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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本產學合作計畫首先瞭解到合作廠商柏力揚興業有限公司主要經營及開發整合智慧型監視
系統、視訊會議系統、多媒體影音視訊及視聽教學系統等設備。雖然該公司在智慧型監視系統、
多媒體及視聽等設備的開發整合方面，其市埸經驗與上、下游的整合已有相當豐富的成果，目
前亦積極著眼於雲端分散式容錯即時運算技術Storm處理連續性複雜前景之移動性人物檢測與
行為分析之監視系統設備的技術開發與整合，但柏力揚興業有限公司在雲端分散式容錯即時運
算的技術研發能力較為不足，若能與學界進行產學合作，積極研發及整合智慧雲端監視設備與
系統，則將可實現產、學雙方長短產生互補之優勢，並能提高智慧雲端監控產品的競爭力。
網路通訊是目前國家重點科技項目，其各種不同的有線及無線寬頻通訊基礎建設的普及，
可為人們帶來生活上及工作上的便利，而人們各式各樣的需求更使得其應用會一直不斷的推陳
出新。此外，數位生活也是國家目前的主要政策，透過數位化技術，配合各種數位設備，以有
線及無線的網路串連家庭、辦公室或公共空間等，可提供各項內容、功能及服務，使人們在現
代數位化中，能安全便利的享受生活、娛樂、休閒、學習、工作等，而安全監控的應用更成為
近世代所需要發展的科技。因此，本計畫將結合合作廠商柏力揚興業有限公司來開發運用雲端
分散式容錯即時運算技術-Storm處理複雜前景之移動性人物檢測與行為分析之監視系統，由於
雙方的合作，使得學校既有的充份理論知識以及核心技術研究能力，可輕易加強廠商實務應用
與整合方面之優勢。若再搭配業界廠商的影音監控硬體與系統平台的實務應用經驗，以及學界
的跨網域影音傳輸及調變的技術，則產與學兩方面的結合，可互補兩方面的缺點與需求，進而
達到雙贏的局面。本產學合作計畫所研發出來的成果，對廠商而言，可省去研發的時間與成本，
使得廠商可直接與本計畫所開發的視訊會議進行技術轉移。

（二）執行優勢
雖然本產學合作計畫之合作廠商柏力揚興業有限公司於目前視聽教學、多媒體影音視訊及
智慧型監視等系統的整合方面，在市埸經驗與上、下游的整合已有相當豐富的成果，且亦擅長
於數位多媒體網路、自動控制以及網路監視、監控等系統的設計及開發，但在數位影像及後端
伺服器產品的技術研發部份較為不足，因此，若進一步透過參與開發之學校老師與研究生的助
力，將雲端運算、影像分析的技術等結合起來，可達到運用現有之廠商的硬體，產生更多的加
值服務，也因此使研發成本、人力支援與合作廠商之原有技術與設備的配合，形成執行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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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效益。為實現本計畫運用雲端分散式容錯即時運算技術-Storm處理複雜前景之移動性人
物檢測與行為分析之監視系統，軟體系統開發上，如上述雲端運算之系統架構、人臉循序偵測
及追蹤分析技術以及事件產生機制等，可由學校來負責，而在硬體平台與系統整合方面，可利
用廠商的網路監視、監控等系統設備，以實現基於雲端分散式容錯即時運算技術-Storm處理複
雜前景之移動性人物檢測與行為分析之監視系統。在本計畫執行之前，所有的硬體開發環境都
已備妥，且人力分配相當清楚明瞭為執行本計畫的最大優勢。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方法與原因
1.1 需求及情境
從人類發明第一台電腦以來，到七○年代Internet出現，再到現在雲端計算，整個過程就像
是從量變到質變的飛躍。維基百科上對於雲端計算的定義是：透過網路，把多個成本相對較低
的計算實體，整合成一個具有強大計算能力的完美系統，並借助SaaS、PaaS、IaaS、MSP 等先
進的商業模式，把強大的計算能力分佈到終端用戶手中。
雲端計算的一個核心理念就是，透過不斷提高「雲」的處理能力，進而減少用戶終端的處
理負擔，使用戶終端簡化成一個單純的輸入輸出設備，並能按需求，享受「雲」的強大計算處
理能力。
現在Internet上已經有很多應用具備雲端計算的特徵，如google的地圖搜尋。雲端計算的特
性，還可以再用一個淺白的例子來比喻：假如你每年買一本最新的百科全書，仍然有可能查不
到最新流行的名詞、事件，但如果上網進入維基百科，幾個小時前剛發生的熱門事件，在上面
就可以查到詳盡的資料了。從這個角度看，雲的服務是融合，而且無所不包的。
至於安全監控產業，雲端計算會把整個行業真正提升到智慧安防的時代。然而現今大多路
口都有加裝監視設備，若能加以利用這些設備，不光只是以往只有錄影的功能，可以在發生事
故時，即時的發出警報、通知救援，就可以使這樣設備發揮出更大的功效，並且主要應用在行
人方面，因為人與汽、機車在路上來說相對的比較危險，尤其是當有沒公德心的人將車子停在
行人可走的範圍上，迫使行人往往需要走到機車道、甚至跨越到快車道，此時行人的生命安全
將受到很大的威脅，然而當發生事故時，白天或許有目擊證人，當到了夜晚若是發生意外當下
又沒目擊證人時，便可以藉由此系統對於此狀況加以判斷並且通報相關單位來處理。
然而，在雲端計算的模式下，前端設備（包含DVR、IP Camera、Video Server等）只是負
責影像訊號蒐集、壓縮與傳輸，至於建立樣本資料庫，以及比對搜尋，都是在雲端完成。
當大量設備接入雲端，樣本資料庫的蒐集與建立自然不是問題，過去辨識演算法很耗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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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而雲端只需要增加運算節點，一樣可以解決問題。因此，就好像google將以前需要去圖書
館申請才能做的資訊檢索，變得免費且實用。
然而，在以目前最熱門的雲端運算技術Map/Reduce(Hadoop)[24]來說，Hadoop是比較適合
使用在分散式批次處理計算，強調批次處理，常用於資料採擷、分析，對於即時運算的能力相
當不足，因此運用在即時的影像運算處理上，沒有辦法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需要另行採用
不同的技術來達到即時運算即時回應的目的。

1.2 研究方法
雲端計算改變了人類獲取知識的方式，也可能把即時辨識技術真正變得實用。因此，本產
學計畫擬結合崑山科技大學研發之複雜前景之移動性人物檢測與行為分析運用在雲端運算
Storm技術上，並結合事件警示機制，以配合運算結果自動通報相關人員或者機構。

1.2.1 雲端系統架構
雲端運算是資料中心因應網路上資訊暴增而提出的服務及管理思維，資訊服務提供者投入
資源進行雲端運算的服務及架構開發，Twitter 可說是大量使用雲端運算的公司之一，為了使用
戶能夠更方便實時分析大量數據， Twitter 宣佈開放了分散式、容錯的雲端運算軟體 –
Storm[22]。這套軟體是 Twitter 收購 BackType 後得到的技術。BackType 主要替用戶即時分
析組織在 Twitter 上的 Feed、總結不同 Feed 及留言的數量、瀏覽量等等的數據。這套軟體與
Hadoop 相似，不過要是說針對進行即時分析，這套軟體卻比 Hadoop 強得多。首先它能夠即
時的將分析後的數據儲存在資料庫又或者是外部的儲存裝置之中，而且此軟體的分析功能更不
只限於 Twitter，針對任何 unstructured 的數據亦可以進行即時分析工作。以下簡單的比較了
Storm 與 Hadoop 的不同之處：


Storm：分散式即時計算，強調即時性，常用於即時性要求較高的地方



Hadoop:分散式批次處理計算，強調批次處理，常用於資料採擷、分析

Storm 基本概念
Storm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即時運算系統，它提供了一系列的基本元素用於進行計算：
Topology、Stream、Spout、Bolt 等等。
在 Storm 中，一個即時應用的計算任務被打包作為 Topology 發佈，這同 Hadoop 的
MapReduce 任務相似。但是有一點不同的是：在 Hadoop 中，MapReduce 任務最終會執行完成
後結束；而在 Storm 中，Topology 任務一旦提交後永遠不會結束，除非你顯示去停止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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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Topology 的結構示意圖
計算任務 Topology 是由不同的 Spouts 和 Bolts，通過資料流程（Stream）連接起來的圖。
如圖 1 所示是一個 Topology 的結構示意圖。
圖 1 中包含有：
Spout：Storm 中的訊息源，用於為 Topology 產生訊息（資料），一般是從外部資料來源（如
Message Queue、RDBMS、NoSQL、Realtime Log）不間斷地讀取資料並發送給 Topology
消息（tuple 元組）。
Bolt：Storm 中的消息處理者，用於為 Topology 進行消息的處理，Bolt 可以執行過濾、聚合、
查詢資料庫等操作，而且可以一級一級的進行處理。
最終，Topology 會被提交到 storm 叢集中運行；也可以通過命令停止 Topology 的運行，
將 Topology 佔用的計算資源歸還給 Storm 叢集。

Storm 資料流程模型
資料串流（Stream）是 Storm 中對資料行進的抽象，它是時間上無邊界的 tuple 元組序列。
在 Topology 中，Spout 是 Stream 的源頭，負責為 Topology 從特定資料來源發射 Stream；Bolt
可以接收任意多個 Stream 作為輸入，然後進行資料的加工處理過程，如果需要，Bolt 還可以
發射出新的 Stream 給下級 Bolt 進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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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Spout 和 Bolt 之間的資料串流關係
圖 2 所示是一個 Topology 內部 Spout 和 Bolt 之間的資料串流關係。Topology 中每一個計
算元件（Spout 和 Bolt）都有一個並存執行緒，在建立 Topology 時可以進行指定，Storm 會在
叢集內分配對應並行度個數的執行緒來同時執行這一元件。
那麼，有一個問題：既然對於一個 Spout 或 Bolt，都會有多個 task 執行緒來運行，那麼如
何在兩個元件（Spout 和 Bolt）之間發送 tuple 元組呢？
Storm 提供了若干種資料串流群組（Stream Grouping）策略用來解決這一問題。在 Topology
定義時，需要為每個 Bolt 指定接收什麼樣的 Stream 作為其輸入（注：Spout 並不需要接收
Stream，只會發射 Stream）。
目前 Storm 中提供了以下 7 種 Stream Grouping 策略：Shuffle Grouping、Fields Grouping、
All Grouping、Global Grouping、Non Grouping、Direct Grouping、Local or shuffle grouping，具
體策略可以參考 https://github.com/nathanmarz/storm/wiki/Concepts。

Storm 不能支援的情境
以上介紹了一些 Storm 中的基本概念，可以看出，Storm 中 Stream 的概念是 Topology 內
唯一的，只能在 Topology 內按照“發佈-訂閱”方式在不同的計算元件（Spout 和 Bolt）之間進行
資料的流動，而 Stream 在 Topology 之間是無法流動的。如圖 3 所示為 Storm 不能支援的情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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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Storm 不能支援的情境圖
這一點限制了 Storm 在一些應用，下面通過一個簡單的實例來說明。
假設現在有一個 Topology1 的結構如下：通過 Spout 產生資料流程後，依次需要經過 Filter
Bolt，Join Bolt，Business1 Bolt，如圖 4 所示。其中，Filter Bolt 用於對資料進行過濾，Join Bolt
用於資料流程的聚合，Business1 Bolt 用於進行一個實際業務的計算邏輯。

圖 4、實際業務的計算邏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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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這個 Topology1 已經被提交到 Storm 集群運行，而現在我們又有了新的需求，需要計
算一個新的業務邏輯，而這個 Topology 的特點是和 Topology1 公用同樣的資料來源，而且前期
的預處理過程完全一樣（依次經歷 Filter Bolt 和 Join Bolt）
，那麼這時候 Storm 怎麼來滿足這一
需求？據個人瞭解，有以下幾種“曲折”的實現方式：
1）第一種方式：首先 kill 掉已經在集群中運行的 Topology1 計算任務，然後實現 Business2
Bolt 的計算邏輯，並重新封包形成一個新的 Topology 計算任務 jar 包後，提交到 Storm 集群中
重新運行，這時候 Storm 內的整體 Topology 結構如圖 5 所示：

圖 5、新增 Business s2 Bolt 的 Topology

這種方式的缺點在於：由於要重啟 Topology，所以如果 Spout 或 Bolt 有狀態則會丟失掉；
同時由於 Topology 結構發生了變化，因此重新運行 Topology 前需要對程式的穩定性、正確性
進行驗證；另外 Topology 結構的變化也會帶來額外的運算時間。
2）第二種方式：完全開發部署一套新的 Topology，其中前面的公共部分的 Spout 和 Bolt
可以直接複用，只需要重新開發新的計算邏輯 Business2 Bolt 來替換原有的 Business1 Bolt 即
可。然後重新提交新的 Topology 運行。這時候 Storm 內的整體 Topology 結構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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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複製一樣的 Topology
這種方式的缺點在於：由於兩個 Topology 都會從 External Data Source 讀取同一份資料，
無疑增加了 External Data Source 的負載壓力；而且會導致同樣的資料在 Storm 集群內被傳輸相
同的兩份，被同樣的計算單元 Bolt 進行處理，浪費了 Storm 的計算資源和網路傳輸頻寬。假設
現在不止有兩個這樣的 Topology 計算任務，而是有 N 個，那麼對 Storm 的計算 Slot 的浪費很
嚴重。
注意：上述兩種方式還有一個公共的缺點—系統可擴展性不佳，這意味著不管哪種方式，
只要以後有這種新增業務邏輯的需求，都需要進行複雜的人工作業或線性的資源浪費現象。
3）第三種方式：透過 Kafka 這樣的訊息中介軟體，實現不同 Topology 的 Spout 共用資料
來源，而且這樣可以做到訊息可靠傳輸、訊息 rewind 回傳等，好處是對於 Storm 來說，已經有
了 storm-kafka 外掛程式的支持。這時候 Storm 內的整體 Topology 結構如圖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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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導入 Kafka 訊息中介軟體的 Topology

這種實現方式可以通過引入一層訊息中介軟體減少對 External Data Source 的重複訪問的
壓力，而且可以通過消息中介軟體層，遮罩掉 External Data Source 的細節，如果需要擴展新的
業務邏輯，只需要重新部署運行新的 Topology，應該說是現有 Storm 版本下很好的實現方式了。
不過消息中介軟體的引入，無疑將給系統帶來了一定的複雜性，這對於 Storm 上的應用開發來
說提高了門檻。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三中仍遺留有一點問題沒有解決：對於 Storm 叢集來說，這種方式還
是沒有能夠從根本上避免資料在 Storm 不同 Topology 內的重複發送與處理。這是由於 Storm 的
資料流程模型上的限制所導致的，如果 Storm 實現了不同 Topology 之間 Stream 的共用，那麼
這一問題也就迎刃而解了。

一個流處理系統的資料流程模型
圖 8 所示是一個資料流處理框架的開發與應用所採用的資料流程模型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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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料流處理框架的開發與應用所採用的資料流程模型範例
其中：
1）資料流程（data stream）：時間分佈和數量上無限的一系列資料記錄的集合體；
2）資料記錄（data record）
：資料流程的最小組成單元，每條資料記錄包括 3 類資料：所
屬資料流程名稱（stream name）、用於路由的資料（keys）和具體資料處理邏輯所需的資料
（value）；
3）資料處理任務定義（task definition）
：定義一個資料處理任務的基本屬性，無法直接被
執行，必須特化為具體的任務實例。其基本屬性包括：
•（選項）輸入流（input stream）
：描述該任務依賴哪些資料流程作為輸入，是一個資料
流程名稱列表；資料流程產生源不會依賴其他資料流程，可忽略該配置；
•資料處理邏輯（process logic）：描述該任務具體的處理邏輯，例如由獨立進程進行的
外部處理邏輯；
•（選項）輸出流（output stream）：描述該任務產生哪個資料流程，是一個資料流程名
稱；資料流程處理鏈末級任務不會產生新的資料流程，可忽略該配置；
4）資料處理任務實例（task instance）：對一個資料處理任務定義進行具體約束後，可推
送到某個處理結點上運行的邏輯實體。附加下列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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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處理任務定義：指向該任務實例對應的資料處理任務定義實體；
•輸入流過濾條件（input filting condition）
：一個 boolean 運算式列表，描述每個輸入流
中符合什麼條件的資料記錄可以作為有效資料交給處理邏輯；若某個輸入流中所有資料記錄
都是有效資料，則可直接用 true 表示；
•（選項）強制輸出週期（output interval）
：描述以什麼頻率強制該任務實例產生輸出流
記錄，可以用輸入流記錄個數或間隔時間作為週期；忽略該配置時，輸出流記錄產生週期完
全由處理邏輯自身決定，不受框架約束；
5）資料處理結點（node）
：可容納多個資料處理任務實例運行的實體機器，每個資料處理
結點的 IPv4 位址必須保證唯一。
該分散式流處理系統由多個資料處理結點（node）組成；每個資料處理結點（node）上運
行有多個資料任務實例（task instance）；每個資料任務實例（task instance）屬於一個資料任務
定義（task definition）
，任務實例是在任務定義的基礎上，添加了輸入流過濾條件和強制輸出週
期屬性後，可實際推送到資料處理結點（node）上運行的邏輯實體；資料任務定義（task definition）
包含輸入資料流程、資料處理邏輯以及輸出資料流程屬性。
該系統中，通過分散式應用程式協調服務 ZooKeeper 集群存儲以上資料流程模型中的所有
配置資訊；不同的資料處理節點統一通過 ZooKeeper 集群獲取資料流程的配置資訊後進行任務
實例的運行與停止、資料流程的流入和流出。
同時，每個資料處理任務可以接受流系統中已存在的任意資料流程（data stream）作為輸
入，並產出新的任意名稱的資料流程（data stream）
，被其他結點上運行的任務實例訂閱。不同
結點之間對於各個資料流程（data stream）的訂閱關係，通過 ZooKeeper 集群來動態感知並負
責通知流系統做出變化。

二者在資料流程模型上的不同之處
至於兩個系統的實現細節，我們先不去做具體比較，下面僅列出二者在資料流程模型上的
一些不同之處（這裡並不是為了全面對比二者的不同之處，只是列出其中的關鍵部分）：
1）在 Storm 中，資料流程 Stream 是在 Topology 內進行定義，並在 Topology 內進行傳輸
的；而在上面提到的流處理系統中，資料流程 Stream 是在整個系統內全域唯一的，可以在整
個集群內被訂閱。
2）在 Storm 中，資料流程 Stream 的發佈和訂閱都是靜態的，所謂靜態是指資料流程的發
佈與訂閱關係在向 Storm 集群提交 Topology 計算任務時，被一次性生成的，這一關係在 Topology
的運行過程中是不能被改變的；而在上面提到的流處理系統中，資料流程 Stream 的發佈和訂
閱都是動態的，即資料處理任務 task 可以動態的發佈 Stream，也可以動態的訂閱系統內已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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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任意 Stream，資料流程的訂閱關於通過分散式應用程式協調服務 ZooKeeper 集群的動態節
點來維護管理。
有了以上的對比，我們不難發現，對於本文所舉的應用場景實例，Storm 的資料流程模式
尚不能很方便的支援，而在這裡提到的這個流處理系統的全域資料流程模型下，這一應用場景
的需求可以很方便的滿足。
Storm 有必要實現不同 Topology 之間 Stream 的共用，這個至少可以在不損失 Storm 現有
功能的前提下，使得 Storm 在處理實際生產環境下的一些應用場景時更加從容應對。
至於如何在現有 Storm 的基礎上實現這一需求，可能的方式很多。一種簡單的方式是通過
Zookeeper 來集中存儲、動態感知 Topology 之間 Stream 的“發佈-訂閱”關係，同時在 Storm 的
消息分發過程中對這種情況加以處理。

Storm 的優點：


簡單程式設計

在大資料處理方面相信大家對 hadoop 已經耳熟能詳，基於 Google Map/Reduce 來實現的
Hadoop 為開發者提供了 map/reduce 開發模型，使平行批次程式變得非常地簡單和優美。同樣，
Storm 也為大資料的即時計算提供了一些簡單優美的開發模型，這大大降低了開發並行即時處
理的任務的複雜性，幫助你快速、高效的開發應用。


多語言支援

除了用 java 實現 spout 和 bolt，你還可以使用任何你熟悉的程式設計語言來完成這項工作，
這一切得益於 Storm 所謂的多語言協定。多語言協定是 Storm 內部的一種特殊協定，允許 spout
或者 bolt 使用標準輸入和標準輸出來進行消息傳遞，傳遞的消息為單行文本或者是 json 編碼的
多行。
Storm 支援多語言程式設計主要是通過 ShellBolt, ShellSpout 和 ShellProcess 這些類來實現
的，這些類都實現了 IBolt 和 ISpout 介面，以及讓 shell 通過 java 的 ProcessBuilder 類來執行
腳本或者程式的協定。
可以看到，採用這種方式，每個 tuple 在處理的時候都需要進行 json 的編解碼，因此在輸
送量上會有較大影響


支援水平擴展

在 Storm 集群中真正運行 topology 的主要有三個實體：工作程序、執行緒和任務。Storm
叢集中的每台機器上都可以運行多個工作程序，每個工作程序又可創建多個執行緒，每個執行
緒可以執行多個任務，任務是真正進行資料處理的實體，我們開發的 spout、bolt 就是作為一個
或者多個任務的方式執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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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計算任務在多個執行緒、進程和伺服器之間並行進行，支持靈活的水準擴展。


容錯性強

如果在消息處理過程中出了一些異常，Storm 會重新安排這個出問題的處理單元。Storm
保證一個處理單元永遠運行（除非你顯示殺掉這個處理單元）。


可靠的訊息保證

Storm 可以保證 spout 發出的每個訊息都能被“完全處理”，這也是直接區別於其他即時系
統的地方，如 Yahoo S4 – distributed stream computing platform[25]。


快速的訊息處理

用 ZeroMQ 作為底層訊息佇列, 保證訊息能快速被處理


本地模式，支援快速程式設計測試

Storm 有一種“本地模式”，也就是在進程中類比一個 Storm 集群的所有功能，以本地模式
運行 topology 跟在集群上運行 topology 類似，這對於我們開發和測試來說非常有用。

1.2.2 複雜前景之移動性人物檢測與行為分析技術
由於科技的進步，監視系統的快速發展，從早期錄影帶，到現在透過電腦硬碟儲存，不僅
可儲存的時間變長、影像也可以較以往清晰、甚至局部縮放，最重要的是可以減少因人工未更
換影帶而造成未儲存到的結果。
然而現今大多路口都有加裝監視設備，若能加以利用這些設備，不光只是以往只有錄影的
功能，可以在發生事故時，即時的發出警報、通知救援，就可以使這樣設備發揮出更大的功效，
並且主要應用在行人方面，因為人與汽、機車在路上來說相對的比較危險，尤其是當有沒公德
心的人將車子停在行人可走的範圍上，迫使行人往往需要走到機車道、甚至跨越到快車道，此
時行人的生命安全將受到很大的威脅，然而當發生事故時，白天或許有目擊證人，當到了夜晚
若是發生意外當下又沒目擊證人時，便可以藉由此系統對於此狀況加以判斷並且通報相關單位
來處理。
電腦視覺的多年發展以來，應用的層面越來越廣闊，並有著許多相當有貢獻的成果，在電
腦視覺中，要增加其正確的辨識率，首要的條件便是要能完整的去除掉背景，完整的呈現出前
景物，將其雜點盡可能的減少對於人的行為與姿態分析也發展許多年，例如即時人體追蹤[2]，
透過前景物與背景物的分佈機率估算，再計算輸入以及已知場景的像素點之馬氏距離，即可獲
得前景物。Haritaoglu 和 Harwood 等人提出的一套人和人的姿態即時監控系統[3]，利用輪廓定
位出人體細部模組(頭、軀幹、手、腳)。對人的行為分析可能的姿態並加以分類[4]，不需要事
先建立人體模型，直接利用特徵來進行辨識，並透過目標物的輪廓可能出現的機率進行動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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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識，以及 Aggarwal 等人提出的人體連續動作辨識[5]，透過取得身體及上下肢體角度的變化
來辨識一連串連續的動作，而文獻[6]使用立體視鏡套上 3D 人體模型，優點可以分析前後空間
行人的位置，但此方法必須透過較複雜的演算法才能達成。利用移動物資訊偵測[7]，利用人走
路節奏成週期性當作行人辨識的特徵，必須搭配另外建立之模型，才可有效檢測出行人，也有
利用隱藏馬可夫模型[8]，預測人的步伐及姿態追蹤失敗並且應用更強健的分析方法。在移動物
體陰影偵測為 Cucchiara [9]等人所提出，利用像素點的變化以及物體的大小，將物體資訊分為
移動物體、非真實物體(ghost)、移動物體的陰影與非真實物體的陰影等四個種類，再根據種類
的做不同方式的背景更新，便能夠找到最適合目前環境的背景資訊，而建立完整的背景資訊。
檢測前景物使用的方法、背景影像相減法以及連續影像相減法介紹如下：
1. 背景影像相減法[3][4]：此方法是利用一張預先建立的背景，將當前影像與其做相減得
到前景物之像素值，由於只有前景物部份與背景不相同，因此容易取得目標物，但缺點為容易
受其他因素影響，會造成很多雜點的產生，例如建立背景時的光線與當前影像所遮避過後產生
不同的像素值差。
2. 連續影像相減法[10][11]：此種方法則不需預先建立背景，採用當前影像與上一張影像
的相減，即能直接獲得前景物的資訊，也因是連續做影像的相減，所以受外在的影響不大，因
而能有效的減少雜點的產生，然而最主要的缺點則是在於當物體停止不動時會無法正確的分離
出前景物，因為兩張看起來幾乎一樣的影像相減後，會得不到所要的資訊。在物體的追蹤方面，
幾位學者[12][13]提出將目標分成區塊，並統計色彩相似區塊中的色彩資訊，在追蹤時利用區
塊的資訊與畫面做對應，好處是當目標物重疊有合併情形時，仍然可以正確的分割出目標物。
為了達成檢測移動性人物的目的，複雜前景之移動性人物檢測的系統流程如圖 9所示。流
程中的各步驟功能說明如下：
1. 影像輸入：經固定攝影機拍攝成影片或直接做即時處理。
2. 背景建立與更新：經由統計像素點出現的機率，並以所取樣之影像相似度較高者做為
背景，或依照時間地點之不同做調整，例如可一段時間做定點之拍攝畫面當為背景。
3. 背景與連續影像相減：此為取出前景物的重要步驟。
4. 二值化與形態學運算：將其資料量變小並消除雜點。
5. 連接元標定：將相連之區塊與其他未相連的區域加以區隔。
6. 目標框定：將所要之資訊正確的框選出。
7. 影像輸出：完成所有步驟後之連續影像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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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複雜前景之移動性人物檢測的系統流程
移動物檢測與追蹤
對於移動物的檢測以及追蹤，需要對所要檢測的影像施以一連串的處理才能夠準確的追
蹤，以及完整的檢測出目標物。因此本章節首先敘述如何在非靜態背景中建立出背景，接著使
用影像相減法，以及相關影像處理方法，當影像中出現移動性的人物時，可以即時處理並擷取
出特徵。
建立一張完整的背景影像，對於移動物檢測及追蹤是非常重要的步驟。本論文在背景建立
的過程中，根據不同環境條件採用了兩種方式來建立。第一種方式是根據連續影像之影像序列
做像素點統計，將每張影像之相同位置上的像素值做統計，之後將重複出現次數較多者合併成
為背景影像。如圖 10 原連續影像序列(一)及圖 11 原連續影像序列(二)所示分別為圖 12 原連
續影像序列(一)經統計所得背景及圖 13 原連續影像序列(二)經統計所得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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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原連續影像序列(一)

圖 11 原連續影像序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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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原連續影像序列(一)經統計所得背景

圖 13 原連續影像序列(二)經統計所得背景

經由第一種方法所建立出來之背景，其結果常因用來建立背景的影像中有移動物體不在固
定之地方時，會產生些許的雜點甚至是殘影。為了改進第一種方式會有雜點或殘影的缺點，本
論文提出第二種建立背景的方式，本方式是將第一種方式所建立出來的背景再與影像序列相比
較，其中最為相近者即被採用為真正的背景，如圖 14 及 15 所示分別為圖 12 及圖 13 經本方式
修正後的結果。

圖 14 統計圖背景(一)經比較選定後的背景

圖 15 統計圖背景(二)經比較選定後的背景

圖 14 與圖 15 結果顯示，利用此種方式可以有效的將背景依所設定的時間或是取樣的影像
張數來加以更新。當物體移入到定點時經過一段時間，則會將它更新於背景中；或者當物體只
是經過但並未停留太久時，則此方式會自動將它屏除於背景，因而得到一張乾淨的背景，有利
於往後的人物追蹤處理。
背景影像相減法
一般背景影像相減法是利用連續影像對預先建立好之背景影像直接對像素值做相減，之後
訂定一閥值當像素值大於閥值時，則給予當前影像之像素值，若小於閥值時即設為零，其完整
公式如(1.1)~(1.3)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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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n  (i, j)  CR n  (i, j)  BR (i, j)
FG n  (i, j)  CG n  (i, j)  BG (i, j)

(1.1)

FBn  (i, j)  C Bn  (i, j)  BB (i, j)

Total (i , j )  FR n  (i, j)  FR n  (i, j)  FR n  (i, j)

(1.2)

0 if Total (i, j )  Threshold
SubR (i, j )  
CR n  (i, j) otherwise
0 if Total (i, j )  Threshold
SubG (i, j )  
CG n  (i, j) otherwise

(1.3)

0 if Total (i, j )  Threshold
SubB (i, j )  
CBn  (i, j) otherwise
其中 FR n  (i, j) 、 FG n  (i, j) 及 FBn  (i, j) 分別為連續影像與背景影像相減之 R、G、B 像素值；
C R n  (i, j) 、 C G n  (i, j) 及 C B n  (i, j) 分別為原始連續影像之 R、G、B 像素值； BR n  (i, j) 、 BG n  (i, j)

及 BBn  (i, j) 分別為背景影像之 R、G、B 像素值；n：表示連續影像第 n 張影像； Total(i,j) ：
前景像素值總合； SubR (i, j) 、 Sub G (i, j) 及 SubB (i, j) 為經背景影像相減法分別所得之 R、

G、B 像素值，當前景像素值小於門檻值時為零，否則等於影像前景像素值。例如圖 16~18 所
示為背景影像相減之結果，由圖 18 可清楚的看到影像經背景影像相減法處理後，已將大部分
之背景完全去除。

圖 16 目前影像

圖 17 背景影像

圖 18 前景物影像

連續影像相減法
連續影像相減法最大的優點就是在於不用事先建立背景，當連續影像中之物體持續移動
時，透過此方法可以準確取得移動物之資訊，也因為是連續影像相減，光線的瞬間變化量小，
所以不易受到光線之影響，其相減運算式如(1.4)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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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n  (i, j)  CR n  (i, j)  CR n -1 (i, j)
CFG n  (i, j)  CG n  (i, j)  CG n -1 (i, j)

(1.4)

CFBn  (i, j)  C Bn  (i, j)  C Bn -1 (i, j)

其中 CFR  n (i,j) 、 CFG  n (i,j) 及 CFB n (i,j) 分別為第 n 張前景影像減去第 n-1 張前景影像的

R、G、B 像素值； C R n (i,j) 、 CG  n (i,j) 及 C B n (i,j) 分別為第 n 張連續影像之 R、G、B 像素值；

C R n-1(i,j) 、 CG n-1(i,j) 及 C B n-1(i,j) 分別表示目前影像之前一張影像的 R、G、B 像素值。
移動物體之獲得
在移動物體檢測[19]及追蹤時，有時候往往只需要移動物體形狀，並不需要完整的形貌，
因此經常利用二值化來處理，它不僅可以減少資料量，提升電腦對於影像處理的速度，更可以
有效且明顯的將物體與背景做區隔。本論文於連續影像相減之後，再利用(1.5)及(1.6)式來取得
二值化後之移動物資訊。

CTotal(i,j )  CFR n (i,j)  CFR n (i,j)  CFR n (i,j)

(1.5)

0 if CTotal(i,j)  CThreshold
CSubR(i,j)  
255 otherwise
0 if CTotal(i,j)  CThreshold
CSubG(i,j)  
255 otherwise
0 if CTotal(i,j)  CThreshold
CSubB(i,j)  
255 otherwise

(1.6)

其中 CTotal(i,j ) 表前景像素值總合； CSubR(i,j) 、 CSubG (i,j) 及 CSub B(i,j) 表經連續影像相
減法分別所得之 R、G、B 影像二值化。例如圖 19 - 圖 21 所示為連續影像相減法的結果。

圖 19 前一張影像

表 C012A

圖 20 目前影像

圖 21 經(3.4)~(3.6)式處理後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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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21 中，往往須加以框選連續影像相減法所得之前景物資訊，以便確定框選區域為移
動體之範圍(綠色框)，使得往後步驟皆根據此範圍加以處理，避免浪費時間來處理其他不存在
移動物體之區域。
有時影像經過連續影像相減法與二值化處理後會有些許的雜點，以及影像較為不平滑或不
完整，此時必須再經過形態學的處理。本論文使用兩次閉合運算後一次斷開運算，使得移動物
目標更明顯。例如圖 22 所示為圖 21 影像形態學運算後的結果。

圖 22 為圖 21 影像經形態學處理後的結果
從圖 22 中清楚的看到，經形態學處理後之影像可完整的得到輪廓。完成形態學的運算後
便要在畫面中框選出各別的移動物體，這時候就必須使用到連接成份的標示，編號出相連的區
塊，再根據相同編號做區塊的框選。例如圖 23 所示為圖 22 經連接成份標示及框選的結果。

圖 23 連接成份標示後所框定之目標物
從圖 23 中清楚的看到將原本為畫面中移動物體的框選，經連接成份的標示過後，可以正
確的框選出個別目標。
移動性人物檢測
移動性人物檢測主要在複雜的前景中針對移動性人物加以檢測，以及分析幾種姿態之行
為，一般在複雜環境中，將前景物與背景分離後，通常不會只有移動性人物的資訊，往往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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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像是汽機車等的移動物體。因此在本論文中，為了正確尋找出移動中的人物，進一步利用
人與其它移動物體之高寬比例不同的特性，從複雜的環境中將移動性人物檢測出來。
首先利用前 40 張的影像建立出完整的背景，再透過背景影像相減法即可完整的呈現出前
景物。但此做法當背景物體有所變更或移動時，會造成畫面上不完整的缺點。因此本論文將連
續影像相減法與背景影像相減法加以結合，以能獲得更佳的效果。在”移動物之獲得”一節中，
已經在整個畫面中框選出個別的移動物體，本節則進一步在所有個別的移動性物體中找出移動
性人物。本研究中可能出現的移動物體包括移動性人物以及汽機車，所以必須針對這些物體的
特性加以探討。為了能順利檢測出移動性人物，本論文利用移動性人物與其它移動物體高與寬
比例不同的特性來加以區別，舉例來說：移動性人物之比例與汽機車之比例明顯不同，且移動
性人物的高明顯的大於寬，因此透過此方式設定好比例即可正確的辨識出移動性人物，本論文
所使用判斷式(1.7)式及(1.8)式所示，例如圖 24 所示為高寬示意圖。

圖 24 高寬示意圖

height  width

rate 

width
height

(1.7)

rate  0.8
(1.8)

其中(1.7)式表示高度大於寬度時為辨識移動性人物的必要條件；(1.8)式 rate 的門檻值是為
了檢測當人為站立行走時的狀態。
當輸入影像經連續影像相減法、二值化、連通成份標示及加入(1.7)式與(1.8)式處理後，即
可得到移動性人物的範圍，再經背景影像相減法處理後，與已去除大部分背景的前景影像相配
合，並將連續影像相減法所得到的範圍去框選背景影像相減法的資訊，即可完整的框選到移動
性人物。例如圖 25 – 圖 26 所示為移動性人物的框選，畫面中同時出現移動性人物以及車輛，
經由測試可以正確的框選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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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原始影像

圖 26 框選到目標影像

移動性人物行為分析
在移動性人物行為分析方面，當移動性人物由行走變為蹲下時，所利用之方法與上一節有
些許不同，主要以背景影像相減法為主，連續影像相減法為輔，並在這兩種影像相減法的架構
下加入移動性人物為蹲下姿態時候的判斷式，如(1.9)式所示。

rate 

width
height

0.8  rate  1.1
(1.9)

當人逐漸往下蹲時高寬比會開始增加，然而當高寬比落在(1.9)式的範圍時，即判斷為蹲
下，如圖 27~28 所示為移動性人物及蹲下的檢測結果。

圖 27 原始影像

圖 28 框選到蹲下測試

圖 28 分別以不同顏色區分移動性人物(紅色)與蹲下(綠色)不同之姿態得知，利用比例來判
斷人體姿勢有不錯之效果。
當移動性人物姿態為趴下或躺下狀態時，判斷的方法大致與蹲下相似，不同之處為判斷式
的範圍，其寬度必定大於高度，判斷式如(1.10)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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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width
3  rate  4
height

(1.10)

當高寬比滿足此 (1.10)式條件時，所框定之目標即為趴下或躺下。例如圖 29~30 所示為移
動性人物以及趴下檢測結果。

圖 30 框選到趴下檢測

圖 29 原始影像

圖 30 分別以不同顏色區分移動性人物與趴下之姿態，其中黃色框為趴下的檢測結果，利
用比例來判斷人體姿勢有不錯之效果。
移動性人物趴下的檢測技術可應用在人煙稀少之地區，透過攝影機的監視，當原本為移動
性人物發生突發狀況，例如：在暗巷遭受飛車搶劫跌倒、在無目擊證人的情況下遭受撞擊跌倒，
當類似情況發生時，有可能因跌倒撞擊到頭部或是嚴重受傷造成倒地不起，這個時候皆可以透
過本論文的趴下、躺下偵測，對於倒地的目標進行時間判斷，當目標持續太久、或是直接倒地
不動，就在第一時間進行通報。

1.3 系統平台建置
搭配系統的開發，需要整合一些雲端執行所需要的軟體，以下分別說明

a. 雲端運算環境

表 C012A

雲端作業系統

Xen Cloud Platform

虛擬機器

Ubuntu Linux

分散式即時雲端系統架構

Storm

通訊系統

XMPP(Open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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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硬體設備
雲端硬體機器

PC 2 部以上

PTZ 攝影機

2 部以上

手機

1 部以上

3. 計畫工作預定進度及查核點說明
計畫執行工作的預定進度將分月執行，並設定重大進度查核點，如下表所示：
表二、進度及查核點說明表

月份

進度

查核點

2013/11

雲端開發環境 Xen Cloud Platform 建置

完成開發環境建置

2013/12

完成 Storm 運算環境建置

完成雲端運算環境
建置

2014/1

研究及發展本計畫所運用之影像處理的 完成本計畫影像前
各種技術及方法

2014/2

處理技術開發

研究 Storm 架構應於複雜前景之移動性人 完成複雜前景之移
物檢測與行為分析的模型

動性人物檢測與行
為分析

2014/3

利用 Storm 進行背景影像相減法演算法開 完成背景影像相減
發

2013/4

法演算法開發

利用 Storm 進行連續影像相減法演算法開 完成連續影像相減
發

法演算法開發

2014/5-2014/6 利用 Storm 進行移動物體檢測及追蹤演算 完成移動物體檢測
法開發

及追蹤演算法開發

2014/7-2014/8 利用 Storm 進行移動性人物檢測及移動性 完成移動性人物檢
人物行為分析開發

測及移動性人物行
為分析開發

2014/9

搭配警示機制開發網頁瀏覽系統及雲端 完成雲端系統環境

XMPP cluster 系統環境的建置
2014/10

的建置

複雜前景之移動性人物檢測與行為分析 完成複雜前景之移
技術系統的整合測試

動性人物檢測與行
為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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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1.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2.對於學術研究、產業界、
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3.本產學計畫之技術或知識服務應用等範圍（請以量化
數據說明對合作企業的貢獻，如提升多少產值等）
。4.對於參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訓練。

1.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1) 完成雲端 IaaS 平台建置。
(2) 完成雲端 SaaS 分散式容錯即時運算技術-Storm 的建置
(3) 完成 Storm 應用系統模型的研究與發展；
(4) 完成 Storm 上背景影像相減法演算法研究及發展；
(5) 完成 Storm 上連續影像相減法演算法的研究及發展；
(6) 完成 Storm 上移動性人物檢測及移動性人物行為分析的研究及發展；
(7) 完成運用雲端運算技術應用於複雜前景之移動性人物檢測與行為分析技術之監視系統。
(8) 完成 XMPP 社群網路通訊系統之建置。
2. 對於學術研究、產業界、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本產學計畫完成後預期之貢獻如下：
過去監視系統主要是在所監視的區域架設多台攝影機去擷取影像，監測者必須同時觀察由
不同地方所擷取的畫面影像，以達到監控的目的。即使裝設了旋轉底座或架多台攝影機，也只
能達到監視掃描的作用，並不能有效的去做即時追蹤的功能。
安全監控產業，雲端計算會把整個行業真正提升到智慧安防的時代。以現今大多路口都有
加裝監視設備，若能加以利用這些設備，不光只是以往只有錄影的功能，可以在發生事故時，
即時的發出警報、通知救援，就可以使這樣設備發揮出更大的功效，並且主要應用在行人方面，
因為人與汽、機車在路上來說相對的比較危險，尤其是當有沒公德心的人將車子停在行人可走
的範圍上，迫使行人往往需要走到機車道、甚至跨越到快車道，此時行人的生命安全將受到很
大的威脅，然而當發生事故時，白天或許有目擊證人，當到了夜晚若是發生意外當下又沒目擊
證人時，便可以藉由此系統對於此狀況加以判斷並且通報相關單位來處理。

3. 本產學計畫之技術或知識服務應用等範圍
目前柏力揚興業有限公司雖然在行動網路裝置、視訊會議、多媒體及監視系統等設備的開
發整合方面，其市埸經驗與上、下游的整合已有相當豐富的成果，但系統功能上大至與別的公
司類同，因此較不具競爭力。若能與學界進行產學合作，積極研發行動網路裝置相關之智慧雲
端監視技術與設備，加強行動網路裝置功能以及整合智慧雲端監視系統，則將可實現產、學雙
方長短產生互補之優勢，亦能提高視訊會議、多媒體、雲端運算技術及監控系統產品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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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場佔有率約 10%，並能結合台南與路竹科學園區新世代與高雄軟體園區雲端系統的研發能
量，將南台灣產業導入未來數位生活產業中，以開創未來生活之即時視訊會議、多媒體及監控
應用的產業聚落。

4. 參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訓練：
(1) 雲端運算 IaaS 私有雲之建置。
(2) 大量虛擬機器之建置與 Storm 即時分散式運算之基礎。
(3) 複雜前景之移動性人物檢測與行為分析技術的研究及發展能力；
(4) XMPP 社群網路通訊系統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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