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觀察日本 CEATEC 2009（2009/10/6~10/10）等電子資訊科技

大展，不少新技術開發與結合應用的創意，日新月異，著實有

不少值得關注與參考之處，本文主要歸納「感測與辨識」技術

的發展與應用趨勢，提供廠商未來產品附加功能設計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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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掌握國際科技大展的新技術發展 

日本消費性家電產品的技術與功能開發，向來引領或影響全

球家電產品的發展方向，不論在技術開發與結合應用創意

上，有許多值得參考與學習之處。本篇以觀察歸納日本

CEATEC 2009（2009/10/6~10/10）新高電子資訊科技綜合

展為軸，輔以 2005-2009 各國際大展所見產品技術發展狀況

做為比對，推演感測與辨識科技趨勢與未來應用可能性與機

會，希望給予相關廠商在未來開發設計產品時的參考，亦期

提供研討未來相關議題之產官學研參酌。 

 

綜觀過去相關感測技術的發展 
遊戲機娛樂讓更多人體驗到「感測與辨識」的實用 

在 2003 年中 Sony PlayStation 2 遊戲機平台，推出了

「EyeToy」系列遊戲軟硬體（硬體為一 USB 攝影頭），能感

應玩家的影像動作，來進行新的影像互動遊戲，讓不少消費

者開始平價體驗到影像感測與辨識的應用。 

而 2006 年底的任天堂 Wii 遊戲機，則以具有陀螺儀、加速度

感測器的無線遙控器，提供更為直覺自然的新式動感遙控方

式，再配合互動遊戲軟體的精巧設計，大受市場歡迎而席捲

市場！讓消費者更深刻體驗到多樣且自然的感測科技與樂

趣。 

 

感測辨識成為產品加值的顯學，擴及各種電器產品 

目前新的數位裝置或軟硬體整合設計，不少以 Wii 馬首是

瞻，添加各式感測器的應用，結合在裝置中使用，讓市場許

多人體驗到科技的新奇與新意的不斷。而當前感測元件其輕

巧效果也受到市場的認同與歡迎，促使更多電器產品利用不

同感測器來加值設計，設計出更具人性與便利性的新產品。 

感測與辨識技術已漸成為近代顯學，即便不是數位產品，也

都能適當導入感測功能，加值提供更方便的使用情境，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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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某些冷氣機廠商在其新設計的冷氣機產品中，也開始

提出「動就冷，不動就省」等感測加值功能。 

 

感測實用與否好壞有別，產品差異化設計大有空間 

當然好的感應偵測應用，會使產品應用如虎添翼，但「假設」

所提供出來的感測功能，不夠細膩不夠聰明的話，如：「動

就冷，不動就省」設計，其「省」的相對意義便是「不夠冷」，

若想要室內多點冷，最好要停用這項感應功能，不然只好叫

使用者不時「活動」一下，以「提醒」冷氣機我們人還存在。 

因此不管在電器裝置加裝上任何感測器（如：紅外線人體感

測、影像移動感測、臉部影像偵測辨識等），結合應用功能

設計時，感測器的精密度選擇與邏輯設計，仍將出現有各廠

商獨到的差異化加值空間，而具「聰明、自主」感測的產品

的是否好用、實用？還端視不同消費者不同使用習慣的體驗

感受，不一定具有衡量標準，但感測技術的加持，卻絕對能

在產品行銷賣點上加注不少活水。 

 

人臉影像感測辨識技術進步神速 
人體影像辨識應用面相廣泛且具新意 

近年感測技術應用中，除了前述電視遊戲機，利用了陀螺儀、

三軸加速度等感測器進行互動應用，而大受歡迎外，其實另

項感測領域新星，正悄悄快速演進當中，那就是影像的感測

與辨識應用。 

影像的感測與辨識技術發展中，又以人像、人臉、手勢等辨

識技術進步最令人印象深刻。我們先以近年數位相機、數位

攝影機產品發展為例，來描述近年影像辨識技術的功能發展

進程。 

 

人臉、笑顏、防眨眼…技術細膩演進 

約在 2005 年間市場開始出現有顏面／臉孔辨識而對焦的相

機設計後，從此各家數位相機廠商接二連三也都開始導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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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辨識技術（Face Detection）；2007 年部份相機廠商再進

一步導入笑臉辨識（Smile Detection）／微笑快門（Smile 
Shutter／Smile Shot）功能，由於笑顏的辨識添加了不少攝

影樂趣，旋即亦受到各家相機廠商相繼採用。（如下圖示意） 

圖一 人臉辨識外再增添笑顏辨識、微笑快門的應用情境 

 

 
備註：上各圖攝影於 CEATEC 2007（2007 年 10 月），可以看到人臉辨識技術中，若再增

添笑顏辨識或微笑快門這類加值功能後，可提升攝影功能賣點及攝影樂趣。（攝影：黃偉正） 

資料來源：MIC，2009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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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初數位相機的「多人」人臉辨識技術也被導入到 Full 
HD 的攝錄影機產品線（如下圖所示）。因為使用人臉影像

辨識技術，不論是數位相機或攝影機，都可因此獲得被攝物

體焦距的測量、景深光圈的決定、以及控制臉部亮度等不同

自主衡量的安排能力，十分貼心協助許多消費者常用的人物

的攝影主題。 

 

圖二 多人人臉辨識功能在攝影機中亦開始普及 

 

 
備註：上各圖攝影於 CEATEC 2007（2007 年 10 月），上圖為 Sony 當時準備上市的 Full HD
攝影機，功能導入多人臉部影像追蹤功能，可同時檢測 8 個人面部，做為調整焦點與亮度的

資訊；下圖則為 Panasonic 的多人臉部追蹤攝影機。（攝影：黃偉正） 

資料來源：MIC，2009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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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間數位相機緊接著又提出防眨眼（Blink Check）快門

技術，進一步利用影像的細微辨識，進行協助拍攝最佳時刻

的畫面，確保相片中所有人的眼睛都是開的。這一路影像辨

識新技術的導入，著實讓數位攝影裝置如虎添翼。 

 

人體影像辨識技術仍具偌大成長空間 

未來諸多產品都將圍繞在數位圖片、影像內容的搭載發展趨

勢下，因此結合影像辨識、運算比對，來提供新實用功能的

應用設計，預估未來影像辨識技術的生活應用，還將愈益細

膩與創意化，繼續會被推廣到其他附帶有影像應用的數位裝

置上，例如：手機、個人電腦、影保全監視系統、行車安全

影像系統等都有可能，影像辨識技術的成長空間，值得廠商

繼續關注與發展。 

圖三 各類影像的檢索技術亦如火如荼地發展 

備註：文字很容易被檢索，但圖片或影像若不加註文字標籤或不使用影片章節段落功能的

話，至今尚無便捷的搜尋、檢索與跳段落功能，因此留下了許多發展空間，讓不少學研單位，

為了迎接未來龐大的影像應用市場，紛紛展開影像檢索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攝影：黃偉正）

資料來源：MIC，2009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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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辨識應用於廣告行銷的時代來臨 
人臉辨識的細緻度與辨識能力大躍進 

在 2009 年的日本 CEATEC 展中，更加驗證體會到當今人臉

辨識的細緻度與辨識的速度，呈現出十足的商用實力！例

如：可以快速定位人臉的 3D 空間，並加以向量分析臉部各

項特徵與曲線，再加上人體手勢或動作的感應與辨識技術，

可以很快地在影像中讓您身體著火，或在水中替您戴上潛水

面具，甚至也可以把您換頭、換衣服等效果來呈現，令人印

象深刻！ 

 

圖四 精密辨識人臉與軀體的特徵資料有助進一步進行其他應用 

 

 
備註：辨識人臉與軀體的精密特徵曲線，並轉換成向量曲線或 3D 模型，有助進一步的貼圖、

或置換圖型；未來進階者可進行影像資料庫比對，辨識是否同一人、性別、年齡等亦無不被

推測出來。（攝影：黃偉正）  

資料來源：MIC，2009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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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性別的辨識準確度已近理想實用階段 

尤其在 2009 年 CEATEC 中，更親自體驗到「年齡、性別」

的辨識實力，其精準程度令我又驚又喜又害怕！當現場看到

展示螢幕快速且精準將您的年齡區間，如：「40-49 歲」字樣，

標示在您臉部影像的上方時，又參考到旁邊參觀者也同時被

標註 20-29 歲，以個人研判旁人應該差不多就是 20-29 歲時，

著實驚喜如此同時感測多人性別與年齡的準度，但也不禁感

到些許恐懼…（因為如此技術繼續開發下去，未來只要流動

在鏡頭前的人物，都將被記錄下個人許多的特徵與屬性）。 

圖五 辨識年齡、性別，與計算男女人數有助未來商業多種應用 

備註：圖為 CEATEC 2009 日商 OKI 展出其辨識年齡與計算男女人數的技術－Signage Eye，
令人印象十分深刻，也相當實用，但也感受到未來個人資料被收集後的另一種壓力與問題。

（攝影：黃偉正）  

資料來源：MIC，2009 年 11 月 

 

2010人像辨識應用，將使數位看版、保全監控更上層樓 

展出年齡、性別與人數辨識技術的廠商，是利用大量的人物

資料比對研究出來的辨識技術，並已經提供 IC 方案，若以其

中較難的「年齡」辨識來看，其效果準確度甚至已經超過我

們人類以個人人生經驗來判斷他人大致的年齡。因此推估未

來會大量運用這種技術，在廣告行銷與數位看板的效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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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驗證方面，以及應用在保全監控、警政治安影像蒐集存證

等方面，如此辨識技術亦利於影像的調閱與搜尋，在這方面

的應用，我們已經嗅覺到偌大的商機了。 

圖六 人像的進階辨識，率先在廣告行銷應用中注入活水 

 
備註：人像的進階辨識可以記錄臉部影像、日期時間外，亦可分析出男女別、年齡層、停留

時間、站立位置（遠近）、甚至進一步，評估側臉與眼神方向，若再評估身高、體重與穿著，

技術上都是有可能的，使得未來評估廣告效益等工作將變得十分科學與量化管理。 

資料來源：圖左 OKI，圖右 NEC，MIC 整理，2009 年 11 月 

 

利用感測技術增加「智慧」，增多「方便」 
活用感測技術增加產品「智慧」，協助「節能減碳」 

不論是上述的影像辨識偵測應用，還是利用其他可對外部環

境進行測量的感測元件，都將有助電器裝置「了解」裝置內、

外的各種環境資訊，如：溫度、溼度、亮度，也能更智慧地

「理解」人類的活動或指令等狀況，以進行最佳邏輯性的功

能提供或是省電政策等服務。 

例如：在環保趨勢下，電器的節能減碳頗受到重視，像是電

視機或電腦螢幕，是當前使用頻繁程度極高的電器產品，除

了產品本身的省電能力外，最好還能額外再省下消費者使用

過程中的片段離開時間的耗電，因此可挑選或簡化部份感測

技術，加值鑲嵌在電視機或電腦螢幕上，增加產品智慧辨識

使用者的使用與否，進一步增進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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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從感測人物的存在與離開，安排節能省電模式 

 

備註：上圖為 2009 年 Sony 所提出電視機的人感感測功能（推測會區隔掉貓狗寵物等活動），

當電視螢光幕前存在有人時，影音正常播放，若人類不在螢幕前，則會將畫面關閉或變暗，

但仍保留聲音的播放，以提示人們，待人物回來或接近電視時再正常放映影像，如此功能可

更精巧提升使用中的省電效果。下圖則為提供人體感測元件方案的廠商的展示示恴說明。（攝

影：黃偉正） 

資料來源：Panasonic，MIC 整理，2009 年 10 月 

 

其他利用辨識技術增加產品「方便使用」 

近年「手勢辨識」遙控技術亦發展快速（如下圖所示），但

相較「人臉辨識」技術，其商品化進度相對是慢了些。「手

勢」辨識目前主力應用發展在提供 3 公尺外的電視機或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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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等大畫面的操控為主，預估未來有其商機存在，而且是在

數家日本大廠持續推廣與展示下的成果，其後勢不可小覷。 

圖八 手勢感測遙控技術近三年發展亦十分迅速 

   

 

備註：上中下圖均為 Toshiba 的手勢遙控界面。最上圖為 2007 年 10 月時所拍攝，當時該手

勢遙控還只是對著 Notebook 來展示；中圖為 2009 年 1 月時所拍攝，其手勢遙控變得十分

順暢，且可讓觀眾自行操作，商品化腳步已近；下圖為 2009 年 10 月時所拍攝，其手勢遙控

界面，放置在 3D 電視機的遠距遙控中表現，推測為其手勢遙控介面尋找適當的導入平台。

短短幾年 Toshiba 手勢辨識進步很快，也很認真在表現，其他廠商如 Hitachi 的手勢遙控也

一樣在這幾年變化與進步得很快，此趨勢值得注意。（攝影：黃偉正） 

資料來源：Panasonic，MIC 整理，2009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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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手勢」提供遠距的辨識遙控，未來還將細膩到像是臉

部中的「眼睛」來遙控（按：短距離的眼睛控制辨識，早在

1992 年 Canon 已商品化推出瞳孔對焦單眼相機，1995 年著

名的 Canon 50e 單眼相機繼續延用是項技術，所以在此稱的

眼控遙控，是指隔空或較遠距離的眼睛控制）。 

 

圖九 感測人物的手勢或眼光，提供更多方便操作電器的方式 

 

備註：上圖為近年常見的手勢遙控技術，展出例是以手勢操作環境的燈光數，以較便利的手

勢遙控方式，調整環境光源。下圖則為根據眼球運動的辨識技術，初步應用亦是提供一種遙

控方式，但也可看出近年辨識技術的精密發展，是連眼光的方向都可被遠距偵測得到，未來

人類許多細膩動作都將被辨識。（攝影：黃偉正） 

資料來源：MIC，2009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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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發展也可看出近年辨識技術的精密演進，推測未來將

細微到連人類眼光的方向都可被遠距偵測得到，將來人類許

多細膩的動作，都將可做為控制作業的工具，或成為有意義

的行銷管理欲收集的內容。 

debby@
m

icm
ail.iii.org.tw

 dow
nloaded this docum

ent at 2010/1/15 10:18:39. ©
 C

opyright M
arket Intelligence C

onsulting Institute. 



2010 年產品新技術新設計觀察 (1)－感測辨識技術的應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2009 Market Intelligence & Consulting Institute  December 2009 
CDOC20091209004 

MIC 觀點 
感測辨識應用將更多元化，造就更多新意！ 

許多微不足道的感測元件與解決方案，過去常被埋沒在利基

市場或專業的產品中應用，但自從任天堂 Wii 活用了感測元

件，造就出全新的市場贏面後，當頭棒喝了許多市場的電器

產品應用創意的不足。 

現在類似 Wii 遙控器使用三軸加速度感測器的加值應用已開

始流行，緊接多種影像相關產品將利用人臉、人像辨識等技

術，使獨立產品或整體系統，在整合原本功能之外，還能創

造更多的應用新意。 

不久的將來，更先進的感測辨識技術，一定還能促使產品更

「智慧」更「主動」辨別使用者的細微意圖與狀況，而給予

消費者最適切的服務與功能，這是產業與市場消費者共同樂

見的情勢。 

 

人臉辨識技術快速演進，即興奮也恐懼，相互輝映 

人臉辨識(face recognition)、人像索引（Face Index），以及

利用人臉或人像辨識後的人像資料庫等應用，是近年具有重

大商業價值的研究開發主題，受到部份學界研究與產業界的

高度重視，雖然開發進度頗為快速，但仍存有偌大精進空間

（如：精確度、辨識速度等），以及產品差異化應用的設計

空間，對於後進廠商仍有迎頭趕上的切入的機會（如：直接

購買解決方向來加值產品，不需從頭研究起）。 

2009 年底所見識到的多種人臉、人像辨識技術，概念上已近

理想的商用水準，相信 2010 年以後勢必更加熱絡與精進，甚

至可望再出現躍進式的進步。我們預估人臉辨識技術，低階

或簡化後的技術部份，將持續滲透在更多適合裝有攝影鏡頭

的消費電子裝置上應用，例如：手機、電視機等；而高階、

進階的精密辨識部份，將率先在商用市場中搶下灘頭堡，例

如：廣告行銷系統的評估與管理，或治安保全與門禁監控系

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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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未來產品的「智慧」必須靠各類感測與辨識技術

來加持，因此各種感測與辨識技術未來仍將持續演進，而消

費者將持續不斷體驗到未來科技的便利與神秘，當然也就有

可能衍生如犯人隱私等新問題，科技至止，又特別顯出其正

反兩面各有含意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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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報告經 MIC 整理分析所得，由於產業變動快速，

並不保證上述報告於未來仍維持正確與完整，引用時請注

意發佈日期，及立論之假設或當時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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