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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以視線軌跡為基礎的人機介面 

以視線軌跡為基礎的人機介面，在最近的幾年有相當多的研究，像是使用注視的時間長

短來做為圖示的點選方式[23]，使用眼睛視線來操作網路遊戲[3][4]，利用眼睛視線軌跡

當作輸入英文字母的方法[2]等。本研究將用前述所建構的眼動儀，實作數個視線軌跡為

基礎的人機介面，包括(1)以視線軌跡為基礎的網頁瀏覽器，(2)可紀錄觀看行為模式的

照片瀏覽器，利用眼睛注視的照片區域，將照片中注視的區域做銳化，其他部分模糊，

(3)使用眼動儀紀錄使用者觀看手機介面的行為，(4)井字遊戲與(5)互動媒體。其中(1)-(3)

對於精確度要求較高，因此採取頭戴式眼動儀進行實驗，而後兩者則可使用遠距式眼動

儀達到該應用之準確度需求。 

 

5.1 視線軌跡為基礎的網頁瀏覽器 

用眼睛來看網頁目前的主要應用是做網頁的利用度分析與觀察使用者觀看網頁的

行為，來改善網頁的排版與網路廣告的效益，目前有許多的相關研究，像是微軟做的研

究，用眼動儀觀察使用者觀看搜尋引擎結果的習慣[9]，觀察使用者觀看網頁的習慣

[24]；隨著追蹤眼球的機器-眼動儀，越來越精確與便宜，未來也可以應用做為觀看網頁

的工具，提供我們更多樣化的互動方式。 

 

本研究利用微軟.NET 平台中的 Internet Explorer(IE)套件，實作一個視線軌跡的網頁

瀏覽器，具備以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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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夠接收眼動儀傳出的眼睛注視座標。 

(2) 能夠將目前觀看的網頁內容做分塊，好讓電腦能夠知道使用者目前觀看的內容，並

可限制網頁分塊的大小。 

(3) 標示目前使用者注視的區塊。 

(4) 根據注視的時間，來放大使用者注視的區塊。 

(5) 依據使用者注視的位置，做適當的捲動。 

(6) 將眼睛注視的時間做為滑鼠的左鍵。 

下面幾節對視線軌跡為基礎的網頁瀏覽器的介面與功能做說明並解釋實作的方法。 

 

5.1.1 接收眼動儀傳出的眼睛注視座標 

這個部分使用 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來傳送與接收眼睛注視的座標，UDP 與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是資料包傳遞的通訊協定，UDP 是 connectionless 而

TCP 是 connection-oriented，TCP 會確保資料傳送至另一端的完整性，所以需要多花些

時間去檢查與處理，而 UDP 不需做這些步驟，且我們傳遞的資料(主要為座標資訊)，時

效性的需求大於資料完整性，所以採用 UDP 來傳遞資料；主要運作方式是先在眼動儀

的程式上做校正程序與開啟 UDP 的傳送埠並傳送座標，瀏覽器程式則是需要開啟 UDP

的接收。 

 

5.1.2 網頁內容做分塊 

本研究參考[25]的 WebEyeMapper 架構，也就是將注視的點對應到相對的網頁區

塊；要對應區塊，必須先將網頁內容做分塊，而對網頁內容分區塊可以利用網頁中的

DOM(Document Object Model)結構，來取得網頁各區塊(elements)與各區塊的大小與座標

位置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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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需要知道使用者注視網頁的哪一個區塊，但是微軟所提供的 DOM 結構，雖然

能找到每個座標點位於哪個網頁區塊裡，並且提供網頁區塊的相對位置座標與區塊大

小，但是卻無法找到該區塊正確位置的座標；為了找到每個區塊的重確位置，必須每次

都要重新計算該區塊所在的絕對位置座標，網頁區塊的相對座標轉換絕對座標的做法，

是重複的往上加上父親的相對座標，直到文件的最頂端為止，因為轉換過程具有遞迴，

整體的運算數量過於龐大，因而造成延遲的現象，因此本研究先將這些區塊與資訊重新

建立成一個二元樹，並將每個區塊的絕對位置座標預先計算出來，以方便搜尋。 

 

二元樹重建的方式是依照區塊的大小與座標位置來建立區塊與區塊之間的父子關

係、鄰居關係(child, parent 與 nextsibling)，關係圖如圖 5.1；透過二元樹的重建，也可

設定網頁區塊的大小，使分塊的結果不同；圖 5.2 是限制網頁區塊的長寬都大於 10 pixels

所重建的網頁區塊結果；圖 5.2 的上方為網頁的內容，圖 5.2 的下方為區塊大小限制為

10x10 pixels，所分出的網頁區塊與編號；圖 5.3 區塊大小限制為 30x30 pixels，所分出

的網頁區塊與編號；用座標位置與大小來建立二元樹的原因，是由於眼睛的注視點必須

快速的轉換到螢幕上的座標，利用座標位置與大小重建，讓我們可以輸入一個螢幕座標

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相對所在的區塊。 

 

 

 

圖 5.1 二元樹關係圖 

父親區塊 

目前網頁區塊 

子區塊 

下一個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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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標示目前注視區塊、放大區塊與點擊滑鼠左鍵 

利用將網頁分成不同的區塊的方法，讓輸入一個座標就可以找出對應的網頁區塊，

然後再將找到的網頁區塊的四周做簡單的標示，如圖 5.4。另外本研究根據使用者注視

網頁區塊的時間來決定是否放大這個網頁區塊這個部分，目前設定是注視超過１秒則放

大網頁區塊，放大的網頁區塊的圖如圖 5.5；網頁區塊的放大比例是根據網頁區塊的長

度與寬度，目前設定是對長寬各別放大 1.2 倍；放大區塊後，再根據注視放大網頁區塊

的時間，來決定是否點擊滑鼠左鍵，目前設定注視 2 秒放大網頁區塊，則點選這個網頁

區塊，若網頁區塊為超連結，則點選此連結，讓頁面轉到指定的網頁。 

 

 

圖 5.2 網頁重建區塊的畫出結果(10x10 pi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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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網頁重建區塊的畫出結果(30x30 pixels) 

 

 

圖 5.4 注視的座標圖示與注視的網頁區塊 

 

 

圖 5.5 放大的網頁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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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依據使用者注視位置做捲動 

讓網頁做捲動的做法是用眼睛注視的座標做判斷，如果座標位在螢幕範圍前 1/5 的

部分就往上捲動，若座標位在螢幕範圍後 1/5 的部分就往下捲動，如圖 5.6 與圖 5.7 所

示。 

 

 

圖 5.6 還未注視到螢幕的前 1/5 或後 1/5 

 

 

圖 5.7 注視到螢幕區域的後 1/5(網頁開始捲動) 

未捲動 

開始捲動 

目前眼睛游標

位在中間區域 

目前眼睛游標未在螢

幕區域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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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可記錄觀看行為的照片瀏覽器 

藉由眼睛注視的焦點，我們可以推估觀看者對於相片的哪些部分較具興趣，而將此

互動過程紀錄之後，可做為組織相片的線索，此外，亦可強化眼睛注視照片的區域，由

於看照片時，常常會發現自己所拍攝的照片，拍到的部分可能過小或太偏離照片的中

間，使得照片的主題常常失焦，所以本研究利用眼睛注視照片的軌跡，將照片中注視的

區域做一些處理，希望讓使用者一看到照片，就能夠抓到照片傳達的主題與意境。 

 

 可記錄觀看行為的照片瀏覽器的人機介面，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1) 接收眼動儀傳出的座標。 

(2) 讓使用者輸入一張照片。 

(3) 記錄使用者注視照片的視線軌跡。 

(4) 利用視線軌跡對輸入圖片做處理。 

(5) 輸出處理過的圖片。 

 

以下對可記錄觀看行為的照片瀏覽器的介面、具體實作的方法與最後輸出的結果做

一些說明。 

 

5.2.1 可記錄觀看行為的照片瀏覽器的介面 

可記錄觀看行為的照片瀏覽器的介面如圖 5.8 與圖 5.9，按鈕的部分有設定連接的

UDP Port 與輸入一張圖片的按鈕，在輸入完一張圖片後，輸入的圖片會以縮小圖放到”

原始圖片”上，另外可以選擇 K-means 分群的數目，來讓結果更符合使用者的觀看行為，

或是讓電腦自動選擇分群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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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強化眼睛注視照片區域的流程與實作方法 

達成這個應用的做法，主要的步驟如下： 

(1) 讓使用者觀看照片 10 秒，並紀錄使用者觀看此照片的視線軌跡。 

(2) 把紀錄的視線軌跡利用 K-means 做分群，如圖 5.12 綠色與黃色的點為分群的結果(不

同群的顏色不同)，白色的大點為個群的中心(把注視點分成兩個區域的結果)。 

(3) 利用 K-means 找到的所有區域中心，就可以決定哪些區域需要做處理，哪些區域不

需做處理，之後將照片中注視最久的前幾個區域，依據次序與視線軌跡的數量來做

相對應的改變，也就是保留注視的區域，將其他無注視的區域做模糊。 

 

注視區域以外的區域模糊的具體做法是利用 K-means 找出的各區域中心，每隔 50 

pixels 做不同強度的模糊，讓照片產生聚焦於注視點較多的區域；目前的模糊的設定如

圖 5.10。 

 

圖 5.8 強化照片的介面 

 

 

圖 5.9 開始觀看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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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目前照片模糊的設定 

 

K-means 的演算法的流程如下，流程圖如圖 5.11： 

(1) 隨機產生 k 個點(k 為分群個數)， iCluster ，1 i k  。 

(2) 計算每個注視點與 iCluster 的距離，與 iCluster距離最小的，就設定此點為屬於

iCluster。 

(3) 計算屬於各群的注視點的幾何中心點，並將 iCluster 改為各群的中心點。 

(4) 重複(2)與(3)步驟，直到注視點都沒有改變所屬的群為止。 

 

k 點的數目可以利用前後兩個連續的凝視點之間的距離夠遠的個數來決定，兩個連

續的凝視點之間的距離，可取頭戴式眼動儀的平均精確度(誤差值)的 2 倍，主要想法是

當兩個連續的凝視點之間的距離超過平均誤差值的兩倍時，就代表注視的點從一個區域

跑到下一個區域，並記錄換區域時的凝視點當作是 K-means 各群的初始點。 

 

 

100 pixels 

3x3 模糊 

不模糊 

7x7 模糊 

11x11 模糊 

50 pi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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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K-means 流程圖 

 

隨機產生 k 個點 

 

計算每個點與各群的中心

距離，並設定此點屬於此點

與各群距離最小的群 

 

有無點改變

所屬的群 

 

重新計算各群的中心 

結束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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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圖片(1)經過 K-means 所找到的區域中心 

 

圖 5.13 圖片(1)經過模糊後的結果 

K-means 找到的區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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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圖片(2)經過 K-means 的區域中心 

 

圖 5.15 圖片(2)經過模糊後的結果 

(照片提供者 彭聲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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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可能應用 

目前照片強化區域只對一張圖片做處理，未來我們可以對用 K-means 分好群的視線

軌跡做一些應用，像是透過各群的中心與各群的平均距離來抓取注視的圖片區域，並將

這些圖片區域丟到 google 的圖片搜尋上，去找尋出現這些圖片區域相關的圖片，讓圖片

蒐尋更加精確；另外這些資訊也可用於照片管理上，根據使用者觀看照片的區域內容做

排序與分類，由於取得的資訊已經經過人眼篩選過，保留下來的資訊都是具有代表性

的，一定能使照片排序與分類更佳的精準；這些資訊經過長期的累積，也可用來統整出

使用者喜愛的事物與觀看習慣，將來軟體或網頁等，就能透過這些資訊來給予使用者不

同的操作建議與內容，改善使用者操作的行為。 

 

5.3 利用眼動儀紀錄使用者觀看手機介面的行為 

隨著手機的功能越來越多，手機的輸入設備也越來越多元，從早期只有手機按鍵，

變成單點觸控螢幕，到現在多點觸控螢幕，設備的多元讓使用者的使用習慣一點一點的

改變，但是由於手機的介面隨著不同的廠商與作業系統而有不同的樣貌，常常讓使用者

無法馬上熟悉不同廠商的手機介面，使使用者產生困擾，所以希望能透過記錄使用者的

視線軌跡，來分析出使用者使用手機的習慣，並藉由這些資料分析手機界面設計的問題。 

 

5.3.1 眼動儀於手機螢幕與一般螢幕的差異 

紀錄視線軌跡於手機上與螢幕上有很大的區別，主要的差別如下： 

(1) 手機螢幕相較於一般螢幕，可分析的區域較小。 

(2) 手機是手持的，螢幕無法像一般螢幕固定。 

(3) 手機的操作介面較小。 

(4) 手機需記錄觀看手機按鍵的視線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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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眼動儀校正過程與一般螢幕上有所不同，手機可能需要另一個攝影機拍攝使用者的

視線，須將眼睛注視座標投射到另一個攝影機上，過程較繁複。 

(6) 手機目前還無法直接與眼動儀溝通。 

(7) 需要分析另一攝影機的影像，並從影像中分析觀看的內容。 

 

5.3.2 實際做法 

 做法可以利用動態影像與在一般螢幕上模擬手機介面，動態影像部分是利用本實驗

室先前關於眼動儀的研究的一部分“動態影像”，並記錄使用者操作手機的動態影像，以

便做後續分析；利用動態影像去分析手機操作，可以分成眼動儀的校正、記錄視線軌跡

觀看手機的位置與後續分析；螢幕模擬手機介面部分，是利用 Android 的模擬器介面的

照片，輸入到前面所做的照片強化區域的人機介面中，藉此紀錄觀看的視線軌跡，以供

後續使用與分析。 

 

5.3.3 眼動儀於動態影像上的校正 

由於本實驗室先前的研究中已有嘗試利用眼動儀在動態影像上，但是由於原本的校

正程序無法與動態的影像同步，所以會有所誤差，所以本研究改良眼動儀於螢幕上的校

正方式，期望能夠將誤差減低。 

 

 校正的做法是利用另外一個攝影機拍攝使用者的可視範圍，然後做校正時，頭部不

移動，並記錄標示螢幕的四個標誌物的位置(校正鈕按下時，至少要抓到兩個標誌物)，

如圖 5.16，並讓使用者對螢幕的九個點做校正，校正完後，就可以透過抓取標示螢幕的

四個標誌物於動態影像上的位置，將投射到螢幕上的座標轉換到動態影像上，如圖 

5.16；螢幕座標轉換到動態影像上，是利用螢幕範圍(長與寬)與攝影機拍攝到的螢幕範

圍(透過四個標誌物取得)的比例(公式(5.1)) dyCamaraScale，與螢幕於動態影像的位置



 

74 

 

screenIndy；螢幕位置的求法，是利用四個標誌物的相對位置找出(4.1.1 節)；最後再將

注視的螢幕座標 eyeInScreen，對應到攝影機的可視範圍(如(5.2)，如此就可找出眼睛目前

注視動態影像的位置。 

 

 ( , )
windowWidth windowHeight

dyCamaraScale
camaraWidth camaraHeight

  (5.1)  

( , )x x y ydynamicSence dyCamaraScale eyeInScreen dyCamaraScale eyeInScreen screenIndy     

  (5.2)  

 

 

圖 5.16 代表螢幕的位置(screenShiftX,screenShiftY) 

 

 

圖 5.17 注視座標投影到動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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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記錄視線軌跡觀看手機的位置 

目前可能的做法是把手機做幾個標誌物，只要找到標誌物，應該就可以找到手機的

相對位置，然後就可對每個視線軌跡點找到對應的手機區塊，這些資料就可拿來做後續

分析。 

 

5.3.5 後續分析 

在有了視線軌跡與對應的手機區塊的資料後，就可以從資料中找到具有特殊意義的

軌跡，像是操作手機時，觀看手機鍵盤的順序，觀看手機螢幕時，最常注意的螢幕區域

等。 

 

5.4 井字遊戲 

以上幾個人機介面都必須在精確度較高的眼動儀下才能夠操作，但目前實作的遠距

式眼動儀的精確度不高，以上的人機介面無法用遠距式眼動儀來操作，因此本研究實作

用眼睛來玩井字遊戲，希望能夠用目前的遠距式眼動儀做一些實際的應用。 

 

由於目前眼動儀的精確度平均約 70 pixels，所以將井字中每個公格設定為長寬為

200 x 200 pixels；井字遊戲的規則是任三個公格連成一線，就得到勝利，下棋的設定是

先讓使用者先下，然後換電腦下，電腦下棋的規則是先判斷使用者有無快連成一線的部

分，有的話堵住使用者的獲勝路線，然後判斷電腦有無連成一線的部分，若有就下，若

沒有以上兩種情況，就照有空格的公格的排列順序下棋。 

 

井字遊戲的介面如圖 5.18，一開始需要先打開 UDP Port，來接收眼動儀的資訊(座

標)，按下開始遊戲後，就可開始玩。使用者下的棋為圈，電腦下的棋為叉。如圖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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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井字遊戲的介面 

 

       

圖 5.19 圈圈叉叉圖示(圈:使用者 叉:電腦) 

 

5.5 互動式媒體 

與井字遊戲一樣，本應用亦是使用遠距式眼動儀進行實測，我們實作一個注視圖片

中一個圖片區域一段時間後，就將目前圖片換成此圖片區域所設定好的連結圖片，希望

像是故事書一般，每張圖片與連結的圖片是具有相關性與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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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簡化素材設計，我們將背景顏色當作是整張圖片，將設定的圖片區域當做是不

同的顏色區塊，當注視不同的顏色區塊，就將目前背景顏色換成此顏色區塊的顏色，並

再顯示多個不同位置且不同顏色的區塊；圖 5.20 是顯示代表圖片的背景顏色與多個顏

色區塊，當注視其中一個顏色區塊超過一段時間後，就將目前的背景顏色換成剛剛注視

的顏色區塊，並依照之前所設定的顏色區塊與位置，秀出顏色區塊，如圖 5.21。秀出的

顏色區塊的顏色與位置是根據左邊的樹狀結構，如圖 5.22。 

 

 

圖 5.20 初始狀態(白色為背景圖片，其他為顏色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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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觀看紅色區塊後的結果 

 

 

圖 5.22 預設的觀看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