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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以電腦自動化取代人工方式進行籃球

軌跡分析。一般的影片屬於動態影像，是由多張

個別的影像結合而成，本次研究則先將一投籃影

片轉成個別的單張影像做處理，辨識出影像中籃

球的位置以便進行追蹤，藉此做先前探索。方方方方

法法法法：本研究以 MATLAB 軟體撰寫程式對影像進

行辨識與自動化追蹤，步驟為先將彩色影像轉成

灰階影像，再將影像的前景和背景相減提高球體

對比，之後再利用公式算出球心。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此次研究可看到籃球被標示的位置。本研究將彩

色影像轉成灰階影像主原因是彩色影像的像素

值換算複雜，轉成灰階影像，像素值的計算會比

較容易，未來研究是將影片中特定物件自動選取

出來。結論結論結論結論：：：：經由自行撰寫之程式可成功分辨並

記錄被標示之籃球中心位置。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影像追蹤影像追蹤影像追蹤影像追蹤、、、、影像辨識影像辨識影像辨識影像辨識、、、、戰術分析戰術分析戰術分析戰術分析  
 
Abstract 
 

Purpose: To analyze basketball trajectory 
games automatically by computer programs. In this 
study, a basketball shooting film was transformed 
to many pictures. One picture was processed and 
the ball in the picture was marked so that can be 
tracked in the film. Method: The MATLAB 
software was used for image tracking. The color 
picture was transformed to grayscale picture. And 
the image subtraction procedure was used to 
enhance the ball. Then the center of ball was 
calculated by mathematical methods. Result and 
discussion: The ball was marked. For processing 
image simply, the color image was transformed to 
grayscale image due to that the pixel numbers can 
be calculated easily. In the future, the ball in the 
whole video will be tracked.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the ball in the picture can be recognized and 
marked successfully. 

 
Keywords: image tracking, image recognition, 
tactical analysis 
 
 

二二二二、、、、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 
 

在現今的社會中，影像追蹤被廣泛的使用在

不同的領域上，例如醫療、交通、軍事…等。但

在運動的領域中，卻鮮少有這類軟體的應用，而

球類運動中，戰術的分析必需要對人或球的動向

加以追蹤並記錄，以便在比賽中或賽後進行分析

並擬定對策。以往此工作是由人員記錄將其戰術

圖畫出，此一作法對於比賽中的即時反應較為不

利。因此，為了節省人力並增進臨場即時反應的

能力，本研究希望能撰寫程式研發出可應用於運

動中的影像追蹤系統。本次研究先將影片轉成個

別的單張影像進行處理，藉此做為先前的探索。 
 

三三三三、、、、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 
 
(一) 彩色影像雖然由人眼可以辨別出不同，但

電腦只能辨識顏色深淺；同時為了使像素上的計

算簡化，因此將原本的彩色影像轉成灰階影像。 

(二) 開發軟體：MATLAB 數值計算軟體。 

(三) 將彩色影像轉成灰階影像: 

 (R+G+B)/3= Grayscale，如圖一。 

(四) 影像相減： 

 前景影像-背景影像，藉此將影像中欲觀測

物與背景的對比加大，以凸顯出欲觀測物。 

(五) 球體中心計算： 

 先在球的邊緣點出十點，用這十個已知的

座標換算球的中心，公式的概念是由圓心到圓周

上各個點等距離。  

     X, Y 代表球心座標，，，，    Xi, Yi 代表圓上第

一點座標，X i+1, Yi+1 代表圓上第二點座標，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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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彩色轉灰階) 

四四四四、、、、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一)影像相減： 

在影像相減(圖二減圖三)中，減出的影像還

含有些微的雜訊(圖四)，是因為背景過於複雜所

致，若背景能更單純，減出來的影像能使球體的

對比更佳。 

  
       圖二(前景)            圖三(背景) 

 
圖四(相減過後的影像) 

(二)物體球心計算：球心標示為紅點。 

紅點所標示位置有時候會超出球的範圍，但

只有少數，由圖七-九可知，球體愈明顯，紅點

標示的位置會愈接近球心，反之則會愈遠離球

心。 

  
     圖五(1/3圓)          圖六(1/2圓) 

 
               圖七(完整的圓) 

五五五五、、、、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由此次研究結果得知，球體的位置可被標示

出來，但背景的影響會造成球心的判斷，背景的

複雜造成影像相減後會殘留雜訊，而球體和背景

的顏色相近，也會造成球體在影像相減過後，造

成部份球體在影像中消失，上述這兩種情形都會

造成球心標示的位置有所偏移；如何將背景影像

的雜訊消除，並使標示物能在連續多張的影像中

被自動追蹤將是未來更進一步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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