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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影像分析、人機互動、汽車電子、機器視覺伺服控制、智慧節能、

及系統整合技術

•多元智慧行動終端裝置之智慧影像分析技術

•低運算量及低功耗自然人機互動介面技術

•視覺監控技術與生活輔助系統應用

•智慧自動駕駛輔助與視覺伺服控制系統

•車載視覺與影像資訊顯示

•數位內容資訊分析與典藏檢索

•智慧節能技術

•近五年共發表SCI/SSCI國際期刊論文共23篇(包含20篇SCI期刊論文與3篇SSCI期
刊論文)、以及國際研討會論文共26篇．

•在研究計畫與產學成果部分，共主持13件科技部計畫案（包含6件一般型計畫、
與7件科技部產學計畫）、及16件技術轉移案(共獲技術移轉金538萬元)、12件
產學合作計畫案（包含業界產學合作案5件、與7件科技部產學計畫廠商配合
款，共獲產學合作經費723萬元）、以及跨校合作研究計畫2件，並獲10件台美
發明專利（6件美國發明專利及4件台灣發明專利）。

•合作廠商有佐臻科技公司、東元電機公司、東捷資訊公司、泰金寶電通公司、
致茂電子公司、億像科技公司、新華電腦公司、美商Nvidia等

•「智慧型運輸系統協會智慧運輸論文獎」、「國家發明獎銀牌獎」、「IEEE 
Senior Member」、「科技部工程司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成果傑出獎」(101、
102、103年三度獲得)、「105年度科技部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成果佳作獎」、
「系統學會年度傑出青年獎」，並榮獲本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102年度Dr. 
Shechtman年輕學者研究獎」及「103年度全校傑出研究獎」等重要獎項與榮譽
之肯定。

mailto:chyang@ntut.edu.tw
http://csie.ntut.edu.tw/labv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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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軸一：
應用於虛實整合系統之智慧影像分析與自然人
機互動介面技術

 針對各種行動智慧裝置、穿戴式與物聯網裝置應用需求，發展多模式
智慧影像分析與人機互動操控介面相關技術，包含行動智慧影像分析
、多點觸控、穿戴式體感手勢動作、視線動態、實境介面之低運算量
高準確率辨識分析技術，以整合應用於各種行動與智慧終端裝置上

 目前產學合作對象包含東元電機公司（合作研發各項智慧虛實整合應
用系統技術、雲端能源管理與家電控制之智慧資料分析與行動終端技
術）、東捷資訊服務公司、佐臻科技公司（合作開發智慧眼鏡相關技
術）、致茂電子（合作開發影像檢測技術程式庫）、泰金寶電通（合
作開發智慧機器人之個人化人臉辨識技術）、一二三視公司(發展影像
監控系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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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生產之龐大組立線需大量作業人員，目前面臨熟練技術人員老化，技術傳
承不易，且不易少量客製化

• 傳統機械馬達運作狀態的感測，主要依賴透過人工經驗判讀感測器量測訊號以
推測馬達運轉健康狀態，其可靠度及架構彈性有待加強，尚無相關全面性預測
分析產線或產品狀態之系統

• 現有IOT標準與網路協定眾多且分歧，傳統製造產業較難具備足夠資通訊能力
從中挑選並建構出適當之IoT/M2M網路

As-Is 傳統製造工廠現況問題

虛實整合系統技術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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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實境人機互動」

 發展人員『人』實境人機介面技術及智慧影像分析技術，提供人員『人』與實體機台
設備『機』得以友善與便利的進行互動操控與作業指導，並將雲端巨量資料分析
『雲』所提供之結果加以視覺化，提升智慧化工廠之生產操作與輔助以個人化作業指
導提昇客製化生產效率與經驗傳承。

「機-物聯網佈建與感測器分析」

 發展物聯網傳輸協定與共通平台與貼片薄膜式機台馬達感測器技術，擷取分析馬達與
設備『機』之運轉訊號及環境感測訊號，使人員可使用行動終端裝置『人』與智慧工
廠物聯裝置『機』之間可以自動識別連線和獲得即時設備運轉狀態，並且透過與實體
物連網的整合，以利資料可以結合雲端平台『雲』，達成工廠CPS系統各面向之整
合，提升運轉效能且保持品質穩定。

「雲-雲端抽象化及資料分析」

 建構以抽象軟體架構(Middle Architecture)為基礎具系統彈性與效能分析之雲端平台，
結合巨量資料分析技術於馬達運轉訊號、環境感測訊號，發展智慧化設備檢測機制，
並結合可靠之工業物聯網串連廠區設備與後端雲端平台。

4

To-Be 導入工業感測物聯雲與實境人機介面技術平台達成馬達工廠智慧化生產

工業4.0之AR/VR實境介
面、導引技術

智慧機械感測器技術工業4.0智慧感測與大數據分析 異質物聯網通訊技術

產線瑕疵檢測智慧化分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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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整合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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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境人機互動介面

 基於AR技術之馬達組立作業指導
提供使用者在空間中進行虛擬機械3D圖之詳細檢視

 模型爆炸拆分視圖

 零件自由的在AR空間中利用手勢縮放旋轉移動

 檢視零件詳細資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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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實境互動介面原型技術

7

機台資訊顯示

各機台上顯示機台之相關

訊息

• 使用者排程
• 機台維修訊息
• 異常通知

區域控制與提醒
進入特定區域會依規定

發出語音、文字框、特

效提示

• 施工中區域
• 高危險區域
• 權限管制區域

馬達運轉檢視

即時檢視已接上Sensor

之馬達之各項數值，並

提供互動視線高亮互動

以協助現場討論。

連接監視系統

可以隨時開啟已建置的視訊

系統進行檢視

• 區域監視系統
• 產線流程檢視
• 倉庫庫存
• 停車空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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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輔助技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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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多變環境光源之穿戴式視線
偵測與追蹤

1. 目前的眼動儀系統幾乎都是使用紅外線攝影機來拍攝人眼，但紅外線
長期照射眼睛會對人眼造成傷害。

2. 過去多為使用反光點來輔助偵測，但無法在多變的光源底下穩定的偵
測，且需架設多於的光源。

3. 雖使用三維資訊找瞳孔位置雖然會較為準確，但其運算速度無法達到
即時運算的效果。

4. 未來可以應用於醫療復健輔具產業、嵌入式系統產業、行為模式分析
之研究產業。

9

50 cm

室內光源與走廊自然光源
實際校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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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並可用於頭戴裝置的視線追
蹤與凝視點估計方法

目的:
1. 免除使用下巴支撐架。

2. 使用 WiFi 傳輸眼部影像，減少連接線材。

3. 提供一套可用於頭戴裝置之眼動儀硬體。

4. 延伸凝視點估計之多項式映射方法，使其可用於三維視線向量對應二維
視覺平面。

5. 將眼部模型的校正程序整合在映射模型建立的取樣期間內，作為整合式
校正流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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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並可用於頭戴裝置的視線追
蹤與凝視點估計方法

1. 眼動儀系統使用紅外光作為照射光源，其能量在安全範圍內，應可長期配戴使用
。因不需可見光，也可使用在內部較黑暗的頭戴裝置中。

2. 因為評估視線之方法不仰賴眼球上的反光，也不使用瞳孔或是虹膜中心位於眼框
中的座標位置，而是使用校正流程所建立之眼球模型，所以拍攝角度並不受限制
，只要能完整地拍到眼睛即可。

3. 凝視點估計使用視線向量與校正流程所建立之映射模型計算得出，不受眼睛與螢
幕之距離限制。

4. 頭戴裝置的螢幕與眼睛為固定距離關係，並不受頭部旋轉、移動之影響，因此能
夠免除使用下巴支撐架，為更彈性方便之方案。

11
校正流程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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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物聯節能技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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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影像檢測分析技術

 自動化視覺檢測系統，此系統檢測出工業生產線上之零組件如
Wafer、IC元件等圖像與其Golden Sample 之間的旋轉角度、形
變及位移變化，並評估其相似度分數以達成瑕疵檢測之效果。

 由自動化視覺檢測系統，可檢測產線料件的瑕疵，以取代人為
檢測，減少人為上的誤判及疏忽，這樣能夠提升生產線上的良
率，並同時將檢測之結果上傳至智慧工廠之雲端資料庫，隨時
都能觀看當前的檢測結果及狀況。

 進一步地分析檢測結果，從結果去檢視生產線上的狀況及問題
，以此提升智慧工廠之生產效能。

 本研究主要研發一套更快更準確的檢測演算法，具備與業界使
用之HALCON商業檢測軟體之競爭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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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影像檢測分析- Golden Sample - 與Halcon比較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本實驗室開發之軟體 Halcon
平均搜尋到之物件 4996.333496 4329

平均搜尋到之物件總數

本實驗室開發之軟體 Hal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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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影像檢測分析- Golden Sample- 與Halcon比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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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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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180
200

本實驗室開發之軟體 Halcon
平均搜尋時間單位(ms) 133.395508 164.675537

平均搜尋時間

本實驗室開發之軟體 Hal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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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影像檢測分析- Golden Sample- 結果圖

待檢測 Golden Sample 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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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影像檢測分析-瑕疵檢測之結果

 檢測結果

17

 將結果上傳至雲端



研究主軸二



NTUT SDRC

研究主軸二：
視覺駕駛輔助系統

 日夜間與各種不同天候之複雜道路環境中，偵測分辨在多重車道上各
種並行的行人、汽車與機車、以及路況資訊，以能提供有效的自動駕
駛輔助與交通狀況判別機制，包括行車紀錄、行車偏移偵測、行人與
障礙物辨識、駕駛疲勞偵測、自動巡航控制等技術模組，使其能完善
的輔助駕駛人判斷路況與自動化駕駛輔助控制。

 針對各種車載嵌入式運算平台，基於前一節所述低運算量與低功耗演
算法系列研究加以延伸發展，開發出適用於車載嵌入式車規平台之低
運算量高準確率智慧影像分析技術模組，並實現於TI車規DSP數位訊號
處理器平台，以及後續發展於NVIDIA多核心嵌入式車載運算平台上

 與華創車電公司的產學合作發展車輛全周障礙物視覺辨識技術（合作
經費共計285萬元）、與一二三視公司產學合作發展嵌入式污損車牌
自動影像檢測技術、與億像科技公司與佐臻科技公司合作開發與技轉
一系列針對嵌入式多核心處理器平台之新一代即時快速最佳化行車輔
助影像辨識技術模組、及智慧眼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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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機器學習技術之嵌入式車載視
覺輔助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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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車道及夜間車燈偵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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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載嵌入式車前障礙物即時偵測辨
識技術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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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DM6437低成本DSP平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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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Nvidia Tegra K1多核心平台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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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車周物件偵測系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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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方來車偵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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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車輛盲區偵測-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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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車輛盲區偵測-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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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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