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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摄影计数装置，
包括摄影镜
头、控制器及影像处理器，
其中摄影镜头电性连
接于控制器及影像处理器。控制器控制摄影镜头
以第一时间为周期来拍摄以取得多个影像。影像
处理器则依据于第二时间内所取得的部分所述
影像及判别模型来取得多个初估数量，
并依据所
述初估数量取得并记录摄影镜头的拍摄范围内
的一种目标物的判别数量，
其中第二时间至少为
第一时间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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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摄影计数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
一第一摄影镜头；
一第二摄影镜头；
一控制器，
电性连接于该第一摄影镜头及该第二摄影镜头，
控制该第一摄影镜头以一
第一时间为周期来拍摄以取得多个第一影像，
且控制该第二摄影镜头以一第三时间为周期
来拍摄以取得多个第二影像；
以及
一影像处理器，
电性连接于该第一摄影镜头及该第二摄影镜头，
依据于一第二时间内
所取得的部分该些第一影像及一判别模型取得多个第一初估数量，
依据该第二时间内所取
得的部分该些第二影像及该判别模型取得多个第二初估数量，
并且选择该些第一初估数量
的平均值及该些第二初估数量的平均值中较大者，
作为该摄影镜头的拍摄范围内的一种目
标物的判别数量，
并记录该判别数量；
其中该第二时间至少为该第一时间的两倍，
且该第二时间至少为该第三时间的两倍。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摄影计数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一旋转基座电性连接并受
控于该控制器以旋转，
其中该摄影镜头设置于该旋转基座，用于随着该旋转基座旋转以分
别朝多个方向拍摄多个子影像，
且该影像处理器还用于依据一权重函数合成该些子影像以
产生该些影像的其中之一。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摄影计数装置，
其特征在于，
该些方向分别对应于多个旋转角
度，
该权重函数相对于该些旋转角度呈高斯分布。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摄影计数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一信号收发器，
电性连接
于该控制器，
依据一控制指令以发送关于该判别数量的一通知信号。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摄影计数装置，
其特征在于，
该控制器还在该影像处理器记录
该判别数量时产生该控制指令。
6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摄影计数装置，
其特征在于，
该控制器还在判断该判别数量大
于或等于一门槛值时，
产生该控制指令。
7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摄影计数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一用户接口 ，
电性连接于
该控制器，
且用于产生该控制指令。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摄影计数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一用户接口 ，
电性连接于
该控制器及该影像处理器，用于输入该第一时间、该第二时间及判别类型中的其中之一或
多个。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摄影计数装置，
其特征在于，
该判别模型为卷积神经网络或深
度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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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计数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关于一种计数装置，
特别关于具有摄影镜头的计数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停车场、
卖场或百货公司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上，
来客数量的控管为维护环境品
质的重要事项，
因此于上述场所中往往设置有计数装置以统计来客的数量。举例来说，
于停
车场中可以设置卡片式的计数装置，
于客车入场时提供卡片给客人，
并于客车离场时回收
卡片以进行车数的计算。但若是在目标物数量庞大的场合，
例如需控管入场人数的卖场或
是百货公司，
卡片式的计数装置将使得入场程序变得冗长，
因此在这类场合中，
通常会设置
光学式计数装置(例如红外线式或是光遮断式)于门口以计算入场人数。
[0003] 然而，
由于红外线式计数装置为侦测体温来计数，
因此灵敏度低，
反应也不快。而
光遮断式计数装置在光束被阻断时便会增加统计数量，
因此当有多人同时自门口入场时，
光遮断式计数装置可能会仅判断为一人入场，
此外，
当非人的物体经过门口时也可能被纳
入统计人数中而降低判别精准度。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上述，
本发明提供一种摄影计数装置，
通过对拍摄影像进行处理以统计特定
目标物的数量。
[0005] 依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摄影计数装置，
包括摄影镜头、
控制器及影像处理器，
其中
摄影镜头电性连接于控制器及影像处理器。控制器控制摄影镜头以第一时间为周期来拍摄
以取得多个影像。影像处理器则依据于第二时间内所取得的部分所述影像及判别模型来取
得多个初估数量，
并依据所述初估数量取得并记录摄影镜头的拍摄范围内的一种目标物的
判别数量，
其中第二时间至少为第一时间的两倍。
[0006] 通过上述结构，
本发明所公开的摄影计数装置，
通过影像拍摄周期及影像处理记
录时间的设定，
可以避免目标物的数量不断变动而需频繁地更新目标物的判别数量或是需
记录大量的判别数量的情形，
减少影像处理的负荷并降低装置内储存空间的使用量。此外，
通过多影像整合以取得判别数量的方式，
得以提高判别数量的精确度。
[0007] 以上关于本发明内容的说明及以下的实施方式的说明用以示范与解释本发明的
精神与原理，
并且提供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更进一步的解释。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依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绘示的摄影计数装置的功能方块图。
[0009] 图2为依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所绘示的摄影计数装置的架构示意图。
[0010] 图3A为依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所绘示的摄影计数装置的拍摄角度示意图。
[0011] 图3B为依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所绘示的摄影计数装置的影像处理权重函数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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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为依据本发明又一实施例所绘示的摄影计数装置的功能方块图。
其中，
附图标记：
1、
1’、
1”
摄影计数装置
11、
11a
摄影镜头
12
控制器
13
影像处理器
14
旋转基座
15
信号收发器
16
用户接口
11b
第二摄影镜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在实施方式中详细叙述本发明的详细特征以及优点，
其内容足以使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了解本发明的技术内容并据以实施，
且根据本说明书所公开的内容、权利要求书
及图式，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轻易地理解本发明相关的目的及优点。
以下的实施例是进一
步详细说明本发明的观点，
但非以任何观点限制本发明的范畴。
[0023] 本发明一或多个实施例所提供的摄影计数装置用于判别拍摄范围内特定目标物
的数量。举例来说，
摄影计数装置可以设定目标物为人，
则摄影计数装置可以判别拍摄范围
内的人数。
目标物也可以设定为宠物或其他物体，
本发明不予限制。
[0024] 关于摄影计数装置的基本架构请参考图1，
图1为依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绘示的摄
影计数装置的功能方块图。如图1所示，
摄影计数装置1包括摄影镜头11、
控制器12以及影像
处理器13，
其中摄影镜头11电性连接于控制器12以及影像处理器13。摄影镜头11例如为标
准型、
半球吸顶型或其他类型的镜头，用于取得拍摄范围内的影像。于此实施例中，
摄影镜
头11的拍摄范围与焦距为负相关，
摄影镜头11的焦距越短则拍摄范围越广，
焦距越长则拍
摄范围越窄。
[0025] 控制器12例如是微控制器、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或其他控制器，
控制摄影镜头11以
第一时间为周期来进行拍摄以取得多个影像，
其中第一时间可以为摄影镜头11的预设拍摄
周期或是由用户设定的时间，
且摄影镜头11所拍摄的影像数量也可为控制器12中的预设值
或用户设定值。
[0026] 影像处理器13例如是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 ，
内建有
内存。影像处理器13依据于第二时间内摄影镜头11所取得的影像及判别模型，
取得多个初
估数量。详细来说，
第二时间可以为影像处理器13中的预设值或用户设定值，
其至少为第一
时间的两倍，
也就是说，
于第二时间内，
摄影镜头11所取得的影像数量至少为二。影像处理
器13将这些影像分别与判别模型进行运算以取得对应的初估数量。举例来说，
判别模型为
卷积神经网络(CNN)、
深度神经网络(DNN)或是其它模型。判别模型可以内建于内存中，
或是
由用户设定。
[0027] 影像处理器13接着依据这些初估数量取得并记录摄影镜头11的拍摄范围内的一
种目标物的判别数量。举例来说，
影像处理器13可以将第二时间内的各影像所对应的初估
数量进行平均值运算，
并将计算得到的平均值作为目标物的判别数量并记录于内存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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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影像处理器13便以第二时间为周期进行上述运算，
以更新目标物的判别数量。于另一实
施例中，
影像处理器13会以第二时间为周期，
记录每次的运算结果为多个判别数量。通过上
述影像处理器13的运算，
当目标物设定为人或宠物等可动物体时，
可以避免目标物的数量
不断变动而需频繁地更新判别数量或记录大量的判别数量的情形。
[0028] 请参考图2，
图2为依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所绘示的摄影计数装置的架构示意图。
相比较于图1所示的摄影计数装置1，
此实施例中的摄影计数装置1’同样包括了摄影镜头
11、控制器12以及影像处理器13，
其架构大致类似于图1的摄影计数装置1，
因此不再赘述。
然而，
此实施例的摄影计数装置1’还包括了旋转基座14，
电性连接并受控于控制器12以旋
转。摄影镜头11设置于旋转基座14且随着旋转基座14旋转以分别朝多个方向拍摄多个子影
像并传输至影像处理器13。影像处理器13再依据权重函数来合成接收到的子影像以产生一
个集合影像，
此集合影像即作为于上述实施例中控制器12控制摄影镜头11以第一时间为周
期所取得多个影像的其中之一。也就是说，
于此实施例中，
控制器12控制摄影镜头11每隔第
一时间便进行拍摄流程，
拍摄流程包括朝多个方向拍摄多个子影像，
再由影像处理器13合
成这些子影像以取得影像。
[0029] 请一并参考图2、
3A及3B以示例性地说明上述拍摄流程，
图3A为依据本发明另一实
施例所绘示的摄影计数装置的拍摄角度示意图，
而图3B则为依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所绘示
的摄影计数装置的影像处理权重函数示意图。如图3A所示，
以摄影镜头11的预设位置为0
度，
旋转基座14可以带动摄影镜头11于-90度至90度的角度范围内旋转。于此实施例中，
控
制器12可以设定摄影镜头11在此角度范围内以相同间隔角度进行拍摄(例如自-90度角每
间隔10度便拍摄一次子影像)或是以多个特定的旋转角度进行拍摄。不同的旋转角度可对
应于不同的影像处理权重。一般而言，
由于摄影镜头11的预设位置设定朝向拍摄环境的中
心处，
因此当摄影镜头11的旋转角度大时，
拍摄的子画面对应于拍摄环境的边缘处。
因此如
图3B所示，
影像处理权重函数相对于旋转角度可以设计呈现高斯分布，
以着重于拍摄环境
中心处的影像。
此外，
权重函数也可以依据实际需求设计为其它关系式。
[0030] 摄影计数装置1’除了摄影镜头11、
控制器12以及影像处理器13之外也可包括信号
收发器15。信号收发器15例如为有线信号或无线信号收发器，
电性连接于控制器12，
依据控
制指令发送关于目标物的判别数量的通知信号至网络平台或是用户装置例如手机、
平板计
算机、
个人计算机等。于一实施例中，
控制器12在影像处理器13记录判别数量时产生控制指
令，
也就是说，
摄影计数装置1’在每次判别出目标物的数量时便发送相关的通知信号。于另
一实施例中，
控制器12电性连接于影像处理器以取得目标物的判别数量，
并判断其是否大
于或等于预设的门槛值。当控制器12判断判别数量大于或等于门槛值时便产生控制指令以
发送关于判别数量的通知信号。举例来说，
通知信号即指示判别数量的数值。举另一个例
子，
通知信号指示判别数量与门槛值的关系。本发明对于通知信号的指示形式并不予限制。
[0031] 除此之外，
摄影计数装置1’还可包括用户接口16。用户接口16电性连接于控制器
12及影像处理器13，
提供用户一个操作平台，
可用于输入前述的第一时间、第二时间及判别
类型中的一或多个参数。用户接口16也可用于产生发送通知信号的控制指令及设定前述的
权重函数。特别要说明的是，
上述实施例中的旋转基座14、信号收发器15及用户接口16为摄
影计数装置中选择性设置的元件。
[0032] 接着请参考图4，
图4为依据本发明又一实施例所绘示的摄影计数装置的功能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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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如图4所示，
摄影计数装置1”包括了摄影镜头11a、控制器12以及影像处理器13，
这些元
件架构大致类似于图1的摄影计数装置1，
因此不再赘述。
除此之外，
摄影计数装置1”还包括
了第二摄影镜头11b，
电性连接于控制器12及影像处理器13。于此实施例中，
控制器12控制
摄影镜头11a以第一时间为周期来拍摄以取得多个第一影像，
也控制第二摄影镜头11b以第
三时间为周期来拍摄以取得多个第二影像。影像处理器13如前所述，
以判别模型对第二时
间内所取得的第一影像及第二影像进行运算，
以分别取得多个第一初估数量及多个第二初
估数量，
其中第二时间至少为第一时间的两倍也至少为第三时间的两倍。举例来说，
第一时
间等于第三时间。接着，
影像处理器13会再分别计算出第一初估数量及第二初估数量的平
均值，
以两者中较大者作为判别数量。
[0033] 于此实施例中，
摄影计数装置1”还可包括前述实施例中的旋转基座14、信号收发
器15及用户接口16，
其连接关系及功能于此便不再赘述。此外，
此实施例以包括两个摄影镜
头的摄影计数装置来作举例说明，
然而于其它实施例中，
摄影计数装置还可包括两个以上
的摄影镜头，
以上述方法进行目标物的数量判别。
[0034] 通过上述结构，
本发明所公开的摄影计数装置，
通过影像拍摄周期及影像处理记
录时间的设定，
可以避免目标物的数量不断变动而需频繁地更新目标物的判别数量或是需
记录大量的判别数量的情形，
减少影像处理的负荷并降低装置内储存空间的使用量。此外，
通过多影像整合以取得判别数量的方式，
得以提高判别数量的精确度。
[0035] 虽然本发明以前述的实施例公开如上，
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在不脱离本发
明的精神和范围内，
所为的更动与润饰，
均属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关于本发明所界定的
保护范围请参考所附的权利要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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