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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智慧型傳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主要的目的在廣泛運用通訊、
電子、電腦等技術來增進交通傳輸的便利性與舒適性。而其中一項重要的應用，
即為汽車駕駛安全輔助系統，透過現今的電腦技術偵測出道路上危險的路況，包
含行人、腳踏車等障礙物，並適時的對駕駛員提出警告，以降低交通意外的發生。
在此計畫中，我們採用電腦立體視覺的技術，估算出道路上可能障礙物的距離及
位置，並利用障礙物外觀及其幾何關上的資訊，做進一步的影像處理及驗證。最
後，我們可準確的計算出障礙物在空間中相對於駕駛的位置，並決定是否要對駕
駛員發生警示的訊號。

關鍵詞：智慧型傳輸系統、駕駛安全輔助系統、電腦立體視覺、外觀幾何關係、
影像處理及驗證。

Abstract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is an application that integrates advanced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convenience, 
comfort, and safety of the transportation. 
One important application of the ITS is safe vehicle driving system. In this project, we 
adapt the stereovision technique to estimate the position of obstacles in the image. 
Then, the appearance and geometry properties of obstacles are taken to verify the 
existence of the obstacle. Our system can accurately calculate the 3D position of 
obstacles and automatically warn the driver if dangerous situations occur.
Keywords: ITS, stereo, geometry, appearance, 3D position.

二、 計畫緣由與目的

在現今汽車產業中，隨著電腦技術的發展及硬體設施成本的降低，使得原本只能
運用於專業領域的智慧型安全系統( Intelligent Safety System )，得以運用於一般
道路車輛。而智慧型汽車安全系統也是智慧型傳輸系統(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簡稱為 ITS )中重要的核心之一 [1,2,3]，目的在保障駕駛員或路上行人
及其車輛的行車安全，以降低交通事故的發生率。
在智慧型汽車安全系統上，用於道路障礙物辨識的感測器( Sensor )種類很多，其
中包含聲波感測( Acoustic )、公厘波雷達( Millimeter-wave Radar )、雷射雷達
( Laser Radar )、紅外線感測器（Infra-Red）及以電腦視覺影像分析(Computer 
Vision )為基礎的感測器，如 CCD( Charge-Coupled Device )攝影機 [4]。
以電腦視覺影像分析為基礎的障礙物偵測裝置，其所使用的偵測設備主要有
CCD ( Charge-Coupled Device )。其辨識原理是利用影像處理的方法來分析道路



上的交通情況，主要的優點包含裝置體積小及檟格便宜。另一方面，透過 CCD
相機所擷取到的影像，內容非常豐富如駕駛員所見一般，這使得電腦影像對道路
上障礙物的分析可更具彈性與多樣性。但天候的變化會影響到影像資訊的擷取效
果，經由影像處理的程序，這種因天候變化所造成辨識上的不定性可以降至最
低。因此，在此次計畫中，我們以電腦視覺 [5,6]作為智慧型安全系統的基礎，
並經由其他裝置的整合，以達到完全掌控路況的功能。
綜言之，我們計畫建構一個以立體電腦視覺為基礎之智慧型汽車駕駛安全警示系
統 [7]，藉以協助駕駛員在一些可能發生危險的情況下能提供適當的警訊，進而
減少因人為疏失而引起的交通意外事故。除此之外，智慧型汽車系統的設計尚須
達到即時偵測（Rea-Time Detection） 、可靠（Reliable）及能夠適用於不同天候
氣象的變化( Robustness )。

三、 研究成果與討論

在研究成果方面，第二年的成果，主要根據第一年所實驗的成果，將其實做於車
輛之上，考慮感測器及一些配備的擺設問題，並且研究及分析真實情況所會遇到
的問題，進而改進先前已發展的方法。因為一般道路上的外在環境變化非常大，
如下雨、起霧、陽光反射、白天至傍晚的亮度變化及物體陰影等問題。本期研究
將會針對各種環境下作實驗。

行人偵測

行人偵測包含下列兩個步驟：首先偵測出行人可能出現的區域，然後確認是
否真的為行人。而對於偵測行人可能出現的區域，一般的作法是偵測物體運動
（motion）或光學的流動（optical flow）。但這些方法通常只適用於相機的架設
位置是固定式的。
在我們的系統中，我們採用立體視覺的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使用結構化的分類
方法（classification method）解決影像對應（correspondence）的問題。接著對兩
張影像產生一個 disparity histogram，進而求得可能的障礙物（obstacle）位置。
然而在計算結構化分類時，兩張擷取影像的亮度的不同會影響到對應的結果，因
此我們利用 Mahalanobis Distance 來對兩張影像做 normalization，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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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i)是點 i 的亮度值，µ和σ是灰階影像的平均值和標準差。
在特徵點（feature）的選取上，我們選擇垂直的邊（vertical edge）作為我們的特
徵，所以結構化分類只針對這些垂直邊，而非針對影像上每一點，如此加快系統
的執行速度。而整個偵測可能區域的流程可分為下列幾個步驟。

步驟一：利用適合於兩張影像的垂直邊，產生垂直對應圖（vertical edge map），
然後以垂直對應圖計算為準，計算出 disparity。



步驟二：由於行人所在處，其 disparity的值會高於一般值，利用 disparity統計圖，
搜尋 disparity統計圖的高峰處，可以找出行人可能的位置。

步驟三：根據步驟二所標示出那些的區域，利用 window 搜尋可能的區域。而
window 的大小是根據導出的 disparity 值和行人的比例去估計的，我們
可以計算出這些可能包含行人的區域。

接下來將可能為行人的位置與所收集的影像資料庫作樣板比對，藉此確認是否有
行人的存在，我們採用 M-HD （M-estimation Hausdorff Distance）作為 distance 
metric。M-HD 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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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降低複雜的背景引起的錯誤偵測，我們取行人的步伐也就是下半身的部分來作
比對，如下圖所示。

為了減少樣板比對的次數，我們先利用 Genetic K-Means Algorithm [10]將影像資
料庫作分類。我們只需將輸入影像與各 cluster 的中心作樣板比對即可，若 distance
低於 cluster 的半徑即可確認此為一行人。

車輛偵測

接著我們將探討關於車輛辨識的方法與成果。許多的車輛辨識的研究都根據車輛
的形狀來判斷。在我們的系統當中，我們使用了車輛底部的陰影和車輛的垂直邊
來偵測車輛的位置，而且利用車輛的對稱性來作確認。
車輛的陰影即為車輛的 sign pattern，此概念是由 Mori 在 1994 年所提出 [9]，車
輛陰影的亮度比起一般地面的亮度低，因此我們簡單的利用一個 mask 即可將車
輛陰影擷取出來，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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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為偵測車輛的垂直邊，我們利用 Vertical Edge Mask 計算影像的垂直邊的
gradient，然後統計垂直投影的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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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以發現車輛的位置在統計圖上會產生一個 peak，我們只需擷取出 peak
的位置就知道是否有車輛的存在。
車輛搜尋的步驟首先估計車子在影像中的高度，定義出一統計的範圍，然後根據
統計圖搜尋出 peak 的位置來取得車輛的垂直邊。
取得垂直邊後可以利用此垂直邊的寬度來估計可能車輛在影像中的位置，定義出
一搜尋範圍來尋找車輛陰影的位置，如下圖。若此過程成功的搜尋則此區域為一
車輛的 candi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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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稱性是確認車輛的重要性質。在此次計畫中，我們定義一個 window，window
的大小會根據車輛的比例調整。經過灰階測試和水平邊對稱計算，我們可以過濾
掉一些不是車輛的區域。而對稱性的公式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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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x,y) 為點(x,y)的灰階值，H 和 W表示 window 的高度和寬度。

四、 計畫成果自評

在這次計畫中，我們利用影像立體視覺的技術，針對了道路行駛最可能的障礙
物，行人與車輛的，提出了一套有效的辨識方式。另一方面，我們將系統實際安
裝於車上，經由 DV 及 PC Camera 拍攝道實際道路的影像，進行系統的測試與驗
證。截至目前，我們所設計的系統，皆已符合計畫預定進度。
在我們系統中，對於行人的辨識，我們結合了以行人外觀與樣本比對的技術與方
法，發展出一套新的有效偵測辨識方式，而車輛辨識，目前的技術已經可以適用
於各種不同的天候狀況，甚至於在隧道內也可以正常運作。此外，我們的理論將
會於 9 月初投稿於國際會議及/或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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