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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背景知識與相關研究 

在這一章我們將會介紹簡單的攝影學以及回顧與本研究相關的研究成果以及文獻。首先

第一部份會簡單介紹一些基礎的攝影學知識，第二部分將介紹虛擬攝影機相關的研究，

以及各種研究其背後所使用的機制，接著在第三個部分我們將介紹所使用的運動計畫演

算法機制。 

2.1 基礎攝影學 

攝影學最主要的議題是如何用一連串有次序的畫面補抓特定的事件，此外攝影學所

關心的議題還包含了燈光設計、場景設計(人物與場景的位置關係)等，然而在一般即時

攝影機規劃的應用中，例如電腦遊戲，所遭遇到的狀況會較類似紀錄片形式的影片，我

們幾乎無法對燈光場景進行控制，對於所拍攝的連貫畫面也無法進行任何修改，便得直

接呈現給使用者。 

通常這些事件會由數個不同位置攝影機拍攝，在攝影學的術語中，每個攝影機所拍

攝到畫面我們稱之為一個鏡頭(Shot)，為影片的最小單位。數個鏡頭可以組合在一起成

為一個景(Scene)，而組合的動作我們稱之為剪輯(Edit)，鏡頭與鏡頭之間轉換的連結點

則稱為轉切(Cut Off)。攝影學所要面對的問題便是如何規劃攝影機，透過適當的剪輯產

生出有意義的畫面。在[Arijon 1976]中舉例出了許多典型攝影機擺設方法，我們稱之為

「手法(Idiom)」，實際的攝影機擺設方式不僅止於書中所列舉的例子，但這些手法都會

遵守一些共通的準則(Rule)，例如避免在轉切的時後角色忽左忽右，混淆觀眾對畫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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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方向感，產生跳躍(Jump Cut)的感覺。這個問題解決的方法是在角色之間或行進方

向上建立一條線(Line of Interest)，禁止攝影機轉切的時候橫跨此線。如圖 2–1 所示，

角色 A 走向角色 B，過程中經由三個固定的攝影機拍攝。在角色之間可以建立一條 Line 

of Interest，並限制攝影機只能擺設於該條線的某一方，確保轉切的過程不會跨越此線，

如此一來便可以固定兩名角色在畫面中的相對位置，而不產生跳躍的狀況。 

 

圖  2–1：攝影學手法範例[Arijon 1976] 

2.1.1 攝影機運作的種類 

鏡頭(Shot)為攝影機拍攝時最基礎的組成單位，而攝影機通常是以它們如何運作來

分類的，常見的攝影機種類包括： 

 固定攝影機 ：最簡單的類型。它們是使用三角架或穩固的基座固定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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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固定的視角給拍攝的人。但是這些攝影機不會被限制為靜態(Static)鏡頭。

有時候它們可以使用傾斜(tilt 圖 2–3)、搖曳(pan 圖 2–2)或縮放(zoom)來移動，

並將焦點放在不同的物件上。傾斜鏡頭為攝影機在一個定點上以垂直方向上下

掃視；搖曳鏡頭則是在定點上對一場面作水平運動的拍攝方式，可以使導演避

開剪接而完整的呈現場面或追隨人物的動作，以免所要求的氣氛遭到剪接破

壞。 

 跟蹤式攝影機(Track) ：攝影機放在有輪子的構造上面，所以他們可以利用軌

道進行水平的移動，將攝影機向某個場景推進或拉出，造成視野和視角變化，

如圖 2–2 所示。通常被用在當我們需要跟隨動作，並且想要攝影機隨著事件

的發生移動。傳統的電影拍攝中，軌道的放置軌跡必須小心的計畫，讓軌道永

遠不會被看到，而且移動是很平順的。 

 升降式攝影機(Crane) ：通常會被放在機械手臂上垂直移動，所以他們可以拍

攝大弧度的鏡頭，如圖 2–3 所示。很多時候升降式攝影機也會放置於移動平

台上，如此一來便結合了兩種類型攝影機的好處。而在虛擬環境中攝影機的操

作，也大都同時結合兩種類型攝影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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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移動式與搖曳攝影機 

 

圖  2–3：升降式與傾斜攝影機 

2.1.2 攝影機拍攝距離的種類 

當電影拍攝時，另一個我們要注意的因素是正在拍攝鏡頭的種類，通常和鏡頭的距

離和範圍有關，這將會決定什麼會被看到、什麼不會被看到，以及攝影機的焦點在哪。

根據這些因素，依據距離區分的鏡頭有以下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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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鏡頭： 

 遠景 (long shot) ：提供遠距離的視野，遠景的鏡頭能夠拍攝全身人像以及較

廣闊的空間、環境，主要用於交代環境和氣氛，因此常被作為定場鏡頭

(establishing shot)。 

 中遠景(medium long shot) ：相對於遠景，中遠景能夠呈現更多被拍攝物體或

人物的細節，觀眾能夠更容易畫面的焦點。 

 全景 (full shot) ：使用這種鏡頭時，能夠剛好在畫面上塞下整個被拍攝的物體，

而背景的環仍有部分能夠看到。通常這種鏡頭會在演員有肢體動作時使用。 

 中景 (medium shot) ：在視界與視覺角度方面介於特寫鏡頭與遠景鏡頭之間的

一種鏡頭。以中景來表現一個人物，最典型的視覺範圍是從該人物的膝蓋以上

來拍攝。中景將被攝主體從環境中孤立出來的程度，要比遠景來的大。 

戲劇的鏡頭重點放在人物及他的姿勢上： 

 近景 (close shot) ：鏡頭切在胸部，介於中景和特寫之間的鏡頭。對電影導演

而言，採用近景鏡頭是種中庸的手法，它可以同時獲得特寫鏡頭和中景鏡頭的

優點，又無特寫鏡頭的強烈，也無中景鏡頭的不足感。 

 特寫 (close-up) ：經由近距離所拍攝的人或物的放大或細節描繪鏡頭，如：拍

攝對象是人，則指肩部以上的拍攝範圍。特寫是強有力的表現手段，不僅可以

細膩地表現人物的面部表情或突出物件局部及事物細節，也可以加強電影節奏。

在銀幕上持續使用人物臉部特寫鏡頭，往往可以表達這個人物的思想和感覺。 

 極特寫 (extreme close-up) ：鏡頭切在嘴巴之上，能將人物的某些部份誇張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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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視角 (Below Shot / Low Angle) ：相對於高視角，低視角是將攝影機架設在一半

視角更低一點的位置。 

 鳥瞰視角 (Bird’s-Eye View) ：架設在比高視角更高的位置，並且能夠提供一定的

距離感，如同飛鳥在天空中俯瞰地面的視野。 

2.1.4 攝影機架設的方位 

攝影機之間的轉切(Cut off)是一種常見的攝影技巧，藉由轉換到另一台新的攝影機

來呈現畫面。轉切在攝影學上常被使用到，例如兩個演員之間的對話場景，就經常會使

用轉切的方式來呈現劇情。儘管攝影機在空間關係上是不連續的，但我們仍要求在拍攝

後的畫面能夠保持連續性(Continuity)，否則勢必會導致觀眾在視覺上產生錯亂。而在討

論轉切的連續性前，我們必須先介紹 Line of Interest。 

Line of Interest 亦稱作 Action Axis，它代表一條虛擬的軸，這個軸通常是被拍攝物

體所面向或移動的方向，而在兩個人對話的場景中，Line of Interest 則為兩個人物之間

的連線。一旦定義好了 Line of Interest，我便可以根據這條線與攝影機的夾角，區分出

三種不同攝影機架設方位：外部 (External)、平行(Parallel)、內部(Internal)。如圖 2–

5 所示，A 和 B 代表兩名演員互相面對著面，兩個人之間的連線為 Line of Interest，經

由內部方位攝影機可以拍攝到演員正面，平行方位的攝影機可拍攝到演員側面，而外部

方位的攝影機則會在畫面上呈現演員的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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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攝影機架設的方位  [Christianson 1996] 

2.1.5 攝影機的轉切 

攝影機之間轉切的最大原則是不可跨過 Line of Interest，若跨過了這條線，將會導

致畫面上方向的不連續。以圖 2–6 為例，遠先的畫面交由攝影機 A 拍攝，在畫面上演

員是從左到右移動，若在此時要進行轉切，則攝影機 B 為合法的選擇。若我們選擇攝影

機 C 作轉切，則畫面上演員的移動方向會瞬間變成從右往左移動，然而實際上演員並沒

有改變他行進的方向，因此不合法的轉切會使得觀眾產生混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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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演員在移動中時進行轉切[Kneafsey 2006] 

除了演員行進間的拍攝外，另外在演員對話的場景也時常會使用轉切，以圖 2–7

為例，畫面只能在攝影機 A 與 B 之間進行轉切，因為這兩部攝影機呈現的畫面中，兩

名演員的左右位置是固定的。而攝影機 C 則與他們相反，轉切到這台攝影機會讓兩名演

員在畫面中的相對關係對換。 

 

圖  2–7：演員在對話時進行轉切[Kneafse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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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只有一名靜止不移動的演員時，也會有畫面連續性的問題存在。以圖 2–8 為

例，攝影機 A 和 B 會讓演員在畫面中朝向同樣的方位，而攝影機 C 則剛好相反，轉切

後無法維持演員方向的連續性，因此是不合法的轉切位置。 

 

圖  2–8：演員靜止不移動時進行轉切[Kneafsey 2006] 

2.2 虛擬攝影機的相關研究 

在過去十年間有不少關於虛擬攝影機系統的研究，而根據其解決問題的機制，我們

可將系統分成以下幾類： 

2.1.1 代數式系統  (Algebraic System) 

將攝影機規劃的問題轉換為數學代數問題，也就是將攝影學手法轉換成數學表達式，

藉此計算出攝影機的位置。此種方法的好處是能夠經由快速的計算得到解，可以減輕最

重要的內容管線使用程度，但相對的缺點則是缺少彈性，因為問題的轉換必須依靠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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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的攝影學手法，因此結果較為死板。相關的研究有[Christianson 1996]等，此研究發

展出了一套高階語言DCCL(Declarative Camera Control Language)來描述各種攝影手法，

然後藉由 DCCL 的編譯器轉換成參數，再使用這些參數帶入代數式系統決定攝影機的位

置。此類的系統看起來像這樣： 

圖  2–9：代數式系統範例 

2.2.2 條件限制式系統  (Constraintbased System) 

該類型的攝影機系統將攝影機或畫面的屬性逐一轉換成數值的條件限制式[Bare 

1998]，藉由尋找符合限制的屬性來規劃攝影機。如圖 2–10 所示，依照條件限制的種

類還可以分成完整(complete)與非完整兩種(incomplete)。完整的方法會徹底探索整個搜

尋空間，需消耗較多的時間，然後找出一個最佳解。此類的方法還可以細分成嚴格限制

與階層式限制，階層式限制相較於嚴格限制對於限制的條件較為寬鬆，因此在當有部分

的條件不符合限制時仍可以找到合適的解。而非完整的方法大多採用隨機取樣的方式，

因此找到的解有可能是最佳解或是有誤差的近似解。 

defrule 
(npc-colser-than 25) 
(closest-npc equals ENEMY) 
=> 
(select-camera-destination npc) 
(select-camera-origin overhead-from me) 
  
defrule 
(true) 
=> 
(select-camera-destination ahead-from me) 
(selecr-camera-origin overhead-from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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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條件限制式攝影機規劃系統分類[Oliveros 2004] 

2.2.3 運動計畫式系統  (Motion Planning System) 

此類的攝影機系統其攝影機大多跟隨著一個特定的目標，這類的方法較強調於攝影

機路徑的連續性、平滑性以及與環境中障礙物的碰撞，此點恰巧與機器人學(Robotics)

的運動計畫方法目的類似，因此可以使用該領域解決問題的方法來規劃攝影機。此類方

法的相關研究有 [LaValle 1997]、[Li 1999]、[Nieuwenhuisen 2003]，對已知或是半可預

測(partial-predictable)的物體軌跡，在 2D 的平面上進行攝影機規劃規劃。詳細的運動計

畫方法將在下節介紹。 

2.3 運動計畫的相關研究 

運動計畫的技術起源於機器人學的領域，最初的目的是為了替機器或機器手臂於

2D 或 3D 的環境下規劃運動路徑，當我們指定初始狀態以及目標狀態，運動計畫的技術

便能夠找出一連串的階段轉換(移動)，規劃一條不與障礙物碰撞的移動路徑，讓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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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率的從一個狀態轉換到另外一個狀態，早期也有人稱之為鋼琴搬運問題(Piano Mover’s 

Problem)。整體而言，運動計畫的技術主要是將原先於 2D 或 3D 環境底下的問題簡化成

Tree 或 Graph，然後再使用搜尋演算法處理，讓複雜度較高的問題能夠在合理的時間內

解決。而除了機器人自動化之外，近年來運動計畫所發展的技術也被廣泛地應用在其他

領域上，例如遊戲中輔助角色的路徑移動提示，或是和本研究相關的虛擬實境導覽。 

在為一個物體作運動計畫(Motion Planning)的時候，我們會稱呼該物體所在的環境

為工作空間(Work Space)，物體最終得到的運動路徑即是在這個空間中表現出來。為了

要描述物體存在的狀態，我們用組態(Configuration)來表示物體存在的位置、方向或是一

些該物體具有的屬性狀況。一個物體在工作空間中所有的狀態，可以透過組態來表現，

而這些組態的集合則構成組態空間(Configuration Space)；在組態空間中可檢查該物體在

某個組態下，是否與環境中的障礙物發生碰撞，無碰撞發生時稱為該組態在這樣的狀態

是無碰撞(Collision-Free)。一個物體在座標平面上可往 x 和 y 方向移動，我們稱這樣的

物體有兩個自由度(Degrees of Freedom, DOF)；因此一個組態空間會因為自由度的多寡

而影響其空間的複雜程度，組態空間的複雜度是隨著組態所擁有的自由度的數量呈指數

遞增。當組態空間的複雜度增加，我們要在該空間中搜尋路徑所花費的時間也會增加，

組態空間的複雜度會影響運動計畫器的設計與效率。 

常見的運動計畫演算法可大致分成以下三類：區域分割法(Cell Decomposition 

Methods)、位能場法(Potential Field Methods)和街圖法(Roadmap Methods)。 

2.3.1 區域分割法 

區域分割法是先將自由空間(free space)劃分成較小的子空間，例如梯型分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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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pezoidal Decomposition)，將自由空間劃分成一個個梯型，並找出子空間相鄰的關係，

通常會用 Graph 的資料結構來表示，產生連結圖(Connectivity Graph)。接下來就是搜尋

出機械人從起始組態移動到目標組態需要經過子空間的順序，機器人只要依照著個順序

就可以從起始組態安全的移動到目標組態。 

2.3.2 位能場法   

位能場法則是藉由目標所散發出來的位能場(如圖 2–11 所示)，擴及整個環境，接

著透過偵測物體目前所擁有的位能數值，以此為路徑規劃的參考依據(Heuristic)，往低

的地方移動即有機會到達目的地。利用位能場法所設計的運動計畫器具有完整

(Completeness)的性質，在一些具有狹窄通道的組態空間中也較容易找到路徑。而缺點則

是容易有局部最小值(Local Minimum)的問題，在較高維度的組態空間中效率也較不佳。 

 

圖  2–11：位能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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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街圖法 

街圖法是和本研究最為相關的方法，藉由在組態空間中取樣(Sampling)的方式建立

街圖連結，供查詢使用。在查詢階段時，將起始組態與目標組態加入街圖中，便可從中

搜尋出一條路徑。街圖產生的方法有很多種，例如建立自由空間中的 voronoi diagram 當

成街圖，或是以隨機方式選取一些組態，然後再將這些組態連接成街圖的隨機式街圖。

街圖法的好處是快速、適用於大部分的狀況以及可供反覆查詢使用，在高維度的組態空

間中往往會採用隨機取樣的方式建立街圖，主要的原因在於高維度的環境中要有系統地

建立一份高涵蓋率的街圖，需要花費大量的時間，而隨機取樣是比較可行的方法。但缺

點則是缺乏完整性(Incompleteness)，因此有可能在有解的環境下卻沒有搜尋出移動路

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