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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智慧傳感器之手指關節體感控制的 3D 投影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物聯網應用在汽車、能源、智慧大樓、智慧家庭、工業或者醫療等等方面，經常看到了
一些有關於在工作使發生的意外事件，技術人員都必須要透過自己的雙手去操控危險的機器，
那些機器可能是高溫、高壓，甚至漏電等危險的場所，而那樣的工作環境下是不安全，這讓
我們造成工作的危險性，我們想要去從這個地方去探討，想出改善的方法，所以我們決定做
出一套系統，並且加入了 Leap Motion 體感控制和全像投影，可以保障操作機器的工作人員
的安全，讓他們可以處在一個安全的環境工作下。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為了瞭解金字塔中的立體投影，投影的成像與金字塔的角度是否有關連，以及體
感裝置在重複偵測到後，所產生的彈跳現象。
（一）探討體感控制應用及投影的角度是否會影響成像
（二）探討延遲時間和充放電的關係
三、研究方法：
對於本研究我們使用實地模擬操作實驗法，利用 Leap Motion 體感控制及壓克力板作為
主要材料，當使用者做出不同手勢時，Leap Motion 體感控制會進行同步動作並偵測空間位置，
在將結果以投射的方式到壓克力面板上，藉此達到 3D 立體的效果。研究架構，如下圖(一)表
示。

圖(一)研究架構

貳、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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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eap Motion 介紹與應用
體感控制英文原名稱是 Leap Motion，為一種採用體感控制模組的傳感器手指手勢
作為輸入。這種傳感器使人能夠以物理方式與 VR 交互。體感控制的研究專注於手指手
勢的檢測，體感控制的手勢識別已經廣泛應用，已研究使用跳躍運動傳感器的美國手語
識別、在機器學習和應用或者應用在 Leap Motion 體感模塊用於檢測放鬆和抓取手指使
用體感控制傳感器切換。它應用領域包括汽車，創意，教育，娛樂，醫療保健，零售和
智能設備。例如在醫學應用「一些研究採用了 Kinect 開發一種低成本的基於遊戲的平
衡康復工具以及治療帕金森病患者的傳感器」(黃柏翰，2015)。
二、體感控制識別手指

圖(二)體感控制器

圖(三)體感控制器

體感控制器的主要工作原理是通過兩個鏡頭模擬人眼捕捉經過紅外 LED 燈照亮的
手部影像，利用雙鏡頭畫面建立手的三維立體模型並分析手勢的變化。機體內內置的
通信晶片採用標準 USB 傳輸技術，將採集的圖像資訊數位化，轉化的資料傳輸到電腦
內，電腦經過圖像識別和運算還原手勢變化並將手部動作傳輸到桌面應用程式實現手
勢的直接控制，如圖(二)、圖(三)所示。
在使用過程中， 「Leap Motion 傳感器會定期的發送關於手的運動資訊，每份這樣
的信息稱爲「幀」( frame )。每一個這樣的幀包含檢測到的，即所有手指和工具的清單
及資訊」。(CSDN 博客，2016)。 Leap 傳感器會給所有這些分配一個唯一標識（ID），
在手掌、手指、工具保持在視野範圍內時，是不會改變的。根據這些 ID，「可以通過
Frame::hand( ) ，Frame::finger( ) 等函數來查詢每個運動對象的信息。frame() 函數隨時輪
詢幀資料，調用 frame() 或 frame(0) 來獲取最近的幀，Frame 類表示在單個幀中檢測到
的一組手和手指跟蹤資料」(CSDN 博客，2016)。Leap Motion 設備檢測跟蹤區域內的手
和手指，以畫面播放速率的方式報告其位置、方向、手勢和運動。「通過 Hand 類可
以得到檢測到的手的身體特徵如手掌位置和速度、手掌正常的方向和手指的方向、適
合手的球體屬性和附加的手指的列表. 其中 palm Velocity 方法返回向量表示手掌速度的
座標 (X, Y, Z)，direction 方法返回從手掌位置朝向手指的方向的向量」(王宇航、朱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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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孫曉燕，2018) 。「Frame 類代表了在一幀中檢測到的一組手和手指的追蹤資料。
該類中有一個返回值為 Hand List 的 hands 函數,該函數返回了手的物件清單，該清單包
含了在當前幀中檢測到的所有手物件」(劉春、李秋雨，2016)，並把每個手勢的資訊輸
出。通過使用上述的類和方法，來實現從 Leap Motion 中獲取到手勢資訊。
三、全息投影原理
可以記錄立體影像的全息影像技術，「最早可追溯至 1947 年，英國物理學家鄧尼斯・
蓋伯在增強電子顯微鏡性能的時候意外發現的技術」(INSIDE，2016)，使用光波干涉和繞射
的現象，紀錄並還原立體的影像。「另一部分雷射作為參考光束射到全息底片上，和物光
束疊加產生干涉，把物體光波上各點的位相和振幅轉換成在空間上變化的強度，從而利用
干涉條紋間的反差和間隔將物體光波的全部資訊記錄下來。」(每日頭條科技版，2016)
四、成像與角度
投影的原理如圖(四)所示，螢幕影像（淡黃色星星）的光線入射到梯形的透明膠片後，
經過反射進入觀察者的眼睛（反射角等於入射角），眼睛所看到的影像就會成像在紅色星
星的位置。

圖(四) 投影的原理 (資料來源:NTCU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網站) 、圖(五) 立體梯形的尺寸
另一面，觀察者所看到的影像位置，和透明膠片與螢幕的角度有關，例如圖(四)的角度
分別為 30 度（藍色）、45 度（紅色）、60 度（綠色），則看到的影像位置，以 45 度（紅
色）為最高，而 30 度（藍色）與 60 度（綠色）的影像高度則相同。換言之，透明膠片與
螢幕的角度由 30 度、45 度到 60 度時，影像的高度是先上升後下降。
為了看到高度適當的影像，就必須注意立體梯形的尺寸。如圖(五)所示的上底（y）、
下底（x）以及高（h），不同的比例就決定了影像的高度。角度 θ 為 45 度可以使影像的
高度為最高，更方便觀察。經過計算，「當 θ 為 45 度，y - x＝1.41•h（1.41 為根號 2 近似
值）。因此當ｘ＝1cm 時，y＝1+1.41•h。換言之，ｘ＝1cm 時，y、h 的數值為 6.0cm、
3.54cm（或 10.0cm、6.36cm 等等）」(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NTCU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網站，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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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固態繼電器
(一) 工作原理說明
「固態繼電器（Solid State Relay，SSR）是利用一顆 LED 與一顆光 電晶體作成之
光耦合器，觸發矽控整流器（SCR）或雙向矽控整流器（TRIAC），因此可以接
受低壓（DC 或 AC）信號輸入，而驅 動高壓之輸出」(劉承志、柯啟德 、王文壽，
99)。具隔離輸出入及控制高功率輸出之效果。 固態繼電器按負載電源類型可分為
交流型和直流型。按開關型式 可分為常開型和常閉型。按隔離型式可分為混合型、
變壓器隔離 型和光電隔離型，以光電隔離型為最多，如圖(六)所示。
(二) 固態繼電器的優點
1. 開關速度快、2.工作頻率高、3.使用壽命長、4.雜訊低和工作可靠 (劉承志、柯啟
德 、王文壽，2010)。

圖(六) SSR 固態繼電器

圖(七)arduino uno 介紹

六、arduino uno 介紹

「Arduino 電路板設計使用各種微處理器和控制器。這些電路板配有一組數字和類
比輸入/輸出引腳，可以連接各種擴充板或麵包板和其他電路。這些電路板具有串列埠，
包括某些型號上的通用串列匯流排，也用於從個人電腦載入程式」(維基百科，2018)。
微控制器通常使用 C/C++程式語言。除了使用傳統的編譯工具鏈之外，Arduino 專案還
提供了一個基於 Processing 語言專案的整合開發環境，如圖(七)所示。
六、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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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驗過程
本研究先利用簡單的燈泡進行測驗，利用手掌在體感控制上做出動作來簡單控制四
顆圓球，只要把電腦螢幕顯示出來的虛擬手放置在四顆不同的圓球上面，即可對應在左
邊燈泡上做出開關動作。握拳代表開啟開關；張開手則是關閉開關。在初期的實驗當中，
我們是利用二維座標判斷，當虛擬手的位置在圓球上則進行判斷是張開手還是握拳來控
制，其操作介面如圖(八)、圖(九)所示。實驗結果不是很理想，燈的開關常常有彈跳現象，
而且對於張開手跟握拳的判定不明確。

圖(八) 操作介面

圖(九) 操作介面

接下來的實驗改用了用三維座標來判斷以改善上述彈跳問題，實驗結果非常顯著，
可以明確的判斷手的姿勢做出應對的反應，但是燈泡仍有彈跳現象。為了要消除彈跳現
象，我們在程式上加了延遲 500 毫秒來解決彈跳問題，可是延遲也會間接地影響到虛擬
手的速度，所以我們在 Arduino 跟繼電器中間加上了一組旁路電容來改善彈跳問題如圖
(十)。在使用程式延遲跟外接一組旁路電容上，我們做了一個實驗記錄，如表(一)所示。

圖(十) 旁路電容

表(一) 測試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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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

綠燈

藍燈

黃燈

CμF

ms

彈跳
次數

百分比

彈跳
次數

百分比

彈跳
次數

百分比

彈跳
次數

百分比

0
0
100
100

0
20
0
20

15 次
5次
3次
0次

15%
5%
3%
0%

21 次
4次
3次
0次

21%
4%
3%
0%

13 次
3次
3次
1次

13%
3%
3%
1%

22 次
7次
5次
3次

22%
7%
5%
3%

(二) 問題改善
這個實驗室在做每一顆燈泡個實測 100 次開關所發生的彈跳現象。第一組實驗是在沒
有延遲跟旁路電容下情況下所做出來的結果，很容易發生彈跳現象；第二組則是在有延遲
20 毫秒沒有旁路電容的情況下所做出的實驗，彈跳次數明顯下降每一顆燈泡的正確執行率
都高於 90%以上；第三組實驗跟第二組實驗的結果沒有太大的差異；第四組則是使用延遲
20 毫秒跟外加 1 組電容大小 100μF 的旁路電容來做實驗，正確開關率已經到達 95%以上。
這次的實驗黃燈錯誤率明顯比每一組實驗的燈泡都高，其原因是因為手掌、手指必須與
Leap Motion 垂直，而黃燈的位置是四顆燈泡中最高的，當手掌升高時 Leap Motion 跟手指的
位 置又距離太遠，因此所讀取的位置較容易出錯，時常出現出明明手的姿勢是比五，但是
電腦螢幕上的虛擬手勢出現出食指或中指一指的指頭朝下，導致出現錯誤判斷因而有彈跳
現象。其他三顆燈泡也是一樣，有錯誤的部分大多數都是 Leap Motion 偵測手的位置有問題
因而倒置彈跳現象產生，由紀錄證明增加旁路電容可以改善彈跳效應的問題。
參、結論
Leap Motion 探測器已經實現了使用放鬆和抓握手指的體感控制開關。該系統包括虛擬
現實中出現的彩色圓圈，Leap Motion 傳感器模塊，Arduino UNO 控制器模塊，固態繼電器
模塊，彩色燈泡和交流電源。該系統可以控制任何交流或直流電氣設備，但不僅僅是本研
究中的燈泡，因此，發生了一些閃爍和錯誤，分別在程式和 Arduino 的 I / O 引腳中插入了
20 ms 的時間延遲和 100μF 的旁路電容。經過 100 次時間延遲和旁路電容的組合後，結果
表明使用 100μF 旁路電容而沒有時間延遲的誤差最小（小於 5％）。因此，交換機系統的
進一步應用將促進 VR 與物理世界之間的操作介面，本研究加入了全像投影功能，讓操作
畫面從 2D 變成 3D，達到功能的目的。
未來建議
本項研究應用於物聯網智慧城市之穿戴式元件，在生產製造業，可以避免在工作中不遭
受到危險的事件，在危險的生產工作提升作業自動化，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及安全的完成生
產工作的智慧工廠，也能夠應用於智慧生活的遊戲方面，例如:虛擬實境，讓玩家體驗到三
維空間的立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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