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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為了要能精確的找出視訊畫面中的物
件，以便就個別的物件進行運動估計和編
碼，在這篇報告中提出了一個依據視訊中
物件移動等訊息，自動將物件從視訊畫面
中分割出的演算法。這個具記憶性的演算
法能參照過去數張畫面的分割結果，並依
此來得到一個穩定的分割結果。

關鍵詞：MPEG-4、物件、分割、記憶性

Abstract

To locate objects in the video 
sequences precisely so that each object can 
be motion estimated and coded, respectively, 
this report proposes an algorithm to 
automatically extract objects based on 
motion information. This algorithm with 
memory can refer to segmentation results 
from past frames from which a stable 
segmentation can be derived.

Keywords: MPEG-4, object, segmentation, 
memory

二、緣由與目的

隨著 MPEG-4 在 1999 年定案，可以
預期的是，MPEG-4 將如同過去 MPEG-1
及 MPEG-2 一樣，會有重要的應用。但
MPEG-4 與過去 MPEG-1 及 MPEG-2 不同
的是，它是一個以物件為基礎的標準，可
以針對個別的物件(object)進行編碼及處
理。因此我們對於個別物件的編碼及處理
感到很有興趣。

其中個別物件的編碼及運動估計，為
顧及各項實作成果相容性的問題，這些規
格多已有標準化的做法[1]。但我們也發現
了如何從視訊影像中產生個別的物件(通
常稱之為物件視訊平面 (Video Object 
Plane，或簡稱 VOP)來說，這仍是個開放
的議題，過去的方法主要分為半自動產生
和自動產生兩種方式，這兩者的差別主要
在於產生的過程中是否有人為的參與。而
其中自動產生的方法由於不需人為的參
與，固然在應用上限制較大，但同時也可
以減少人力的負擔，而過去也曾有若干學
者提出相關的演算法。其中主要的精神在
於利用通常有興趣的物件會移動的前提來
當作一個重要的分割線索[2-5]，以獲取一
個有意義的物件。然而，光是運動的訊息
尚不足以精確地劃分出物件的輪廓，所以
可再輔以影像處理中空間分割的方式
[6]，以得到較佳的效果。

然而就實地的觀察中，我們發現單是
用上述的方式所產生的結果很不穩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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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物件可能在某些畫面中暫時不移動，或
是只有其中部份有移動。就空間分割的部
份而言，即使是連續兩張影像分割出來的
區域個數及形狀都有相當的差異，因此我
們在這篇報告中提出一個演算法來解決上
述的這些問題。

Mech 跟 Wellborn[5]提出參考近幾張
畫面每個點隸屬 VOP 的情形來減小每張
畫面中運動的差異。這個方法雖然簡單而
有效，但因為沒有使用空間分割的方式，
使得其為了改善物件的輪廓的精確度而必
須要做多次後續的影像處理。另外，Kim
等人[6]提出了結合空間分割的方法，但是
其所採用的記憶方式需要做分割區域的配
對和映射，而空間分割後的區域往往是不
規則形狀且前後張畫面區域的大小及個數
不一，這使得實作上較為困難，執行時也
需耗費較多的時間。

我們提出的方法主要的精神在於保留
記憶方法的有效性和簡單性，但仍可以利
用到空間分割的優點。在報告的第三部
份，我們將介紹產生的方法及結果。

三、方法與結果。

我們的做法是去估計並記憶每一分割
區域有運動的機率，並以此記憶協助往後
的物件分割。對於每一個區域，我們記憶
的方式如下列的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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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i所代表的即為區域 Ri隸屬於 VOP
的機率。另我們可以利用統計學中假定測
試的觀念，來判定每張影像中的點是否有
發生運動，並以一張稱之為變動偵測遮罩

(Change Detection Mask，簡稱 CDM)的二
元影像來表示。若用假定測試得到的影像
為 CDMi，我們把 CDMi 套至 MEM(即利
用記憶的內容)，可得到一個新的 CDMs，
套用的方法如下：

ppMEMpCDMpCDM is ∀= )},(),(max{)(

最後，可以用如下的式子來判定一個區域
是否隸屬 V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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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代表區域邊界的點，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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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一個區域中如果有足夠多
的點有運動，那麼此區域即被判定為 VOP
的一部份；另外，若邊界中有足夠的點有
運動，且區域中的點也有一定程度的運
動，那麼也可以將此區域判定為 VOP 的一
部份。後者主要是基於一個均勻材質的區
域即使有運動，單單去量測區域內各點的
差異仍會很小，因而容易被誤判為沒有移
動。而區域的邊界因在灰階上通常有頗大
的落差，只要有移動就能使連續兩張影像
產生較大的差距，可充分反應出有運動的
情形，因此一併列入考慮。

估計每個區域隸屬 VOP 的機率 pi 可
由 CDM 的值除以該區域的點數來得到。
為求精確，我們可同時將只含區域邊界部
份及不考慮先前畫面的 CDM(即 CDMi)而
除得的值給若干權重取平均來得到最後的
機率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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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再提高分割的正確性，我們也設
計的如下的機制：

(一) 若一個區域鄰近顏色相近的點若大
部份皆隸屬於 VOP，則此區域亦屬
於 VOP。這樣的步驟可反覆若干
次，直到沒有新的區域因此被劃為
VOP 為止，即收斂的情形。

(二) 有些背景區域(非 VOP 的區域)中的
若干點有不斷的運動，但因只佔背
景區域的一小部份而跟著被判為背
景。這種情形下，只要它們(1)最近
有成為 VOP 的記錄、(2)最近仍有運
動的情形，我們仍然給那些點有機
會變成 VOP 的一部份。

(三) 可以在針對產生的 VOP 之輪廓透過
濾波器來修飾，以減少錯誤及使其
輪廓更加平滑。我們採用的有(1)長
條的濾波器，即若濾波器的兩端皆
為黑點(白點)，則濾波器涵蓋的點皆
為黑點(白點)。這可減少空間分割時
部份突出或凹陷的區域。(2)形態眾
數濾波器[7]，即一方形濾波器中，
若其涵蓋的點中大部分為黑點(白
點)，則其中心區域修改為黑點(白
點)。

我們利用 352x288，300 張畫面 CIF
格式的視訊檔進行測試。測試的視訊檔包
括常見的 Akiyo 及 Mother & Daughter，其
結果如右附圖一、二：

四、結論
儘管在某些特定的影片當中，自動化

的分割物件方式可以得到不錯的結果。但
對任意影片情形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因

圖一、Mother & Daughter

圖二、Akiyo
此結合人為的處理仍是個不錯的方向。此
外，目前大部份的視訊檔都是以壓縮的形
式儲存，其資料量較解壓縮後播放的資料
量小很多。因此，如何在壓縮檔中直接進
行 VOP 的分割亦可成為未來一個研究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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