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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
技術為開發大範圍人員數量估算與人群密度分析

演算法，以全景式魚眼攝影機進行環景影像分

析並開發影像拉長校正與座標轉換。接著以機器學習

方法建立人員模型，並產生區域人員數量估算及空間

人群密度分析資訊。

1、前言

住商建物中人員活動帶來許多的能源用熱，如空調

使用、電器辦公設備使用、用水用電等等，若能掌握

人員的存在及活動即可得知較多的能源使用訊息，並

可進一步將資訊回饋給能源控制系統，以達到能源調

控目的。一般大範圍人員影像偵測需使用多隻固定角

度式攝影機才能涵蓋較大型的場地並且需進行多支攝

影機的資訊整合，而魚眼式攝影機為全景式偵測模

式，因此可涵蓋較大型的場地。本技術以環景式攝影

機搭配機器學習演算法進行人員偵測，產出人員數量

及人群密度資訊。

圖1、全景影像偵測示意圖

2、實驗架構

本實驗以VIVOTEK FE9181-H網路攝影機取得影像

串流，攝影機以PoE (Power over Ethernet)接口網路線供

電， PC端再以RTSP (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網路

串流接收影像，如圖2，並進行程式撰寫與環景影像分

析，實驗測試於成像尺寸1920x1920時，影格數 (Frame 

per Second)達12張。

圖2、影像傳輸架構圖

型號 VIVOTEK FE9181-H

焦距 f = 1.47 mm

光圈 F2.2

視角
180° (Horizontal)
180° (Vertical)
180° (Diagonal)

傳輸影像格式 H.265, H.264, MJPEG

最大影像解析度 1920x1920 

實驗場地 長19公尺
寬19公尺

架設高度 3.45公尺

表1、攝影機及實驗環境資訊



13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六期

圖3、大廳成像畫面

魚眼影像可取得的影像範圍較大，但距離魚眼影像

中心較遠物體代表像素較少，因此相同像素間隔所對

應之實際距離也不同，本實驗為建立兩者對應關係，

如圖4。此關係可作為影像像素座標與實際空間位置之

轉換資訊。

圖4、影像傳輸架構圖

魚眼影像在畫面顯示上由於方位角的不同，而造成

影像下半部的物體呈現顛倒狀態，因此開發一魚眼影

像轉正演算法進行整張影像的轉正，並拉長成一矩形

影像，如圖5所示。其中以極座標轉換與影像內插法

進行座標轉換開發，魚眼影像轉換式如下 :

r=y/Hd*(R2-R1)+R1

𝜃=x/Wd*2π

Xs=Cx+rsin𝜃

Ys=Cy+rcos𝜃

圖5、影像轉正拉長圖

3、人員影像偵測與人群密度分析

圖6、人群資訊分析流程

適應性影像背景模型及人員模型建立

演算法結合深度學習網路模型及隨時間更新的背景

模型進行判斷。背景模型可更新出影像前景，像素資

訊會針對當下環境影像改變而更新，前景提取如圖7

所示，可藉此找出畫面中變動的部分。另外，為了減

少雜訊產生，使用影像開運算處理，接著再對感興趣

的區域分離出欲進一步分析的區域。

圖7、(左)前景提取圖…(右)影像開運算處理濾雜

一般以機器學習方法進行模型訓練時，常將原始數

據進行切割，如圖8所示。分割成三個部分訓練集

(Training set)、驗證集 (Validation set)、測試集 (Testing 

set)，其中訓練集用於模型建構，驗證集用於輔助模型

建構及於訓練階段時評估模型訓練情形，而測試集用

於評估最後模型訓練的好壞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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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資料集切割

以機器學習方法建立人員影像模型的第一步為建立

的人員影像資料。而由於魚眼影像畫面所得到的人物

為上下顛倒、旋轉且尺度也不同，因此需於各個方位

進行資料蒐集，如圖9所示。以機器學習進行模型訓

練時若能對蒐集的資料進行更多樣性的變化，對於訓

練之模型能有較好之表現。在進行完人員資料蒐集後，

會對原始蒐集之資料進行資料增強 (Data Augmentation)

與正規化處理。一般資料增強的方法可對原始圖片進

行翻轉、平移、縮放等。

圖9、人員影像資料庫

深度學習為近年人工智慧領域中最熱門的技術，為

機器學習的分支，是讓機器根據一些輸入資料進行模

型訓練，使機器學習出資料的特徵。而一般類神經

網路之架構包含輸入層 (Input Layer)、隱藏層 (Hidden 

Layer)、輸出層 (Output Layer)，如圖10所示，傳統的

類神經網路層數在三層左右。而深度學習所使用的網

路大於三層，甚至數十至百層。透過深層的網路及

倒傳遞演算法（ Back Propagation）、梯度下降演算法

(Gradient Descent)等方法反覆修正模型誤差，資料特徵

會逐漸被網路模型所學習。

圖10、類神經網路

在人員模型建立上採取的方法為利用深度學習之卷

積神經網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為主要

模型架構。深度學習方法藉由數層的卷積網路對輸入

圖像進行特徵影像擷取，其中越前層的卷積網路為提

取較模糊的影像特徵，較後層的網路層提取較細緻的

影像輪廓特徵，卷積神經網路如圖11所示。

圖11、卷積神經網路

人群密度分析方法

在人群密度分析上採用Heat-map熱區分析方法，

Heat-map是一種用來視覺化數據的方式，利用色彩

鮮明程度表示數據的大小及差異性，常應用於科學分

析、網站熱門點擊區域追蹤。

藉由統計與計算人員位置分佈、停留時間資訊並藉

由色彩轉換將人員數據轉換成Heat-map資訊，如圖

12，人員位置資訊如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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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Heat-map人群密度分佈圖

圖13、人員偵測圖

4、結果與討論

在人員數量估算上，採取每分鐘進行一次計算並統

計上班出入人數較多時間 (7:00AM至19:00PM，共12

小時 )，實驗結果人員數量估算誤差MAPE=13.4%，本

技術之人員資訊可做為商辦能源調控之參考訊息，輔

助能源調控與人員舒適度判斷。

圖14、人員數量估算實驗

圖15、人員偵測與heat-map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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