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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取像装置及影像撷取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车用取像装置及影像撷

取方法，该车用取像装置包含影像撷取单元及处

理单元，影像撷取单元用以依序撷取若干个行车

影像，其中，各行车影像包含物件影像，处理单元

用以进行这些行车影像中之二的影像分析以得

到物件影像的变化量，并且根据变化量设定影像

撷取单元的快门速度；该种影像撷取方法包含利

用影像撷取单元依序撷取若干个行车影像、进行

这些影像中之二的影像分析以得到物件影像的

变化量，以及根据变化量设定影像撷取单元的快

门速度，其中，各行车影像包含物件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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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影像撷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

利用一影像撷取单元依序撷取若干个行车影像，其中各该行车影像包含一物件影像，

且各该行车影像包含若干像素；

进行该若干个行车影像中之二的影像分析以得到该物件影像的一变化量；

根据该变化量设定该影像撷取单元的一快门速度，包含：

当该变化量小于或等于一变化阀值时，根据该变化量的大小将若干预设快门速度值中

之一设定为该影像撷取单元的该快门速度；及

当该变化量大于该变化阀值时，将一初始快门速度值设定为该快门速度，并且根据该

若干个行车影像中之一调整一补光单元的一补光强度或该影像撷取单元的一增益值，包

含：

取得该行车影像的像素在若干个灰阶级上的一灰阶数量分布；

根据该灰阶数量分布从该若干个灰阶级中的最高灰阶级往最低灰阶级的方向对该行

车影像的像素依序进行编号直至编号到一预设编号；及

根据编号为该预设编号的像素所在的该灰阶级调整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其中，该

若干个灰阶级从该最高灰阶级往该最低灰阶级的方向依序组成一第一灰阶区段、一第二灰

阶区段、一第三灰阶区段与一第四灰阶区段，且根据编号为该预设编号的像素所在的该灰

阶级调整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的步骤包含：

当所在的该灰阶级是在该第一灰阶区段时，降低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

当所在的该灰阶级是在该第二灰阶区段或该第四灰阶区段时，不调整该补光强度或该

增益值；及

当所在的该灰阶级是在该第三灰阶区段时，提升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影像撷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该若干个行车影像中之一调整

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的步骤后还包含：

转换出该若干个行车影像中之一的一频谱；

侦测该频谱中的一频域位置；及

根据该频域位置上是否出现信号来微调该增益值或该补光强度，以及微调该快门速

度。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影像撷取方法，其特征在于，微调该增益值或该补光强度，以及

微调该快门速度的步骤包含：

当该频域位置上出现信号时，不调整该增益值或该补光强度以及该快门速度；及

当该频域位置上未出现信号时，提升该快门速度并降低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影像撷取方法，其特征在于，该频域位置根据通过该行车影像的

一直线上的像素数量以及一字元影像在和该直线同方向上的像素数量来取得。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影像撷取方法，其特征在于，于根据该若干个行车影像中之一调

整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的步骤后还包含：

自该若干个行车影像中之一取出该物件影像；

转换出在穿过该物件影像的一直线上的像素的亮度分布；及

根据该亮度分布的波形微调该增益值、该补光强度或该快门速度。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影像撷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该亮度分布的该波形微调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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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值、该补光强度或该快门速度的步骤包含：

比较该波形的峰对峰值与一预设差值；

当该峰对峰值大于或等于该预设差值时，不调整该增益值、该补光强度以及该快门速

度；及

当该峰对峰值小于该预设差值时，提升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影像撷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该亮度分布的该波形微调该增

益值、该补光强度或该快门速度的步骤包含：

比较该波形的峰对峰值与一预设差值；

当该峰对峰值大于或等于该预设差值时，比较该波形的波峰值与一预设峰值；

当该波峰值大于或等于该预设峰值时，不调整该增益值、该补光强度以及该快门速度；

及

当波峰值小于该预设峰值时，提升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影像撷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该亮度分布的该波形微调该增

益值、该补光强度或该快门速度的步骤包含：

比较该波形的峰对峰值与一预设差值；

当该峰对峰值大于或等于该预设差值时，比较该波形的波谷值与一预设谷值；

当该波谷值大于该预设谷值时，降低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及

该波谷值小于或等于该预设谷值时，不调整该增益值、该补光强度以及该快门速度。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影像撷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该亮度分布的该波形微调该增

益值、该补光强度或该快门速度的步骤包含：

当该波形的各切线的灰阶像素数量落于一预设灰阶像素数量时，不调整该增益值、该

补光强度以及该快门速度；及

当该波形的任一切线的该灰阶像素数量超出于该预设灰阶像素数量时，提升该快门速

度。

10.如权利要求2至权利要求9中任一项所述的影像撷取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快门速

度、该增益值和该补光强度的乘积值在进行微调之前与在进行微调之后相等。

11.一种车用取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含：

一影像撷取单元，用以依序撷取若干个行车影像，其中各该行车影像包含一物件影像；

一处理单元，进行该若干个行车影像中之二的影像分析以得到该物件影像的一变化

量，并根据该变化量设定该影像撷取单元的一快门速度；及

一补光单元，用以以一补光强度进行补光，其中当该变化量小于或等于一变化阀值时，

该处理单元根据该变化量的大小将若干预设快门速度中之一设定为该快门速度，并且当该

变化量大于该变化阀值时，该处理单元将一初始快门速度值设定为该快门速度并且根据该

若干个行车影像中之一调整该补光强度或该影像撷取单元的一增益值，

其中，各该行车影像包含若干像素，该处理单元还取得该若干个行车影像的像素在若

干个灰阶级上的一灰阶数量分布，并根据该灰阶数量分布从该若干个灰阶级中的最高灰阶

级往最低灰阶级的方向对该行车影像的像素依序进行编号直至编号到一预设编号，且该处

理单元根据编号为该预设编号的该像素所在的该灰阶级调整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其

中，该若干个灰阶级从该最高灰阶级往该最低灰阶级的方向依序组成一第一灰阶区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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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灰阶区段、一第三灰阶区段与一第四灰阶区段，当所在的该灰阶级是在该第一灰阶区

段时，该处理单元降低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当所在的该灰阶级是在该第二灰阶区段或

该第四灰阶区段时，该处理单元不调整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以及当所在的该灰阶级是

在该第三灰阶区段时，该处理单元提升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车用取像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根据该若干个行车影像中之一

调整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之后，该处理单元还转换出该若干个行车影像中之一的一频谱

并侦测该频谱中的一频域位置，且该处理单元还根据该频域位置上是否出现信号来微调该

增益值或该补光强度，以及微调该快门速度。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车用取像装置，其特征在于，当该频域位置上出现信号时，该

处理单元不调整该增益值或该补光强度以及该快门速度，且当该频域位置上未出现信号

时，该处理单元提升该快门速度并降低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

14.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车用取像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处理单元根据通过该行车影像

的一直线上的像素数量以及一字元影像在和该直线同方向上的像素数量来取得该频域位

置。

15.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车用取像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根据该若干个行车影像中之一

调整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之后，该处理单元还自该若干个行车影像中之一取出该物件影

像、转换出在穿过该物件影像的一直线上的像素的亮度分布，并且根据该亮度分布的波形

微调该增益值、该补光强度或该快门速度。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车用取像装置，其特征在于，根据该亮度分布的波形微调该增

益值、该补光强度或该快门速度的步骤中包含：比较该波形的峰对峰值和一预设差值；当该

峰对峰值大于或等于该预设差值时，不调整该增益值、该补光强度以及该快门速度；及当该

峰对峰值小于该预设差值时，提升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

17.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车用取像装置，其特征在于，根据该亮度分布的该波形微调该

增益值、该补光强度或该快门速度的步骤还包含：比较该波形的峰对峰值与一预设差值；当

该峰对峰值大于或等于该预设差值时，比较该波形的波峰值与一预设峰值；当该波峰值大

于或等于该预设峰值时，不调整该增益值、该补光强度以及该快门速度；当该波峰值小于该

预设峰值时，提升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

18.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车用取像装置，其特征在于，根据该亮度分布的该波形微调该

增益值、该补光强度或该快门速度的步骤还包含：比较该波形的峰对峰值与一预设差值；当

该峰对峰值大于或等于该预设差值时，比较该波形的波谷值与一预设谷值；当该波谷值大

于该预设谷值时，降低该补光强度或该增益值；当该波谷值小于或等于该预设谷值时，不调

整该增益值、该补光强度以及该快门速度。

19.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车用取像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处理单元在该波形的各切线的

灰阶像素数量落于一预设灰阶像素数量时，不调整该增益值、该补光强度以及该快门速度，

并且该处理单元在该波形的任一切线的该灰阶像素数量超出小于该预设灰阶像素数时，提

升该快门速度。

20.如权利要求12至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车用取像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快门速

度、该增益值和该补光强度的乘积值在进行微调之前与在进行微调之后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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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取像装置及影像撷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影像撷取技术，特别是一种车用取像装置及影像撷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取像装置因可记录影像而用途十分广泛，举凡可装设于建筑物的出入口等需要监

视的场所，以协助进行追查、存证等用途。

[0003] 一般的取像装置多装设在某一定点并根据固定的运行模式于其可撷取影像的范

围内进行影像撷取。然而，当取像装置是装设于移动物，例如车体上时，取像装置所撷取到

的影像品质将会受到移动物的速度影响而劣化，并且进而影响后续对所撷取到的影像进行

辨识的准确度。

【发明内容】

[0004] 在一实施例中，一种影像撷取方法，其包含利用影像撷取单元依序撷取若干个行

车影像、进行这些影像中之二的影像分析以得到物件影像的变化量，以及根据变化量设定

影像撷取单元的快门速度。其中，各行车影像包含物件影像。

[0005] 在一实施例中，一种车用取像装置包含影像撷取单元和处理单元。影像撷取单元

用以依序撷取若干个行车影像。其中，各行车影像包含物件影像。处理单元用以进行这些行

车影像中之二的影像分析，以得到物件影像的变化量，并且处理单元可根据变化量设定影

像撷取单元的快门速度。

[0006]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的车用取像装置及影像撷取方法，其通过物件影像于行

车影像中的变化量来设定快门速度，以获取较为清晰的行车影像。另外，还可通过行车影像

的灰阶数量分布来调整补光强度或增益值，以获取具有适当亮度的行车影像。此外，还可通

过行车影像的频谱或者物件影像的亮度分布来微调快门速度、补光强度或增益值，以获取

具有较佳细节表现能力的行车影像。再者，由于无需等待后台系统的反馈便可确认行车影

像的品质并对应进行微调，进而可更快速地获得较佳品质的行车影像。

[0007] 以下在实施方式中详细叙述本发明的详细特征及优点，其内容足以使任何熟习相

关技艺者了解本发明的技术内容并据以实施，且根据本说明书所揭露的内容、申请专利范

围及图式，任何熟习相关技艺者可轻易地理解本发明相关的目的及优点。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车用影像撷取装置的一实施例的方框示意图。

[0009] 图2为影像撷取方法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10] 图3为图2中步骤S3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11] 图4为图3中步骤S34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12] 图5为行车影像的一实施例的直方图。

[0013] 图6为图4中步骤S34C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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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图7为影像撷取方法于步骤S34后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15] 图8为行车影像的一实施例的概要示意图。

[0016] 图9为图7中步骤S37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17] 图10为影像撷取方法于步骤S34后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18] 图11为物件影像与其亮度分布的一实施例的概要示意图。

[0019] 图12为图10中步骤S4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20] 图13为图10中步骤S4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21] 图14为图10中步骤S4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22] 图15为图10中步骤S4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23] 图16为图10中步骤S4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24] 图17为图10中步骤S4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25] 图18为物件影像与其亮度分布的一实施例的概要示意图。

[0026] 图19为物件影像与其亮度分布的一实施例的概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图1为车用影像撷取装置的一实施例的方框示意图。请参阅图1，一般而言，车用取

像装置100是装设于交通工具上，并用以撷取、记录行车影像F1。在一些实施态样中，交通工

具可为汽车、机车等，但本发明并非以此为限，任何合适应用车用取像装置100的交通工具

皆为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0028] 在一实施例中，车用取像装置100包含影像撷取单元110以及处理单元120，且处理

单元120耦接于影像撷取单元110。此外，车用取像装置100还可包含补光单元130，且补光单

元130耦接于影像撷取单元110以及处理单元120。

[0029] 影像撷取单元110用以撷取若干个行车影像F1。并且，这些行车影像F1可为影像撷

取单元110在一段连续时间中所撷取到的多幅画格(frame)。补光单元130用以输出补充光，

以辅助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影像撷取。

[0030]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影像撷取单元110可包含一组镜头和感光元件，感光元件例如

为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感光耦合元件(CCD)。此外，补光单元130可例如以发光

二极体(LED)、红外线二极体(IR  LED)、卤素灯、雷射光源等来实现，但本发明并非以此为

限。

[0031] 处理单元120可根据本发明任一实施例的影像撷取方法控制并调整影像撷取单元

110及/或补光单元130的作动，以使得影像撷取单元110所撷取到的行车影像F1可具有较佳

的影像品质。

[0032]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处理单元120可例如为SoC晶片、中央处理器(CPU)、微控制器

(MCU)或特殊应用积体电路(ASIC)等。

[0033] 图2为影像撷取方法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请参阅图1至图2，在影像撷取方法

的一实施例中，处理单元120可利用影像撷取单元110依序撷取若干个行车影像F1(步骤

S10)。于此，各行车影像F1中可包含物件影像M1。接续，处理单元120可对这些行车影像F1中

之二个行车影像F1进行影像分析，以取得物件影像M1在此二个行车影像F1中的一个变化量

(步骤S20)，并且处理单元120可根据于步骤S20中所得的变化量来设定影像撷取单元11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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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门速度(步骤S30)。之后，处理单元120可再返回执行步骤S10而开启下一回的调整程序。

[0034] 在步骤S10的一实施例中，影像撷取单元110可采用全域快门(Global  Shutter)的

操作方式来撷取各个行车影像F1，但本发明并非仅限于此，影像撷取单元110也可采用滚动

式快门(Rolling  Shutter)的操作方式来撷取各个行车影像F1。

[0035] 于此，影像撷取单元110在初始状态下可以预设的快门速度来依序撷取若干个行

车影像F1。在一些实施态样中，此预设的快门速度可介于1/1000至1/100000秒之间。

[0036] 在步骤S20的一实施例中，处理单元120可先对各行车影像F1进行影像处理，以确

认各行车影像F1是否涵盖有物件影像M1。

[0037] 在步骤S20的一实施例中，处理单元120可于这些行车影像F1中任选出二个涵盖有

物件影像M1的行车影像F1来进行影像分析以得到变化量。在一实施态样中，处理单元120可

选择对这些行车影像F1中第一个涵盖有物件影像M1的行车影像F1以及最后一个涵盖有物

件影像M1的行车影像F1来进行影像分析。而在另一实施态样中，处理单元120也可直接选择

对时间上连续撷取到的二个涵盖有物件影像M1的行车影像F1来进行影像分析。于此，处理

单元120进行影像分析后所得的变化量可为物件影像M1在此二行车影像F1中的位置移动

量，进一步而言，变化量即为位置变化量。例如，物件影像M1为于此二行车影像F1中的X轴上

的移动距离。但本发明并非仅限于此，处理单元120所得的变化量还可进一步为物件影像M1

在此二行车影像F1中的移动速度。

[0038]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处理单元120可通过影像相减的方式来得到物件影像M1的变

化量，但本发明并非以此为限，处理单元120可运用任何合适的影像分析演算法来得到物件

影像M1的变化量。

[0039] 图3为图2中步骤S3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在步骤S30的一实施例中，处理单

元120可将物件影像M1的变化量和预设的变化阀值进行比较(步骤S31)。当判定变化量小于

或等于变化阀值时，处理单元120可根据此时变化量的数值大小从若干个预设快门速度值

中选出一个预设快门速度值，并将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快门速度设定为此预设快门速度值

(步骤S32)。而当判定变化量大于变化阀值时，处理单元120则可将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快门

速度设定为初始快门速度值(步骤S33)，并且根据这些行车影像F1中的一者来调整补光单

元130的补光强度或者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增益值(步骤S34)。

[0040] 在一些实施例中，车用取像装置100可还包含储存单元140，且储存单元140耦接于

处理单元120。储存单元140可用以储存变化阀值、若干预设快门速度值、初始快门速度值、

补光强度及/或增益值等。

[0041] 在步骤S32的一实施例中，变化量的数值大小和若干预设快门速度值间的一例示

的关系对应表可如下表一所示。于此，为方便说明，仅大略列出四笔变化量的数值及其对应

的预设快门速度值。其中，变化量为速度，且其单位为公里/小时(km/h)。而预设快门速度值

的单位为秒，但本发明并非以此为限。

[0042] 表一 预设快门速度值及变化量的关系对应表

[0043] 序号 A1 A2 A3 A4

变化量 20 40 80 160

预设快门速度值 1/500 1/1000 1/2000 1/4000

[0044] 请参阅表一，各变化量A1‑A4及其相应的预设快门速度值大致上是以一对一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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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形成此对应表，并且储存于储存单元140中。因此，处理单元120于步骤S32中便可以查表

方式选出预设快门速度值。

[0045] 举例而言，假设变化阀值为40(km/h)。倘若处理单元120所得的变化量为20(km/h)

而小于变化阀值时，处理单元120便可将所得的变化量和存于储存单元140中的关系对应表

的各笔变化量A1‑A4进行比对，因此，经过查表比对后，处理单元120判断所得的变化量和变

化量A1相当时，便可根据关系对应表找到对应的预设快门速度值为1/500(秒)，并以此设定

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快门速度。而在另一例示中，倘若处理单元120所得的变化量为30(km/

h)而小于变化阀值时，处理单元120便可将所得的变化量和存于储存单元140中的关系对应

表的各笔变化量A1‑A4进行比对，然而，经过查表比对后，处理单元120判断所得的变化量和

这些变化量A1‑A4皆不相当时，处理单元120则可以大于且最接近于所得的变化量的变化量

A2来设定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快门速度。

[0046] 在步骤S33的一实施例中，初始快门速度值可为1/1000秒。

[0047] 在步骤S34的一实施例中，行车影像F1可包含若干个像素，且各像素可根据若干灰

阶级中的一个灰阶级显示出对应的灰阶。换言之，行车影像F1可由这些像素所显示的灰阶

和其所在位置来决定显示样貌。

[0048]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行车影像F1可由1280*720个像素所组成，但本发明并非以此

为限，行车影像F1也可由360*240个像素、1920*1080个像素或其他任何符合显示格式标准

的数量的像素所组成。

[0049]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这些灰阶级的分级数量共可为256个，如灰阶级0至灰阶级

255，且灰阶级0代表最低亮度，灰阶级255代表最高亮度，但本发明并非以此为限，这些灰阶

级的分级数可视影像撷取单元110所能提供的表现能力而定。举例而言，影像撷取单元110

可包含类比数位转换电路，且当类比数位转换电路为10位元时，影像撷取单元110可提供

1024(即210)个灰阶级的表现能力，以此类推。

[0050] 图4为图3中步骤S34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且图5为行车影像的一实施例的直

方图。请参阅图1至图5，在步骤S34的一实施例中，处理单元120可通过影像积分转换出行车

影像F1的直方图(histogram)，以取得行车影像F1的这些像素在若干灰阶级上的灰阶数量

分布(步骤S34A)。处理单元120可根据步骤S34A的灰阶数量分布从这些灰阶级中的最高灰

阶级往最低灰阶级的方向，开始对这些像素依序进行编号直至编号到预设编号(步骤

S34B)。之后，处理单元120便可根据编号为预设编号的像素所在的灰阶级来调整补光单元

130的补光强度或者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增益值(步骤S34C)，以使得行车影像F1的最高亮度

可调整至合理范围内而不过度曝光或过暗。

[0051] 在步骤S34B的一实施例中，预设编号可为物件影像M1于行车影像F1中一般所占的

像素数量。在一些实施态样中，当物件影像M1为车牌的影像时，预设编号可介于1000至3000

之间或介于2000至3000之间，但本发明并非仅限于此，预设编号的数值可视各国车牌的尺

寸及车牌于影像中能被正确识别时所需占用的像素数量而定。

[0052] 一般而言，在补光单元130的补光下所撷取到的行车影像F1中，其物件影像M1应为

亮度最高的部分。换言之，显示物件影像M1的像素此时应分布在灰阶数量分布中灰阶级较

高的部分。因此，处理单元120可沿着最高灰阶级往最低灰阶级的方向开始对这些像素依序

进行编号，以借此判断显示物件影像M1的这些像素所在的最低的灰阶级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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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举例而言，假设共有256个灰阶级且预设编号为1000时，处理单元120可沿着灰阶

级255往灰阶级0的方向，从灰阶级255开始对分布在灰阶级255的像素进行编号，接续对分

布在灰阶级254的像素进行编号，对分布在灰阶级253的像素进行编号，以此类推直至编号

到1000时，处理单元120才停止编号。于此，所述的编号作动也可以累加动作置换。换言之，

处理单元120也可沿着灰阶级255往灰阶级0的方向，依序将分布在灰阶级255、灰阶级254、

灰阶级253…等的像素进行数量累加，直至累加到预设编号1000。

[0054] 图6为图4中步骤S34C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请参阅图1至图6，在步骤S34C的

一实施例中，这些灰阶级可区分成多个灰阶区段，并且处理单元120可根据编号为预设编号

的像素的所在灰阶级是落在哪个灰阶区段中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动作。

[0055] 以下，以256个灰阶级为例来进行说明。于此，从最高灰阶级255往最低灰阶级0的

方向，这些灰阶级依序可组成第一灰阶区段、第二灰阶区段、第三灰阶区段与第四灰阶区

段。其中，灰阶级255至灰阶级200为第一灰阶区段，灰阶级199至灰阶级150为第二灰阶区

段，灰阶级149至灰阶级100为第三灰阶区段，且灰阶级99至灰阶级0为第四灰阶区段。并且，

这些灰阶区段和调整动作的一例示的关系对照表如下表二所示。

[0056] 表二 灰阶区段及调整动作的关系对照表

[0057]

[0058] 当编号为预设编号的像素所在的灰阶级是落在第一灰阶区段时，表示此时物件影

像M1可能呈现过曝状态，因此，处理单元120可通过降低补光单元130的补光强度或影像撷

取单元110的增益值(步骤S34C1)来改善此种状况。

[0059] 当编号为预设编号的像素所在的灰阶级是落在第二灰阶区段时，表示此时物件影

像M1的亮度适当，因此，处理单元120将不调整补光单元130的补光强度或影像撷取单元110

的增益值(步骤S34C2)。

[0060] 当编号为预设编号的像素所在的灰阶级是落在第三灰阶区段时，表示此时物件影

像M1的亮度可能过暗，因此，处理单元120可通过提升补光单元130的补光强度或影像撷取

单元110的增益值(步骤S34C3)来改善此种状况。

[0061] 而当编号为预设编号的像素所在的灰阶级是落在第四灰阶区段时，表示此时物件

影像M1可能不存在于行车影像F1中，因此，处理单元120此时也不进行调整而选择执行步骤

S34C2。

[0062] 图7为影像撷取方法于步骤S34后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且图8为行车影像的

一实施例的示意图。请参阅图1至图8，在影像撷取方法的一实施例中，于步骤S34之后，处理

单元120还可对多个行车影像F1中的一个行车影像F1进行频域转换，以转换出此行车影像

F1的频谱(步骤S35)。之后，处理单元120还侦测频谱中的一个频域位置(步骤S36)，且根据

此频域位置上是否出现信号来微调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增益值或补光单元130的补光强度，

并微调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快门速度(步骤S37)，以通过这些微调动作来还优化车用取像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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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100所撷取到的影像品质。

[0063] 在步骤S35的一实施例中，频域转换可通过傅立叶转换(Fourier  Transform)来实

现。

[0064] 在步骤S36的一实施例中，物件影像M1可包含多个字元影像W1。处理单元120可设

置一条通过行车影像F1的直线L1，以根据此直线L1于行车影像F1上通过的像素数量以及字

元影像W1在和直线L1同方向上的像素数量来取得频域位置。在一些实施态样中，此频域位

置为频谱中的一个高频位置。

[0065] 以下，以影像格式为1280*720的行车影像F1为例来进行说明。当行车影像F1的影

像格式为1280*720时，表示行车影像F1于横轴(即X轴)上有1280个像素，于纵轴(即Y轴)上

有720个像素，且行车影像F1是由1280*720个像素所组成。当处理单元120是沿着行车影像

F1的横轴设置直线L1时，此直线L1于行车影像F1上通过的像素数量应为1280个。此外，字元

影像W1于此直线L1上的像素数量是为此字元影像W1能被识别所需的像素数量，例如3～10

个。于此，以3个像素为例。因此，处理单元120可据此得到所欲侦测的频域位置为(3/1280)。

但本发明并非仅限于此，直线L1也可沿着行车影像F1的纵轴或沿者其他合适的方向设置而

通过于行车影像F1。

[0066] 图9为图7中步骤S37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请参阅图1至图9，在步骤S37的一

实施例中，当处理单元120于步骤S36中有侦测到信号出现于频域位置时，处理单元120可因

此判定此行车影像F1应是具有足够的清晰度而不对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增益值、快门速度

以及补光单元130的补光强度进行调整(步骤S37A)。而当处理单元120于步骤S36中无侦测

到信号出现于频域位置时，处理单元120可因此判定此行车影像F1不具有足够的清晰度，例

如模糊，而提升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快门速度并选择微调降低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增益值和

补光单元130的补光强度中的一者(步骤S37B)，以借此让影像撷取单元110于微调后所撷取

到的行车影像F1可保有足够的亮度和清晰度。

[0067] 在一些实施例中，处理单元120可通过步骤S35至步骤S37的反复执行来反复进行

微调，直至处理单元120判定到行车影像F1有足够的高频谱响应(high  spectrum 

response)时才停止执行步骤S35至步骤S37的微调动作。

[0068] 综合前述，于步骤S35至步骤S37的执行中，处理单元120通过频域转换来确认行车

影像F1是否缺失高频信号来确认行车影像F1的品质，以可快速反馈并对应地进行微调，进

而得以更快速地获取具有较佳品质的行车影像F1。

[0069] 图10为影像撷取方法于步骤S34后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且图11为物件影像

与其亮度分布的一实施例的概要示意图。请参阅图10与图11，在影像撷取方法的一实施例

中，于步骤S34之后，处理单元120还可从多个行车影像F1的一者中取出其物件影像M1(步骤

S38)，以转换出在穿过物件影像M1的直线L2上的这些像素的亮度分布(步骤S39)。之后，处

理单元120便可根据亮度分布的波形来微调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增益值、补光单元130的补

光强度或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快门速度(步骤S40)，以通过这些微调动作来还优化车用取像

装置100所撷取到的影像品质。

[0070] 在一些实施例中，处理单元120可通过步骤S38至步骤S40的反复执行来反复进行

微调，直至处理单元120判定到行车影像F1具有足够的影像品质时才停止执行步骤S38至步

骤S40的微调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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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在步骤S38的一实施例中，处理单元120可通过影像处理技术，例如影像分割，来将

物件影像M1从行车影像F1中取出。

[0072] 在步骤S39的一实施例中，处理单元120可设置一条通过物件影像M1的直线L2，以

根据此直线L2上所通过的各像素及其位置来转换出亮度对位置的亮度分布。在一些实施态

样中，处理单元120是沿着物件影像M1的横轴来设置直线L2，但本发明并非仅限于此，直线

L2也可沿着物件影像M1的纵轴或其他合适的方向设置而通过物件影像M1。此外，物件影像

M1可包含多个字元影像W1，且直线L2可通过这些字元影像W1。

[0073] 图12为图10中步骤S4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请参阅图10至图12，在步骤S40

的一实施例中，处理单元120可根据于步骤S39转换出的亮度分布中波形的峰对峰值Vpp

(peak‑to‑peak  value)的大小来进行相应的微调。其中，所述的峰对峰值Vpp是指亮度分布

中波形的波峰Vc和波谷Vt之间的差值。因此，处理单元120可将波形的峰对峰值Vpp和预设

差值进行比较(步骤S41)。当峰对峰值Vpp大于或等于预设差值时，处理单元120可判定物件

影像M1的对比度应是足够的，而不调整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增益值、补光单元130的补光强

度及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快门速度(步骤S42)。而当峰对峰值Vpp小于预设差值时，处理单元

120将判定物件影像M1的对比度不足，并致使补光单元130提升其补光强度或致使影像撷取

单元110提升其增益值(步骤S43)，以借此让在微调后所撷取到的行车影像F1中的物件影像

M1的对比度可获得提升。

[0074]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亮度分布中的亮度可以灰阶级作为其单位。此外，预设差值可

介于90个灰阶级至110个灰阶级之间。举例而言，预设差值可为100个灰阶级，但本发明并非

以此为限。

[0075] 图13为图10中步骤S4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请参阅图13，在步骤S40的一实

施例中，除根据峰对峰值Vpp外，处理单元120还可根据波峰值的大小来进行微调。在一实施

态样中，处理单元120可于步骤S41的执行并判定峰对峰值Vpp大于或等于预设差值后，先将

波形的波峰值和预设峰值进行比较(步骤S44)。当步骤S44的比较结果为波峰值大于或等于

预设峰值时，表示物件影像M1的亮度不会过暗，处理单元120才接续执行步骤S42，以不进行

调整。反之，当步骤S44的比较结果为波峰值小于预设峰值时，表示物件影像M1的亮度可能

过暗，处理单元120可执行步骤S43以提升物件影像M1的亮度，但本发明并非仅限于此。图14

为图10中步骤S4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请参阅图14，在另一实施态样中，处理单元120

也可于步骤S41执行前，先执行步骤S44。之后，于步骤S44的比较结果为波峰值大于或等于

预设峰值时，处理单元120再接续执行步骤S41的峰对峰值的比较，并根据步骤S41的比较结

果选择接续执行步骤S42或步骤S43。并且，于步骤S44的比较结果为波峰值小于预设峰值

时，处理单元120则可选择执行步骤S43。

[0076] 图15为图10中步骤S4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请参阅图15，在步骤S40的一实

施例中，除根据峰对峰值外，处理单元120也可根据波谷值的大小来进行微调。在一实施态

样中，处理单元120可于步骤S41的执行并判定峰对峰值大于或等于预设差值后，先将波形

的波谷值和预设谷值进行比较(步骤S45)。当步骤S45的比较结果为波谷值小于或等于预设

谷值时，表示物件影像M1的亮度不会过亮，处理单元120才接续执行步骤S42，以不进行调

整。反之，当步骤S45的比较结果为波谷值大于预设谷值时，表示物件影像M1的亮度可能过

亮，处理单元120可致使补光单元130降低其补光强度或者致使影像撷取单元110降低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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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值(步骤S46)，但本发明并非仅限于此。图16为图10中步骤S4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请参阅图16，在另一实施态样中，处理单元120也可于步骤S41执行前，先执行步骤S45。之

后，当步骤S45的比较结果为波谷值小于或等于预设谷值时，处理单元120再接续执行步骤

S41的峰对峰值的比较，并根据步骤S41的比较结果选择接续执行步骤S42或步骤S43。当步

骤S45的比较结果为波谷值大于预设谷值时，处理单元120则可选择执行步骤S46。

[0077]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预设峰值可介于灰阶级120至灰阶级140之间。此外，预设谷值

也可介于灰阶级120至灰阶级140之间。在一些实施态样中，预设峰值可相等于预设谷值。例

如，预设峰值、预设谷值可为灰阶级130，但本发明并非以此为限。

[0078] 图17为图10中步骤S4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图18为物件影像与其亮度分布

的一实施例的概要示意图，且图19为物件影像与其亮度分布的一实施例的概要示意图。请

参阅图10、图17至图19，在步骤S40的一实施例中，处理单元120也可根据于步骤S39转换出

的亮度分布中波形的各切线Lt的灰阶像素数量的数值来进行相应的微调。其中，切线Lt的

灰阶像素数量是指从波峰Vc转态至波谷Vt时的转态斜率或者从波谷Vt转态至波峰Vc时的

转态斜率。在一些实施态样中，亮度分布中的亮度可以灰阶级作为其单位。并且，切线的灰

阶像素数量的单位此时可为：灰阶级/像素个数。

[0079] 处理单元120可将各切线的灰阶像素数量和预设灰阶像素数量进行比较(步骤

S47)。当各切线的灰阶像素数量落于预设灰阶像素数量时，表示物件影像M1的锐利度应是

足够的，且处理单元120不调整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增益值、补光单元130的补光强度及影像

撷取单元110的快门速度(步骤S48)。而当任一个切线的灰阶像素数量超出于预设灰阶像素

数量时，表示物件影像M1的锐利度恐不足，处理单元120可致使影像撷取单元110提升其快

门速度(步骤S49)，以借此让在微调后所撷取到的行车影像F1中的物件影像M1的锐利度可

获得提升。

[0080]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预设灰阶像素数量可为一段区间数值。例如0至2(灰阶级/像

素个数)，但本发明并非以此为限。

[0081] 综合前述，于步骤S38至步骤S40的执行中，处理单元120通过行车影像F1中的物件

影像M1的亮度分布的波形来确认其品质，以快速反馈并对应地进行微调，进而可更快速地

获取具有较佳品质的行车影像F1。

[0082] 在一些实施例中，于影像撷取方法的步骤S10至步骤S33的执行中，处理单元120可

找出当前较为合适的快门速度以使得影像撷取单元110所撷取到的行车影像F1可不模糊。

接续，于影像撷取方法的步骤S34的执行中，处理单元120还可找出当前较为合适的补光强

度或增益值以使得影像撷取单元110所撷取到的行车影像F1可具有适当亮度。最后，基于上

方所得的较为合适的快门速度与补光强度或增益值，处理单元120可还通过影像撷取方法

的步骤S35至步骤S37或步骤S38至步骤S40的细微调整动作来强化行车影像F1的细节表现

能力。

[0083] 因此，在一些实施态样中，影像撷取单元110的快门速度、增益值和补光单元130的

补光强度的乘积值在步骤S37(或步骤S40)的微调动作的执行前后是相等的。举例而言，当

处理单元120致使快门速度变为原来的1/2时，处理单元120将会致使增益值或者补光强度

变为原来的2倍，以使得快门速度、增益值和补光强度的乘积值在微调之前后可呈现实质上

相等，也即快门速度、增益值和补光强度的乘积值在微调之前后不会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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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在一些实施例中，车用取像装置100可应用于警方的侦防系统中。举例而言，车用

取像装置100可设置在警车上。车用取像装置100可电性连接至警车的内部系统，且内部系

统可将所撷取到的行车影像F1上传至后台系统，以交由后台系统对行车影像F1进行后处理

(post‑processing)、影像辨识等，进而得以协助警方快速记录、辨识车牌、车款等。行车影

像F1中的物件影像M1可为车牌的影像或者车体的影像等。此外，字元影像W1可为数码、字符

等的影像。

[0085]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的车用取像装置及影像撷取方法，其通过物件影像于行

车影像中的变化量来设定快门速度，以获取较为清晰的行车影像。另外，还可通过行车影像

的灰阶数量分布来调整补光强度或增益值，以获取具有适当亮度的行车影像。此外，还可通

过行车影像的频谱或者物件影像的亮度分布来微调快门速度、补光强度或增益值，以获取

具有较佳细节表现能力的行车影像。再者，由于无需等待后台系统的反馈便可确认行车影

像的品质并对应进行微调，进而可更快速地获得较佳品质的行车影像。

[0086] 虽然本发明的技术内容已经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

任何熟习此技艺者，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所作些许的更动与润饰，皆应涵盖于本发明的

范畴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当视后附的申请专利范围所界定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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