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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瞳孔定位方法与装置。在取

得瞳孔图像之后，自瞳孔图像获得瞳孔轮廓。并

且，根据瞳孔轮廓的曲率信息获得椭圆特征，进

而根据椭圆特征判断视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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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瞳孔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取得瞳孔图像；

自上述瞳孔图像获得瞳孔轮廓；

根据上述瞳孔轮廓的曲率信息获得椭圆方程式，上述曲率信息包括一或多个曲线区段

的曲率，而上述根据上述瞳孔轮廓的曲率信息获得上述椭圆方程式的步骤包括：

自上述瞳孔轮廓中的起始点往预设方向计算上述瞳孔轮廓内的多个曲线的曲率；

在误差容忍范围下，判断上述曲线的曲率是否符合同一曲率方程式；

将在上述误差容忍范围下符合上述同一曲率方程式的上述曲线视为同一个曲线区段；

以及

基于自上述瞳孔轮廓所获得的上述曲线区段，获得上述椭圆方程式；以及

自数据库中查询上述椭圆方程式所对应的视线方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瞳孔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计算瞳孔位移量，据以获得视线落点的位移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瞳孔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接收原始图像；

从上述原始图像取出脸部图像；

检测上述脸部图像的鼻孔区域，而获得鼻孔位置信息；

基于上述鼻孔位置信息获得眼部图像；以及

自上述眼部图像取得上述瞳孔图像；

其中依据上述鼻孔位置信息中的第一鼻孔中心点与第二鼻孔中心点之间的距离，预估

眼部搜寻框的中心点及长宽距离，以自上述眼部搜寻框获得上述眼部图像。

4.一种瞳孔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取像单元，取得原始图像；

存储单元，包括图像分析模块；以及

处理单元，耦接至上述取像单元及上述存储单元，其中上述处理单元通过上述图像分

析模块自上述原始图像取得瞳孔图像，并自上述瞳孔图像获得瞳孔轮廓，而根据上述瞳孔

轮廓的曲率信息获得椭圆特征，以及根据上述椭圆特征判断视线方向，

上述图像分析模块包括：

瞳孔检测模块，自眼部图像取得上述瞳孔图像，并自上述瞳孔图像获得上述瞳孔轮廓，

其中上述眼部图像是自上述原始图像获得；

曲率计算模块，计算上述瞳孔轮廓所包括的一或多个曲线区段的曲率，并藉此获得上

述椭圆特征，包括：自上述瞳孔轮廓中的起始点往预设方向计算上述瞳孔轮廓在多个曲线

的曲率，并且在误差容忍范围下，判断上述曲线的曲率是否符合同一曲率方程式；将在上述

误差容忍范围下符合同一曲率方程式的连续多个上述曲线视为同一个曲线区段，并且基于

自上述瞳孔轮廓所获得的上述曲线区段，获得上述椭圆特征；以及

视线判断模块，根据上述椭圆特征判断上述视线方向，

其中，上述存储单元还包括：数据库，存储有多个预设椭圆特征及其所对应的上述视线

方向；

而上述视线判断模块查询上述数据库，并根据上述椭圆特征所符合的上述预设椭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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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其中一个来获得对应的上述视线方向。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瞳孔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视线判断模块还计算瞳孔位

移量，据以获得视线落点的位移量。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瞳孔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图像分析模块还包括：

人脸检测模块，从上述原始图像取出脸部图像；

鼻孔检测模块，检测上述脸部图像的鼻孔区域，而获得鼻孔位置信息；以及

眼部检测模块，基于上述鼻孔位置信息获得上述眼部图像，

其中，上述眼部检测模块依据上述鼻孔位置信息中的第一鼻孔中心点与第二鼻孔中心

点之间的距离，预估眼部搜寻框的中心点及长宽距离，以自上述眼部搜寻框获得上述眼部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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瞳孔定位方法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有关于一种视觉辨识技术，且特别是有关于一种瞳孔定位方法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眼动追踪技术主要可区分为与侵入性(invasive)与非侵入性(non-

invasive)两种。侵入性的眼动追踪技术主要是在眼睛中设置搜寻线圈法(search  Coil)或

使用眼动电波图(electrooculogram)。而非侵入性的眼动追踪技术则可区分为免头戴式

(free-head)或头戴式(head-mount)人眼追踪技术。而随着科技的发展，眼动追踪技术大幅

应用于各种领域，例如神经科学、心理学、工业工程、人因工程、行销广告、电脑科学等。

[0003] 通过眼动追踪技术来协助口说不便与肢体困难者进行沟通及辅助所需，带给了许

多行动不便者更多的便利。例如，通过眼动电子产品的辅助，而能够以眼睛代替鼠标来完成

沟通、上网和影音娱乐活动等。然而，由于上述侵入性(invasive)与非侵入性(non-

invasive)两种眼动追踪技术还需搭配昂贵的软硬件设备，并且需要复杂校正的程序，因此

执行状态的稳定度不佳，成本也相对高，使得眼动追踪技术无法普及化。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瞳孔定位方法与装置，可精确定位瞳孔的位置，进而实现准确的

眼动追踪。

[0005] 本发明的瞳孔定位方法包括：取得瞳孔图像；自瞳孔图像获得瞳孔轮廓；根据瞳孔

轮廓的曲率信息获得椭圆方程式；以及自数据库中查询上述椭圆方程式所对应的视线方

向。上述曲率信息包括一或多个曲线区段的曲率，而上述根据上述瞳孔轮廓的曲率信息获

得上述椭圆方程式的步骤包括：自上述瞳孔轮廓中的起始点往预设方向计算上述瞳孔轮廓

内的多个曲线的曲率；在误差容忍范围下，判断上述曲线的曲率是否符合同一曲率方程式；

将在上述误差容忍范围下符合上述同一曲率方程式的上述曲线视为同一个曲线区段；以及

基于自上述瞳孔轮廓所获得的上述曲线区段，获得上述椭圆方程式。

[0006]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上述瞳孔定位方法中还可进一步计算瞳孔位移量，据以

获得视线落点的位移量。

[0007]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上述瞳孔定位方法还包括：接收原始图像，从原始图像取

出脸部图像，检测脸部图像的鼻孔区域而获得鼻孔位置信息，基于鼻孔位置信息获得眼部

图像，以及自眼部图像取得瞳孔图像。其中，依据鼻孔位置信息中的第一鼻孔中心点与第二

鼻孔中心点之间的距离，预估眼部搜寻框的中心点及长宽距离，以自眼部搜寻框获得眼部

图像。

[0008] 本发明的瞳孔定位装置包括取像单元、存储单元以及处理单元。取像单元用以取

得原始图像。存储单元包括图像分析模块。处理单元耦接至取像单元及存储单元。处理单元

通过图像分析模块自原始图像取得瞳孔图像，并自瞳孔图像获得瞳孔轮廓，而根据瞳孔轮

廓的曲率信息获得椭圆特征，以及根据椭圆特征判断视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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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上述图像分析模块包括：

[0010] 瞳孔检测模块，自眼部图像取得上述瞳孔图像，并自上述瞳孔图像获得上述瞳孔

轮廓，其中上述眼部图像是自上述原始图像获得；

[0011] 曲率计算模块，计算上述瞳孔轮廓所包括的一或多个曲线区段的曲率，并藉此获

得上述椭圆特征，包括：自上述瞳孔轮廓中的起始点往预设方向计算上述瞳孔轮廓在多个

曲线的曲率，并且在误差容忍范围下，判断上述曲线的曲率是否符合同一曲率方程式；将在

上述误差容忍范围下符合同一曲率方程式的连续多个上述曲线视为同一个曲线区段，并且

基于自上述瞳孔轮廓所获得的上述曲线区段，获得上述椭圆特征；以及

[0012] 视线判断模块，根据上述椭圆特征判断上述视线方向，

[0013] 其中，上述存储单元还包括：数据库，存储有多个预设椭圆特征及其所对应的上述

视线方向；

[0014] 而上述视线判断模块查询上述数据库，并根据上述椭圆特征所符合的上述预设椭

圆特征其中一个来获得对应的上述视线方向。

[0015] 基于上述，本发明可快速并精确地检测瞳孔的视线方向以及瞳孔位移量，从而实

现准确的眼动追踪，而达到多元的应用。

[0016] 为让本发明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附图作详

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瞳孔定位装置的方块图；

[0018] 图2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图像分析模块的方块图；

[0019] 图3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瞳孔定位方法的流程图；

[0020] 图4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预估眼部搜寻框流程的示意图；

[0021] 图5A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瞳孔图像的示意图；

[0022] 图5B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瞳孔轮廓的示意图；

[0023] 图6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椭圆形状与视线方向对应关系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

[0025] 100：瞳孔定位装置；

[0026] 110：处理单元；

[0027] 120：取像单元；

[0028] 130：存储单元；

[0029] 140：图像分析模块；

[0030] 150：数据库；

[0031] 201：人脸检测模块；

[0032] 203：鼻孔检测模块；

[0033] 205：眼部检测模块；

[0034] 207：瞳孔检测模块；

[0035] 209：曲率计算模块；

[0036] 211：视线判断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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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410、420：眼部搜寻框；

[0038] 411、421：眼部图像；

[0039] 500：瞳孔图像；

[0040] 510：瞳孔轮廓；

[0041] a1：起始点；

[0042] arc1～arc6、Er1～Er2：曲线区段；

[0043] C1、C2：中心点；

[0044] D：距离；

[0045] E：眼球物件；

[0046] h：高度；

[0047] k1：第一估计值；

[0048] k2：第二估计值；

[0049] N1：第一鼻孔中心点；

[0050] N2：第二鼻孔中心点；

[0051] P：瞳孔物件；

[0052] w：宽度；

[0053] S305～S320：步骤；

[0054] a～d：椭圆形状；

[0055] e～h：视线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一般眼动技术是利用光源照射在使用者眼睛上，进而在眼球表面形成光斑，通过

瞳孔与光斑的相对位置来判断使用者的视线方向。然而，传统方式在使用之前都必须先进

行校正程序，以避免转换成屏幕位置时的误差。为此，本发明提出一种瞳孔定位方法与装置

及其电脑程序产品，利用瞳孔的曲率作为特征，藉以进行眼动控制。

[0057] 图1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瞳孔定位装置的方块图。在此，通过瞳孔定位装置

100将使用者的瞳孔位置转换为屏幕上的游标位置。而瞳孔定位装置100可以内建一屏幕，

或外接至屏幕。瞳孔定位装置100例如可以是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

具有运算能力的电子装置或电子产品。

[0058] 请参照图1，瞳孔定位装置100主要包括处理单元110、取像单元120以及存储单元

130。处理单元110耦接至取像单元120及存储单元130。处理单元110例如是中央处理单元

(Central  Processing  Unit，简称CPU)，或是其他可程序化的一般用途或特殊用途的微处

理器(Microprocessor)、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简称DSP)、可程序

化控制器、特殊应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s，简称ASIC)、

可程序化逻辑装置(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简称PLD)或其他类似装置或这些装置的

组合。

[0059] 取像单元120例如为摄影机或照相机，具有电荷耦合元件(Charge  coupled 

device，简称CCD)镜头、互补式金氧半电晶体(Complementa 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transistors，简称CMOS)镜头、或红外线镜头。取像单元120用以获取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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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序列(包括多张原始图像)。

[0060] 存储单元130例如是任意型式的固定式或可移动式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简称RAM)、只读存储器(Read-Only  Memory，简称ROM)、快闪存储器(Flash 

memory)、硬盘或其他类似装置或这些装置的组合。

[0061] 本实施例例如是以程序码来实现瞳孔的定位。即，存储单元130中存储有多个程序

码片段，上述程序码片段在被安装后，会由处理单元110来执行。例如，存储单元130中包括

由一或多个程序码片段所组成的图像分析模块140，通过图像分析模块140来分别执行多个

功能。另外，存储单元130中还包括数据库150。数据库150中存储了多个预设椭圆特征及其

所对应的视线方向。

[0062] 由于三维的眼球体转换为二维图像时，在二维图像的瞳孔会产生一些曲率的形

变，据此，通过分析曲率信息来判断视线方向。具体而言，处理单元110可通过图像分析模块

140自原始图像来取得瞳孔图像，并自瞳孔图像获得瞳孔轮廓，而根据瞳孔轮廓的曲率信息

获得椭圆特征，以及根据椭圆特征判断视线方向。例如，图像分析模块140可通过查询上述

数据库150，并根据椭圆特征所符合的预设椭圆特征来获得对应的视线方向。在此，椭圆特

征例如为椭圆方程式。

[0063] 底下举例来说明图像分析模块140。图2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图像分析模块的

方块图。图像分析模块140包括人脸检测模块201、鼻孔检测模块203、眼部检测模块205、瞳

孔检测模块207、曲率计算模块209以及视线判断模块211。人脸检测模块201用以从原始图

像取出脸部图像。鼻孔检测模块203用以检测脸部图像的鼻孔区域，而获得鼻孔位置信息。

眼部检测模块205用以基于鼻孔位置信息获得眼部图像。瞳孔检测模块207用以自眼部图像

取得瞳孔图像，并自瞳孔图像获得瞳孔轮廓。曲率计算模块209用以计算瞳孔轮廓的曲率信

息，并藉此获得椭圆特征。视线判断模块211用以根据椭圆特征来判断视线方向。

[0064] 接着，搭配上述瞳孔定位装置100来说明瞳孔定位方法。图3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

例的瞳孔定位方法的流程图。首先，在步骤S305中，通过图像分析模块140来取得瞳孔图像。

例如，在通过取像单元120接收到原始图像之后，处理单元110通过图像分析模块140先从原

始图像取出脸部图像；接着检测脸部图像的鼻孔区域而获得鼻孔位置信息；再基于鼻孔位

置信息获得眼部图像；之后，利用瞳孔检测算法自眼部图像取得瞳孔图像。

[0065] 以图2所示的图像分析模块140为例，人脸检测模块201通过人脸辨识算法来检测

取像单元120所获取的原始图像中是否存在有脸部物件，而从原始图像取出脸部图像。例

如，存储单元130存储有一特征数据库。此特征数据库包括了脸部特征样本(pattern)。而人

脸检测模块201通过与特征数据库中的样本进行比对来获得脸部物件。在较佳实施例中，可

利用基于Haar-like特征的AdaBoost算法或其他现有的人脸辨识算法来获得各原始图像中

的脸部图像。

[0066] 接着，鼻孔检测模块203自人脸检测模块201接收脸部图像，并且检测脸部图像的

鼻孔区域，而获得鼻孔位置信息。这是因为，由于人脸中鼻孔为呈现黑色而易于被正确地辨

识出来，因此，在本实施例中利用鼻孔的特征来获得脸部其他的特征。上述鼻孔位置信息例

如为两个鼻孔的第一鼻孔中心点与第二鼻孔中心点。

[0067] 由于一般人的五官比例，在统计上有大概的范围值，因此可根据统计上的五官比

例关系，在获得鼻孔位置信息之后，眼部检测模块205便可基于鼻孔位置信息来获得眼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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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位置。例如，眼部检测模块205可依据鼻孔位置信息中的第一鼻孔中心点与第二鼻孔中心

点连线之中间点，预估一眼部搜寻框的中心点及长宽距离，以自此眼部搜寻框来获得眼部

图像。

[0068] 举例来说，图4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预估眼部搜寻框流程的示意图。在找到第

一鼻孔中心点N1与第二鼻孔中心点N2之后，计算出第一鼻孔中心点N1与第二鼻孔中心点N2

之间的距离D。接着，依据距离D来分别估测两眼的眼部搜寻框的中心点及长宽距离。具体而

言，以坐标为(N1_x,N1_y)的第一鼻孔中心点N1作为起算点，将X轴坐标加上第一估计值k1，

将Y轴坐标加上第二估计值k2，藉此获得一中心点C1。即，中心点C1的X坐标C_x＝N1_x+k1，Y

坐标C_y＝N1_y+k2。k1与k2的设定例如可以为：k1＝D×e1，k1＝D×e2，其中1.3<e1<2.0，而

1.5<e2<2.2，可视需求来进行调整，在此并不限制。在获得中心点C1之后，依据事先定义的

宽度w及高度h而获得眼部搜寻框410，其中宽度w大于高度h。例如，宽度w为2×22个像素，高

度h为2×42个像素。

[0069] 又，与上述方法类似，以第二鼻孔中心点N2(N2_x,N2_y)作为起算点，将X轴坐标减

去第一估计值k1，将Y轴坐标加上第二估计值k2，来获得另一中心点C2。并在获得中心点C2

之后，依据事先定义的宽度w及高度h而获得另一眼部搜寻框420。另外，在其他实施例中，起

算点也可以为第一鼻孔中心点N1与第二鼻孔中心点N2之间的中间点，在此并不限制。在获

得眼部搜寻框410、420之后，处理单元110进一步在眼部搜寻框410、420中获得更为精准的

眼部图像411、421。

[0070] 之后，眼部检测模块205调整眼部图像411、421的对比而获得加强图像，并对此加

强图像进行去杂点处理而获得去杂点图像，再对去杂点图像进行边缘锐利化处理而获得锐

化图像，以及对锐化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而获得二值化图像，之后，再次对二值化图像进

行边缘锐利化处理，进而可获得眼部物件。然后，瞳孔检测模块207分别对眼部物件执行一

瞳孔检测算法而获得瞳孔图像。

[0071] 然，上述关于获得瞳孔图像的实施方式仅为其中一例，并不以此为限。例如，图像

分析模块140也可直接利用眼部特征来找出眼部图像，而省略取得鼻孔位置信息的步骤等。

[0072] 接着返回图3，在步骤S310中，图像分析模块140自瞳孔图像获得瞳孔轮廓。举例来

说，图5A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瞳孔图像的示意图。图5B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瞳孔

轮廓的示意图。参照图5A及图5B，瞳孔检测模块207自瞳孔图像500检测到其包括有眼球物

件E以及瞳孔物件P。接着，瞳孔检测模块207对瞳孔物件P执行边缘检测算法而获得如图5B

所示的瞳孔轮廓510。

[0073] 在获得瞳孔轮廓510之后，在步骤S315中，图像分析模块140根据瞳孔轮廓510的曲

率信息获得椭圆特征。具体而言，曲率计算模块209会计算瞳孔轮廓510所包括的一或多个

曲线区段的曲率。上述曲率信息包括各曲线区段的曲率。而本实施例中，图5B所示的瞳孔轮

廓510包括多个曲线区段。另外，在其他实施例中，在瞳孔轮廓510呈现圆形的情况下，则瞳

孔轮廓510仅包括一个曲线区段。

[0074] 曲率计算模块209自瞳孔轮廓510中的起始点a1往预设方向(在此为顺时针方向)

计算瞳孔轮廓510中多个曲线的曲率。在误差容忍范围下，利用最小平方差(Least  Square 

Error，简称LSE)、修正型缓坡方程式(Modified  Mild-Slope  Equation，简称MMSE)、类神经

算法、基因算法等算法，判断这些曲线的曲率是否符合同一曲率方程式。并且，将在误差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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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范围下符合同一曲率方程式的曲线视为同一个曲线区段。以图5B为例，瞳孔轮廓510可获

得曲线区段arc1～arc6以及曲线区段Er1～Er2。并且，曲率计算模块209会进一步滤除不符

合预设曲面方向的曲线区段Er1～Er2(内凹、外凸)。之后，曲率计算模块209基于自瞳孔轮

廓510所获得的曲线区段arc1～arc6，来获得椭圆特征，例如为一椭圆方程式。而由此椭圆

特征便可获得对应的椭圆形状。

[0075] 之后，在步骤S320中，图像分析模块140根据椭圆特征来判断视线方向。例如，视线

判断模块211以所获得的椭圆特征来查询数据库150，并根据椭圆特征所符合的预设椭圆方

程式来获得对应的视线方向。举例来说，图6是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椭圆形状与视线方向

对应关系的示意图。图6仅列举4种预设椭圆方程式所对应的椭圆形状，每种椭圆形状皆有

其对应的视线方向。如图6所示，椭圆形状a对应至左上右下的视线方向e，椭圆形状b对应至

右上左下的视线方向f，椭圆形状c对应至水平的视线方向g，椭圆形状d对应至垂直的视线

方向h。然，并不以此为限。根据椭圆特征所符合的预设椭圆方程式获得对应的椭圆形状，进

而获得对应的视线方向。

[0076] 而在获得视线方向之后，视线判断模块211还会进一步计算瞳孔位移量，而以视线

方向配合瞳孔位移量来获得视线落点的位移方向及位移量，藉以使得屏幕中的游标进行移

动。例如，计算前后两张瞳孔图像中的瞳孔中心点的位移量。

[0077] 在此，处理单元110可利用坐标系统转换方法先将初始的瞳孔位置转换为屏幕的

游标坐标。例如通过透视转换(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法来产生坐标转换矩阵，此

坐标转换矩阵是用以将眼部图像的瞳孔位置转换为屏幕的坐标位置。之后，再依据后续接

收到的原始图像所获得的视线方向及瞳孔位移量，使得屏幕中的游标进行移动。

[0078] 本发明另提出一种电脑程序产品，用于瞳孔定位装置。上述电脑程序产品基本上

是由多数个程序码片段所组成的(例如建立组织图程序码片段、签核表单程序码片段、设定

程序码片段、以及部署程序码片段)。当瞳孔定位装置载入并执行电脑程序产品的电脑程序

后，可完成上述瞳孔定位方法及瞳孔定位装置的功能。

[0079] 综上所述，本发明根据分析瞳孔轮廓所包括的曲线区段的数量及其曲率，而可获

得瞳孔轮廓对应的椭圆形。据此，可快速地判断瞳孔的视线方向以及瞳孔位移量，从而可精

确地检测瞳孔位置，从而实现准确的眼动追踪，而达到多元的应用。

[0080]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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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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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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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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