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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提出一個基於線性模型之視覺同時定位與建圖(Visual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V-SLAM)系統，以應用
於自主導航下的機器人運作，讓機器人在未知的環境下，能即時建
立出三維地圖，並且同時估測出自己在地圖中的狀態。同時，藉由
FPGA硬體加速電路的輔助設計，完成低成本、低功耗以及高運算效
率的目標。
在V-SLAM系統裡，影像比對主要是透過雙眼視覺(Binocular
vision)的尺度不便特徵點轉換(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SIFT)演算規則進行，攝入的影像首先會進行高斯模糊
化(Gaussian Blur)，這個步驟主要是在忽略圖像的層次與細節，減
少影像中的雜訊。接著，將兩張不同權重的高斯模糊影像相減來獲
得差分影像(difference image)，並進行運算，來找到影像中的極
值點(extreme point)。為了從這些極值點分辨出真正的特徵點
(feature point)。我們接著對差分影像進行微分，找出影像中高對
比度的點，同時再搭配哈理斯邊角偵測(Harris Corner
Detector)找出影像中的平滑點，而滿足以上三個條件的點就是影像
中的特徵點。
為了要匹配出不同影像中的相同特徵點，我們接著利用雜訊與細節
層次較少的高斯模糊影像，統計出每個像素點在周圍八個方向上像
素值的變異大小，來賦予特徵點更多的描述參數。由於本計畫使用
雙眼視覺影像，排除物體成像在焦距內以及單顆鏡頭被遮蔽的情況
，兩個鏡頭所拍攝的影像應該會極為相似。也就是，兩張影像中的
特徵點座標距離勢必不會過遠。而且，本系統在匹配之前的硬體是
串列輸入串列輸出(serial input/serial output, SISO)，因此我
們利用以上的特性提出了一個簡單的特徵點匹配方式。首先，經由
串列存取的方式，將左鏡頭攝取的影像中，前幾個特徵點的座標及
描述子儲存到隨機存取記憶體(RAM)的少量空間。接著，當延遲過的
右鏡頭影像輸入第一個特徵點時，觸發記憶體，將記憶體中特徵點
的座標與描述子資訊並列讀出，進行比對，找出差異最小的特徵點
當作匹配的點。
為了使系統更具有競爭力，我們加入了測量距離的功能，利用匹配
到的特徵點與雙眼攝影機本身物理結構的關係，計算出物體與攝影
機的實際距離。如此一來，當雙眼視覺機器人使用本系統建圖時即
可測量出距離，毋須增設其它感測元件進行測量，有效的降低機器
人的硬體與成本。未來，還可將此功能擴充至V-SLAM系統，不僅達
到低成本、低功耗、以及低階的平台實現的目標，也同時完成特徵
點即時匹配與測距的功能。

中文關鍵詞： V-SLAM系統、雙眼視覺、SIFT演算法、FPGA、特徵點辨識、特徵點
描述、特徵點匹配、距離測量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proposes a visual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V-SLAM) system,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robots
under self-navigation. In an unknown condition, the robot
is able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map and at the same
time estimate its own state on the map. Also, with the
auxiliary design of FPGA hardware acceleration circuit, we
achieve the goal of low cost, 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high calculation efficiency.
In the V-SLAM system, the comparison of the images is
mainly operated through Binocular vision’s 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SIFT) calculation rule. The shot images
will first go through Gaussian Blur. The purpose of this
step is to ignore the layers and details of the image and
reduce the noise in the image. Then, the two Gaussian Blur
images with different weight will be do subtraction to
acquire difference image. Through calculation, the extreme
points in the image can be located. To distinguish the real
feature points within these extreme points, we take the
difference image and do differentiation to find the points
with medium-high contrast rate. At the same time, we apply
Harris Corner Detector to find the smooth points in the
image. When a point meets the above three condition, then
that point is the feature point of the image.
To match the same feature point in different images, we use
the Gaussian Blur image with less noise and detail layers
to collect the statistics of pixel value variation on the
eight direction of every pixel. Through this way, we can
provide the feature points with more descriptive
parameters. Since this project utilizes Binocular vision
image, excluding the situation of objects being imaged
within the focal length or one of the lens being covered,
the image shot by the two lens should be similar. That is,
the distance of feature point coordinates of the two images
won’t be too far. Also, since the hardware of this system
before matching is SISO, we utilize the above feature and
propose a simple feature point matching method. First,
through the method of serial access, we save the
coordinates of the former feature points and descriptors of
the image shot by the left lens to the small amount space
of RAM. The RAM is triggered, when the first feature point
is input to the image shot by the right lens. Parallel
readout the coordinates and descriptor of the feature
points in the memory, and then the matching point is found.
  In order to make the system more competitive, distance
measurement is added. The actual distance between the
object and the camera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tched feature points and binocular camera. In
this way, no other sensing components need to be added for
measurement, thereby effectively reducing the hardware and
cost of the robot.
In the future, this function can be extended to the V-SLAM
system, which not only achieves the low-cost, low-power,
and low-level platform implementation, but also performs
the function of instant matching and ranging of feature
points.



英文關鍵詞： visual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map building,
binocular vision, 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FPGA,
feature detection, feature descriptor, feature matching,
distanc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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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V-SLAM 系統、雙眼視覺、SIFT 演算法、FPGA、特徵點辨識、特徵點

描述、特徵點匹配、距離測量 

摘 要 

本計畫提出一個基於線性模型之視覺同時定位與建圖(Visual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V-SLAM)系統，以應用於自主導航下的機器人運作，讓

機器人在未知的環境下，能即時建立出三維地圖，並估測出自己在地圖中的狀態。

同時，藉由 FPGA 硬體加速電路的輔助設計，完成低成本、低功耗以及高運算效

率的目標。 
在 V-SLAM 系統裡，影像比對主要是透過雙眼視覺(Binocular vision)的尺度

不便特徵點轉換(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SIFT)演算規則進行，攝入的影

像首先會進行高斯模糊化(Gaussian Blur)，這個步驟主要是在忽略圖像的層次與

細節，減少影像中的雜訊。接著，將兩張不同權重的高斯模糊影像相減來獲得差

分影像(difference image)，並進行運算，來找到影像中的極值點(extreme point)。
為了從這些極值點分辨出真正的特徵點(feature point)。我們接著對差分影像進行

微分，找出影像中高對比度的點，同時再搭配哈理斯邊角偵測(Harris Corner 
Detector)找出影像中的平滑點，而滿足以上三個條件的點就是影像中的特徵點。 

為了要匹配出不同影像中的相同特徵點，我們接著利用雜訊與細節層次較少

的高斯模糊影像，統計出每個像素點在周圍八個方向上像素值的變異大小，來賦

予特徵點更多的描述參數。由於本計畫使用雙眼視覺影像，排除物體成像在焦距

內以及單顆鏡頭被遮蔽的情況，兩個鏡頭所拍攝的影像應該會極為相似。也就是，

兩張影像中的特徵點座標距離勢必不會過遠。而且，本系統在匹配之前的硬體是

串列輸入串列輸出(serial input/serial output, SISO)，因此我們利用以上的特性提出

了一個簡單的特徵點匹配方式。首先，經由串列存取的方式，將左鏡頭攝取的影

像中，前幾個特徵點的座標及描述子儲存到隨機存取記憶體(RAM)的少量空間。

接著，當延遲過的右鏡頭影像輸入第一個特徵點時，觸發記憶體，將記憶體中特

徵點的座標與描述子資訊並列讀出，進行比對，找出差異最小的特徵點當作匹配

的點。 
為了使系統更具有競爭力，我們加入了測量距離的功能，利用匹配到的特徵

點與雙眼攝影機本身物理結構的關係，計算出物體與攝影機的實際距離。如此一

來，當雙眼視覺機器人使用本系統建圖時即可測量出距離，毋須增設其它感測元

件進行測量，有效的降低機器人的硬體與成本。未來，還可將此功能擴充至 V-
SLAM 系統，不僅達到低成本、低功耗、以及低階的平台實現的目標，也同時完

成特徵點即時匹配與測距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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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visual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map building, binocular 
vision, 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FPGA, feature detection, feature descriptor, 
feature matching, distance measurement  
 

Abstract 
 This project proposes a visual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V-SLAM) 

system,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robots under self-navigation. In an unknown condition, 
the robot is able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map and at the same time estimate its own 
state on the map. Also, with the auxiliary design of FPGA hardware acceleration circuit, 
we achieve the goal of low cost, 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high calculation 
efficiency. 

In the V-SLAM system, the comparison of the images is mainly operated through 
Binocular vision’s 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SIFT) calculation rule. The shot 
images will first go through Gaussian Blur. The purpose of this step is to ignore the 
layers and details of the image and reduce the noise in the image. Then, the two 
Gaussian Blur images with different weight will be do subtraction to acquire difference 
image. Through calculation, the extreme points in the image can be located. To 
distinguish the real feature points within these extreme points, we take the difference 
image and do differentiation to find the points with medium-high contrast rate. At the 
same time, we apply Harris Corner Detector to find the smooth points in the image. 
When a point meets the above three condition, then that point is the feature point of the 
image. 

To match the same feature point in different images, we use the Gaussian Blur 
image with less noise and detail layers to collect the statistics of pixel value variation 
on the eight direction of every pixel. Through this way, we can provide the feature 
points with more descriptive parameters. Since this project utilizes Binocular vision 
image, excluding the situation of objects being imaged within the focal length or one 
of the lens being covered, the image shot by the two lens should be similar. That is, the 
distance of feature point coordinates of the two images won’t be too far. Also, since the 
hardware of this system before matching is SISO, we utilize the above feature and 
propose a simple feature point matching method. First, through the method of serial 
access, we save the coordinates of the former feature points and descriptors of the image 
shot by the left lens to the small amount space of RAM. The RAM is triggered, when 
the first feature point is input to the image shot by the right lens. Parallel readout the 
coordinates and descriptor of the feature points in the memory, and then the matching 
point is found. 
  In order to make the system more competitive, distance measurement is added. The 
actual distance between the object and the camera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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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matched feature points and binocular camera. In this way, no other sensing 
components need to be added for measurement, thereby effectively reducing the 
hardware and cost of the robot. 

In the future, this function can be extended to the V-SLAM system, which not only 
achieves the low-cost, low-power, and low-level platform implementation, but also 
performs the function of instant matching and ranging of featur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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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科技快速發展，製程突破的速度也越來越快，感測器件越做越小且處理能力

越快，加上影像處理技術提升，縮短了功耗與成本。因此，將影像處理實現在硬

體不僅將低功耗，也大幅提升運算速度，也證明硬體實現是未來發展的趨勢。近

年來市面上出現越來越多影像辨識的產品，例如視覺型的掃地機器人、停車場的

車牌辨識系統、自駕車等問世，機器人也漸漸的取代人類的工作。在學術界中，

實現於硬體的影像處理的技術也受到許多人的重視，例如 SIFT、HOG、CNN 等

多種演算法架構。由此可見，不論是產業界亦或是學術界，硬體實現影像辨識的

技術已成為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課題。 

2. 研究目的 

  自主(Autonomous)機器人要能在未知(Unknown)或部分未知的環境中獨立進

行運作時，須具備環境探索(Exploration)、建立環境地圖(Map Building)、定位

(Localization)、路徑規劃(Path Planning)以及運動控制(Motion Control)等能力來達

成任務。 
  由於感測資訊會受雜訊干擾以及在實際環境下存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因此，

建圖與定位通常不易達成。在環境建圖中，機器人會透過感測元件偵測環境，再

進行掃描匹配(Scan Matching)，建立出機器人周圍的環境地圖，接著藉由環境地

圖與偵測結果進行比對，即可估測出機器人座標位置與方向。為了要使機器人能

有同時定位與建圖(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1]的技術，其

概念是利用機器人運作時重覆觀測到環境中的特徵，再搭配里程計與感測元件所

提供的資訊，使系統能夠計算出機器人狀態並且同步建立地圖。 
  在 SLAM 演算法中，大多使用雷射或是視覺感測器來感測周圍環境，若使

用雷射當作感測元件，可以增加感測距離且較精準，但缺點在於價格昂貴、感測

結果會過於相近，且感測高度只能固定；相較於雷射來說，使用視覺感測器價位

較為便宜，雖距離與精準度不及雷射，但可藉由演算法將影像進行處理與校正，

達到不錯的效果。因此，近年來的 SLAM 系統多以視覺感測器且具備同時定位

與建圖(Visual SLAM, V-SLAM)的功能來實現，這也使得 V-SLAM 系統成為未來

研究的主要趨勢。 
  然而，許多輕型、低成本(Low-Cost)等商品(Commercial Products)[2]往往會考

量到成本因素，因此這些產品通常都不具備任何複雜運算、導航及高解析(High 
Resolution)的影像資料[3]，特別是需要大量運算的 SLAM 與 V-SLAM。所以在現

有的低成本機器上，感測元件通常都不具有導航的功能，抑或是缺少即時(Real-
Time)導航的能力。如何使低成本機器人擁有環境感知、建立環境地圖以及自我

定位等問題，規劃機器人即時導航、規劃最佳路徑等是目前最重要的課題。 
  由於內建計算平台的能力有限，目前現有的室內型低成本機器人，導航功能

通常以網路為基礎，例如利用 Wifi 定位機器人[4]或是雲端運算，再透過智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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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等級的處理器做為內部核心實現 SLAM 系統[5]，但以上方法都必須仰賴無

線網路的穩定性，且必須在有網路的環境才得以進行運作。為了能達到有效的運

算以及不受限環境限制的情況下，FPGA 是可達到目標的一項好選擇，並能克服

以上條件。近年許多導航相關研究也朝向 FPGA 發展，例如以 FPGA 硬體來加速

滿足單眼視覺 EKF SLAM 即時運算[6]之需求，或是利用嵌入式硬體來實現單眼

視覺 SLAM 系統[7]，使系統達到低成本及高運算速度。由上面這些研究，可以

看出以 FPGA 硬體實現 SLAM 已經成為熱門話題。 
  目前市面上，低成本機器人的導航系統有很多發展空間，例如：市面上常見

的居家清潔型機器人(Cleaning Robots)，大都具有建置地圖、自我定位、路徑規

劃等導航功能，但卻無提供最佳路徑規劃，大多以 Z 字形軌跡、螺旋形軌跡來運

行，使得在清潔時會非常耗時，以 iRobot 出產的 Roomba 780 [8]為例，其利用光

學感測元件來偵測每個區域的髒亂程度，號稱可以達到 40 種以上的清潔路徑進

行清掃，但卻無自行建立地圖的能力，因此無法有效的達成清掃任務；又以小米

最新出產的石頭掃地機器人[9]，其利用雷射來偵測地圖資訊，並使用 SLAM 演

算法進行定位與建圖，再透過 Wifi 無線網路與智慧型手機進行連線，即可利用

手機監測清掃進度。由上述例子可以發現這些廠商都積極的開發自動化導航、以

及同時定位與建圖等功能，儘管所使用的感測元件與方法都不一致，但對於一個

中低階、商業型機器人來說，高效率導航系統極為重要。 
  綜合以上，本計畫之目的是針對在未知的室內環境下運行低成本機器人所面

臨到的眾多導航問題進行研究，基於前兩年的研究結果，將其系統架構實現於可

程式化系統晶片(System On Program Chip, SOPC)[10]中，針對各種演算法、利用

軟體及硬體克服問題，實現於 FPGA 電路上，提升演算法相關效率，實現出擁有

即時導航能力、低成本且智慧(Low-Cost and Smarter)之自主機器人系統。 

3. 文獻探討 

3.1 攝影機模型 
  此模型會將三維空間中的地圖資訊以世界座標系下的 x、y、z 表示，分別為

縱軸、橫軸以及垂直軸，在時刻為 t 時，世界座標下三維空間中的狀態 A，可表

示如式(3-1)。 

( )
( )

t -1 t-1 v,t-1t
t

t t-1 t-1 v,t-1

T + v + w ΔtT
A = =

r r + ω + w Δt

  
  
    

        (3-1) 

  其中 T 代表攝影機三維座標，r 為攝影機三軸之旋轉角度，簡單來說就是指

攝影機的方向，v 指的是攝影機之三維速度，ω則為攝影機之三圍角速度，而𝒘𝒘𝒗𝒗

與𝒘𝒘𝝎𝝎代表相對於 v 及ω的雜訊。在一般的 V-SLAM 系統中，當產生 Key-Frame
時，攝影機的瞬間狀態會把馬上被演算法計算，並假設系統移動時受到外在影響

的雜訊為速度與加速度之雜訊，可以把攝影機的第 m 個瞬間狀態相對於世界座

標的模型寫成如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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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1

m i
i=1

A = M∏            (3-2) 

  其中𝑴𝑴𝒊𝒊
𝒊𝒊−𝟏𝟏代表第 i 個狀態相對於第 i-1 個狀態的剛體變換(Rigid-Body 

Transformation)(3-3) ， 以 Lie group SE(3) 之 齊 次 變 換 矩 陣 (Homogeneous 
Transformation)[11]，如(3-4)表示。 

0 1

i-1 i-1
i-1 i i
i

R T
M =

 
 
 

          (3-3) 

{ }1 3 3 3 3(3) | , , ,i T T
iSE M R T R R RR I R I− × ×= ∈ ∈ = = = 

   (3-4) 

  攝影機第𝒊𝒊個狀態相對於第𝒊𝒊 − 𝟏𝟏個狀態的位於矩陣𝑻𝑻𝒊𝒊𝒊𝒊−𝟏𝟏 ∈ ℝ𝟑𝟑×𝟑𝟑與旋轉矩陣

𝑹𝑹𝒊𝒊𝒊𝒊−𝟏𝟏 ∈ ℝ𝟑𝟑×𝟑𝟑，位移矩陣(Translation Matrix)是兩狀態間對於三軸的相對位移量，

而旋轉矩陣 (Rotation Matrix)則是相對於固定座標之基本旋轉 (Elementary 
Rotations)[12]如式(3-5)。其中 c 代表 cos、s 代表 sin，旋轉矩陣也必須滿足正交

矩陣，簡單來說，旋轉矩陣的行與列代表正交矩陣(Orthogonal Matrix)的單位向量，

其轉置矩陣則為逆矩陣。 

y z x y z x z x y z x z
i-1
i y z x y z x z x y z x z

y x y x y

cr cr sr sr cr - cr sr sr sr cr +cr sr
R = cr sr sr sr cr +cr cr cr sr cr - sr cr

-sr sr cr cr cr

 
 
 
  

    (3-5) 

 
3.2 感測模型 
  透過特徵點擷取演算法 SIFT[13]或 SURF[14]技術，可以擷取拍攝到的影像

上之特徵點，藉由攝影機感測模組將特徵點轉換成攝影機座標下之地標，使每個

Key-Frame 的特徵點可以在同一基準座標下，建立 V-SLAM 的地圖資訊。 
  本次計畫使用 SIFT 演算法來對影像中之特徵點加以偵測，以及濾除不穩定

之特徵點，並賦予特徵點方向、描述特徵點以及匹配特徵點，使演算法計算速度

提升。以下對 SIFT 演算法加以介紹。 
 
3.3 SIFT 演算法 
  SIFT 演算法依序分為五個區塊，分別為：影像金字塔、特徵點偵測、特徵點

主方向、特徵點描述以及特徵點匹配，圖 3-1 為 SIFT 流程圖。 

影像金字塔 特徵點偵測
特徵點
主方向

特徵點描述影像輸入A

影像金字塔 特徵點偵測
特徵點
主方向

特徵點描述影像輸入B
結束開始 特徵點匹配

 
圖 3-1 SIFT 演算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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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影像金字塔 
  在 SIFT 系統架構中，影像金字塔(Image Pyramid)是由高斯金字塔(Gaussian 
Pyramid)以及差分金字塔(Differential Pyramid)組成。高斯金字塔的建立是透過高

斯濾波器(Gaussian Filter)，將原始影像與高斯模板進行卷積運算(Convolution)，
如式(3-6)，而獲得第一張高斯影像，再利用第一張高斯影像與下次層高斯模板進

行卷積運算，可得到第二張高斯影像，重複六次，即可建立出一組高斯金字塔，

接著將第三張高斯影像的長寬減半進行降取樣(Downsampling)，即可得到第二組

高斯金字塔的第 0 張影像，再透過剛剛的方式，建立出供四組高斯金字塔，如圖

3-2 所示。使用每組金字塔的第三張高斯影像進行降取樣是為了讓金字塔尺度空

間有連續性。接著將高斯金字塔中的影像兩兩相減，即可獲得差分影像，如圖 3-
3 所示。 

( )
( )2 2

2

- u +v

2σ
2

1G u, v = e
2πσ

         (3-6) 

初始影像

第三張影像

第〇組
高斯金字塔

第一張影像

第二張影像

第四張影像

第五張影像

第一組
高斯金字塔

第二組
高斯金字塔

第三組
高斯金字塔

每
組
金
字
塔
共
六
張
影
像

 
圖 3-2 高斯金字塔示意圖 

 
 

第〇組差分金字塔 第一組差分金字塔

第二組差分金字塔 第三組差分金字塔  
圖 3-3 差分金字塔示意圖 

 
3.3.2 特徵點偵測 
  建立完影像金字塔後，利用差分金字塔進行特徵點(Feature Points)偵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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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斯濾波器為低通濾波器(Low-Pass Filter)，因此將兩張連續高斯濾波器相減後，

便可得到高通影像，並且透過偵測差分影像之極值點(Extremum Point)，來當作影

像之特徵點，並利用泰勒展開式定位出特徵點的正確位置，再將不穩定的特徵點

去除，得到較穩定的特徵點。 
3.3.3 偵測極值點 
  利用差分金字塔中同一組金字塔裡的連續影像進行偵測，如圖 3-4 所示，

紅點表示為影像中某個像素點(Pixel)。偵測該點是否為特徵點時，需要與前一

張及後一張差分影像之相鄰位置進行極大值與極小值的偵測，藍色區塊表示為

與紅點相鄰的像素，假設偵測後的紅點為極值，此紅點達成特徵點所需的其中

一個必要條件，若紅點非極值，則比對下一點。每組差分金字塔包含五張差分

影像，由於原影像與高斯影像共六張影像，所以每次進行差分運算之後會都會

缺少一張影像，導致每組只有中間三張差分影像可以偵測極值點。 

前一張影像

後一張影像

偵測中影像

 
圖 3-4 偵測極值點示意圖 

 
3.3.4 特徵點定位 
  找出特徵點後，需確保特徵點之位置為實際最大值的點，因為建立高斯影像

後，會產生強烈的邊緣響應(Edge-Response)，所以利用泰勒展開式(Taylor Series)
來逼近真正的極值點位置。利用泰勒展開式將差分影像展開並捨棄高次項後，如

式(3-7)，其中𝑋𝑋 = (𝑥𝑥,𝑦𝑦,𝜎𝜎)代表某張差分影像內的某個像素點位置，即可定位出特

徵點的位置。 
2

2

0 1 0( ) (0)
2

( ) ( )T
TD DD X = D + X X X

X X
∂ ∂

+
∂ ∂

     (3-7) 

  將式(3-7)，進行一次微分可得式(3-8)，即可求出極值之特性，便可找出局部

中極值點的正確位置。假設a = (𝑥𝑥𝑎𝑎,𝑦𝑦𝑎𝑎,𝜎𝜎𝑎𝑎)𝑇𝑇為式(3-8)的極值，經過一次微分的結

果會等於零，因此又可將式(3-8)寫成式(3-9)，並將 a 移項後即可得式(3-10)。 
2

2

( ) 0 0( ) ( )dD X D D= X X
dX X X

∂ ∂
+

∂ ∂
         (3-8) 

2

2

0 0 0( ) ( )D D a
X X

∂ ∂
+ =

∂ ∂
          (3-9) 

12

2

0 0( ) ( )D Da
X X

−
 ∂ ∂

= − + ∂ ∂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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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去除不穩定特徵點 
  求出特徵點精確位置後，需要刪除不穩定特徵點，換句話說就是要刪除低對

比度(Low Contrast)特徵點以及邊緣(Edge)特徵點[15]。造成低對比度特徵點是因

為偵測極值時，周遭相鄰點的像素與偵測點的像素差異不大，導致該偵測點雖然

是極大值或是極小值，但不具有明顯的特徵。在建立高斯金字塔時，使用高斯濾

波器產生高斯影像，會產生較強烈的響應，而響應較強烈的特徵點較不穩定，因

此刪除不穩定特徵點可以增加匹配穩定度。 
3.3.6 高對比度偵測 
  判斷低對比度特徵點，可以利用特徵點定位後的結果，假設結果的值非常小，

則表示影像的變化量非常小，我們可以利用特徵點定位的結果，將式(3-10)的 a
帶入式(3-7)的 X，帶入後可得式(3-11)，經過整理後可得式(3-12)。計算後的結果

如式(3-13)，假設|𝐷𝐷(𝑎𝑎)|很小，代表影像的變化量很小，因此即可將此點判斷為低

對比度特徵點，並捨棄低對比度特徵點，如表 3-1 所示。 
1 12 2

2 2

0 0 0 1 0 0 0( ) (0)
2

( ) ( ) ( ) ( ) ( ) ( )TD D D D D DD a = D -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3-11) 

12

2

1 0 0 0( ) (0)
2

( ) ( ) ( )TD D DD a = D -
X X X

−
 ∂ ∂ ∂
 ∂ ∂ ∂ 

     (3-12) 

1 0( ) (0)
2

( )TDD a = D + a
X

∂
∂

         (3-13) 

 
表 3-1 高對比度偵測比較圖 

  
高對比度偵測前 高對比度偵測後 

 
3.3.7 去除邊緣響應 
  利用二階導數海森矩陣(Hessian Matrix)，如式(3-14)與 Harris corner detector
角檢測[16]，式(3-14)可寫成奇異方陣(Singular Matrix)的形式(3-15)，再展開成式

(3-16)，藉由式(3-16)找出特徵值的相關性質找出對應關係，來判斷特徵點是角點

(Corner Point)、平滑點(Flat Point)抑或是邊緣點(Edge Point)，使得不需計算出特

徵值也可以判斷特徵點屬於哪一種類，如此一來便可大量的減少系統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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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xy

xy yy

D D
H =

D D
 
 
 

           (3-14) 

0
D λ Dxx xy

det(H λI)= det =
D D λxy yy

 −  
 −  
 −   

     (3-15) 

( ) ( )2 2 0xx yy xx yy xydet(H λI)= D D + D D D =λ λ− − + ⋅ −    (3-16) 

  由式(3-16)的一次項及常數項分別表示為 tr (trace)兩個特徵值相加(3-17)與
det (determinant)兩特徵值相乘(3-18)，圖 3 - 5 為 Harris corner detector 研究出的特

徵值與特徵種類的關係圖，若兩特徵值(Eigenvalues)𝝀𝝀𝟏𝟏及𝝀𝝀𝟐𝟐非常接近，且兩個的

值都很小，則此特徵點為平滑點；若兩特徵值相差甚多，則此點為邊緣點；若兩

特徵值均非常大，則視為角點，基於以上之結果，作者假設𝝀𝝀𝟐𝟐為𝝀𝝀𝟏𝟏之 k 倍，並利

用 tr 平方與 det 整理出式(3-19)，tr 平方是為了使數學式均為正值。式(3-19)的值

受到兩特徵值之倍數 k 所影響，因此用不等式(Inequality)，如式(3-20)來判斷特徵

值相差是否很大，作者建議 k = 10，當 tr 平方與 det 帶入不等式後成立，代表兩

特徵值相差小於 10 倍，意味著特徵點為平滑點並且保留，反之則刪除特徵點，

若 det 為 0，則表示運算是不存在，並刪除特徵點，表 3-2 為去除邊緣響應比較

圖。 

( ) 1 2xx yytr H D D λ λ= + = +          (3-17) 

( ) 2
1 2xx yy xydet H D D D λ λ= ⋅ − = ⋅         (3-18) 

( )
( )

( ) ( )
( )

( )
22 2

2 21 2

1 2 2 2

12 ktr H k
det H k k

λ λλ λ
λ λ λ λ

⋅ + + + = = =
⋅ ⋅ ⋅

     (3-19) 

( )
( )

( )212tr H k
det H k

+
<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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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點
邊緣點

邊緣點

角點

2λ

1λ

2 1λ λ

21λ λ

　1λ 2λ

 
圖 3-5 特徵值與特徵種類關係圖 

 
表 3-2 去除邊緣響應比較圖 

  
去除邊緣響應前 去除邊緣響應後 

 
3.3.8 特徵點主方向 
  在 SIFT 系統中，特徵點的旋轉不便性，能夠讓影像在不同角度拍攝時，SIFT
都能夠成功匹配到不同影像中相同的特徵點。我們在計算描述子前，會先採用特

徵點周圍的鄰近梯度進行方向統計，將每個特徵點定義一個主方向，定義方式採

用區域中鄰近的梯度幅值統計梯度幅值(Gradient Amplitude)與角度(Angle)，如圖

3-6 所示，紅色區塊為目前特徵點位置，統計白色的區塊的梯度幅值以及角度，

並按照與特徵點的距離，對梯度進行高斯權重(Weight)分佈。特徵點梯度計算完

成後，將區域範圍內的每個角度對應到的幅值進行值方圖統計，本計畫定義 36
種方向，每種方向 10 度，在此以 8 種方向進行簡化敘述，如圖 XXX 所示。統計

完的解果會以最多的那個方向為主方向，為了提升之後特徵點匹配的成功率，本

計畫會定義第二個輔方向，輔方向即大於主方向 80%，但經多次實驗統計結果，

大約只有 15%的情況才會產生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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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特徵梯度方向直方統計圖 

 
3.3.9 特徵點描述 
  在現實情況下，影像容易隨著光照、視角(Angle of Vision)、陰影等變化而降

低匹配的成功率。為了改善以上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增加特徵點的獨特性

(Uniqueness)，為此對特徵點建立描述(Description)向量，提升匹配成功率，並確

保特徵點匹配的旋轉不變性(Invariability)。我們仍會對特徵點鄰近像素進行梯度

統計，進行統計前，會先將主方向順值針旋轉至 0 度的位置，定義其旋轉角度為

A 度，如圖 3-7 所示，旋轉完成後再將鄰近像素也順時針旋轉 A 度，並將梯度幅

值依距離使用高斯權重分布進行加權，角度則使用三維線性差值進行加權，統計

結果如圖 3-8 所示。接著把統計範圍劃分成𝟒𝟒 × 𝟒𝟒之區塊，每個區塊皆統計八種

方向之幅值，因此每個特徵點的描述就具備了𝟒𝟒 × 𝟒𝟒 × 𝟖𝟖共 128 維向量。並對所有

特徵點的描述進行正規化(Orthonormal)，提升之後匹配的成功率。 

A

 
圖 3-7 旋轉特徵方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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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8 特徵描述結果圖 

 
3.3.10 特徵點匹配 
  經過特徵點偵測及特徵點描述的兩張影像，每張影像上的每個特徵點都具有

獨立(Independence)的 128 維描述子。我們利用窮舉法(Method of Exhaustion)進行

兩張影像的特徵點匹配，首先會將第一張影像的特徵點與描述值儲存在記憶體中，

接著利用第二張影像的第一個特徵點與記憶體中的第一張影像所有特徵點進行

比較。比較方法會將兩張影像的每個維度描述值相減，會得到 128個維度的差值，

最後將 128 個差值相加得到總差值，並利用總差值比較找出最接近的總差值，把

此點定義為匹配到的特徵點，接著換第二張第二個特徵點與記憶體所有的描述值

比較，以此類推進行整張影像的匹配。 

記憶體

第1個特徵點描述值

第2個特徵點描述值

第3個特徵點描述值

第N個特徵點描述值

第N-1個特徵點描述值

...

第一張影像
所有特徵點第二張影像

...

 
圖 3-9 窮舉法進行影像匹配示意圖 

 
 SIFT 軟體模擬結果 
  利用攝影機拍攝出兩組遠近且角度不同的影像，如表 3-3 與表 3-4 所示，兩

張影像中皆有小狗的圖形，我們對兩張影像進行 SIFT 特徵點偵測，可以觀察到

影像上顯示著特徵點以及特徵點主方向的強弱度，並且進行特徵點描述以及匹配，

如圖 3-10 與圖 3-11 所示，可以發現兩張影像中的特徵點皆成功的匹配。 
 

表 3-3 SIFT 特徵點以及主方向偵測結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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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離拍攝之影像 遠距離拍攝之影像 

 

 
圖 3-10 影像匹配結果圖（一） 

 
表 3-4 SIFT 特徵點以及主方向偵測結果（二） 

  
近距離且顛倒拍攝之影像 遠距離且斜角度拍攝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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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影像匹配結果圖（二） 

 
 

  透過本實驗可以得知 SIFT 演算法在不同遠近、視角下進行拍攝，皆可有效

的比對出影像中的特徵，可以看得出此演算法具有極大的功用，對於視覺型機器

人有更高的穩定性。 
3.4 Key-Frame based V-SLAM 系統 
  由近幾年的研究文獻來看，可大致把 V-SLAM 系統分為直接型、非直接型

以及複合型三種系統。接下來介紹直接型 V-SLAM 系統，由 J. Engel 等人在 2014
年所發表的 LSD-SLAM[18]此論文是以 Pose Graph-SLAM 為概念，將整張影像

以機率函數的技術建立出大規模的半稠密像素資訊來計算出攝影機目前的狀態，

其優點為建立出的大規模半稠密地圖能有良好的效果，但相較於其它 SLAM 系

統來看，LSD-SLAM 的攝影機狀態估測的效果也較不理想。而在 2015 年，由 A. 
Concha 等人發表的 Dense Piecewise Parallel Tracking And Mapping (DPPTAM)演
算法[19]，他是利用分割次像素 (Segmented Sub-Pixels) 來解決 LSD-SLAM 的缺

點，但 DPPTAM 還是只能在室內中具有多個平面景象 (Planar Scene) 的環境才

能達到良好的效果。根據 2016 年由 A. Buyval 在針對室內環境下的單眼視覺 V-
SLAM 系統之分析與比較[20]，可得知 DPPTAM 的抗雜訊能力較 LSD-SLAM 來

的好，但見圖效果卻遜色 LSD-SLAM。 
  接著介紹非直接型 V-SLAM 系統，由 G. Klein 在 2007 年所發表的 PTAM 演
算法[21]，利用不同的執行來執行定位、建圖與 Loop Closure，因此樹立了非直

接型 V-SLAM 系統架構。但 PTMA 在擷取影像中特徵點使用了不穩定的 FAST
角點偵測演算法[22]，造成建立出的地圖資訊不夠穩定，迫使 PTAM 只能在小規

模環境下運作。而在 2010 年 H. Strasda 等人提出的在大規模環境下運作的非直

接型單眼視覺 V-SLAM 系統[23]，其系統前端利用 GPU 來擷取特徵點而實現的

FAST 演算法與光流法 (Optical Flow)[24]，並在系統後端運用 Sliding-Window 
Bundle-Adjustment (BA)的技術，可由感測資訊同時更新攝影機狀態及地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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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使用了 Loop Frame 的三維特徵點，建立稠密平面模型來偵測 Loop Closure，
並利用離散化的 SURF 來改善地圖資訊，由於使用稠密平面模型來偵測 Loop 
Closure 時，需在多個平滑景象之環境下運作才會有較好的果，因此此系統不適

合在室外環境下運作。沿用了 PTAM 之前端技術，H. Strasdat 等人在 2011 年發

表了類似 [23]架構的 V-SLAM 系統 [25]，將後端部分使用了雙視野最佳化 
(Double-Window Optimization, DWO)技術，並將強化區域地圖資訊的穩定度，以

及偵測 Loop Closure 後，攝影機狀態快速的收斂至最佳直，使地標更新與攝影機

估測狀態最佳化。雙視野分為內視野(Inner Window)與外視野(Out Window)，前者

是指拍攝到較小景象之 frame，後者則是較大景象，有了雙視野系統的[25]，可在

高閉迴(Loopy)的環境下有良好的效果，但在外視野景象中包含了內視野景象時，

才有明顯的偵測 Loop Closure 效果[26]。類似[25]的做法，2014 年 H. Lim 等人發

表的在室外大環境下非直接型 V-SLAM 系統[27]，利用 BRIEF 演算法快速的擷

取影像之特徵，達到即時軌跡追蹤(Tracking)、建圖以及偵測 Loop Closure，結合

歐幾里得與拓樸式(Topological)複合式地圖表示法[28]，快速的將 Loop Closure 偵

測出來。但 BRIEF 演算法不具備旋轉不變性以及尺度不變性，使攝影機在旋轉

下容易造成特徵點匹配錯誤，進而使地圖有極大之誤差影響定位結果，降低了在

大環境下長期運作的可能性。 
  除了運用影像平面上之二維特徵點資訊，2014 年由 C.-D. Herrera 等人發表

的 DT-SLAM 系統[29]，此系統估測攝影機狀態是利用 2D 與 3D 之特徵點整合演

算法，此作法可在攝影機單純旋轉下，有穩定的定位與建圖較果。假設發生雜訊

干擾或外部影響而造成軌跡追蹤有誤差時，DT-SLAM 仍可利用必要矩陣

(Essential Matrix)重新偵測攝影機狀態來初始化，並利用地圖資訊以及相異尺度

融合，達到校正地圖與軌跡資訊，而在使用必要矩陣時，環境得是非平面之景象，

又因 DT-SLAM 缺乏偵測 Loop Closure，使得此系統只能在多個非平面下之小範

圍環境才有明顯的效果。 
  為了在大環境下具有較好的效果下，所誕生的單眼視覺 ORB-SLAM 系統[26]，
此系統是建立在 PTAM 的架構下，並且結了[23]所提出的 Covisibility 之概念、必

要圖形最佳化演算法以及 BoW 的環境辨識(Place Recognition)模組，來解決 Loop 
Closue 的問題。然而 ORB 特徵點擷取與描述演算法只能在特定範圍才具有旋轉

及尺度不變性，且 ORB 特徵點擷取與匹配效果不如 SIFT 及 SURF，使得需要較

多時間來偵測足夠數量之特徵點，此 ORB-SLAM 在 KITTI 開放資料庫[37, 38]
中，可以得知在高速移動下會造成極低的影像更新率，而無法進行定位與建圖。

而同一位作者在隔年提出了ORB-SLAM2演算法[30]，藉由雙眼視覺的感測資訊，

使建立出來的地標更穩定，但還是無法改善 ORB 演算法的缺點。 
  複合式系統以 2014 年 C. Forster 等人所發表的單眼視覺 SVO 演算法[31]最
具有代表性，以直接型的方式建立三維半稠密地圖，再利用非直接型的方式匹配

特徵點。由於 SVO 主要實現在運算能力有限的平台上，例如四旋翼等小型飛行

器，因此具有即時資訊的效果，由於 SVO 需要大量的資料建構機率模型，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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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出的參數未必精確，間接地影響了系統之效能。 
3.5 Loop Closure 之問題 
  在 V-SLAM 系統中，為了能即時提供攝影機狀態以及地圖資訊之估測，同

時又必須節省記憶體儲存空間。因此，藉由目前影像上的特徵點與前幾張影像進

行匹配，來達到更新或新增地標。由於 V-SLAM 在執行時，攝影機會經過先前探

索的區域，而拍攝到重覆影像而建立重複地標資訊，為了避免發生重複建立相同

的資訊，有關 Loop Closure 問題，由圖 3-12 及表 3-5 來說明。 
  圖 3-12 中，攝影機從右上方開始逆時針行走一圈後重新回到起始點，Xt 為
真實機器人，因 V-SLAM 誤差，造成的攝影機估測狀態 xt，而在 t + n 時刻時與

一開始定位結果不同，目前影像中的特徵點只會與前一張或前幾張影像進行匹配。

當攝影機在重新回到出發位置時，原本所建立的地標資訊系統無法匹配到，使系

統會新增相同地標，又因為攝影機狀態估測具有誤差，使地圖資訊產生偏移的現

象。圖中橢圓形表示為地標 l1、l2，紫色表示攝影機一開始所建立的地標，粉紅

色表示攝影機繞完一圈後回到出發位置所建立的地標，可以發現地標偏移造成了

三維地圖有不一致的情況發生，間接地影響後續動作。 
  當攝影機重複的經過已探索區域時，即為發生 Loop Closure 現象，V-SLAM
系統必須透過演算法來解決，使目前影像中的特徵點與偵測到 Loop 的影像特徵

點進行匹配，進而使地標更新至最新的資訊，並重新校正目前攝影機狀態。其中，

偵測到 Loop 時候的 Key-Frame 稱為 Looped Key-Frame。 
  我們 2015 年 G. Dubbelman 等人提出的演算法[32]來做為我們提出的軌跡校

正演算法之根據，因此我們針對該方法描述其概念原理。 
 

   

l1

l2

xt

Xt

 
圖 3-12 Loop Closure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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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圖 3-12 之示意圖說明 

圖示／符號 說明 

 
攝影機的實際狀態 

 
攝影機的絕對狀態 

 

經過 n 個時刻後，攝影機重複 
讀取到 t 時刻之景象的狀態 

 

攝影機在 t 時刻所建立的地圖資訊 

 

攝影機在 t + n 時刻建立的地圖資訊，與 t 時刻建立的

地圖資訊相互匹配 

Xt 攝影機於 t 時刻的實際位置 

xt 
V-SLAM 系統在 t 時刻估算的 

攝影機絕對位置 

xt+n 
V-SLAM 系統於 t + n 時刻估算的 

攝影機狀態 

l1 
在 t 時刻中，系統在環境中 

建立的第 k 個資訊 

lk 
在 t + n 時刻中，系統在環境中 

建立的第 k 個資訊 

 
3.6 Loop Closure 偵測 
  往往非直接型 V-SLAM 系統擁有的環境資訊相較於其他形式的 V-SLAM 來

的少，要解決 Loop Closure 也相對困難，以下針對此議題加以介紹。在 2013 年

由 G.-H. Lee 等人所提出的演算法 [33]，其利用最大期望演算法 (Expected 
Maximization, EM)，來設計柯西函數(Cauchy Function)所表示的權重(Weight)，每

個 Key-Frame 皆有一個權重，若 Key-Frame 的權重大於一個門檻值時，則代表

該 Key-Frame 為 Looped Key-Frame，也就表示已經偵測到 Loop Closure。利用權

重的方式影像資訊可以有效的不受雜訊干擾，但此演算法為非凸型最佳化法

(Non-Convex Optimization)，使系統效能會因初始值的好壞來改變，意味著系統

無法每次都可以精準地判斷出 Loop Closure[34]。此方法也使用了 Loop Closure
的制約(Constraint)，但這種演算法很容易因匹配特徵點時捨棄環境中幾何資訊的



16 
 

特徵，使得偵測上容易發生錯誤。 
  除了上述之外，由 M. Labbe 等人在 2013 年提出的另一種 Loop Closure 偵

測演算法[35]，其作法是運用貝式濾波器(Bayesian Filter)與 Bow 之概念，計算出

最有機會的是 Looped Key-Frame 之影像，此影像稱為 Loop Closure Hypothesis，
再藉由 Loop Closure Hypothesis 的權重找出 Looped Key-Frame，其缺點會隨著

Key-Frame 之影像資訊增加，使長時間運作會受到記憶體與運算效能所影響。為

了解決長時間運作下之問題，該論文提出類似暫存器的工作記憶體(Working 
Memory, WM)與類似全域記憶體的長期記憶體(Long-Term Memory, LTM)，透過

兩種記憶體的連結而快速找到對應的 Loop Closure Hypothesis，解決長途運作之

問題。此種作法在 2014 年 M. Boulekchour 所發表的論文[36]看見，其作法是運

用圖像之最近鄰居搜尋法(Graph-Based Nearest Neighbor GNN Search Algorithm)
搜尋 BoW 表示之影像。但上述兩種都受到 BoW 模型的缺點影響，系統忽略了

影像特徵點間的空間資訊，導致影像不易區分，使 Loop Closure 容易出錯，然而

[32]使用 GNN 搜尋演算法，此演算法有些限制，會造成攝影機在普通旋轉下，

高速移動時影像更新率低，而無法找出 Looped Key-Frame。 
  在最近幾年，有許多人對於 Loop Closure 偵測是否正確而提出的 Loop 
Closure 制約之概念，如 2012 年 N. Sunderhauf 等人發表的可調式制約法

(Switchable Constraints method)[37]、2012 年 Y. Latif 等人發表的 (Realizing  
Reversing Recovering, RRR)演算法[38]和 2013 年 E. Olson 等人發表的最大混合

訊號(Max-Mixture Model)[39]等，其中，可調式制約法會透過一個可調式變數來

最佳化地圖資訊與判斷出影像資料，使得在最佳化 Augmented 下建立最佳地圖

之估測；在 RRR 演算法中，觀察里程計與 Loop Closure 之制約的一致性，判斷

出系統認錯之 Loops，再利用內部集合之一致性(Intra Cluster Consistency)來找出

離群集合，使系統能快速地找出 Looped Key-Frame；而最大混合模型利用高斯

混合(Gaussian Mixtures)建立 Loop Closure 制約的相似模型(Likelihood Model)，
以相似模型為 Loop Closure 所對應的 Looped Key-Frame，相似性越高的 Key-
Frame，越趨近真實的 Looped Key-Frame，在三種制約方式之中，最大混合模型

最容易實現，但根據[40]進行多次實驗比較，在真實環境下此種效果最差；RRR
演算法是因為演算法是建立在假設里程計制約條件是穩定的，若里程計制約條

件不穩定，則模擬環境以及真實環境下的表現不甚良好；可調式制約主要還是無

法消除 Loop Closure 制約條件而受到外部干擾產生出不確定性(Uncertainty)，造

成系統在三種約制下穩定性表現最差。 
  另外在 2014 年由 Y. Latif 等人所發表的文獻中[41]，利用目前影像與前些時

刻的影像比對，找出最相近之影像的概念，再利用稀疏 l1 凸最小化(convex 
minimization)來改善 Loop Closure 偵測之問題，但擴大攝影機的探索範圍時，系

統則會需要更龐大的運算，使系統無法達到即時定位與建圖。 
  針對影像資訊表示法，在 2014 年 A.-N. Ravari 等人發表了影像資料用柯式

複雜性(Kolmogorov Complexity)的技術來表示[42]，避免在高維度時所需要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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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運算及記憶體，但影像資料用利用柯式複雜性來表示這種缺點在於電腦運算

平台上的不可計算性(Incomputability)，簡單來說就是系統要得到柯式複雜的解，

必須使用相關逼近的演算法來求解。 
3.7 軌跡校正演算法 
  在系統偵測到 Loop Closure 後，攝影機相對狀態與相對應的地圖資訊會利用

軌跡校正演算法(Trajectory Bending Algorithm)來校正。本實驗參考[32]，並提出

一個軌跡校正演算法，其概念是在第 i 個攝影機狀態，利用一個狀態校正矩陣𝑼𝑼�𝒊𝒊，
校正第 i 個攝影機狀態，使結果接近真實的狀態，校正後的攝影機狀態則為地標

資訊，並重新建立在世界座標上。以下針對此演算法進行說明。 
  根據式(3-2)，攝影機的每個瞬時狀態對應在世界座標下時，以模型表示可以

由當下時刻與當下時刻之剛體變換乘積得到。在軌跡校正法中，校正後的狀態𝑨𝑨�𝒎𝒎
為每個剛體變換𝑴𝑴𝒊𝒊

𝒊𝒊−𝟏𝟏乘上校正矩陣𝑼𝑼𝒊𝒊，使第 m 個攝影機狀態在系統偵測到 Loop 
Closure 之後，如式(3-13)所示。 



m
i-1

m i i
i=1

A = U M∏             (3-13) 

  軌跡校正分為四個部分來討論，首先要先求出𝑨𝑨�𝒎𝒎的表示式，我們假設對應

到的攝影機狀態為𝑨𝑨𝒏𝒏，且𝒎𝒎 > 𝒏𝒏，而我們希望利用𝑨𝑨𝒎𝒎與𝑨𝑨𝒏𝒏兩者之最佳整合

(Optimal Combination)狀態，當作校正後狀態𝑨𝑨�𝒎𝒎的表示式，如式(3-14)。 


m

m n

2
A n

m m 2 2
A A m

σ AA = A e log
σ +σ A
  
  
   

×         (3-14) 

  其中，攝影機狀態𝑨𝑨𝒎𝒎與𝑨𝑨𝒏𝒏受到外部不穩定干擾時所產生不確定性以𝝈𝝈𝑨𝑨𝒎𝒎與𝝈𝝈𝑨𝑨𝒏𝒏
來表示。根據式(3-14)判斷，可以發現𝑨𝑨�𝒎𝒎會坐落在𝑨𝑨𝒎𝒎與𝑨𝑨𝒏𝒏兩者之最短距離上，

而兩者間的距離比即為兩不確定性平方比，如式(3-15)。為求得攝影機不確定的

不確定性，假設每個剛體變換𝑴𝑴𝒊𝒊
𝐢𝐢−𝟏𝟏的不確定性都具有等向性(Isotropic)，且雜訊

之機率分布為高斯分布，則攝影機狀態𝑨𝑨𝒎𝒎之不確定性𝝈𝝈𝑨𝑨𝒎𝒎的平方可表示為第 m
個時刻之前所有不確定性的平方乘積，如式(3-16)。 





2

2
m

n

m Am

Am n

A A

A A

σ
σ

=            (3-15) 

2 2

=1

σ = σ
m i

m

A A
i
∏            (3-16) 

  接下來在軌跡校正演算法中，目前時刻之校正矩陣𝑼𝑼�𝒎𝒎可表示成每一時刻對

於剛體變換之校正矩陣 U 的乘積，如式(3-17)。因此，系統偵測到 Loop Closure
後，便可得到校正後的攝影機狀態，如式(3-18)。 



1

=
m

m i
i

U U
=
∏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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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m

m mm m i
i

A A U A U
−

=

= = ∏          (3-18) 

其中，透過目前時刻狀態𝑨𝑨𝒎𝒎以及 Looped Key-Frame 像對應到的攝影機狀態𝑨𝑨𝒏𝒏的
相對內插函數(Relative Interpolation Function)求出校正矩陣𝑼𝑼𝒊𝒊，如式(3-19)。其中，

𝕴𝕴(∗)與𝒘𝒘𝒋𝒋又可寫成式(3-20)與式(3-21)。 

  

1
1

1 1

i i

i j j
j j

U w w
−

−

= =

    
= ℑ ℑ    
     

∑ ∑         (3-19) 

( )
log n

m

A
Ae

α
αℑ =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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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A A

w
σ

σ σ
=

+
          (3-21) 

  由上式可得知，在一個攝影機狀態之不確定性越高時，所需之校正量也相對

的較大。在[32]裡，利用數學證明(3-19)之設計對於其所提出的軌跡校正演算法，

可以達到最大似然性的解(Maximum Likelihood Solution)；簡單來說，第 i 個剛體

變換的校正矩陣𝑼𝑼𝒊𝒊，並利用(3-19)來使狀態𝑨𝑨𝒊𝒊校正成最接近攝影機真實的狀態。

除此之外，[32]也利用數學來證明(3-19)之收斂性(Convergence)，保證該演算法可

以完全校正至新的狀態。 
接著要求出𝑼𝑼𝒊𝒊與𝑼𝑼�𝒊𝒊之關係，而我們根據(3-17)與(3-18)先將校正攝影機狀態表示為

式(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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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22) 

為了找出𝑼𝑼𝒊𝒊與𝑼𝑼�𝒊𝒊之關係，在此假設𝑼𝑼�𝒎𝒎 = 𝚪𝚪(𝑼𝑼𝒎𝒎)，因此(3-22)可改寫成式(3-23)，
並移項整理後可得式(3-24) 

 ( )1 1 1 1 1 1... ... ... ...m mm m m m mA M M U U M M M U U U− −= = Γ     (3-23) 

( ) ( ) ( ) 1
1 1 1 1... ...m m m mU U U U U U −

− −Γ =        (3-24) 

根據(3-22)，又經移項整理後得(3-25) 

( ) 

-1 -1
1 -1 1... = ... mm m mU U M M A U         (3-25) 

再經由(3-24)與(3-25)，又可寫成(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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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由以上數學式可知，針對第 j 個攝影機狀態，其相較於前一時刻的剛體變換之校

正矩陣可寫成(3-27)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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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最後要校正每一個攝影機狀態，利用(3-18)可知，求出𝑼𝑼�𝒋𝒋，即可由(3-27)校正，

使每一個攝影機狀態校正至新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個校正的𝑼𝑼�𝒋𝒋皆可以獨

立運算，因此相較於其他演算法使用迭代的方式，此做法能夠較有效地使軌跡校

正至真實攝影機的狀態。此外，在(3-27)中，矩陣𝑨𝑨�𝒎𝒎與剛體變換的乘積皆需求得

其反矩陣，根據攝影機齊次變換矩陣表示，可由第 j 個攝影機狀態𝑨𝑨�𝒋𝒋與 j-1 個攝

影機狀態𝑨𝑨�𝒋𝒋−𝟏𝟏的關係表示成(3-28)。並藉由(3-28)可得矩陣𝑨𝑨�𝒎𝒎的位移矩陣與旋轉

矩陣分別可寫成𝑻𝑻𝒋𝒋−𝟏𝟏,𝒋𝒋 = −𝑹𝑹𝒋𝒋,𝒋𝒋−𝟏𝟏𝑻𝑻 𝑻𝑻𝒋𝒋,𝒋𝒋−𝟏𝟏與𝑹𝑹𝒋𝒋−𝟏𝟏,𝒋𝒋 = 𝑹𝑹𝒋𝒋,𝒋𝒋−𝟏𝟏𝑻𝑻 ，故矩陣𝑨𝑨�𝒎𝒎的反矩陣存在，

且剛體變換乘積之反矩陣也存在，如式(3-29)。 

   

1
, 1 , 1 , 1 1, 4 4j j j j j j j jA A A A I

−
− − − − ×= =        (3-28) 

, 1 , 1 1, 41,
4 4

1 3 1 30 1 0 1
j j j j j j j jR T R T

I− − − −
×

× ×

   
=   

   
     (3-29) 

3.8 硬體實現之相關演算法 
  在系統中，我們使用了亂數產生器以及奇異值分解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前者使用在攝影機絕對位置估測演算法中，後者則使用在

攝影機相對位置之預測以及 Loop Closure 偵測演算法中。因此利用簡易的線性回

授位移暫存器來產生亂數以及 One-Sided Hestenes-Jacobi 演算法產生一個三維矩

陣之左右特徵向量(Eigenvector)及特徵值。 
3.9 線性回授位移器 
  線性回授位移暫存器(Linear Feedback Shift Register, LFSR)[43]，可視為亂數

產生器，其概念是將前一狀態之輸出回授至暫存器，使整體暫存器向左移一個位

元，而位移之後的暫存器存取的值即為亂數值。 
  如圖 3-13 所示，其中𝒔𝒔𝟎𝟎, 𝒔𝒔𝟏𝟏,…, 𝒔𝒔𝒏𝒏−𝟏𝟏為位元值，𝒇𝒇(𝒔𝒔𝟎𝟎, 𝒔𝒔𝟏𝟏, … , 𝒔𝒔𝒏𝒏−𝟏𝟏)為對應位元

的線性函數，線性函數針對數個位元值進行運算，其結果會輸入至暫存器右端，

而每個位元會向左移一個位元，未移出的數值會依序輸出，即為亂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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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n 位元線性回授位移暫存器 

 
 
3.10 One-Sided Hestenes-Jacobi 演算法 
  由於 QR 演算法[44]在求矩陣對角表示法(Diagonal From)時，因每個正交相

似矩陣(Orthogonal Similarity Transformation)皆需依賴前一刻之結果，造成演算法

難以平行化(Parallelizable)運作。而在 1989 年，J. Demmel 提出了 One-Sided 
Hestenes-Jacobi 演算法[45]，其利用 Jacobi 旋轉矩陣與迭代實現任意維度的奇異

值分解，來改善 QR 演算法之缺點。使矩陣奇異值分解可以透過 GPU 或是 FPGA
等平台實現。 
 
 
 

4. 研究方法 

4.1 系統架構 
  圖 4-1 為 V-SLAM 系統的基本架構圖，其中藍底與綠底的功能分別為 Key-
Frame based V-SLAM 兩層式架構的前端與後端，前端包含了利用 SIFT 演算法偵

測與描述影像上的特徵點、透過線性窮舉法來匹配前後張影像的特徵點、Key-
Frame 選擇機制、在攝影機座標下建立地標、地標資訊管理、攝影機相對狀態之

預測以及 Loop Closure 偵測等，後端則包含更新地標、估測攝影機絕對位置、校

正軌跡以及將地標與攝影機狀態建立在世界座標系中。 
  對於整個系統來說，只要影像輸入系統後，便需透過特徵點擷取演算法，偵

測影像上的特徵點，為了能在不同環境下皆能擷取到穩定的特徵點資訊，本系統

使用的 SIFT 演算法，不僅賦予每一個特徵點 128 維的描述值，更對於環境光線、

影像尺度及影像旋轉，皆具有不變性，使得後續運作能大幅提升其成功率。其中

高維度的特徵點描述向量更能在匹配時穩定地提供相互匹配到的特徵點，使得此

V-SLAM 系統能夠基於穩定的特徵點資訊，來進行後續的定位與建圖功能。當前

後張影像之特徵點匹配後，系統會透過 Key-Frame 選擇機制決定當前拍攝之影像

是否需視為 Key-Frame，若不為 Key-Frame，則重回到攝影機並拍攝下一張影像；

相反的，若視為 Key-Frame，則當前影像之每一個特徵點藉由相對應的深度資訊

轉為攝影機標下的地標資訊，並透過地標管理機制刪除不穩定的地標。接著在攝

影機座標下，系統會利用前後張影像中匹配到的地標資訊，進行估測攝影機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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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狀態，包含相對旋轉與位移矩陣等，然後再將影像中 128 維的特徵點資訊進行

Loop Closure 偵測，判斷影像是否為曾經看過的影像，若為是，則利用校正軌跡

演算法進行校正，並將地標資訊透過校正後的攝影機狀態轉為世界座標系；相反

的，沒發生 Loop Closure，則更新匹配到的地標，使地標資訊更趨近於真實的狀

態，再藉由更新後的地標估測攝影機之絕對狀態，將該地標從攝影機座標轉成世

界座標，使系統可提供同一個座標系下的攝影機狀態及地標狀態。 
  在本系統中，地標更新後才估測攝影機的絕對狀態，是因為匹配到的地標具

有較大誤差時，攝影機之絕對狀態也相對地會有較大的誤差，因此，基於地標更

新與攝影機的絕對狀態，系統後端便能提供更精準的定位結果。 
 

利用SIFT演算法
擷取特徵點

匹配特徵點

估測地標在攝影
機座標下的狀態

地標管理
估測攝影機
相對位置

Loop Closure
偵測

偵測到
Loop Closure ?更新地標狀態

校正軌跡

最佳化地標與
攝影機之狀態

估測攝影機
位移矩陣

估測攝影機
旋轉矩陣

Key-frame
選擇機制

輸入影像為
Key-frame ?

攝影機

否

是

是

否

輸入影像

攝影機重新拍攝

Loop Closure

特徵點擷取與匹配

建圖

攝影機狀態估測

攝影機狀態估測 地標估測

前端

後端

 
圖 4-1 視覺型機器人同時定位與建圖系統之基本架構圖 

 
4.2 Key-Frame 選擇機制與地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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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B-D 攝影機、單眼視覺，抑或是雙眼視覺，其影像更新率都很高，由於

攝影機不一定每次都高速移動，所以在影像更新率很高的狀況下，拍攝出的影像

之間會出現極大的重疊率，甚至有可能使攝影機定位與建立地圖的結果非常相似，

除此之外，當攝影機旋轉時，會造成影像模糊之現象，以上現象會使特徵點偵測

與比對造成極大的影響，使得定位與建圖產生誤差，為了改善這些誤差，因此需

要 Key-Frame 選擇機制來過濾高重疊的影像。過濾步驟如表 4-1，條件一主要是

在 V-SLAM 系統讀取到較多新的影像時，將其納入為 Key-Frame；條件二是避免

前一個 Key-Frame 距離目前影像太遠，造成地圖資訊產生差異；條件三則是避免

攝影機在快速的轉動下，造成前後影像沒任何重疊，使得在攝影機座標系下沒有

任何特徵點匹配到，導致無法定位。 
 

表 4-1 Key-Frame 選擇條件對照表 
條件一 目前影像中，為匹配到的特徵點數量大於一門檻值 Kn。 
條件二 距離上一個 Key-Frame 的數量超過一門檻值 Kf。 
條件三 目前影像中，匹配到的特徵點大於一門檻值 Km。 

  若皆不滿足上述條件，則系統將在進行定位與建圖前，捨棄目前影像，系統

將不提供任何攝影機狀態資訊。 
4.3 攝影機相對狀態預測 
  利用 P.-J. Besel 等人在 1992 年發表的方法[46]，可簡單的求出兩影像間相對

旋轉矩陣與位移矩陣，如圖 4-2 所示，紅色與紫色表示攝影機在不同時間觀察下，

互相匹配到的地標。 

xt-1 xt

l4

l4
l3

l3

l2

l2

l1

l1

 
圖 4-2 不同時間下兩攝影機互相匹配到的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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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

l2

l1

l4

l2
l1

l4

l3

l2

l1

b
l3

a

 

圖 4-3 攝影機相對旋轉矩陣估測示意圖 
 

  假設在前後張影像中，匹配到 n 組地標，並以矩陣 A 與矩陣 B 兩個𝟑𝟑 × 𝒏𝒏的
形式表示，矩陣中，每行代表為匹配到的地標在攝影機座標下的位置 x、y、z，
接著找到攝影機座標下匹配到地標的重心 a、b，如圖 4-3 所示，演算法先計算出

旋轉矩陣，將矩陣 A、B 所有的行與重心 a、b 相減，得到新的集合�̂�𝐴及集合𝐵𝐵�，
此物理意義是將重心位移至原點(0, 0, 0)，讓前後張影像匹配到的地標在同一座

標系下，消除兩集合間的位移關係。最後將集合�̂�𝐴與集合𝐵𝐵�之旋轉矩陣相乘除上

匹配到的地標數 n，即可得到前張影像之間的旋轉矩陣(4-1)。 

 

T
A BR =

n
×

             (4-1) 

  但攝影機的感測資訊往往受到雜訊干擾，因此使用奇異值分解，得到最接近

該矩陣的正交矩陣𝑅𝑅�(4-2)，其中 U 跟 V 表示為 R 經過奇異值分解後所得到的左、

右特徵向量，再進一步藉由𝑅𝑅�來得到相對位移矩陣 T(4-3)。 



TR =U V×              (4-2) 

T = m - s R×              (4-3) 

4.4 地標更新 
  在攝影機的狀態下，所有地標皆從攝影機座標轉為世界座標，其中，未匹配

到的地標系統會是為當下才看到的新地標，因此則不需要更新狀態；另一方面，

匹配到的地標需透過演算法，將原本的狀態更新成較接近真實的地標狀態。在演

算法中，地標最佳狀態可視為的感測資訊有最大相似性，舉例來說，兩相互匹配

到的地標，預期量測資訊 d1 及實際量測資訊 d2 之間有最大的相似程度，則相對

應的地標狀態可視為更新後的地標。 
  如圖 4-4 所示，量測地標與預期地標分別代表目前攝影機座標轉至世界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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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互相匹配到的地標。在目前攝影機狀態中，預期地標為前一張影像建立之地

標，由預期地標與攝影機狀態之間的歐幾里得距離可求出 d1。在地標更新演算

法中，主要是將量測地標與預期地標找出一個更新後的地標。 

  

攝影機

d1

d2

預期地標

量測地標

更新後地標

 
圖 4-4 地標更新示意圖 

 
4.5 攝影機絕對狀態之估測 
  經過以上演算法，每個匹配到的地標都已被更新為較穩定的狀態，有了地標

資訊及攝影機的相對狀態，可以進一步的估測攝影機的絕對狀態。根據 L. Carlone
等人，在 2015 年發表的論文中的 Chordal Relaxation 演算法[47]，可以在現實環

境中提供非常好的效果，我們也套用在系統中。概念是將目前的絕對旋轉矩陣

𝑅𝑅�𝑎𝑎𝑎𝑎𝑎𝑎可由對旋轉矩陣𝑅𝑅�乘上前一刻攝影機絕對旋轉矩陣𝑅𝑅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4-4)。 

 

abs absR = R R×            (4-4) 

  將絕對位移矩陣𝑇𝑇𝑎𝑎𝑎𝑎𝑎𝑎及相對位移矩陣 T，透過簡單的線性方程式(4-5)，校準

相對位移矩陣的誤差，達到攝影機的絕對位移矩陣之估測，使系統的定位結果更

精準，L 為相對位移矩陣的校正向量。 

absT = T + L             (4-5) 

4.6 Loop Closure 偵測演算法 
  V-SLAM 在運行大規模的環境中，攝影機往往在運作一段時間後，重複的讀

取先前讀取過的影像，而 Loop Closure 透過相關演算法，來避免相同的地標重複

建立，進一步使用軌跡校正演算法修正所有攝影機狀態以及地標狀態。本系統利

用 SIFT 演算法讀取每張影像上數個 128 維的特徵點描述值，當作潛在可能的

Loop 作為依據，並進行偵測。若是利用目前攝影機狀態的周遭範圍，判斷是否

有先前攝影機狀態作為偵測 Loop Closure 的依據，這樣會使系統不易判斷出正確

的 looped Key-Frame[48]。 
4.7 改良型軌跡校正演算法 
  偵測到 Loop Closure 之後，為了提供最佳的攝影機位移矩陣以及旋轉矩陣，

基於[32]所提出的改良方法，可以避免發生[32]之方法中所產生的問題。 
由前面軌跡校正法可得知，�̂�𝐴𝑚𝑚是由外部干擾的不確定性所求得，且假設均建立

在每一個剛體變換𝑀𝑀𝑖𝑖
𝑖𝑖−1的不確定性皆為等向性(Isotropic)，簡單來說，雜訊的機

率分布呈現為一個高斯分布，但在實際環境中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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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中雜訊機率分布會呈現為一個高斯分布，但實際環境中未必是如此。我

們提出的方法是將 Looped Key-Frame 和目前影像匹配到的特徵點進行相對位移

矩陣與旋轉位移矩陣的估測，便可得到相對於 Looped Key-Frame 之攝影機狀態

的位置，使得估測出的結果可以避免[32]所發生的情形，也保留[32]中所有的優

點。 
  不同於[32]，我們除了估測�̂�𝐴𝑚𝑚外，還將(3-22)做反矩陣運算，如式(4-6)。換

句話說，每一個攝影機狀態皆可直接從相對應的校正矩陣𝑈𝑈�校正至新的狀態�̂�𝐴𝑗𝑗，
如式(4-7)。 

( )   

1
1 1

1 1

ji

m mj j i j i
i i

U U A M U M A
−

− −

= =

  
Γ = =   

   
∏ ∏     (4-6) 

 

j jjA A U=             (4-7) 

藉由齊次變換矩陣表示𝑈𝑈𝑗𝑗(4-8)，攝影機狀態 j 的相對與絕對之旋轉、位移的正規

化差值來決定旋轉矩陣與位移矩陣，狀態 j 的差值除上所有攝影機狀態之差值的

總合即為正規化差值，如式(4-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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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9)中，狀態 j 相對與絕對之旋轉矩陣的第 n 個元素差值以Δ𝑟𝑟𝑛𝑛
𝑗𝑗
來表示，

而在(4-10)中，狀態 j 相對與絕對之位移矩陣的第 n 個元素差值以Δ𝑡𝑡𝑛𝑛
𝑗𝑗
來表示。由

以上可得知，一個狀態的相對與絕對狀態的差值越大，則表示該狀態所受到的雜

訊也就越大，這樣會使系統偵測到 Loop Closure 後，攝影機要被改良型軌跡校正

演算法校正的幅度也就越大。此演算法會將每一個狀態校正至較接近真實的位置，

地標資訊也會透過校正後的狀態更新到新的位置。 
 
4.8 系統硬體架構 
  圖 4-5 為此 V-SLAM 系統的硬體架構，包含了「特徵點偵測與匹配模組」、

「攝影機狀態估測模組」、「建圖模組」以及「改良型軌跡校正模組」四大區塊，

用顏色區塊綠、藍、黃、粉紅來表示，本系統是利用雙眼視覺當作視覺感測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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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文獻[49]中的硬體模組加以整合至本 V-SLAM 系統。 
  電源開啟後，V-SLAM 系統會利用 PFGA 影像讀取設備讀取 Frame #1 以及

Frame #2，代表輸入左右兩張影像進入系統，進入系統後，SIFT 便會偵測在影像

上的特徵點並且擷取，擷取後會透過特徵點匹配模組#1 來匹配兩張影像上的特

徵點，並且加以存取至 RAM #0，而 RAM #1 為儲存前一張 Key-Frame 中每個

128 維的描述值，而特徵點匹配模組#2 主要是讀取 RAM #1 裡上一張 Key-Frame
的資料，並與目前影像的描述值進行匹配，當前一張影像匹配到目前影像時，則

把匹配到的資料儲存在 RAM #2；若未匹配到，則儲存在 RAM #3，以便之後更

新地標時使用。特徵點匹配後，Loop Closure 偵測模組便隨即將目前影像與 RAM 
#1 中所有特徵點進行匹配，判斷是否發生 Loop Closure 的現象；若發生，該模

組將會讀取 RAM #7 中攝影機狀態資料並執行軌跡校正演算法；相反的，則觸發

Kay-Frame 選擇機制模組。 
  Key-Frame 選擇機制模組先讀取 RAM #3 及 RAM #4 中的特徵點，以判斷目

前影像是否需要納入Key-Frame，如果需要，則觸發深度計算模組，並儲存至RAM 
#1，提供下一張影像匹配的資訊，深度模組同時會讀取 RAM #3 及 RAM #4 中
的特徵點，計算出每個特徵點的深度資訊，並將結果及特徵資訊利用先進先出

(First In First Out, FIFO)存取記憶體的方式，分別將匹配到與未匹配到的特徵點

儲存在 FIFO #1 以及 FIFO #2 中，同時建立地標模組#1 與地標模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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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基於線性模型之 V-SLAM 系統硬體架構圖 

 
  接著透過感測模型建立出攝影機座標下的地標資訊，利用地標管理模組#1
與地標管理模組#2 過濾不穩定地標，使系統可以達到讀、寫同時進行的 Pipeline
的效果，使系統運算效率提升。因為地標管理模組#1 在系統運作上需要利用前

一個攝影機座標與當前影像互相匹配到的地標資訊，所以系統將上一個攝影機座

標的地標存取在 RAM #8 中，再將 RAN #2 與 RAM #8 內的資訊，利用 Compare 
Unit 比較相同的資訊，比較出的地標資訊將儲存於 RAM #6，使地標管理模組#1
能夠取出資料，過濾不穩定地標。接下來將地標模組穩定的兩個地標資訊儲存於

RAM #5 與 RAM #8 中，攝影機相對旋轉矩陣模組會將 RAM #5 與 RAM #6 裡的

資訊讀出，讀取方式是以 Pipeline 的方式讀取，以計算出𝑅𝑅�(4-2)，計算後攝影機

相對位移矩陣估測模組便負責提供 T(4-3)，同一時間下，絕對旋轉矩陣估測模組

會讀取 RAM #7 中，上一個 Key-Frame 的攝影機狀態，再利用𝑅𝑅�去計算出𝑅𝑅�𝑎𝑎𝑎𝑎𝑎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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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並將結果儲存在 RAM #7 中。接下來 RAM #5 與 RAM #8 中的資訊對被地標

更新模組讀取，更新匹配到的地標，並輸出至攝影機絕對位移矩陣估測模組以及

將資訊存入 RAM #8 中，使得可以利用更新後之地標資訊與 T 來計算出𝑇𝑇𝑎𝑎𝑎𝑎𝑎𝑎(4-
5)，並將結果存取至 RAM #7 中。 
  攝影機座標下轉換至世界座標下是透過三角測量模組讀取 RAM #7 裡攝影

機狀態以及 RAM #8 地標資訊，透過影像修正計算將結果儲存在 RAM #9，目前

Key-Frame 的定位及建圖結果可以由存取在 RAM #7 中的矩陣 A 以及存取在

RAM #9 中的世界座標下的地標資訊 ξ。 
  當影像匹配完且發生 Loop Closure 現象時，則 Key-Frame 選擇模組將不被觸

發，使定位與建圖停留在等待狀態，改良型軌跡校正觸發模型會傳送信號至 RAM 
#10、計算校正矩陣模組以及 FIFO #3，使計算校正矩陣模組可以讀取到 RAM #7
裡的 Looped Key-Frame 對應位置的齊次變換矩陣，而 RAM #10 與 FIFO #3 則讀

取軌跡校正演算法中的剛體變換 M，而 RAM #10 與矩陣相乘模組之間主要是計

算∏ 𝑀𝑀𝑚𝑚
𝑖𝑖
𝑚𝑚=1 ，透過矩陣相乘兩個剛體變換組後，計算結果會儲存在 RAM #10 中，

系統會重複執行此步驟，值到計算出∏ 𝑀𝑀𝑚𝑚
𝑖𝑖
𝑚𝑚=1 為止，並將結果儲存在 RAM #11。

最後經由計算1 �∏ 𝑀𝑀𝑚𝑚
𝑖𝑖
𝑚𝑚=1 �⁄ 模組、計算𝐴𝐴−1模組及多個矩陣相乘模組之結果，並

將結果存放置 RAM #7，再透過 Triangulation 模組一併校正世界座標下的地標狀

態。 
4.8.1 RAM 模組 
  此模組具有216個存取位置，每個位置可存取 17 個 bit 的有號數資料，其訊

號則包含時脈訊號、重置訊號、觸發訊號、存取位置、輸入資料及輸出資料等。 
4.8.2 FIFO 模組 
  此模組具有25個存取位置，每個位置可存取 17 個 bit 的有號數資料，其訊號

包含時脈訊號、重置訊號、觸發訊號、存取位置、輸入資料及輸出資料等。FIFO
模組類似於 RAM 模組，其差異在於 FIFO 模組的儲存空間較小，然後依照先進

先出的方式存取資料。 
4.8.3 攝影機旋轉矩陣估測模組 
  攝影機旋轉矩陣估測模組硬體架構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攝影機相對旋

轉矩陣估測模組，第二部分是絕對旋轉矩陣估測模組，其中第一部分運作時，先

將 RAM #5 及 RAM #6 資料讀出，同時計算目前攝影機座標與前一時刻攝影機

座標下所有地標的重心。接著將地標狀態與重心相減，再透過 FIFO 的方式進行

矩陣的運算。第二部分運作則是讀取 RAM #7 中前一刻攝影機的絕對旋轉矩陣狀

態，並將相對的旋轉矩陣相乘，即可得到當下的絕對旋轉矩陣，再把運算後的結

果儲存在 RAM #7 中，即完成攝影機旋轉矩陣之估測。 
4.8.4 攝影機位移矩陣估測模組 
  攝影機位移矩陣估測模組包含了含圖 4-5 中的攝影機相對位移矩陣估測模

組與絕對位移矩陣估測模組，前者的運作狀態類似攝影機旋轉矩陣估測模組中

矩陣相乘，比較特別的是後者，後者包含了 LFSR 模組以及歐幾里得距離計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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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LFSR 模組主要是提供攝影機絕對狀態估測模組所需的亂數，而亂數值的產

生是利用線性回授移位暫存器對 6 個位元進行週期性循環，因此 64 個亂數會形

成一個週期，剛開始產生的亂數會儲存在一個具有 16 個存放位置的 RAM 中，

模組需要亂數時，從 RAM 中的第一個位置讀取，當 RAM 空間不夠時，則取代

原先的亂數。 
  歐幾里得距離計算模組主要是提供攝影機絕對狀態估測模組中，計算目前

攝影機與前一時刻所匹配到的預期量測資訊，也就是兩者之間的歐幾里得距離，

利用座標旋轉數位計算法 CORDIC 模組求出兩數平方和再開根號。 
4.8.5 建圖模組 
  建圖模組包含圖 4-5 中的建立地標模組、地標管理模組、Compare Unit 模

組、地標更新模組以及 Triangulation 模組。 
  建立地標模組會先讀取 FIFO #1 及 FIFO #2 的三個影像特徵點座標，再利用

雙眼視覺感測模組將特徵點轉成攝影機下的地標，若讀取的特徵點總數小於三個，

不足的部分則以 0 代替，此 0 的資訊會在後續的地標模組中濾除。地標更新模組

主要是利用地標更新演算法，將輸入量測的地標資訊與預期量測的地標資訊，透

過多次迭代而更新至新的狀態。Triangulation 模組透過影像修正將攝影機座標下

的地標資訊轉成世界座標。 
4.8.6 改良型軌跡校正模組 
  軌跡校正模組如圖 4-5 中粉紅色區塊，包含了計算𝐴𝐴−1模組、計算

1 �∏ 𝑀𝑀𝑚𝑚
𝑖𝑖
𝑚𝑚=1 �⁄ 模組以及多個矩陣相乘模組，因前兩項主要是計算齊次變換矩陣的

反矩陣，所以這兩個模組只需要矩陣相乘以及矩陣轉至。但在多個矩陣相乘模組

中，則是將各個矩陣透過多個舉矩陣相乘模組乘起來後，最後與攝影機狀態相乘，

再存回至 RAM #7。 

5. SIFT 硬體實作 

5.1 影像輸入 
  在硬體實作的部分，首先會先將 Logitech C300 接收到的 RGB 影像轉成二進

制的灰階影像串列傳輸至 SIFT 的輸入端。 
5.2 影像金字塔 
  軟體上建立高斯金字塔是透過高斯濾波器將原使影像與高斯模板進行卷積

運算，為了提升硬體運算效能，我們使用平行式的架構，先在軟體上求出每張影

像對應初始影像的高斯模板，直接將初始影像與每張對應的模板進行運算，為了

縮小硬體，在[49]SIFT 的硬體中，如圖 5-1 所示，先計算出 4 張高斯影像，再由

相鄰的兩張高斯影像相減得到 3 張差分影像。為了減少硬體消耗，我們化簡了硬

體實作的高斯金字塔，並將差分金字塔結合再一起，如圖 5-2 所示，我們把兩兩

的高斯模板進行相減，取出 1 張高斯影像以及 3 張差分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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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張高斯影像

第1張高斯影像

第2張高斯影像

第3張高斯影像

初始影像

[49]硬體實作影像金字塔

1G(x, y, k )

1G(x, y, k )

2G(x, y, k )

3G(x, y, k )

 
圖 5-1 [49]硬體實作影像金字塔 

 

第0張高斯影像

第0張差分影像

第1張差分影像

第2張差分影像

初始影像

優化硬體實作影像金字塔

1G(x, y, k )

1 0G(x, y, k ) - G(x, y, k )

2 1G(x, y, k ) - G(x, y, k )

3 2G(x, y, k ) - G(x, y, k )

 
圖 5-2 提出優化之硬體時做示意圖 

 
5.3 特徵點偵測 
  SIFT 偵測硬體架構圖，如圖 5-3 所示，可以看到模組內包含: 極值偵測、穩

定點偵測以及緩衝器等模組，當高斯差分影像訊號輸入時，硬體會同時執行極值

偵測模組以及穩定點偵測模組，而極值偵測模組會同時運算輸入像素點是否為

26 個鄰近像素中的極大值以及極小值，再將兩結果之輸出訊號進行 OR 邏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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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如此一來即能得知該特徵點訊號之像素值是否為鄰近點中的極值。而穩定點

偵測模組會進行非邊緣偵測模組以及高對比度偵測模組的運算，而微分矩陣、海

森矩陣、反海森矩陣的運算結果是作為非邊緣偵測以及高對比度偵測的輸入參數。

當非邊緣偵測以及高對比度偵測完成運算後，將兩者之訊號進行 AND 邏輯運算

後即可得知該特徵點是否為穩定之特徵點，由於所有模組之架構皆是基於管線化

(pipeline)設計而成，所以某些訊號要使用緩衝器使訊號等待特定的工作週期後再

傳給下一個模組運算。首次偵測極值所需使用之時間為 4 個 clock，而穩定點偵

測模組所需時間為 9 個 clock，因此極值偵測模組之輸出結果需要 5 個 clock 的

緩衝週期，等到穩定點偵測模組運算結束後，再將兩者之訊號再進行 AND 邏輯

運算，如此一來即能得知該點是否同時具有極值以及穩定的條件，也就是具有成

為特徵點的條件，以下會更詳細介紹該模組中之各功能模組於硬體中之設計實現。 

特徵點偵測

極小值

極大值 特徵點
致能訊號

極小值偵測
(4 clk)

極大值偵測 
(4 clk)

極值偵測

緩衝器
(5 clk)

微分矩陣
(2 clk)

海森矩陣
(1 clk)

緩衝器
(2 clk)

反海森矩陣
(3 clk)

非邊緣點偵測
(3 clk)

高對比度偵測
(5 clk)

緩衝器
(5 clk)

穩定點偵測

極值點

穩定點3張差分影像
輸入

3

 
圖 5-3 SIFT 偵測硬體架構圖 

 
5.3.1 極值偵測模組 
  此模組功能為判斷該像素點是否為鄰近 26 像素點中的極大或是極小值。以

三乘三為遮罩起始於高斯差分影像的左上角，再每個 clock 以 27 個 8 位元灰階

像素值為輸入。模組會同時對一個遮罩執行極大值偵測以及極小值偵測，運算結

束後皆會輸出一個 bit 的訊號，此訊號若為高電位，即代表偵測結果為真(True)，
下一步將兩訊號進行 OR 邏輯運算，若結果仍為高電位，則該像素點具有極值的

特性，若 OR 邏輯運算結果為低電位，則反之。 
5.3.2 穩定點偵測模組 
  當訊號輸入時，會同時運算微分矩陣模組、海森矩陣模組與反海森矩陣模組，

由於微分矩陣模組僅需 2 個 clock 完成所以必須再加上 2 個 clock 的緩衝器等待

反海森模組與海森模組的運算結果並且使得反海森模組的輸出訊號與微分矩陣

的輸出訊號對齊再傳給高對比度偵測模組。其中非邊緣偵測模組也需要海森矩陣

的運算結果，但海森矩陣模組與非邊緣偵測模組合計只需要 4 個 clock 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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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因此非邊緣偵測模組後面也需要加上 5 個 clock 的緩衝器使得非邊緣偵測

模組、極值偵測模組與高對比度偵測模組得輸出訊號能夠對齊，接下來將邊緣偵

測模組、高對比度偵測模組以及經過 5 個 clock 緩衝的極值偵測模組之三個輸出

訊號進行 AND 邏輯運算，若結果為真，則表示該點為特徵點。 
5.4 特徵點主方向 
  SIFT 系統中，特徵點具備旋轉不變性，因此必須要給特徵點定義主方向及

梯度幅值，為了減少硬體運算，在硬體中特徵點主方向只定義 8 種，區域範圍為

3×3，其方向是利用區域範圍中的左右的差與上下的差來進行判斷，求得特徵點

主方向。幅值則是利用 CORDIC(Coordinate Rotation Digital Computer)計算，並將

方向與幅值紀錄在每個像素中。 
5.5 特徵點描述 
  實際在拍攝影像時，影像隨著周遭的環境，例如光照、視角等影響而產生變

化，為了克服環境影響，使得特徵點匹配成功率增加，因此我們必須給特徵點描

述。硬體實作中，需要先特徵點周遭 16×16 個像素範圍內每個的方向及幅值並進

行統計，每個方向以 3-bit 表示，幅值則以 12-bit 表示，統計結果會依照 4×4 的

範圍區塊，每區塊接 8 種方向，輸出的排列方式會依照順序與方向的種類進行排

列，排列後的結果會是 1536-bit，並將結過進行正規化(Orthonormal)至 1280-bit，
提升之後匹配成功率且提升之後硬體運算的速度以及降低硬體大小。 
5.6 特徵點匹配 
  在硬體實作時，我們將軟體實現的窮舉法進行改良，並非使用整張影像進行

窮舉法運算。由於我們使用雙眼影像進行特徵點匹配，因此兩張影像中的特徵點

位置差距並不大，利用這點我們使用少位址的暫存器，將左眼影像輸出的特徵點

透過串列的方式進行儲存，接著當右圖輸出特徵點時，將暫存器儲存的特徵點資

訊經由並列輸出，再利用窮舉法找出最小值並當作匹配點。我們提出的方法並不

用像軟體一樣先將整張影像儲存，因此可以大幅降低運算與硬體面積，且進行晶

片製作時，也不須額外使用記憶體，減少了晶片與記憶體溝通的複雜連結。其缺

點則是準確度與軟體模擬相比較差。 
5.7 改良型硬體 SIFT 距離測量 
  由於本系統使用兩個影像感測器拍攝影像，如圖 5-4 所示，透過兩個影像感

測器拍攝，如圖 5-5 所示，即可利用相似三角形(Similar Triangles)計算出特徵點

離影像感測器間的實際垂直距離，如圖 5-6 與(5-3)，以及特徵點離實際地面的高

度，如圖 5-7 與(5-3)。計算物體離實際地面高度時，由於高度的測量會因為地面

與影像感測器的水平及地面的高地差而有所不同，因此測量高度會變成特徵點與

攝影機地面的實際高度。 
 

表 5-1 圖 5-4～圖 5-7 符號說明 
符號 敘述 

P 影像感測器上，每個像素的實際大小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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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 物體在左圖上離 x 軸中央的像素距離 (pixel 個數) 
xR 物體在右圖上離 x 軸中央的像素距離 (pixel 個數) 
F 影像感測器裡的焦距 (mm) 
B 兩個影像感測器鏡頭中心的距離 (mm) 
w 物體實際離左影像感測器中心的距離 (m) 

w-B 物體實際離右影像感測器中心的距離 (m) 
D 物體實際離影像感測器的垂直距離 (m) 
DC 物體實際離感測器中心的垂直距離 (m) 
Y 物體在影像上上離 y 軸中央的像素距離 (mm) 

HC 影像感測器實際離地面高度 (m) 
HO 物體實際離地面高度 (m) 

 
 

D F

物體特徵點

成像位置

 
圖 5-4 影像感測器拍攝示意圖 

xL×P xR×P

影像感測器(左) 影像感測器(右)  
圖 5-5 影像感測器拍攝示意圖，紅色三角形代表物體特徵點在影像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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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成像位置F

D

w- B

w

影像感測器

B

 

圖 5-6 實際情況俯視示意圖 
 

Lx w
F D

=              (5-1) 

Rx w B
F D

−
=             (5-2) 

 
將(5-3)與(5-4)可化簡後，可得 

( )LB x P
w

F
× ×

=            (5-3) 

( )RD x P
w B

F
× ×

= +           (5-4) 

將(5-3)代入至(5-4)，可求得物體實際離影像感測器的垂直距離(D) 

L R

B FD
x x P

×
=

− ×
           (5-5) 

 

D HC

DC

F

Y

HO

感測器拍攝中心

 
圖 5-7 實際情況側視示意圖 

C

F D
Y D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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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物體實際離影像感測器的垂直距離(D)在前面可透過計算求得，因此(5-6)可
化簡為 

C
D YD

F
×

=             (5-7) 

本次示意圖的物體特徵點位於感測器 y 軸中心的下方，因此物體實際離地面高

度為(5-8)，若物體特徵點位於感測器 y 軸中心的上方，則物體實際離地面高度

為(5-9) 

O C CH H D= −            (5-8) 

O C CH H D= +             (5-9) 
 

6. 實驗環境與平台介紹 

6.1 軟體實驗環境與平台 
  在封閉的室內小規模環境中，利用 Xtion RGB-D 攝影機作為系統的視覺感

測器，驗證地標更新演算法。而在室外的大規模環境中，利用 KITTI 開放資料庫

[38, 39]提供在室外之大環境下雙眼視覺所拍攝的大量影像，驗證 V-SLAM 在定

位與 Loop Closure 之偵測的效果。 
6.2 模擬環境 
  模擬實驗中，提供數個地標在環境下，假設所有地標皆為穩定且匹配到地標，

此實驗只有模擬 V-SLAM 系統估測攝影機之位移矩陣與攝影機估測旋轉矩陣以

及地標估測。為了驗證 V-SLAM 系統的效果以及穩定性，我們提出了四種不同

情況來模擬，如圖 5-1(a)到(d)。 

  
 (a) 環境一實驗側視圖 

 
(b) 環境二實驗俯瞰圖 

 

   
(c) 環境三實驗俯瞰圖 (d) 環境四實驗俯瞰圖 

圖 6-1 模擬實驗中四種情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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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中，紅色圓圈為環境中的地標資訊，深藍、淺藍色三角形分別為攝影機先

後方向，深紫、淺紫色為攝影機先後視角。圖(a)為環境一示意圖，在環境一中，

攝影機只有在 z 軸向上平移且不轉動攝影機視角；圖(b)為環境二示意圖，攝影機

只有往右平移且不轉動攝影機視角；圖(c)為環境三示意圖，攝影機不移動，但將

攝影機向右轉動；圖(d)為環境四示意圖，攝影機先向右平移，並且在平移後快速

向右旋轉。經過以上實驗，可以讓攝影機先後所拍攝到的地標資訊不同，在環境

一與環境二中可以測試攝影機位移之效果，在環境三與環境四中則是測試攝影機

旋轉的穩定性。 
 
6.3 小規模實際實驗環境 
  在小規模環境下，主要是觀察地標管理機制、攝影機狀態估測、地標更新、

Loop Closure 偵測演算法以及改良型軌跡校正演算法。此環境下我們的視覺感測

器使用 ASUS Xtion RGB-D 攝影機，在一塊方形區域中，圖 6-2 中藍色區塊上，

用多個木板沿著方形區域組成，並在木板上貼上數個大小形狀皆不相等的電工膠

帶，圖 6-2 中紅色區塊內，方便系統偵測特徵點。 
  在此實驗中，黃色箭頭方向為攝影機朝向方向，沿著紅色交叉的點逆時針移

動一圈，在攝影機移動到紅色交叉點時，即為本實驗中攝影機狀態的實際位置，

才會拍攝影像進行定位與建圖。 

 
圖 6-2  小規模實際實驗環境 

6.4 大規模實際環境實驗 
  在大規模環境下主要是觀察 Key-Frame 選擇機制、地標管理、攝影機狀態估

測的精準度、Loop Closure 偵測演算法以及改良型軌跡校正演演算法的成效。本

實驗室參考德國卡爾斯魯爾理工學院(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圖 6-3 為

德國卡爾斯魯爾理工學院汽車配置設備，黃色部分為雙眼視覺攝影機、藍色部分

為 GPS、紅色部分為 Velodyne 雷射測距儀，將汽車穿梭在德國卡爾斯魯爾的街

道上並拍攝的 11 組雙眼視覺影像，該資料庫使用攝影機的影像校正參數。在

KITTI 開放的資料庫下，利用上述之設備可以更有效的提供齊次變換矩陣來表示

實際攝影機之旋轉矩陣與實際攝影機位移矩陣。因此系統可以簡單地讀取資料庫

中的影像資料，並同時定位與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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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德國卡爾斯魯爾理工學院汽車配置設備 

 
6.5 PC 軟體實驗平台 
  在此實驗中，使用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作為實驗平台，前者主要是運用

在大小規模環境實驗時使用，後者則用於模擬實驗。在實際實驗中，使用的系統

為 Windows 10 64 bits 搭配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2012 與套件 OpenCV 2.4.9
及套件 MRPT 1.5.0，又因小規模環境實驗中使用 Xtion RGB-D，因此在此實驗中

還需增加套間 OpenNI 2.0，而在模擬實驗中，使用的系統環境為 Windows 7 64 
bits 搭配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2010 與套件 OpenCV 2.4.9 以及套件 OpenGL 
2.0，可由表 6-1 所示。 

表 6-1 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規格表 
 桌上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 

處理器 Intel(R) Core(TM) i7-4790 Intel(R) Core(TM) i5-460M 
處理頻率 3.6 GHz 2.53 GHz 
記憶體 4 GB RAM / 12GB DDR3 4 GB RAM / DDR3 

電腦示意圖 

  
 

6.6 視覺感測設備 
  如圖 6-4(a)所示，在小規模環境中，V-SLAM 系統的視覺感測器使用了 ASUS 
Xtion RGB-D 攝影機，而在大規模環境中，則是使用 Sony ICX267 單眼攝影機搭

配 Varifocal Video Lens 作為建置雙眼影像的感測器如圖 6-5(a) (b)所示。在系統

在運作前，必須校正視覺感測器，我們利用 MATLAB 的相機校正工具箱(camera 
calibration toolbox)搭配棋盤校正板，如圖 6-4 (b)所示，來對 Xtion RGB-D 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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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校正；而 Sony ICX267 單眼攝影以及 Varifocal Video Lens 則是使用 KITTI 開
放資料庫中的參數進行校正。 

 
(a) ASUS Xtion RGB-D 攝影機 

 
(b) 校正時拍攝的棋盤校正板影像 

圖 6-4 小規模環境實驗使用設備 

 
(a) Sony ICX267 單眼攝影機 

 

(b) Varifocal Video Lens 
圖 6-5 大規模環境實驗使用設備 

6.7 硬體模擬開發環境 
 開發各模組時，使用的硬體描述語言為明導國際公司開發的 ModelSim，針

對系統中攝影機狀態估測模組以及建圖模組等，進行軟硬體的誤差分析與比較，

在攝影機狀態估測模組以及建圖模組中，分析攝影機狀態時使用平均誤差百分比

來做為依據。在 n 個攝影機狀態下，我們提供每個狀態所需要的特徵點座標，計

算出的攝影機旋轉矩陣與攝影機位移矩陣後，觀察兩矩陣中三軸的最大與最小值，

可使軟硬體間的旋轉矩陣以及位移矩陣的平均誤差，可由式(6-1)與式(6-2)表示。 



×100%
x

n i,x i,x

φ
i=1 max,x min,x

φ -φ1e =
n φ -φ + ε∑        (6-1) 



×100%
x

n i,x i,x

χ
i=1 max,x min,x

χ - χ1e =
n χ - χ + ε∑        (6-2) 

  上式以 x軸為例， x軸的旋轉與位移平均誤差以𝑒𝑒𝜑𝜑𝑥𝑥和𝑒𝑒𝜒𝜒𝑥𝑥表示，𝜑𝜑𝑖𝑖,𝑥𝑥、𝜑𝜑�𝑖𝑖,𝑥𝑥、
𝜒𝜒𝑖𝑖,𝑥𝑥、�̂�𝜒𝑖𝑖.𝑥𝑥分別代表系統在 PC 與 FPGA 上實現的第 i 個攝影機 x 軸旋轉與位移狀

態，為了避免旋轉或位移的最大最小值相等，所以我們加一個ε，ε為一個很小的

值，避免造成分母為 0 的狀況發生。在此實驗中，依照 PC 軟體模擬的四種環境

模擬攝影機的 n 個狀態，如圖 6-1(a)到(d)，並使用圖 6-4(a)的 Xtion RGB-D 攝影

機，影像拍攝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技與工程學院五樓走廊，並在走廊上擺放許

多易辨識特徵點的物體，透過 SIFT 演算法擷取影像中的特徵點，並將特徵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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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分別以匹配與未匹配輸入至硬體模組中。如圖 6-6(a)到(c)所示，藍色區域為攝

影機移動前與移動後之影像，紅色區域為共同拍攝到之影像，由於環境一與環境

二為不轉動攝影機的平移實驗，因此圖 6-6(a)為環境一與環境二共同實驗之影像，

圖 6-6(b)為環境三實驗，圖 6-6(c)為環境四實驗。 
 

 
圖 6-6 (a) 模擬環境一與環境二之影像 

 

 
圖 6-6 (b) 模擬環境三之影像 

 
圖 6-6 (c) 模擬環境四之影像 

 
6.8 硬體實驗開發平台 
  本實驗使用有晶科技開發的 Altera DE2i-150 開發板，如圖 6-7 所示，此開發

板包含 FPGA、記憶體以及許多周邊介面等，此開發板提供 Cyclone IV 晶片，可

由多種邏輯單元組合成處理器，並搭配 D5M 影像感測器(Image Sensor)使用，如

圖 6-8 所示。由於 DE2i-150 的 GPIO 接腳只有一個，再安裝兩個 D5M 時無法安

裝，我們透過 HSTC 接腳與 GPIO-HSTC 轉接板增加 GPIO 連接，如圖 6-9 所示。

由於本實驗需要將兩顆影像感測器平行接收影像，我們將兩影像感測器固定於壓

克力板上，達到平行接收影像的功能，如圖 6-10 所示。 



40 
 

 
圖 6-7 Altera DE2i-150 開發板 

 

圖 6-8 D5M 影像感測器 
 

 
圖 6-9 GPIO-HSTC 轉接板 

 

 
圖 6-10 將兩影像感測器固定於同一平面上並與母板連接 

 
6.9 晶片製作之硬體實驗平台 
  為了之後製作成實體晶片，模擬硬體 SIFT 模組時，在伺服器上，如表 6-2，
使用 Cadence 公司開發的 NC-Verilog 進行電路驗證，並搭配 Synopsys 公司開發

的 Verdi 來進行除錯。本實驗是透過兩台網路攝影機進行影像拍攝，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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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將影像輸出成二進制的灰階影像並儲存成文字檔，接著透過 Verilog 把

二進制的灰階影像輸入到電路中進行 SIFT 的運算。模擬電路動作時，只能在伺

服器進行，並觀察輸出的波形檔及文字檔，並藉由 Verilog 輸出的文字檔與軟體

輸出的文字檔進行錯誤率比較。 
表 6-2 伺服器規格表 

 處理器 處裡頻率 記憶體 電腦示意圖 

桌上型電腦 
AMD Ryzen 
TR2 2950X 

3.5GHz 
8G×4 

DDR4-3000 

 
 

7. 實驗結果與比較 

  以環境一為例，如圖 7-1(a)到(d)所代表環境一之實驗過程，紅色方形表示攝

影機，藍色線為攝影機方向，黑色三角形為實際地標資訊，綠色三角形則為估測

地標狀態，在(a)初始狀態時，感測器誤差會造成地標判定不準確，隨著攝影機移

動的過程中，透過更新演算法把估測地標收斂至實際狀態。 
  假設環境中有 40 個地標，透過本實驗提出的 V-SLAM 系統與濾波型和非濾

波型兩種演算法進行比較，如表 6-1 所示其定位與建圖。五個演算法進行比較精

確度，其中由紅色數據之精確度最高，在定位部份我們以相對位移誤差𝑒𝑒𝑡𝑡𝑡𝑡𝑎𝑎𝑛𝑛𝑎𝑎以
及相對旋轉誤差𝑒𝑒𝑡𝑡𝑎𝑎𝑡𝑡。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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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圖 7-1 以環境（一）為例的模擬實驗結果 

表 7-1 各演算法模擬實驗之結果 

 模擬環境 
本實驗之 
V-SLAM 

濾波型 V-SLAM 非濾波型 V-SLAM 

SCPHD-
SLAM 

Ellipsoid-
SLAM 

[50] [51] 

建

圖 

環境一 0.105 0.977 3.977 0.833 0.652 
環境二 0.130 1.356 1.905 1.107 1.101 
環境三 0.426 2.981 5.672 1.298 1.083 
環境四 0.307 4.152 6.179 1.774 1.322 

定

位 

環
境
一 

𝑒𝑒𝑡𝑡𝑡𝑡𝑎𝑎𝑛𝑛𝑎𝑎 0.036 1.420 2.418 1.105 1.729 

𝑒𝑒𝑡𝑡𝑎𝑎𝑡𝑡 0.05 0.989 2.538 0.492 0.537 

環
境
二 

𝑒𝑒𝑡𝑡𝑡𝑡𝑎𝑎𝑛𝑛𝑎𝑎 0.107 2.463 3.688 1.570 0.866 

𝑒𝑒𝑡𝑡𝑎𝑎𝑡𝑡 0.040 1.128 2.837 0.988 1.139 

環
境
三 

𝑒𝑒𝑡𝑡𝑡𝑡𝑎𝑎𝑛𝑛𝑎𝑎 0.366 0.805 5.703 0.591 0.842 

𝑒𝑒𝑡𝑡𝑎𝑎𝑡𝑡 1.642 2.598 4.289 1.924 2.67 

環
境
四 

𝑒𝑒𝑡𝑡𝑡𝑡𝑎𝑎𝑛𝑛𝑎𝑎 0.387 1.194 5.818 0.863 0.747 

𝑒𝑒𝑡𝑡𝑎𝑎𝑡𝑡 1.405 1.983 5.270 1.705 1.716 

  除了以上誤差比較，圖 7-2 在不同地標數量下，針對每個演算法的定位效果，

利用位元表的損失，來表示演算法的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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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以位元表示的熵值損失之模擬結果 

 
7.1 小規模環境實驗 
  在小規模實驗中，主要是觀察建圖與定位所使用的地標更新演算法以及改良

型軌跡校正，在圖 6-3 小環境實驗中，系統的建圖資訊如圖 7-3(a)與(b)所示，圖

(a)為使用地標更新演算法將地標資訊更新後的狀態，並經由改良型軌跡校正進

一步更新攝影機與地標之狀態，圖(b)則為未使用地標更新演算法並經由改良型

軌跡校正進一步更新攝影機與地標之狀態。由此可知，當未使用地標更新演算法

時，部分地標會因誤差而造成偏離實際位置的錯誤，而有使用地標更新演算法的

能使地圖資訊更接近真實狀態，讓系統在進行時較為準確。表 6-2 中，利用相對

位移誤差以及相對旋轉誤差來比較有無使用地標更新演算法之結果，從中可觀察

出地標狀態在經更新演算法以及軌跡校正後較為穩定，使攝影機絕對狀態估測也

較為精準。 

  
(a)使用地標更新演算法以及 

使用改良型軌跡校正所建立之地圖 
(b)未使用地標更新演算法以及 

使用改良型軌跡校正所建立之地圖 
圖 7-3 系統進行小規模環境實驗之建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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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系統進行小規模環境實驗之實驗結果 

 
𝑒𝑒𝑡𝑡𝑡𝑡𝑎𝑎𝑛𝑛𝑎𝑎 𝑒𝑒𝑡𝑡𝑎𝑎𝑡𝑡 

無軌跡校正 有軌跡校正 無軌跡校正 有軌跡校正 
無地標更新 6.209 5.833 1.491 1.028 
有地標更新 3.402 3.017 0.983 0.856 

 
7.2 大規模環境實驗 
  在 KITTI 開放資料中所提供的雙眼視覺影像，利用此 V-SLAM 系統進行定

位及建圖，此實驗環境包括高速公路、市區街道、巷弄以及森林小路中，在行動

過程中，會遇到許多會動的物體，例如：行人、車子等，以及不易偵測之環境，

例如：太陽光、隧道、空曠區域等，故此實驗能夠測試 V-SLAM 系統之地標管

理、定位以及建圖功能，實驗結果如圖 7-4 所示(a)到(k)，其地圖軌跡中，黃色為

地標狀態，綠色則為攝影機狀態之估測。 
 

 
(a) 第 0 組影像 

 

 

(b) 第 1 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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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 2 組影像 

 

 
(d)  第 3 組影像 

 

 

(e)  第 4 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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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第 5 組影像 

 

 
(g)  第 6 組影像 

 

 
(h)  第 7 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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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 8 組影像 

 

 
(j)  第 9 組影像 

 

 

(k)  第 10 組影像 
圖 7-4 系統在 KITTI 開放資料庫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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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圖 7-4，可以發現具有 Loop Closure 之影像包括第 0 組、第 1 組、第 2
組、第 5 組、第 6 組、第 7 組和第 9 組，因為在經過相同的交叉路口時，會重複

偵測，因此會出現 Loop 的關鍵影像，如圖 7-5(a)到(f)中之圓圈。 

  
(a) 第 0 組影像 

 
(b) 第 2 組影像 

 

  
(c) 第 5 組影像 

 
(d) 第 6 組影像 

 

  
(e) 第 7 組影像 (f) 第 9 組影像 

圖 7-5 發生 Loop Closure 的影像 
 
  透過圖 7-6 來觀察本實驗所提出 Loop Closure 偵測演算法之效果，在圖中可

以得知影像組的查準率以及查全率。由圖中曲線可看第 5 組影像的查準率較低，

原因是由圖 7-7 中，可看出所有可能為 Loops 的影像皆被偵測出來，但在第 5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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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某幾個該被偵測到是 Loop 的路口未被偵測到，原因在於攝影機初次經

過該路口時與再次回到該路口時，兩張影像中只要其中一張影像有大部分被動態

物體給遮蔽，使判定為 Loop Closure 機率大幅降低，如圖 7-7 所示。儘管如此，

巴士通過後，Loop Closure 又可正確地被偵測到。 

 
圖 7-6 具有 Loop Closure 的影像資料組織查全率與查準率曲線圖 

 

 
(a) 第 881 張影像 

 

 
(b) 第 2626 張影像 

圖 7-7 第 5 組影像資料中之影像 
 
  表 7-3 提供了誤差的均值、標準差以及均方根值做為本系統與其他系統的比

較，以第 0 組以及第 2 組影像來呈現。至於相對狀態誤差、相對位移誤差以及相

對旋轉誤差等比較與分析，以表 6-4 來呈現本 V-SLAM 系統與 ORB-SLAM 的比

較結果。由表中可知本系統在估測攝影機狀態時，部分資料確實比 ORB-SLAM
來的精準，在表中也可看出若沒有軌跡校正演算法，ORB-SLAM 則優於 V-SLAM，

因此軌跡校正法確實能增加效能。 

0.7

0.75

0.8

0.85

0.9

0.95

1

0.05 0.1 0.15 0.2 0.25 0.3 0.35 0.4 0.45 0.5 0.55 0.6 0.65 0.7 0.75 0.8 0.85 0.9 0.95 1

查
準

率

查全率

查準率與查全率曲線圖

sequence 00 sequence 02 sequence 05
sequence 06 sequence 07 sequence 09



50 
 

表 7-3 V-SLAM 系統與[29]以及[32]之實驗結果比較 

影

像 

攝影機

狀態 

有／無 

軌跡校正 

本論文 V-SLAM 系統 [29] [32] 

均值 標準差 方均根  均值 標準差  方均根 

00 

位移 
無軌跡校正 2.355 4.637 2.673 

 2.9383 8.9118  13 
有軌跡校正 2.138 2.637 2.442 

旋轉 
無軌跡校正 1.429 1.037 1.386 

 N/A N/A  4 
有軌跡校正 1.284 0.951 1.207 

02 

位移 
無軌跡校正 4.846 0.831 4.365 

 N/A N/A 
 

33 
有軌跡校正 4.362 0.629 4.297  

旋轉 
無軌跡校正 1.320 0.813 1.363 

 N/A N/A  6 
有軌跡校正 1.148 0.702 1.202 

 
表 7-4 V-SLAM 系統與 ORB-SLAM2 [30]的實驗比較結果 

影像 

有／無 

軌跡校正 
本論文 V-SLAM 系統 ORB-SLAM2 

RPE transe  rote  
 

RPE transe  rote  

00 
無軌跡校正 2.607 0.833 0.63 

 2.3 0.7 0.25 
有軌跡校正 2.336 0.592 0.28 

01 X 4.418 1.955 0.19  8.4 1.39 0.21 

02 
無軌跡校正 4.702 1.013 0.36  

4.7 0.76 0.23 
有軌跡校正 4.483 0.702 0.214  

03 X 1.823 0.462 0.19  1.6 0.71 0.18 
04 X 0.185 0.373 0.08  2.2 0.48 0.13 

05 
無軌跡校正 1.461 0.698 0.42  

1.8 0.40 0.16 
有軌跡校正 0.877 0.347 0.23  

06 
無軌跡校正 

0.639 0.977 0.19 
 

1.8 0.51 0.15 
有軌跡校正 

07 
無軌跡校正 2.084 0.639 0.271  

1.5 0.50 0.28 
有軌跡校正 1.519 0.435 0.25  

08 X 3.246 0.901 0.307  3.6 1.05 0.32 

09 
無軌跡校正 2.859 1.463 0.39  

3.2 0.87 0.27 
有軌跡校正 2.362 1.237 0.298 

10 X 0.848 0.271 0.77  1.0 0.6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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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晶片製作之硬體模擬 
  在硬體實作時，影像金字塔中的高斯金字塔模擬如圖 7-9 所示，而差分影像

是利用相減的高斯模板與原始影像進行卷積運算，由於差分影像的像素極低，人

眼較不易在影像上觀察。 

  
圖 7-8 輸入影像 (a1)左眼輸入影像 (a2)右眼輸入影像 

圖 7-9 高斯金字塔 
(a)左眼第二層高斯模糊影像 (b) 右眼第二層高斯模糊影像 

 
  在特徵點偵測的部分我們將硬體輸出的訊號儲存至文件檔，並透過

MATLAB 將信號文件檔繪製在影像上，由於影像上的極值點非常多，因此呈現

時，將只呈現平滑點、高對比度點以及特徵點，如圖 7-10 所示。 
  

 
(a1)  

 
(a2)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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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b2)  

 
(c1)  

 
(c2)  

圖 7-10 硬體輸入輸出結果模擬圖 
(a1)左眼影像─平滑點偵測 (a2)右眼影像─平滑點偵測 

(b1)左眼影像─高對比度點偵測 (b2)右眼影像─高對比度點偵測 
(c1)左眼影像─特徵點偵測 (c2)右眼影像─特徵點偵測 

 
  進行 SIFT 的最後步驟特徵點匹配時，在原始的特徵點匹配是將整張影像的

特徵點描述存起來，並透過比較全部的點篩選出兩個關係最相近徵點當作是匹配

到的點，這樣會需要外掛一顆足以暫存一張像的記憶體，外掛記憶體一方面使硬

體暴增，另一方面還需要去撰寫晶片到記憶體中間的連接驅動，會使成本增加且

硬體難度提升。因此我們基於雙眼影像，提出了一套全新且硬體資源較少的方法，

我們將影像座標也一併納入特徵點描述內，並使用 4 個位址的暫存器，循環的儲

存左眼影像中連續 4 個的特徵點的描述，而右眼的 SIFT 會輸出特徵點訊號到暫

存器中並與 4 個特徵點進行比較，篩選出最理想的點當作匹配點。由於本實驗為

雙點影像 SIFT，在左右兩張影像中的特徵點座標會較相近，因此使用極少位址

的暫存器儲存連續的特徵點描述，即可找到最相近的特徵點，達到特徵點匹配的

功能，雖然我們新提出的方法硬體資源花費較少，但與原始的匹配方法比較，匹

配到的數量也會減少，如圖 7-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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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 特徵點匹配─硬體輸出結果模擬圖 

 
  在本實驗中我們新增距離測量功能，多了此功能的 SIFT 系統有利於之後

V-SLAM 系統更容易建圖及定位。方法是透過雙眼攝影機與匹配到的特徵點進

行計算，其利用極限幾何來實現，透過匹配到的特徵點與兩台攝影機相隔的距

離與攝影機硬體中的焦距，即可求出該特徵點所對應到的實際物體與攝影機的

直線距離。 
 
7.4 軟硬體模擬比較 
  在晶片製作模擬時，我們透過 NC-Verilog 進行驗證，並將結果透過 Verdi
製作之硬體的模擬從伺服器上取出，並與軟體模擬進行比較，其誤差率運用式

(7-1)計算。在特徵點偵測部分如表 7-5 所示，可以發現在硬體的部分比軟體多

取 55 個點。在去除邊緣響應部分如表 7-6 所示，可以發現硬體的部分比軟體少

取 24 個點。在特徵點比對如表 7-7 所示，可以發現硬體比軟體多取 10 個點，

因此經由高對比度以及去除邊緣響應後的結果有效的改善特徵點比較的結果，

並降低其誤差率。 
 

100%×
軟體模擬 - 晶片製作之硬體模擬

誤差率 =
軟體模擬

    (7-1) 

 
表 7-5 高對比度，軟體與晶片製作之硬體比較 

 模擬影像 對比到徵點數量 

軟體模擬 7775 
 

晶片製作 
硬體模擬 

7830 
 

誤差率 -0.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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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去除邊緣響，應軟體與晶片製作之硬體比較 
 模擬影像 對比到徵點數量 

軟體模擬 6450 
 

晶片製作 
硬體模擬 

6426 
 

誤差率 +0.3734% 
 

表 7-7 特徵點比對，應軟體與晶片製作之硬體比較 
 模擬影像 對比到徵點數量 

軟體模擬 4852 
 

晶片製作 
硬體模擬 

4862 
 

誤差率 -0.206% 
 

8. 結果與討論 

  在科技高速發展下，機器人的功能會越來越強大，其中視覺型機器人更是受

到大家的青睞。本計畫透過軟體實現 V-SLAM 系統，並將 V-SLAM 系統中的 SIFT
演算法實現在硬體上，並改進特徵點匹配的作法以及增加距離測量的功能。 
  複雜的環境、硬體計算能力與感測器的測量技術中，發直接型的 Key-Frame 
Based V-SLAM 系統中仍有些地方需要改進，因此本計畫提出的基於線性模型的

V-SLAM 來改進原有架構中不足的地方。此系統利用 SIFT 演算法來偵測特徵點

以及匹配特徵點，透過 SIFT 延伸偵測特徵點距離、Key-Frame 選擇機制以及地

標管理，並針對攝影機狀態估測、地標更新以及 Loop Closure 偵測等問題，提出

不同的線性模型進而改善。有別於其他方法，在改良型軌跡校正演算法中，每當

系統偵測到 Loop Closure 後，能將系統定位在最佳的地方同時建圖，使系統更能

有效改善效能。 
  由於本計畫系統的運算量較龐大，在軟體運作時會花費很大的時間進行計算，

無法有效達到即時運算。為了縮短運算時間，因此本計畫使用硬體來實現架構，

將系統實現在 FPGA 上，並透過硬體中的平行運算，提升運算速度。如此一來，

能使用較低階的硬體平台，來實現較複雜的 V-SLAM 系統，達到即時運算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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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在大小規模環境實驗下，定位與建圖之結果相較於其他方法來的更精確，

在 FPGA 部分，處理速度僅 50MHz，但在攝影機狀態估測以及建圖之速度已比

桌上型電腦快約 350 倍以及 460 倍，驗證硬體電路以實際場景的特徵點資訊加以

驗證，硬體輸出結果與軟體相近，因此本系統中的 SIFT 演算法已實現於 FPGA
中，並成功的達成即時匹配出特徵點並測量距離。 
  未來我們會利用 NC-Verilog 驗證電路功能，搭配 Verdi 排除錯誤，並且透過

Design Compiler 以及 IC Compiler，將 V-SLAM 系統實現在系統晶片上，可使系

統體積縮小、功率下降、加快運算速度並且讓機器人隨身攜帶，進一步的可以讓

機器人內部有更多空間發揮其他運用。在未來甚至可以利用 V-SLAM 技術搭配

GPS 定位，使機器人在路上便可以自行辨識、定位以及建圖，進而取代人工快遞、

大眾運輸甚至用於軍事用途上，提升台灣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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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8年 08月 22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2019 MIXDES(2019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ixed Design of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由位於波蘭的一所羅茲科技大學所主辦(Lod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此研

討會在 2019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於波蘭熱舒夫 Grand Hotel Boutique 舉辦。在三日的會議行

程中，會議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們相互交流以及分享研究成果，其範圍包含積體電路和

微系統的設計、電力電子、信號處理和醫療應用等。在這多方位的領域中，專家學者們相

互討論中，不僅可以了解到不同領域的技術與知識，還可能激發出更多不同的想法，這對

於在未來的學術研究或產業會有更進一步的解析。 
會議第一天於會場報到領取相關手冊，並熟知報告地點及時間後，前往參與各個不同

的演講與會議，同時熟悉報告流程及注意事項。在會議的最後一天，於當日下午兩點發表

及展示指導教授郭建宏博士與我共同發表之論文為「A Clock-Free 200MS/s 10-bit 
Time-Interleaved SAR ADC」，此會議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對於以海報展示之論文也需

進行三分鐘時間的口頭報告，目的是為了能在觀看展示海報前對該論文有約略的了解。而

在海報展示期間，專家學者們齊聚一堂，由於事前有進行練習，對於專家學者們向我提出

的疑問都能以簡單易懂的方式說明，最後當海報展示結束後，整個議程也跟著完美的落幕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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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對於這次參與國際研討會的經驗，可以學習到如何以短時間的報告呈現自己的研究，

之後的海報展示也可以學習到如何與各國學者進行研究的分享。而這些都是要通過事前的

練習，這才能在眾人前演說卻不怯場，同時以流暢英文及投影片清楚的表達自己研究成果；

在海報展示期間，對於專家學者們所提出的疑問，也可以經過事前的模擬使問與答之間能

夠更加流暢，而對於我的研究成果提出的建議與經驗，可以讓我審視到自己的不足之處，

之後得以增進自己的研究及專業知識。此次研討會，不僅是我第一次參與國際會議，也是

我第一次出國，在各種方面都是具有意義性的，使我了解了國際上眾多的研究成果及想法，

也讓我有機會以國際語言與人交流，這些都是此次研討會所帶給我的寶貴經驗和經歷。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In this paper, a clock-free 200-MS/s 10-bit time-interleaved (TI)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 (SAR)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is proposed. The presented SAR ADC can 
generate required clock by itself while an active signal is asserted. In the presented TI structure, 
two SAR ADCs are alternated with entering sample and comparison phases by the control circuit, 
and thus the equivalent sample rate can be doubled. The presented ADC is simulated under TSMC 
90nm 1P9M CMOS process. Under a supply voltage of 1.2-V and an equivalent sampling rate of 
200-MS/s, the resulted SNDR of the proposed ADC is 58.94 dB,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ENOB 
of 9.50-bit. The simulated DNL and INL are within 0.735 / -0.404 and 0.734 / -0.552, respectively. 

四、建議 

參與國際研討會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不僅能增加國際視野，還能藉此增加自身的歷

練，讓身為研究生的我能親身參與是非常難得的，這要感謝科技部的補助，才能讓我有機

會參與此研討會。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大會議程表 
2.會議論文 
3.會議紀念品 

六、其他 

1. 在波蘭熱舒夫 Grand Hotel Boutique 2F Room A 海報展示 
2. 在波蘭熱舒夫 Grand Hotel Boutiqueap 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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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8 年 8 月 22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第 26 屆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ixed Design of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 (MIXDES)是由

Lod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與 Warsa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聯合主辦的國際會議，其目的為

提供每年中歐地區的技術交流機會，討論微電子、奈米電子、半導體、感測器、致動器與功率裝置

等各個領域的設計、建模、仿真、測試以及製造方法的近期發展情況。 
    經過兩次的轉機與歷時約一天的時間由台灣到達波蘭的熱舒夫，於會議前一天先到當地進行

地理位置的確認與熟悉，參與第一天至第三天的會議行程，會議全程皆以英語進行溝通。於第三天

的海報展示議程中報告指導教授郭建宏博士與我共同發表的會議論文「A Delta-Sigma Modulator 
with UPWM Quantizer for Digital Audio Class-D Amplifier」。MIXDES 的海報展示議程被分為兩個部

分，第一部分為每個發表者利用簡短之三分鐘左右的時間簡述自己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為正式的

海報展示議程，所有發表者在同一空間下張貼自己的海報並為前來發問的學者回答他們所提出的

問題，此部分議程中也可以暫離自己的位置參觀其他發表人的海報並向其發表人提出問題。在整個

海報展示議程中，我有與四位學者進行討論，尤其對於本研究散熱相關的問題有較多的研討。事前

的練習與準備使我能順利完成兩個部分的報告議程。 
 

 

二、與會心得 

    抵達新加坡機場開始便要以英文與他人進行溝通，這是一項不易習慣的事情，尤其這是我第一

次出國，對於許多事情都必須熟悉。本次的旅程是基於參與研討會而形成，雖然在當地的停留時間

並不長，仍有些許與當地人的交流機會，能感受到大多數的當地人都是親切的，時常遇到別人主動

向我們打招呼，點餐時甚至還有其他客人主動為我們推薦他所喜愛的餐點，但在某些時候仍能感受

到少數年輕人的不友善。參與今年的 MIXDES 研討會不但在學術方面的藉由會議中的討論與交流

而有所成長，也較習慣以英語與他人溝通，同時自知英文程度必須加強。此外在出國自助旅行經驗

方面也經由這次的旅程中獲益良多，如轉機、轉寄行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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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論文摘要 

In this paper, a delta-sigma modulator (DSM) with uniform pulse-width modulation (UPWM) quantizer 
for digital audio class-D power amplifier is presented. A pole-moving approach for Inverse Chebyshev 
filters is proposed to stabilize the UPWM modulator as well as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w-tooth carrier for UPWM quantizer is explored to reduce the output switching rate and the power 
loss in class-D amplifier in the pulse-density modulation (PDM) case. In the presented single-loop sixth-
order UPWM modulator with the ameliorated saw-tooth carrier, an SNDR of 120 dB within 20-kHz 
bandwidth can be achieved under full-scale signal input. With the proposed schemes, the highest transfer 
efficiency of 1 for digital class-D amplifier can also be obtained. 
 

四、建議 

    在科技部與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TSRI)的協助下，本實驗室的這項研究成果得以達到國際水準，

藉由參加 MIXDES 國際研討會出版至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感謝科技部在資金方面的

補助，使本研究能夠順利完成並發表與出版。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大會議程表 

     2. 會議論文 

     3. 論文接受通知證明 

六、其他 

     1. 檢附資料 (1)論文接受通知證明 (2)會議參與留影於 Room A, Grand Hotel Bou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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