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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为一种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

摄影系统，系统包括扩增实境模块、配件数据库、

声音数据库及合并模块，扩增实境模块产生虚拟

情境，供用户利用立体物件结合人物图像以产生

轮廓立体物件供导入虚拟情境，配件数据库及声

音数据库可根据不同类型的立体物件选择不同

类型的配件图案及声音模块，合并模块在虚拟情

境中，可让专业人士透过虚拟实境的方式进行技

术说明、论文介绍或个人背景讲解，能以最简单

的技术方式达到具有3D效果的实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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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所述系统写入一应用程序，其特征在于，

所述系统包括：

一供运作所述应用程序的智能型装置，其具备一影音撷取模块供取得至少一人物图像

及声音录制、一存储所述人物图像及所述声音录制的存储模块；

一扩增实境，以产生一虚拟情境，供用户利用一立体物件结合所述人物图像以产生一

轮廓立体物件供导入所述虚拟情境；

一配件数据库，存放多个可供选择对应不同类型的所述立体物件并套入的配件图案；

一声音数据库，存放多个可针对所述声音录制写入并改变声音效果的声音模块；及

一合并模块，在所述虚拟情境之中，根据用户对所述轮廓立体物件所选定的所述配件

图案或所述多个声音模块予以整合而产生一立体图像档以及与所述立体图像档有关的配

料讯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更包括至

少一滤镜模块，其连结所述扩增实境模块并在所述智能型装置对所述虚拟情境呈现滤镜效

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更包括一

购物模块，与所述扩增实境连结并对一外部标签单元取得一商品讯息且导入所述虚拟情境

而产生产品实境图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更包括一

供存放一文档数据的数据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更包括一

声音模拟处理模块，其连结所述影音撷取模块及所述数据库并将所述声音录制与所述文档

数据结合，透过所述虚拟情境呈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虚拟

情境为病房、大厅等，换背景的虚拟演播室效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人物

图像为脸部轮廓、五官轮廓或身体轮廓。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立体

物件系人物公仔或玩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立体

物件为人物公仔时，则配件图案系选自眼、眉、鼻、口、身、脸、发、耳、颈、手及脚等身体特征

所构成的群组。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扩

增实境可应用于AR（Augmented  Reality；AR）眼镜、AR头盔、具AR功能的智能型手机、具AR功

能的计算器或具AR功能的机器人。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045817 A

2



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摄影系统，尤其是一种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扩增实境（Augmented  Reality，AR）是一种基于辨识影像特征的应用，利用影像撷

取装置（如个人笔记本或移动设备的视讯镜头）所拍摄下的影像，经过影像辨识程序分析

后，侦测出欲辨识的对应图卡（Marker）或目标影像的特征点，并且计算出影像在空间中的

位移、旋转与缩放的位置进而投影出额外的文字、二维或三维资讯，其主要目的是将笔记本

资讯附加于现实的世界中，让使用者可以看到虚实整合的扩增资讯。

[0003] 一般的实体店面或夹玩具的机台都会放许多不同造型的人形玩具，或是依顾客需

求而客制化特别的人形玩具又称为公仔（Figurines），因为具有模仿特定人物的神情相貌

与身形装束而受到许多人士的喜爱。

[0004] 一般的人形玩具多是以填充或塑胶材质制成，但随着图像处理技术以及行动终端

效能的提升，对于面部表情以及身体特征等方面都要尽量精致，因此导致传送端必须使用

大量资源来生成真人人偶图像或图像，因此加重终端装置电力消耗以及处理时间的问题，

不仅如此，若要推广到能应用于智能型手机或是想应用于虚拟情境的技术，则是必须耗费

相当可观的成本。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上述问题，本发明可让专业人士透过虚拟实境的方式进行技术说明、论文

介绍或个人背景讲解，藉此能以最简单的技术方式达到具有3D效果的实境感。

[0006] 为达上述目的，本发明为一种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系统写入应

用程序，系统包括：供运作应用程序的智能型装置，其具备影音撷取模块供取得至少一人物

图像及声音录制、一存储人物图像及声音录制的存储模块；扩增实境模块，以产生虚拟情

境，供用户利用立体物件结合人物图像以产生轮廓立体物件供导入虚拟情境；配件数据库，

存放多个可供选择对应不同类型的立体物件并套入的配件图案；声音数据库，存放多个可

针对声音录制写入并改变声音效果的声音模块；及合并模块，为在虚拟情境的中，根据用户

对轮廓立体物件所选定的配件图案或声音模块予以整合而产生立体图像档以及与立体图

像档有关的配料讯息。

[0007] 根据上述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的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其中，更

包括至少一滤镜模块，其连结扩增实境模块并在智能型装置对虚拟情境呈现滤镜效果。

[0008] 根据上述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的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其中，更

包括购物模块，与扩增实境模块连结并对外部标签单元取得商品讯息且导入虚拟情境而产

生产品实境图像。

[0009] 根据上述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的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其中，更

包括供存放文档数据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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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根据上述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的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其中，更

包括声音模拟处理模块，其连结影音撷取模块及数据库并将声音录制与文档数据结合，透

过虚拟情境呈现。

[0011] 根据上述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的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其中，虚

拟情境为病房、大厅等，换背景的虚拟演播室效果。

[0012] 根据上述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的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其中，人

物图像为脸部轮廓、五官轮廓或身体轮廓。

[0013] 根据上述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的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其中，立

体物件为人物公仔或玩偶。

[0014] 根据上述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的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其中，立

体物件为人物公仔时，则配件图案为选自眼、眉、鼻、口、身、脸、发、耳、颈、手及脚等身体特

征所构成的群组。

[0015] 根据上述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的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其中，扩

增实境可应用于AR（Augmented  Reality；AR）眼镜、AR头盔、具AR功能的智能型手机、具AR功

能的计算器或具AR功能的机器人。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根据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方块示意图；

图2为根据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图3为根据本发明智能型装置拍摄人物图像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图4为根据本发明启动扩增实境模块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图5为根据本发明导入配件图案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

以下藉由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艺的人士可由本说明书所揭示

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

[0018] 交互式摄影系统1、人物图像100、声音录制102、轮廓立体物件104、扩增实境模块

11、虚拟情境110、配件数据库12、配件图案122、声音数据库13、声音模块130、合并模块14、

滤镜模块15、购物模块16、数据库17、声音模拟处理模块18、智能型装置2、影音撷取模块20、

存储模块22。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说明书所附附图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所揭示的内

容，以供熟悉此技艺的人士的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限定条件，故不具

技术上的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影响本发明所能

产生的功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发明所揭示的技术内容得能涵盖的范围

内。同时，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一”、“两”、“上”等的用语，亦仅为便于叙述的明了，而非

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范围，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术内容下，当亦

视为本发明可实施的范畴。

[0020] 请参考图1及图2所示，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方块示意图及流程示意图。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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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采用虚拟实境技术的交互式摄影系统，交互式摄影系统1写入一应用程序（APP），而

智能型装置2则供应用程序（APP）运作，交互式摄影系统1包括：扩增实境模块11（Augmented 

Reality；AR）或（virtual  reality，VR）、配件数据库12、声音数据库13及合并模块14。

[0021] 智能型装置2主要提供将本系统写入应用程序（APP）并导入的使用，智能型装置2

具备影音撷取模块20以及存储模块22，利用影音撷取模块20可取得至少一人物图像100（为

脸部轮廓、五官轮廓或身体轮廓）及声音录制102，再利用存储模块22存储人物图像100及声

音录制102。提供运用在手机，使用机器视觉办视人脸脸部特征点。

[0022] 本实施例中，人物图像100的脸跟声音预先录制（脸跟声音实际补捉）并重现，而身

体可以套用至公仔造型，但非以此为限。在一些实施态样中，也可反过来。

[0023] 本实施例中，运用时，会预先补捉表情，例如：名人(先预先刻出其模型，也可模拟 

成真人脸)、或抓取名人的表情或声音体验。也可混声、或者具有变声效果。

[0024] 本实施例中，可以有互动效果，公仔的脸部表情随着讲话变化，形成的虚拟讲话嘴

型并保存，存储讲话嘴型模式套用至任何其它的公仔脸部表情呈现。

[0025] 扩增实境模块11（Augmented  Reality；AR）或（virtual  reality，VR）为一种结合

实体与虚拟技术来观察现实环境的方式，且扩增实境模块11技术广泛应用于电玩游戏、环

境导览及商业应用等。

[0026] 同时，扩增实境模块11可以利用图像辨识技术来侦测与追踪图像中的现实物件，

并利  用三维(3D)技术将预设的立体物件结合人物图像100以产生一轮廓立体物件104显示

于  屏幕中，且扩增实境模块11可应用于AR眼镜、AR头盔、具AR功能的智能型手机、具  AR功

能的计算器或具AR功能的机器人。

[0027] 再者，扩增实境模块11产生的虚拟情境110（为病房、大厅等，换背景的虚拟演播室

效果）可供用户利用一立体物件（可为人物公仔或玩偶）结合人物图像100（可参考图3）以产

生一轮廓立体物件104（可参考图4）供导入虚拟情境，前述的立体物件为人物公仔时，则配

件图案为选自眼、眉、鼻、口、身、脸、发、耳、颈、手及脚等身体特征所构成的群组。

[0028] 配件数据库12则是用于存放各种不同的配件图案122，同时结合滤镜模块15，藉此

让各配件图案可供选择并对应到不同类型的立体物件并套入，滤镜模块15另连结扩增实境

模块11让套入配件图案的滤镜效果藉由虚拟情境呈现，用户可透过智能型装置2观看或是

利用智能型装置2中的通讯软件传送给好友分享观看。

[0029] 声音数据库13则是用于存放各种不同声音效果的声音模块130，利用不同的声音

模块130可针对已录下的声音录制写入各种不同的声音效果，声音数据库13中的声音效果

结合录下的声音录制可呈现出不同的声音效果，以达到混声、变声效果。

[0030] 合并模块14是在虚拟情境之中，根据用户对轮廓立体物件104所选定的配件图案

或声音模块予以整合而产生一立体图像档以及与该立体图像档有关的配料讯息。

[0031] 除了上述系统外，另外包括有购物模块16、数据库17及声音模拟处理模块18。购物

模块16主要与扩增实境模块11连结并对一外部标签单元（图面未示）取得一商品讯息且导

入该虚拟情境而产生产品实境图像。

[0032] 换言之，将商品的商品讯息写入外部标签单元（二维码或QR码），用户智能型装置

对外部标签单元扫描并透过智能型装置直接看到商品讯息并了解完整的讯息（包含规格、

售价、产地、相关网站等），在确认商品后则可进行商品交易已完成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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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另外，数据库17主要是用于存放文档数据，而此文档数据可以是个人简介、论文或

相关文章报导等等。至于声音模拟处理模块18则连结影音撷取模块20及数据库17，将原本

的声音录制与文档数据结合，透过虚拟情境呈现，藉此可以声音录制的声音念出文档数据

中所想呈现的文章。

[0034] 另外透过图2可了解本发明的流程，利用智能型装置中的扩增实境模块选择背景，

也就是虚拟情境（为病房、大厅等，换背景的虚拟演播室效果）及角色，也就是立体物件（可

为人物公仔或玩偶）。并且保存人物图像及声音录制，并产生立体图像数据及配料讯息，最

后分享于聊天软件或社交软件。

[0035] 一并参考图3、图4及图5所示，为本发明智能型装置拍摄人物图像的使用状态示意

图、启动扩增实境模块的使用状态示意图及导入配件图案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36] 图3中，首先使用智能型装置2中的影音撷取模块20拍摄用户的正面照片以取得用

户的平面头像，亦可拍摄全身藉此取得人物图像100(为脸部轮廓、五官轮廓或身体轮廓)，

再利用存储模块22存储人物图像及声音录制。

[0037] 当取得平面头像后则运用处理模块（图面未示）可以依据算法或软件程序辨识平

面头像内的脸部特征，以形成一脸部特征数据。

[0038] 具体来说，依据与图像辨识有关的算法或软件程序辨识平面头像，以区别其中例

如但不限于眉毛、五官以及脸型等具脸部特征代表性的特定区域，再以多个个点排列出该

些区域的轮廓。接着透过撷取该些点为脸部特征点，再将该些脸部特征点组成或再与其他

内容共同组成脸部特征数据，便取得了脸部的特征。

[0039] 而在图4中则可了解，扩增实境模块11产生的虚拟情境110以病房为例，当取得人

物图像（可为医生）后透过扩增实境模块11可以利用图像辨识技术来侦测与追踪图像中的

现实物件，并利用三维（3D）技术将预设的立体物件（可为人物公仔或玩偶）结合人物图像

（可参考图3）以产生一轮廓立体物件104并显示于虚拟情境110中。

[0040] 图中以脸部变化为主，实际上也可以让作身体与立体物件的结合，藉由任意的搭

配可让用户在虚拟情境110能有更多的人物公仔变化。

[0041] 上述技术可运用在医生介绍医疗项目的介绍，可以先帮医生记绿他的脸，套用至

造型，可以输出所录制的表情档案、讲话嘴型模式档案再套用到各式公仔使用，成本相对降

低；解决传统演播室成本高的问题，意即，一般所知的电影工业运用上成本较高，其必须先

侦测脸部各部位的侦测点，再套用至模型玩具的投影运用，需有相关摄影设备、后制、场所

配合、动画师等人员配置，并且，一般电影主角须戴上穿戴式配件，在头部上去侦测脸部表

情，穿戴式配件有感应点（红点），利用RGB等复杂去抓脸部的特征点。

[0042] 之后在图5中则是显示配件数据库12中的配件图案122，一并参考各图，利用存放

各种不同的配件图案同时结合滤镜模块15，让各配件图案可供选择并对应到不同类型的立

体物件并套入，而所谓的配件图案122可以是针对脸部增加特征（发色、胡子、肤色等等），或

是衣服配件等等。

[0043] 另外，滤镜模块15连结扩增实境模块11让套入配件图案的滤镜效果藉由虚拟情境

110呈现。除此之外，在声音方面则是运用声音数据库13所存放各种不同声音效果的声音模

块130，利用不同的声音模块130可针对已录下的声音录制写入各种不同的声音效果，声音

数据库13中的声音效果结合录下的声音录制可呈现出不同的声音效果，以达到混声、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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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0044] 不仅如此，在数据库17中的文档数据也可结合声音模块130，而此文档数据可以是

个人简介、论文或相关文章报导等等。如此一来，透过虚拟情境呈现让声音录制的声音念出

文档数据中所想呈现的文章。

[0045] 最后再透过合并模块14根据用户对轮廓立体物件104所选定的配件图案或声音模

块予以整合而产生一立体图像档以及与该立体图像档有关的配料讯息。也就是用户在完成

上述的设定后则可利用智能型装置2中的聊天软件或社交软件作为媒介，而让朋友可以看

到在虚拟实境中的公仔人物透过不同的声音效果呈现出不同的文章内容。

[0046] 值得一提的是：本实施例提供AR运用时，看医生介绍时，转动手机90度可有不同空

间场景的切换模式，例如：病房、大厅等的不同空间场景的切换，具有换背景的虚拟演播室

效果。

[0047] 上述实施例仅为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

熟悉此项技艺的人士均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改。因此

本发明的权利保护范围，应如后述权利要求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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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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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9

CN 110045817 A

9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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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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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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