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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現今由於多媒體技術的長足進步，互

動式多媒體資訊檢索系統廣泛地發展與

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這些系統不但要能

有效率的管理多媒體物件，亦必須擁有自

動辨識物件的能力。尤以視訊媒體的蓬勃

發展，視訊處理與利用的技術亦趨重要。

視訊自動分類、視訊摘要、語意檢索等技

術將成為視訊勘測上不可或缺的利器。 

 

我們認為視訊勘測在未來之發展深

具潛力，其重要性亦與日俱增。因此在此

計畫中，我們致力於以模型物件為基礎之

互動式視訊勘測技術之研究設計。我們欲

涵蓋之範圍包括：(1) 利用相關視訊處理

技術，設計以模型物件為基礎之互動式視

訊勘測系統；(2) 針對視訊資料的特性，

研究並設計視訊物件辨識與分析所應具

備之架構；(3) 針對視訊勘測 (video 

mining) 的需求，研發三種關鍵性視訊勘

測 模 組 : 自 動 分 類  (auto 

classification)、視訊摘要 (video 

summary)、 語 意 檢 索  (semantic 

retrieval)；(4) 依據三種勘測技術所獲

得之知識，探討如何將其應用於日益普及

的互動式多媒體資訊檢索系統，以提供更

便利的個人化服務。 

 

英文摘要 
At present, based on the tremendous 

progress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interactiv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s 
of the real world are being widely developed 
and applied. The systems are required not 

only to effectively manage multimedia 
objects, but also to present the ways of 
automatic recognition of objects. 
Particularly, with the fast growth of video 
sources, efficient video processing and 
utilizing technique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utomatic video classification, 
video summary, and semantic retrieval 
methods provide powerful support to meet 
this demand of video data mining. 
 

With its potential markets, we believe 
that the video data mining will b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In the project, 
we explore the design of an interactive 
model-based video mining and auto 
classification system. Our working items 
include (1) Based on the advanced video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we study an 
interactive model-based video mining 
system; (2)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deo data, we explore the framework of 
video objects recognition and analysis; (3) 
Based on the demand of video mining, we 
study three video data mining capabilities, 
which include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video summary, and semantic retrieval; (4)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btained in the 
video mining system, we aim to provide 
every customer the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of multimedia information from anywhere at 
anytime. 



 

二、 計劃緣由與目的 

近年來，多媒體相關的技術與應用迅

速蓬勃地發展，而其使用人口亦成指數型

態的方式成長中，多媒體資訊檢索系統之

重要性因而與日俱增。除了傳統文字媒體

的資訊檢索之外，圖片、音訊、視訊媒體

的大量出現，更加拓展了資訊勘測的領

域。在視訊媒體分類檢索的應用上，網際

網路搜尋引擎 (Internet search engine)、影
像資料庫  (video database)、隨選視訊 
(video on demand) 、 遠 距 醫 療 
(Tele-medicine)、數位圖書館  (digital 
library) 等系統都必須仰賴多數視訊勘測
技術的支援。由於過去眾多學者的努力，

文字媒體的資訊勘測已有相當成熟的研

究成果，然而在視訊勘測方面仍有許多議

題尚待深入探討。 
 
我們在瞭解各項技術在實作上的

關聯與互動之後，認為最主要的關鍵在

於將視訊資料模型物件化，而後以各項

視訊勘測技術定性定量分析，提供自動

分類的依據以及視訊摘要與語意檢索

所需具備的知識 (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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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以模型物件為基礎之互動式視訊

勘測系統架構圖 

 
在此計畫中，我們致力於以模型物件

為基礎之互動式視訊勘測技術之研究設

計。在此計畫中我們欲涵蓋之範圍包括：

(1) 利用相關視訊處理技術，設計以模型

物件為基礎之互動式視訊勘測系統；(2) 

針對視訊資料的特性，研究並設計視訊物

件辨識與分析所應具備之架構；(3) 針對

視訊勘測 (video mining) 的需求，研發三
種關鍵性視訊勘測模組: 自動分類 (auto 
classification) 、 視 訊 摘 要  (video 
summary)、語意檢索 (semantic retrieval)；
(4) 依據三種勘測技術所獲得之知識，由

於多媒體資料探討如何將其應用於日益普

及的互動式多媒體資訊檢索系統，以提供

更便利的個人化服務。 

 

由於壓縮技術的長足進步與儲存容

量的大幅提昇，影像數位化的趨勢日益明

顯。如何有效地分類並檢索龐大的影像資

料，當成為刻不容緩之研究議題。忻億股

份有限公司的產品，均和多媒體及視訊技

術有相當的關係，在儲存空間取得成本愈

來愈低的現在，使用該公司的產品而累積

大量的視訊資料是很常見到的情形。因

此，一個能夠針對視訊資料所自動分類及

檢索的系統，是忻億的產品相當需要的輔

助工具。 

 

有鑒於視訊勘測系統之建置已展

開，而其相關應用尚在不斷研究發展之

中。隨著視訊資料取得愈來愈容易，視訊

勘測系統的需求也是日益增加。設計建構

此一有效率之互動式視訊勘測系統 

(Interactive Video Mining System) 與

研發相關的視訊勘測技術為一同時深具

前瞻性與實用價值的課題。 

 

 

 

 



三、 成果報告 

本計畫於研究方法可分為五大部

份：(1) 研讀現有之互動式視訊勘測技

術，我們針對以模型物件為基礎之勘測技

術，做詳細而深入之瞭解。(2) 在研讀各

項技術以瞭解互動式視訊勘測之實際運

作流程之後，規劃此一以物件模型為基礎

之互動式視訊勘測系統，以符合互動式檢

索之需求。(3) 在此一互動式視訊勘測系

統架構下，探討各項視訊勘測技術。(4) 

透過各項視訊勘測技術之銜接與應用，我

們可以更加深入探討並改良互動式勘測

技術在實際層面的應用。(5) 在視訊勘測

機制方面，我們探討三種關鍵性資訊勘測

模組:自動分類、視訊摘要、語意檢索。 

 

在發展自動分類、視訊摘要、語意檢

索等資訊勘測模組時，我們和合作的廠商

忻億股份有限公司密切合作，忻億在視訊

擷取及視訊串流控制的技術上有相當豐

富的經驗，提供給我們方便的工具，以整

合各種不同的來源，及不同的壓縮方式的

視訊串流，使我們得以專注的在研究視訊

勘測技術的部份，而不需要花費力氣在處

理壓縮，解壓縮等部份。 
 

在自動分類模組中，主要從針對圖像

資料以其內容為基礎所延伸至視訊資料

而來的，主要的目的為作分類管理和擷

取。特徵萃取(Feature Extraction)的部份主
要是以像素的顏色作為特徵來比較圖像

之間、視訊之間之相似度。和之前的相關

研究的不同點，在於我們採用了一個新的

演 算 法 來 作 為 顏 色 特 徵 的 萃 取

(extraction)，此新演算法是以保有圖像之
moments為出發點，使所得之顏色特徵和
原圖像之資料有較小之誤差。另外配合常

見的視訊關聯 (Video Association)、運動
學分析 (Kinematics Analysis)等演算法而
得到的資訊，以最近鄰演算法 (K-Nearest 
Algorithm) 計算視訊物件之相似性，建構
自動分類之機制。 

 

至於在視訊摘要技術的研發上有兩

大要點。一是視訊內容的分析，二是依據

互動式介面提供使用者對於摘要類型的

選擇。透過換景偵測 (Scene Change 

Detection) 的技術的研發應用我們可以

將各場景 (Scene) 分離出來在時間軸上

每隔數張畫面再輔以關鍵畫面 (Shot)。

簡潔地表現出視訊摘要的架構，並且利用

各種視訊勘測技術預先分析並記錄各場

景的特性，以達成有效率的視訊摘要機

制。 

視訊經由自動分類及摘要的程序之

後，分別由視訊資料庫及摘要資料庫管

理。接下來就是檢索了。在檢索的部份，

使用者可以採用互動式檢索介面透過語

意檢索的方式來利用已經分類儲存的視

訊資料庫與摘要資料庫。忻億股份有限公

司由於有直接面對合作廠商及顧客，對使

用者的需求及圖形使用者介面的規劃均

有經驗，因此忻億協助我們建構文字(著眼
於加速跨平台之移植)及圖形(著重提高使
用方便性)的檢索系統。 

 

本計畫主要的開發環境以 Windows 
平台為基礎，採用 C++ 語言進行程式設
計。Windows 為目前最為廣泛應用的平
台，亦為大多數人所熟悉之作業環境。而 
C++ 語言的物件導向之特性，使得我們應
用在物件模型設計上有相當的便利性。另
外由於 C++ 語言亦具有可攜性，若有必

要亦可經由些許的修改移植到 Linux 或

FreeBSD等Unix-like作業系統上。 

 
四、 成果自評 

本計畫的研究人員透過這個計畫，學

習並熟悉視訊勘測及多媒體資訊檢索的

相關技術及應用。我們由研究發展中所得

到的經驗和成果可以提供資訊勘測上相

關資訊系統參考使用。此計劃所研發的三

種關鍵性視訊勘測模組將整合於互動式

視訊勘測系統上，進一步提昇系統之功能

和效率。同時，這些視訊勘測技術將可透

過互動式檢索介面，提供使用者更個人化

的視訊檢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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