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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論文利用影像處理及統計演算法針對移動
的雷射光斑影像(laser speckle patterns)進行次像素
級的定位分析。由於光斑影像具有獨特的重複與相
關性，其移動資訊可以應用於機械精密定位問題
上，但必須符合次像素級的精度要求。為了定位速
度的考量，在此我們利用特徵比對常用的 SURF 演
算法來萃取穩定的特徵點，並為光斑影像設計了次
像素級的統計比對法則，以去除錯誤的特徵配對點
方式來提高定位正確性。實驗結果顯示，利用我們
改良的 SURF 演算法及所提出的定位方法，可以計
算出精確的次像素(sub-pixel)級光斑影像移動方向
及位移資訊，同時在定位速度上也有不錯的效能。
因此，本論文所提出的次像素比對方法在未來應該
可以應用於機械精密定位的相關問題。
關鍵詞：次像素定位、關鍵點、尺度不變特徵轉換
(SIFT)、加速強健特徵(SURF)

1. 前言
雷射(Laser)是具有高同調性的一種光源，當雷
射光入射到一個較粗糙的表面時，便會產生高同調
性光的散射(Scatter)現象，接著當兩束散射光碰在
一起時，就會產生光的干涉效應[1]。而干涉效應
可分為建設性與破壞性干涉，建設性干涉會產生亮
的結果，而破壞性干涉則為暗的反應，因此干涉效
應的結果往往是呈現明暗排列的圖形，而這些高同
調性的散射光互相干涉的結果便會形成許多亮點
及 暗 點 的 影 像 ， 這 種 影 像 即 為 雷 射 光 斑 (Laser
Speckle Patterns, LSPs)。透過光學干涉作用，雷射
光可以產生細微之光斑，而光斑在尚未發現與位移
有關時，通常被視為影響影像品質之雜訊，但是，
自從有人發現位移與光斑具有相關性時，光斑之分
析便成為了一種量測技術。
相較於傳統 LED 光源在照射物體表面時所產
生之明暗陰影，由於雷射是一種高指向性的同調光
源，所以產生之細微雷射光斑能夠直接表現出物體
表面的紋理特徵，因此，利用雷射做為光源照射在
物體表面所產生之光斑影像擁有更好的解析度。由
於雷射光斑是來自於被照射物面散射光之干涉效應

所產生之不規則斑點圖形，所以雷射光斑能夠反應
出物面的三維資訊。在相同的雷射光學機構下，光
斑影像的形成與識別物件之材質及表面細微紋理相
關，即使在相同的材質表面上，不同位置的細微紋
理也不會相同，因此每一個物件表面之光斑影像均
可視為是獨一無二的，當光斑影像越大且涵蓋之物
面範圍越大時，光斑影像之獨特性便越高，而物面
之紋理又難以複製，因此對於特定之物面，雷射光
斑具有唯一又難以複製之特性[2]。因此藉由雷射光
斑影像的高解析度特性，我們可利用影像比對方式
來進行機械精密定位的工作。

2. 文獻探討
目前最常用的機械定位方式約有 20 種，每一種
皆有其應用的場合，學校最普遍使用的定位方式則
為伺服馬達或步進馬達驅動定位，定位精度可高達
0.1 μm，對於自動化工作者，則應熟悉這 20 種定位
方法並靈活運用於自動化設備中。此外，在產業界
則普遍使用微奈米定位技術，此技術可定位到 0.1
μm 精度以上，通常應用於植球機、拉線機等場合。
若將精密機械與微奈米定位技術結合，則可進行各
種加工或檢測，例如精密加工齒輪或微細零件等。
在奈米定位技術方面，近年來由於半導體加工產業
及生化科技的迅速發展，次微米生產設備逐漸成為
目前市場之主流。隨著各種產品尺寸的微小化，加
工精度的要求也跟著提升至數十個奈米的精度等
級。對於超精密加工及相關的精密測量與微元件檢
測技術而言，發展一個實用且具精密定位與追蹤功
能之工作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在奈米定位控制的技
術中，由於定位精度的要求，以至於對工作平台的
結構、致動器、感測器及裝配方式等皆較於傳統平
台有著更嚴謹的要求。為了達到真正精密定位的目
的，首先要使用高解析度的影像感測器，但此時的
定位精度只能達到像素(pixel)等級，如要進一步提
升精密定位解析度，就必須突破影像像素的尺寸限
制，所以，次像素比對技術便成為不可或缺的方法。
次像素技術在影像處理領域是一項重要的技
術，通常可應用於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3]、遙
測 影 像 (remote sensing)[4] 、 醫 學 影 像 (medical
imaging)[5]與機械精密定位(precise positionin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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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應用。為了解決傳統影像放大處理時所造成的物
體邊緣有鋸齒狀及模糊的失真問題，內插
(interpolation)法則是普遍使用的一種次像素技術
[7]。常用的內插法大致可分為三種:最近鄰居內插法
(Nearest-neighborhood interpolation)、雙線性內插法
(Bilinear interpolation) 與 雙 立 方 內 插 法 (Bicubic
interpolation) 。在完成內插法的運算後，為了提高
放大後的影像解析度，通常會針對邊緣再做進一步
的處理。雷射光斑影像不同於一般影像及遙測影
像，不需經過影像放大的內插法處理再進行次像素
的比對。
由於光斑影像具有不變形的獨特性，本論文擬
利用中山科學研究院所開發之「不變形光斑取像裝
置」[8]作為取像平台(如圖 1 所示)，並結合影像比
對識別法則，開發一種新的次像素級的比對方法。
此裝置已先後分別成功地應用於電腦滑鼠[9]與手
指導覽系統[10]之應用。同時，對於像素級的精密
量測與定位問題，利用樣板比對方法及從不同材質
平面所擷取之光斑影像，也已得到不錯之成果[11]。

用了中央極限定理[14]來剔除錯誤的配對集合。實
驗結果顯示，如此可以讓 SURF 演算法無論在速度
或精確度皆能超越 SIFT 演算法。以下我們即針對
研究方法與實驗結果等進行詳細的說明。

3. 研究方法
本論文之研究目的在利用不變形光斑影像進
行次像素(sub-pixel)精密定位，因為在定位時需比
對即時光斑影像與參考座標光斑影像之相對位
移，此位移是以二維感測器本身之感測像素長度為
量測單位，因此，位移精度會受限於感測像素長
度。如何開發新的光斑影像比對定位技術，突破感
測像素長度限制，以有效提高光斑影像定位精度就
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另外，如何在定位精度提升
時，同時也能加快定位速度，讓定位技術更精確、
快速，滿足市場需求，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本論
文所設計的光斑次像素定位流程如圖 2 所示。在進
行特徵比對之前必須先完成特徵點的萃取，特徵萃
取的方法是先後利用 SIFT[12]與 SURF[13]演算
法，分別從參考(reference)與目標(target)光斑影像
偵測出兩組關鍵點(keypoints)。接著從這兩組關鍵
點找出配對成功的集合，最後再進行次像素定位的
計算。因本論文主要是修改 SURF 演算法及使用於
次像素定位問題上，所以接下來我們先說明 SURF
演算法的原理，接著解釋比對的方法與次像素定位
點的計算方式。

圖 1: 雷射光斑取像裝置[8]
在利用光斑影像進行特徵比對之前，首先我們
必須要能從影像中找出穩定之特徵點。一個好的特
徵點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特徵點要有高
的識別性，也就是找到的特徵點要具有相當的特色
與獨特性；第二，必須要有容易的匹配性，也就是
要有高的匹配正確率；第三，特徵點必須對於不同
的影像破壞處理具有不變性。一般而言，一個完整
的特徵點演算法可以分為兩個部份，一為特徵點擷
取，一為特徵點描述。在本論文中，我們首先會針
對許多常用的特徵運算子(feature interest operator)
進行分析，接著提出一種精確且快速的次像素
(sub-pixel)影像比對演算法。分析的運算子包括常用
的 SIFT[12]與 SURF[13]兩種運算子及 SURF 的修正
版 ， 目 的 是 先 用 來 進 行 特 徵 點 偵 測 (feature
detection)，每一個特徵點對應到一個像素，此時可
達到的比對精確度(matching accuracy)為像素級。接
著，我們將這些偵測到的特徵點當作計算平均中心
點的集合。最後，利用分別由參考影像與目標影像
特徵點集合所得到的兩個中心點位置，計算其位移
量。此時，得到之位移量精確度已可達到次像素等
級。針對速度快但精確度較 SIFT 差的 SURF 演算
法，我們在進行計算平均中心點之前另外加上了使

圖 2: 光斑次像素定位流程圖
3.1 SURF
SURF 演算法以 SIFT 演算法之概念為出發
點，於 2006 年由 Bay 等人提出，首先用 Fast-hessian
及方框濾波檢測積分影像中之特徵點，接著以 Haar
小波運算計算出特徵點及特徵向量，最後利用特徵
向量做特徵點之比對進行影像辨識。特徵點檢測部
分，首先建立不同尺度的積分影像金字塔，影像的
x 區域積分影像 I  ( x) 可由公式(1)得到。
i x j  y

I  ( x)   I (i, j )

(1)

i 0 j 0

其中 I (i, j ) 為座標 (i, j ) 的像素值。針對 x 區域藉
由 A  B  C  D 可計算出灰階值的總和，如圖
3 所示，這個運算只需要三次加法及四次記憶體存
取即可得到。藉此得到積分影像並利用不同大小之
海森(Hessian)矩陣遮罩建立尺度空間金字塔及進
行特徵點偵測，圖 4 為 SIFT 與 SURF 尺度空間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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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塔對照圖。SIFT 是使用固定的高斯函數遮罩與
影像進行多次運算建立不同尺度的積分影像，而
SURF 則是使用不同大小的海森矩陣遮罩與影像進
行運算，利用不同大小的海森矩陣可以得到不同尺
度的積分影像。

圖 3: 針對積分影像計算某區域之灰階值總和示
意圖

圖 4: SIFT(左圖)與 SURF(右圖)尺度空間金字塔對
照圖
在得到積分影像的尺度空間金字塔後，SURF 利用
海森矩陣進行特徵點的偵測，海森矩陣公式如公式
(2)所示，公式 H ( x,  ) 中的 x 表示像素點座標，
為尺度因子， Lxx ( x,  ) , Lxy ( x,  ) 和 Lyy ( x,  ) 則
為影像與高斯二階導數計算之結果。

 Lxx ( x,  ) Lxy ( x,  ) 
H ( x,  )  

 Lxy ( x,  ) Lyy ( x,  ) 

(2)

為加速計算速度，SURF 使用 Fast-Hessian 的方法，
以方框濾波取代 SIFT 的二階高斯濾波，並簡化海
森矩陣遮罩的方法，將海森矩陣取其近似值。如圖
5 所示為高斯(Gaussian)二階偏微導數，簡化方式為
將灰色部分設定為 0 以加快計算速度。圖中左半部
分別為 SIFT 之 y 方向及 xy 方向遮罩示意圖，右半
部分別為簡化後之 y 方向及 xy 方向遮罩示意圖。

圖 5: SIFT(左半部)及 SURF(右半部)特徵點偵測遮
罩示意圖
在取得特徵點座標之後，SURF 以特徵點為中
心，6  為半徑，每 60 度為一區預計算 dx 和 dy
之總和，以最大值之區域做為特徵點之主方向。接

著再以特徵點為中心，取 20  之區域，每 5  為
一個單位分成 4*4 個子區域，每個子區域進行 Haar
小波運算分別計算出 Σdx、Σdy、Σ|dx|和 Σ|dy|四個
總和向量為特徵點之特徵向量，4*4 子區域共有 64
個值，意即一個特徵點有 64 維的特徵向量。這個
特徵向量比 SIFT 的 128 維向量少了一半，自然
SURF 在比對特徵向量時速度較快，但因採取了許
多簡化運算，精確度會比 SIFT 差。
無論 SIFT 或是 SURF 演算法，在進行影像辨識
時，皆會將參考光斑影像以及目標光斑影像先進行
特徵點的尋找並且針對每一個特徵點給予特徵向
量。在進行兩張影像比對時，是將兩張影像所有的
特徵點之特徵向量進行歐氏距離的運算，並將運算
結果距離最近的兩個特徵點視為相同的特徵，如此
即為配對成功。若是配對成功的特徵點數越多則能
代表兩影像的相似性越高甚至包含有相同之物件。
SURF 不僅在特徵點偵測上能夠保留旋轉及
尺度不變性，在計算上的簡化也能夠提升計算速
度。在影像匹配階段，由於 SIFT 與 SURF 特徵向
量長度各為 128 維與 64 維，所以 SURF 在特徵點
比對時也能大幅提升計算速度，並且能夠在計算速
度與影像比對效能上取得良好的平衡點，因此成為
本研究所使用之方法。為了瞭解 SURF 與 SIFT 的
詳細差異，接下來我們說明 SURF 特徵點擷取與描
述演算法的三個步驟: (一)特徵點的偵測；(二)特徵
點描述子的生成；(三)特徵點的匹配。
(一) 特徵點的偵測
SURF 特徵點的偵測是進行 SURF 匹配的第一
步，其目的是在尺度空間中尋找明顯的候選特
徵點以參與後續的匹配。特徵點的偵測首先需
要對原影像建立尺度空間，然後在不同的尺度
空間上分別偵測出極值點，並對極值點進行精
確的定位。
(二) 特徵點描述子的生成
SURF 演算法中首先會確定特徵點的主方向從
而使其保持旋轉不變性，接著才對特徵點進行
描述。
(三) 特徵點的匹配
在從參考光斑影像與目標光斑影像萃取出特
徵點後，接下來就是進行兩影像之特徵點匹配
的工作，匹配的步驟可分為:快速索引匹配、最
鄰近點匹配與基於平行斜率的匹配演算法等
三項。
無論採用何種特徵描述子和相似性判定度
量，配對錯誤通常是難以避免的。所以特徵點匹配
完畢的下一步主要做的就是要去除候選匹配點中
的錯誤配對。一般常用的去錯配點方法是
RANSAC[15]演算法，這個方法也用於 SIFT 剔除
錯誤的關鍵點配對。因此，特徵點在進行完初始匹
配後，可以先利用 RANSAC 針對可靠度較高的匹
配點對進行約束矩陣的估計。當動態影像移動在高
速的情況下時，考量 SURF 特徵點的提取速度，我
們不可能對整幅圖像來進行特徵點萃取。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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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只能選取目標影像中的某一區域進行 SURF 特
徵點提取。而在影 像較小時，由於影像中的匹配
對過少，所以無法使用 RANSAC 演算法的估計模
型，本論文要處理的光斑影像屬於小影像
(128x128)，所以並不適用 RANSAC 演算法。針對
這種情況，我們提出了一種基於平行斜率的匹配方
法。
由於相鄰兩張光斑影像的移動為線性關係，所
有配對正確的集合應該是一組具有相同斜率的直
線。我們可以利用這個性質，挑出斜率不同的配對
予以剔除即可。換句話說，相較於參考影像，當目
標影像發生線性位移時，若進行了正確的匹配，則
集合當中特徵點與特徵點之間的連線應該是互相
平行的。

運算速度可以大幅提升。實驗所使用的影像資料庫
由中山科學研究院材料暨光電研究所雷射物理組
所提供。取像時間為 2013 年 3 月 28 日，取像方式
首先在滾珠螺桿精密移動平台上架設光斑取像裝
置，再以程式控制穩定地沿著由右向左的水平方向
每次移動 0.1 個像素並取像，擷取的影像序列數量
為 402 張，每張大小皆為 128x128 像素。
在分析實驗結果之前，我們先說明實驗進行的
環境。論文所使用的硬體為個人電腦一台，配備有
中央處理器(Intel(R) Core(TM)2 Quad CPU Q9400
@ 2.66Hz) 與 主 記 憶 體 (4.0GB (3.87GB 可 用 )
DRAM)。在軟體方面有作業系統(64 bit Windows
7)、程式平台(Visual Studio C++ 2010)及影像函式
庫(OpenCV 2.4.6)。
為了驗證單獨使用 SURF 與 SIFT 方法及加上
統計剔除離群值法後，在計算次像素移動量的效能
比較結果，我們在這裡分別設計了六種實驗：
1. 單獨使用 SIFT 法分別尋找參考影像與目標影
像之關鍵點，並利用關鍵點特性進行一對一對
應，接著計算所有對應點集合之水平座標差
值，最後計算所有差值之平均數即為影像位移
量。
2. 單獨使用 SIFT 法分別尋找參考影像與目標影
像之前十個強關鍵點，接下來的步驟與 1.相
同。
3. 單獨使用 SURF 法分別尋找參考影像與目標影
像之關鍵點，接下來的步驟與 1.相同。
4. 使用 SURF 法分別尋找參考影像與目標影像之
關鍵點，並進行一對一對應及計算所有對應點
集合之水平座標差值，接著取所有差值之平均
數與標準差，運用離群值公式剔除誤差明顯之
資料，再次計算平均值即為影像位移量。
5. 使用 OpenSURF 法並只計算垂直(Upright)方向
與省略高斯(Gaussian)濾波功能，藉此尋找參
考影像與目標影像之關鍵點，接下來的步驟與
1.相同，以驗證加速效能。
6. 使用 OpenSURF 法並只計算垂直(Upright)方向
與省略高斯(Gaussian)濾波功能，藉此尋找參
考影像與目標影像之關鍵點，接下來的步驟與
4.相同，以驗證加速效能。

3.2 光斑影像之次像素比對
在利用 SURF 演算法萃取出特徵關鍵點後，我
們在進行配對時使用了中央極限定理[14]來剔除錯
誤的配對集合。依據定理，樣本數量至少需大於三
十筆資料，如此則可將這些樣本視為母體且當母體
呈現高斯常態分布時，我們可以從平均數為  ，標
準差為  的母體中，隨機地抽取大小為 n 的獨立樣
本 X 1 , X 2 ,..., X n 。其機率密度函數可表示為

f ( x;  ,  ) 

1
( x   )2
exp(
)
2 2
 2

(3)

離群值由於樣本異常可能會發生統計估測錯誤問
題，此時可藉由偵測離群值的方法加以剔除，在這
裡我們使用高斯模型來偵測離群值，而離群值的測
定範圍表示如下

X n    1.5 or X n    1.5
若樣本 X n 落在此範圍內則可視為離群值。

(4)

在整組光斑影像以水平移動的實驗環境下，我
們以穩定的水平方向變化量做為統計離群值的評
估標準。令 n 為配對成功的數量， X i , i  1,..., n 且

X i  Pi b ( x)  Pi a ( x) 表 示各 個配對 之特 徵點差
值。假設計算出來的差值平均值與標準差分別為

x

x ， 而 設 計 的 離 群 值 測 定 範 圍 為
X n   x  1.5 or X n   x  1.5 。依據此標
和

由於篇幅限制，我們在本論文中僅將最重要的
實驗 4 結果進行說明。在實驗 4 中，演算法首先
使用 SURF 從相鄰兩張光斑影像分別萃取出所有
特徵點，接著運用影像特徵點之特徵向量進行配
對，再計算出每個特徵點之間的位移偏量(包含水
平方向與垂直方向)。最後再將這些水平位移量及
垂直位移量做進行統計分析並剔除離異較大的偏
移量，再將剩下之位移量進行均值運算，即可得到
相鄰兩張影像之相對位移量。圖 6(a)、(b)及(c) 分
別代表 SURFS 演算法計算之水平位移量、垂直位
移量及水平位移累積圖。由表 1 可以得到，實驗 4
雖然在比對時間比實驗 3 多花了 0.00006 秒，但是

準檢測資料的正確性時，我們將離群值從 X i 當中
剔除後再重新計算 X i 之平均值，此即為具有準確
性之影像位移量。

4. 實驗結果與分析
本實驗目的在於分析從 SURF 演算法萃取出
的特徵點，經過統計剔除離群值的方式後，是否真
正能提升光斑影像進行次像素定位的準確度?同時
驗證使用 SURF 演算法加上統計剔除離群值法
後，次像素定位準確度趨近於 SIFT 演算法，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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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已成功地降低至 0.007699 像素，而且 FPS
仍然可以維持在 166.112。另外，SURFS 演算法的
標準差介於實驗 1 與實驗 2 之間，同時具備了穩定
性及即時性。

SURFS

度的位移定位。由於光斑影像對在執行即時比對
時，參考座標光斑影像之相對位移是以二維感測器
本身之感測像素長度為量測單位，所以，位移精度
會受限於感測像素長度。因此，本論文目的在於開
發新的光斑影像比對定位技術，突破感測像素長度
限制，以有效提高光斑影像定位精度。本研究成果
預期在定位精度提升時，同時也能加快定位速度，
讓定位技術更精確與快速，以滿足市場需求。
為了滿足擷取出來的特徵點具有強健性
(robustness)與不變性，以備在接下來的比對工作能
準確與快速，我們在特徵擷取部分先後使用了
SIFT、SURF 與 OpenSURF 運算子來進行穩定特徵
點的偵測。在次像素精度位移量的計算部分，我們
首先使用了離群統計法將錯誤的配對移除。接著，
分別對參考影像與目標影像剩下的配對集合計算
平均中心點。最後，利用這兩個中心點計算出參考
影像與目標影像之間的次像素位移量。對於加速的
處理，我們針對 OpenSURF 運算子增加了兩種選
項: 只計算垂直(Upright)方向與省略高斯(Gaussian)
濾波運算。
實驗結果顯示，這三種特徵萃取運算子，不管
在速度或精確度上的表現都各有所長，且能解決光
斑影像對次像素位移之定位問題。SURF 運算子擷
取特徵點的速度較 SIFT 運算子快，但 SIFT 運算
子精確度較 SURF 運算子高。加上本論文所使用的
離群統計法移除錯誤的配對後，可改進 SURF 精確
度較差問題，讓 SURF 運算子在精確度上逼近且
速度可以大幅超越 SIFT 運算子。OpenSURF 在選
擇只計算垂直(Upright)方向或省略高斯(Gaussian)
濾波運算時，執行速度的確可以比完整使用
OpenSURF 運算子時快，達到加速的要求。為了讓
使用者能方便的根據個人需求來選擇三者之一的
方法，我們同時在論文也設計了一個使用者介面，
讓使用者能方便地來選擇適合的運算子及選項，進
行精確且快速的光斑影像對次像素定位計算。
綜合以上所述，本論文所提方法已可解決雷射
光斑影像次像素級的比對問題，且可在精確度與速
度效能上有雙重的改善。因此，本論文所提出的次
像素比對方法在未來應該可以套用於機械精密定位
的相關應用上。此外，未來的改良方式可以朝向利
用繪圖處理器(GPU)等硬體加速方法讓執行速度可
以再向上提升一個層次。

尋找特徵點的時間

0.00586 秒

誌謝

特徵點比對的時間

0.00016 秒

FPS

166.112 frame/second

標準差

0.007699 pixels

(a)

(b)

(c)
圖 6: SURFS 演算法比對結果
表 1 SURFS 影像比對分析對照表

本論文為中山科學研究院產學研科專計畫之
相關成果，感謝中科院在研究經費上之支持，計畫
編號為 103-EC-17-A-04-0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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