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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眼動儀為下世代智慧型電子產品的重要人機介面，此系統可以用於
分析使用者的意圖與關注點。本計畫目標是實現高速眼動儀系統所
需的晶片系統。它首先分析人臉影像，進行頭部姿勢估計與補償
，再據以計算眼睛位置。切割出眼睛影像後，先進行影像增強，再
執行模型匹配與凝視方向估計等。模型匹配引擎產生許多可能的凝
視角度參數的候選值，並參考前後張的影像，做最後進行凝視方向
的估計。

中文關鍵詞： 眼動儀，可見光，晶片設計

英 文 摘 要 ：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uman-machine interface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mart consumer electronics, the gaze
tracking system aims at analyzing the user point of
interests as well as their intentions.
The project aims to develop the chips as well as their
software systems. The direction of the human head will be
estimated in the first stage. Then the locations of eyes
will be determined. The eye images should be enhanced first
to make the eye model match reliab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there is a need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algorithm/chip to determine the final gaze locations from a
set of eye model matching results.

英文關鍵詞： gaze tracking system, visible light, chip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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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類接收資訊的來源有 80%以上來自視覺。眼動儀透過追蹤眼球運動來獲得凝視點。透過分析視

覺行為過程的資訊，可以應用於認知心理學、商業、醫學和人機介面等。為了更方便有效地蒐集眼動

資訊，眼動追蹤技術也不斷的發展與創新。但是可見光眼動儀在支援頭部移動仍有許多困難與挑戰，

例如：在影像中如何穩定地追蹤眼睛，如何建立空間中眼睛、攝影機與螢幕之間的相對位置關係，還

有每個人主視眼不一的情況。本計畫擬開發出的高速可見光眼動儀系統晶片，而根據我們過去的研究

成果，眼動儀的關鍵技術在於頭動補償。本計畫第一年的重點即為開發高精準度的眼角偵測，用於定

位與眼球的相對位置，在頭動補償中眼角偵測的座標也用於估計頭部在影像中的相對移動，以校正程

序建立空間中眼睛、攝影機與螢幕之間的相對位置關係，並偵測主視眼。透過眼角偵測與頭動補償的

方法，進一步改善了凝視點估計的精確度。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第一年完成的計畫目標有三：(一) 頭部姿勢計算演算法設計，(二) 眼角偵測演算法改進，

(三) 凝視點最佳化演算法改進。 

 

1. 第一項主要貢獻乃持續改進本研究團隊原先的可見光眼動系統。我們加入頭動補償的機制，進

一步降低應用環境限制，所開發的眼動系統能在使用者移動後，依然可以準確地追蹤讀者凝視

座標。 

2. 第二項主要貢獻是提出一套眼角偵測的方法。以臉模型的結果為基礎，進一步定位眼角位置。 

3. 第三項主要貢獻是提出主視眼偵測的方法。當人們閱讀時，通常會主要使用某一隻眼睛觀看，

而另一隻眼睛為輔助。這樣的情況下，眼動儀會偵測出的凝視點會有不同的精準度。我們提出

一套偵測主視眼的機制，經由校正階段，可以有效分析使用者在移動位置的情況下主要使用哪

隻眼睛在觀看螢幕。 

 

三、文獻探討 

利用眼動儀系統來進行使用者在閱讀行為上的分析已被廣泛研究，透過眼動資料的軌跡與觀看順

序，進一步了解使用者在觀看時的思考行為，然而眼動儀應用的最大問題，仍是支援頭動補償的問題。

為了支援眼動儀的頭動補償，我們關注兩大議題，一個是頭部移動向量的估計，另一是凝視點座標的

補償。為了估計頭部移動向量，透過偵測內眼角來追蹤影像中的眼睛，因為內眼角是臉部特徵中最穩

定的，較不受到觀看行為時眼部肌肉使用的影響，而為了補償頭部移動對凝視點造成的影響，透過建

立眼睛在三維空間的相對位置，以補償頭部的移動。而頭動補償方法主要有三大類，第一種方法是基

於模型匹配的方法，估計三維空間中的眼睛位置與視線向量，以獲得凝視點的相對方向，優點是直接

估計三維空間中的凝視點，理論上能得到最精確的結果，缺點是需要校正較多的環境與眼球模型參數。

第二種方法是基於幾何計算的方法，找出參考點與凝視點的相對位置關係，優點是不需在三維空間中

進行凝視點估計，簡化了計算同時獲得不錯的精確度，缺點是需要使用固定位置的紅外光 LED 燈，對

設備限制較多。第三種方法是基於回歸分析的方法，建立映射多項式以補償頭動造成的凝視點改變，

優點是只需要校正較少的參數就能達到頭動補償，缺點是以多項式近似結果因此整體精確度較差。 

 

四、研究方法 

本文提出的眼動儀系統架構如圖一，分別為九點的凝視點校正、三點的頭動校正與凝視點估計。九

點的凝視點校正時，偵測影像中眼角位置，將眼角位置作為眼球追蹤與頭部移動追蹤的參考基準。並

建立眼球模型，用以估計眼球的旋轉角。最後估計三維世界坐標系中眼球還有設備的位置參數。在觀

看三點的頭動校正時，估計頭動向量以獲得頭動向量的縮放係數，建立影像中頭動向量與世界坐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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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頭動向量的關係，即可透過輸入的影像估計出世界坐標系中的頭動向量。凝視點估計時，估計使用

者的凝視點，輸入觀看螢幕任意點的影像，計算其眼球旋轉角並轉換為視線方向向量，再藉由校正時

獲得的眼球初始位置與頭動向量比例的資訊進行頭動補償，並計算出凝視點。 

 

 
圖一 系統架構圖 

4.1 眼角偵測 

當受測者在使用眼動系統時，其頭部移動後，影像中眼睛位置也隨著不斷變化，必須改變眼球模型

的位置，使眼球模型位置與影像中虹膜中心的位置同步，才能成功的獲得正確的虹膜匹配結果。為了

讓眼球模型在頭部移動的情況下也能有效地執行，需要一個參考點來追蹤眼睛區域。內眼角能夠穩定

地隨著眼睛移動，且較不會因為觀看過程中的肌肉運動而明顯改變。所以選擇內眼角做為參考點，偵

測每張影像的眼角，讓每張影像的眼睛區域能夠對齊在一起。眼角偵測必須夠穩定，否則幾個像素的

偏差，可能會大幅影響匹配結果的精確度，進而造成系統誤差的累積。因此我們提出一個高精確度的

眼角偵測演算法如圖二。 

 

圖二 眼角偵測方法流程 

 

眼角偵測的困難點在於眼角影像的邊緣是漸層且模糊的。所以先搜尋較可靠的水平位置如圖三(a)

與(b)所示，再縮小範圍搜尋垂直位置，如圖三(c)與(d)所示。為此我們提出了評分方法，作為眼角特徵

的判斷依據，並盡可能減少皮膚紋路或反光點對偵測果的影響，主要以梯度計算來獲得邊緣，並利用

灰階的比值作為權重來放大眼角區域的分數，再根據外型辨識較大的雜訊加以去除，其中左眼角與右

眼角使用相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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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眼角偵測範圍 (a) 眼角水平方向搜尋示意圖 (b) 眼角水平位置示意圖  

               (c)眼角垂直方向搜尋示意圖 (d)眼角水平與垂直位置示意圖 

 

演算法的第一步是利用眼角外觀在水平方向有明顯的亮暗變化。首先從眼角影像挑選出其中

一行的像素並統計其灰階亮度值，為了偵測出皮膚與眼睛交界的邊緣，先進水平行梯度計算 (式

(一))，計算搜尋範圍內每個像素座標(𝑥, 𝑦)的梯度值 𝐻𝛼，透過兩個相鄰距離α的像素灰階值相減，

而調整取值間隔α，可以使眼角處梯度值更明顯，這是因為眼角在影像中的邊緣是模糊且漸層的，

若沒有使用較大的取值間隔，梯度結果就可能無法正確地反應出眼角的邊緣特徵。 

 

𝐻𝛼(𝑥, 𝑦) =   𝐼(𝑥 − 𝛼, 𝑦) −  𝐼(𝑥 + 𝛼, 𝑦)…………………………………..…………....(1) 

 

對全部搜尋範圍的眼角影像，如圖四(a)，進行水平方向梯度計算，本文中梯度公式的取值間隔α

=2，α值可以根據影像的解析度進行調整，結果如圖四(b)，可以觀察到，眼角的梯度值確實較其

它區域高，但是其它區域因為皮膚紋路或反光點的干擾，也會產生梯度值較高的區域，且眼角區

域的梯度值和其它區域梯度值差異其實不大。因此可以透過將梯度值取平方計算來放大數值，首

先只有正值梯度的區域符合眼角特徵，而負值梯度的區域不是眼角偵測的目標，所以先將負值梯

度區域的數值歸零，正值梯度區域的數值取平方計算，結果如圖四(c)，觀察梯度值平方後的結

果，可以注意到眼角處的數值明顯被放大了數十倍，眼角處的數值和其他區域的數值差異也變得

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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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四 水平梯度計算 (a) 原始影像 (b)水平梯度值分布 (c)梯度平方後的分佈 

 

垂直方向的眼角處也有亮暗變化，因此當水平方向位置確認之後，可以使用相同的眼角評分

方法，用於垂直方向的眼角初步定位，因為眼角缺乏明確水平邊緣，有多個位置都有類似眼角特

徵的水平邊緣，如圖五(a)，紅框內的黑色虛線標示了眼角周圍的水平邊緣，對影像進行梯度計算，

並將梯度值以顏色表示，如圖五(b)，藍色區域為負值，綠色區域為接近零的數值，黃色區域為正

值，符合眼角特徵為正值的黃色區域，可以從梯度結果看出有許多候選的水平邊緣，如圖五(a)中

紅框內的黑色虛線所示標示，多個候選的邊緣可能導致垂直位置的偵測結果不穩定，因此我們以

此階段的偵測作為初步結果，並在下一個階段進行再次的位置修正。和水平一樣，先對全部搜尋

範圍的眼角影像，進行垂直方向梯度計算，接著再對梯度值取平方計算，結果如圖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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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五 內眼角水平邊緣 (a) 眼角影像 (b) 梯度值分布 

 

 

 

圖六 垂直梯度平方後的分佈 

 

因為攝影機擷取影像是連續的，眼角座標的軌跡也是連續的，因此可以參考前後張影像的眼角位

置進行濾波，去除雜訊的影響使每張影像的眼角位置更穩定地對齊。為了避免濾波的結果造成眼角軌

跡的失真，使用雙邊濾波進行濾波。雙邊濾波器一種非線性的濾波器，同時考慮了資料的幾何空間距

離與數值的差值來決定高斯濾波的係數，能有效地去除雜訊同時保留資料內容的邊緣。當眼睛在影像

中的位置快速改變時，雙邊濾波器保留邊緣的特性可以避免濾波對眼角軌跡造成的失真。相較於臉部

偵測的眼角結果，本方法計算出的眼角精準度都有所提升。 

 

4.2 頭動補償 

估計三維空間中的眼球中心位置還有螢幕平面與鏡頭平面夾角。由於校正的流程是在頭部保持不

動的情況下，觀看已知座標的螢幕校正點，理想上眼睛、視線與螢幕之間的關係如圖七所示，圖中螢

幕上的橙色圓點為已知座標的螢幕校正點的 cn，圖中藍色箭頭為從螢幕校正點射向眼球的視線向量 Vn 

(θ,∅)，而九個向量 V1 (θ,∅)~V9(θ,∅)會交於眼球中心，將校正時的眼球中心位置定義為為眼球初始位置

e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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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眼球位置、視線與螢幕校正點之間的關係 

 

透過凝視點校正階段已經估計出九點校正流程時的初始眼球位置 einitial，而在頭動校正中要求使用者頭

部移動到另一個鏡頭範圍內的任意位置，此時的眼球座標為 emove，目標是找出頭動後影像中的頭動向

量 V'head與世界座標系中的頭動向量 Vhead之間的關係，如圖八。將影像中的頭動向量 V'head定義為校正

時的初始眼角位置 pinitial 到頭部校正時的眼角位置 pmove 的向量，如式(2)，將世界坐標系中的頭動向量

Vhead 定義為校正時的初始眼球中心位置 einitial 到頭部移動後眼球中心位置 emove 的向量，如式(3)。根據

眼角偵測的資訊可獲得影像中的頭動向量 V'head，而世界坐標系中的頭動向量 Vhead 可以透過校正過程

獲得。 

V′
head = 𝑝initial𝑝𝑚𝑜𝑣𝑒⃗⃗ ⃗⃗ ⃗⃗ ⃗⃗ ⃗⃗ ⃗⃗ ⃗⃗ ⃗⃗ ⃗⃗ ⃗⃗ ⃗⃗ ⃗⃗  …………………….. (2) 

 

Vhead =  𝑒initial𝑒𝑚𝑜𝑣𝑒
⃗⃗ ⃗⃗ ⃗⃗ ⃗⃗ ⃗⃗ ⃗⃗ ⃗⃗ ⃗⃗ ⃗⃗ ⃗⃗ ⃗⃗ ⃗⃗  ⃗…………………….. (3) 

 

圖八 頭動向量關係示意圖 

 

在校正過程中讓使用者與螢幕平面平行地移動頭部，並在頭動前與頭動後觀看同個座標的校正點，可

以獲得在頭動校正位置時的視線向量 Vα，而頭動後的位置還是未知的。將頭動後的視線向量 Vα 加到

頭動前的眼球中心位置上，形成平行四邊形，如圖九，可獲得頭動向量 Vhead 為螢幕交點 g'到螢幕校

正點 c 的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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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估計頭動向量 

 

在上述得頭動補償公式中，其實忽略了相機的旋轉量，這將會導致補償的結果不夠準確，如圖十中所

示，在相機有旋轉量的情況下，現實空間中的水平移動，在影像中並不是相同的移動方向，因此這樣

便會造成補償的誤差。為處理此狀況，將利用在映射公式中所求得的相機旋轉量相機旋轉量θyaw來對

影像中的移動量作調整。 

 

圖十 相機旋轉所造成的空間移動量與相機移動量不同 

 

下表及下圖呈現的是數筆資料在最佳結果(使用了完整的演算法)、不考慮相機旋轉角、不考慮主視眼、

完全不進行補償下的準確度 

 

ID 最佳結果 不考慮旋轉 不做補償 

1 1.06 1.06 3.9468 

2 1.72014 2.89327 3.63755 

3 1.4445 2.11032 4.3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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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十一 實驗數據 ID:1 (a)最佳結果 (b)不考慮旋轉 (c)不做補償 

 

     

(a)                             (b)                             (c) 

圖十二 實驗數據 ID:2 (a)最佳結果 (b)不考慮旋轉 (c)不做補償 

 

   
  (a)                             (b)                             (c) 

圖十三 實驗數據 ID:3 (a)最佳結果 (b)不考慮旋轉 (c)不做補償 

 

4.3 主視眼偵測 

因為每個人的主視眼不同，常常發生只有一隻眼睛主要負責觀看螢幕，稱為主視眼，而另一隻眼睛只

是輔助觀看的功能，為非主視眼，由於非主視眼觀看的行為較不準確，會對系統的精確度造成影響，

為了避免此情況造成的影響，可以從左眼與右眼中選出看的較準確的一邊眼睛作為凝視點估計的結果。

根據使用者觀看校正點時的凝視點精確度，以精確度較佳的那一邊眼睛作為使用者的主視眼，如表一，

此案例右眼的校正精確度為 0.505193，而左眼的校正精確度 0.326307 度，校正精確度較佳的左眼為主

視眼，以左眼的結果做為凝視點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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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校正時左右眼各別精確度 

 

五、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將實驗素材呈現使用 24 吋的螢幕，解析度為 1920x1200(像素*像素)，而使用者與螢幕的距離大

約為 50 公分，可以在自然頭移動的狀況下觀看螢幕，並維持眼動資料的準確度。當使用者觀看螢幕時，

眼動儀系統會在背景不斷的偵測臉部特徵與精確的眼角位置。藉由定位眼角的位置，可以進一步推估

眼球的位置並裁切出穩定的眼睛影像。接著藉由同時分析眼角位置與凝視方向的關係，眼動儀系統可

以建構出使用在不同位置時凝視點的補償。經由多組資料驗證後，本系統允許使用在最大約 30 公分的

位移，並實現系統精準度 1.5 度以內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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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n-Chung Kao, Shao-Ching Lin, Jyun-Yi Li , Yi-Chin Chiu, and Kuan-Jen Huang "Head Motion 

Compensation for Visible-Spectrum Gaze Trackers," 2019 IEEE 2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nsumer Technologies (ISCT), Ancona, Ita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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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n-Chung Kao, Kuan-Jen Huang, and Yi-Chin Chiu "Eyeball Model Construction with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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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參加本會議的緣由與其他研討會很不一樣，因為它並非一般我常參加的 

IEEE 年度研討會，而是日本教授與緬甸知名大學聯合舉辦多年的學術研討會。

本來日本友人邀請我參加時，我也有些猶豫，在盛情難卻之下，我勉予答應。

而參加本研討會之後，也讓我反思，台灣學者參加如此多的頂尖研討會，對我

國對外的影響力為何? 而這些在日本也算是有名的教授，為何熱衷於在緬甸籌

辦此研討會。參加過後，我很肯定，此研討會的影像力超過我的想像。 

去年，後學有幸獲選為 IEEE Fellow，似乎就多了許多邀約，但若非正規

的研討會，我也通常予以婉拒，畢竟仍有許多學術工作得持續進行。幾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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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名古屋工業大學的 Prof. Yutaka Ishibashi (圖一),千葉工業大學的  

Prof. Shinji Sugawara 與岡山大學的 Prof. Nobuo Funabiki 參與此研討會多

年，也早就慫恿我去支持一下。他們是我長期的日本友人，他們的研究團隊有

不少緬甸與東南亞的學生，許多博士畢業生已經回到緬甸各知名大學擔任教

職。他們在緬甸學術界的影響力，超出我的想像。 

  

圖一、與大會共同主席 Prof. Ishibashi 合影 

圖二、大會主席 USCY 校長 Dr. Mie Mie Thet Thwin 致詞 

根據教育部的分析報告，緬甸在科技與計算機領域最好的四所大學

(https://yangon.taiwantrade.com/news/detail.jsp?id=22918&lang=zh_TW) 

仰光計算機大學 (UCSY, University of Computer Studies, Yangon)、曼德勒

計算機大學(UCSM, University of Computer Studies, Mandalay)、仰光技術

大學(YTU, Yango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曼德勒技術大學 (MTU, 

Mandalay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我們知道這四所大學最好，但似乎國

https://yangon.taiwantrade.com/news/detail.jsp?id=22918&lang=zh_TW


內各大學在緬甸的影響力很有限，而他們與日本及新加坡的知名大學互動最多。 

ICFCC 是一個在緬甸被視為在計算機與通訊領域年度最重大的研討會，上

述重點大學的校長 (Rector) 都參與籌辦 (圖二)，這些校長也都是歸國學人，

分別具有日本與新加坡大學的博士學位。更令我驚奇的是：緬甸的教育部長與

仰光市長穿著傳統服裝盛裝出席致詞，可以感受此研討會在當地的重要性，我

能受邀擔任大會 First keynote speaker，備感榮幸 (圖三)。 

 

圖三、擔任大會特邀講者 

我的演講內容為這幾年執行科技部計畫的部分成果，包含眼動儀系統開發

與應用於學習系統。目前各類電子學習系統快速發展， 但是大多數電子學習系

統僅用音頻和視頻代替傳統教學，缺乏及時評估學習行為與成效機制，因為沒

有與教師的即時指導和反饋，只能倚賴事後的測試系統，評估最終的學習效果。



我們的團隊已成功開發了可見光譜的眼動儀系統，也開發完整的眼動資料分析

系統，利用凝視數據分析學習者的閱讀過程，紀錄學習行為和認知過程。討論

下一代智慧學習系統的開發，結合人工智慧引擎，分析了學習者的注視數據，

提供了及時的反饋，並模仿了教師的指導行為。我的演講獲得許多回響，近三

天的會議中，許多緬甸與日本的教授，藉空檔來與我討論未來可能合作的議題。 

二、 與會心得 

目前，我國正積極推展南向合作政策，個人以為這是對的方向，但若能更

緊密結合學術界的資源，將更能深入民間。在緬甸仰光的街頭，充斥者日本淘

汰所捐贈的汽車，連大多數的火車都是日本政府捐贈的。日本在緬甸的影響

力，無所不在。藉由這次參加 ICFCC 研討會，更是驚覺緬甸各大學，也幾乎

是日本人的地盤，台灣的各大學想切入緬甸各主要大學，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與

日本各大學教授合作。 

這次研討會，我有機會與緬甸排名前兩名的 UCSY 校長 (Dr. Mie Mie Thet 

Thwin) 與 UCSM 校長(Dr. Moe Pwint) 深入討論了當地的教育環境，學生學

習狀況。在亞洲各大學的支持下，他們的教授與學生都有留學的經驗，兩位校

長也強力鼓勵學生出國學習。 

我打從心中感佩兩位校長：她們從新加坡名校南洋理工大學取得計算機博

士學位後，毅然決然回國奉獻計算機教育，而緬甸大學教職的薪水卻是低的可

憐。可以想像，他們奉獻在教育的意志有多強烈，願意犧牲自己在先進國家發

展與領高薪的人生機會，回到一個仍需要多年努力開發的國家。這也是從事教

育的我們，應該要學習的精神。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At present, a variety of eLearning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most of eLearning systems only replace traditional teaching 

with audio and video, without the function of promptly evaluating the 

learning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Hence, in contrast to immediate 

instruction and feedback from the teacher, the post test system is 

required to assess the final learning effects. Our team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Visible-Spectrum Gaze Tracking System as well as a software 

tool for data analysis. That is, by analyzing the reading process of 

the learner with the gaze data, their learning behavior and cognitive 

process will be obtained. This talk aim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lligence learning system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ne. The system 

integrates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gine, analyzes the gazing data 

of the learner, offers the prompt feedback, and imitates the instructing 

behavior of the teachers. 

 

四、建議 

我國南向政策是個正確的方向，藉由引進東南亞的優秀人才與跨國合作，

才能持續讓我國在國際學術與產業舞台上嶄露頭角。台灣在資訊電子科技仍具

備一定程度的實力，台灣各大學在這個領域的教育水準不輸給其他先進國家。

然而因少子化的浪潮，許多大學的研究能量已難以維繫。若能加強引進東南亞



的優秀學生來台就學，甚至就業，可以彌補學界與產業界對少子化的衝擊。 

目前，學界對參與東南亞各國的研討會似乎較不熱衷，也因為這些研討會

並非國際知名的 IEEE 旗艦研討會，台灣學界也似乎也看不起它們。但要深入這

些國家，政府一定多支持願意前往東南亞參加當地最重要年度研討會的學者，

而非質疑學者們為何參加的研討會不是世界級的指標研討會。藉由受邀去擔任

一個當地教育部長都來致詞的研討會之開幕特邀演講者，其影響力會比去參加

一個 IEEE 研討會更大 (圖四)。 

 

圖四、大會網站公告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六、其他 

在 UCSY 與 UCSM 兩位校長的熱情邀請下，我已經答應於 2020 年擔任本大

會 (ICFCC) 共同主席。此外，因為我目前也身兼 IEEE Consumer Electronics 

Society 與 Product Safety Society 的 Vice Presidents，他們也希望我能

指導他們將他們所舉辦的年度研討會提昇至更高水準，並收錄於 IEEE 的

Xplore 論文資料庫中，我也答應他們，將全力來協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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