以此系統，可應用於
交通控管方面。此外，這個系統可以更加
強在辨識懸疑行為方面，像是偷竊車子，
銀行搶劫，槍枝活動或者是異常徘徊。還
可加上更多人工智能，使系統在行為分析
方面更加強大。Fujiyoshi et al.[12]提出了
以人類星形成骨架構，可用來辨識異常行
為，隨著加入更多有用的特點，未來可形
成一個更多益處的完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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