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won3D Kwon3D 介紹介紹



動作拍攝動作拍攝動作拍攝動作拍攝動作拍攝動作拍攝動作拍攝動作拍攝

�� 2D2D2D2D2D2D2D2D拍攝拍攝拍攝拍攝：：：：僅需僅需僅需僅需ㄧㄧㄧㄧ台攝影機即可完成台攝影機即可完成台攝影機即可完成台攝影機即可完成。。。。拍攝拍攝拍攝拍攝：：：：僅需僅需僅需僅需ㄧㄧㄧㄧ台攝影機即可完成台攝影機即可完成台攝影機即可完成台攝影機即可完成。。。。

�� 3D3D3D3D3D3D3D3D拍攝拍攝拍攝拍攝：：：：至少需兩台以上攝影機至少需兩台以上攝影機至少需兩台以上攝影機至少需兩台以上攝影機。。。。拍攝拍攝拍攝拍攝：：：：至少需兩台以上攝影機至少需兩台以上攝影機至少需兩台以上攝影機至少需兩台以上攝影機。。。。



KWON 3DKWON 3D

�� 由韓國人由韓國人由韓國人由韓國人由韓國人由韓國人由韓國人由韓國人YoungYoung--

HooHoo Kwon Kwon 所發明所發明所發明所發明所發明所發明所發明所發明

�� 使用於使用於使用於使用於使用於使用於使用於使用於2D2D或或或或或或或或3D3D的影的影的影的影的影的影的影的影
像分析處理像分析處理像分析處理像分析處理，，，，也可配也可配也可配也可配像分析處理像分析處理像分析處理像分析處理，，，，也可配也可配也可配也可配
合測力板來處理地面合測力板來處理地面合測力板來處理地面合測力板來處理地面合測力板來處理地面合測力板來處理地面合測力板來處理地面合測力板來處理地面
反作用力的資料反作用力的資料反作用力的資料反作用力的資料反作用力的資料反作用力的資料反作用力的資料反作用力的資料

�� 可免費使用可免費使用可免費使用可免費使用可免費使用可免費使用可免費使用可免費使用



KinemetrixKinemetrix

�� 由由由由由由由由MIE Medical MIE Medical 

Research Research 公司研發之公司研發之公司研發之公司研發之公司研發之公司研發之公司研發之公司研發之
3D3D動作分析系統動作分析系統動作分析系統動作分析系統動作分析系統動作分析系統動作分析系統動作分析系統

�� http://www.miehttp://www.mie--

uk.com/kin/index.uk.com/kin/index.

htmhtm



VICONVICON

�� ViconVicon是一套結合紅是一套結合紅是一套結合紅是一套結合紅是一套結合紅是一套結合紅是一套結合紅是一套結合紅
外線攝影及資料處理外線攝影及資料處理外線攝影及資料處理外線攝影及資料處理外線攝影及資料處理外線攝影及資料處理外線攝影及資料處理外線攝影及資料處理
器的動作分析系統器的動作分析系統器的動作分析系統器的動作分析系統器的動作分析系統器的動作分析系統器的動作分析系統器的動作分析系統

�� 國內許多單位皆採用國內許多單位皆採用國內許多單位皆採用國內許多單位皆採用國內許多單位皆採用國內許多單位皆採用國內許多單位皆採用國內許多單位皆採用
此系統此系統此系統此系統此系統此系統此系統此系統

�� 價錢昂貴價錢昂貴價錢昂貴價錢昂貴價錢昂貴價錢昂貴價錢昂貴價錢昂貴



實驗室拍攝配置實驗室拍攝配置實驗室拍攝配置實驗室拍攝配置實驗室拍攝配置實驗室拍攝配置實驗室拍攝配置實驗室拍攝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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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兩種空中兩腳旋踢之運動學分析跆拳道兩種空中兩腳旋踢之運動學分析跆拳道兩種空中兩腳旋踢之運動學分析跆拳道兩種空中兩腳旋踢之運動學分析跆拳道兩種空中兩腳旋踢之運動學分析跆拳道兩種空中兩腳旋踢之運動學分析跆拳道兩種空中兩腳旋踢之運動學分析跆拳道兩種空中兩腳旋踢之運動學分析高爾夫揮桿動作定性分析研究高爾夫揮桿動作定性分析研究高爾夫揮桿動作定性分析研究高爾夫揮桿動作定性分析研究高爾夫揮桿動作定性分析研究高爾夫揮桿動作定性分析研究高爾夫揮桿動作定性分析研究高爾夫揮桿動作定性分析研究



優秀選手趙志堅跳遠技術之研究優秀選手趙志堅跳遠技術之研究優秀選手趙志堅跳遠技術之研究優秀選手趙志堅跳遠技術之研究優秀選手趙志堅跳遠技術之研究優秀選手趙志堅跳遠技術之研究優秀選手趙志堅跳遠技術之研究優秀選手趙志堅跳遠技術之研究 地面上與跑步機上二度空間步態比較地面上與跑步機上二度空間步態比較地面上與跑步機上二度空間步態比較地面上與跑步機上二度空間步態比較地面上與跑步機上二度空間步態比較地面上與跑步機上二度空間步態比較地面上與跑步機上二度空間步態比較地面上與跑步機上二度空間步態比較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關於關於關於關於Kwon3DKwon3D

�� 由韓國人由韓國人由韓國人由韓國人由韓國人由韓國人由韓國人由韓國人YoungYoung --HooHoo Kwon Kwon 所發明所發明所發明所發明所發明所發明所發明所發明

�� 使用於使用於使用於使用於使用於使用於使用於使用於2D2D或或或或或或或或3D3D的影像分析處理的影像分析處理的影像分析處理的影像分析處理，，，，也可配合測力板也可配合測力板也可配合測力板也可配合測力板的影像分析處理的影像分析處理的影像分析處理的影像分析處理，，，，也可配合測力板也可配合測力板也可配合測力板也可配合測力板
來處理地面反作用力的資料來處理地面反作用力的資料來處理地面反作用力的資料來處理地面反作用力的資料來處理地面反作用力的資料來處理地面反作用力的資料來處理地面反作用力的資料來處理地面反作用力的資料



目前版本目前版本目前版本目前版本目前版本目前版本目前版本目前版本

�� 免費試用版免費試用版免費試用版免費試用版免費試用版免費試用版免費試用版免費試用版

�� Kwon3D 3.01Kwon3D 3.01

�� 付費版付費版付費版付費版付費版付費版付費版付費版

�� Kwon3D XPKwon3D XP



初始設定初始設定初始設定初始設定初始設定初始設定初始設定初始設定--下載安裝下載安裝下載安裝下載安裝下載安裝下載安裝下載安裝下載安裝

�� 下載網址下載網址下載網址下載網址下載網址下載網址下載網址下載網址: : 

www.kwon3d.com/downloadwww.kwon3d.com/download

�� 點選點選點選點選點選點選點選點選 Kwon3D31.exe Kwon3D31.exe 下載至桌面下載至桌面下載至桌面下載至桌面下載至桌面下載至桌面下載至桌面下載至桌面

�� 安裝時輸入使用密碼安裝時輸入使用密碼安裝時輸入使用密碼安裝時輸入使用密碼：：：：安裝時輸入使用密碼安裝時輸入使用密碼安裝時輸入使用密碼安裝時輸入使用密碼：：：：kwon3d31kwon3d31

�� 安裝以後會在桌面出現以下五個選項安裝以後會在桌面出現以下五個選項安裝以後會在桌面出現以下五個選項安裝以後會在桌面出現以下五個選項安裝以後會在桌面出現以下五個選項安裝以後會在桌面出現以下五個選項安裝以後會在桌面出現以下五個選項安裝以後會在桌面出現以下五個選項



軟體群軟體群軟體群軟體群軟體群軟體群軟體群軟體群

�� Kwon3DKwon3D

�� 三度空間動作分析三度空間動作分析三度空間動作分析三度空間動作分析三度空間動作分析三度空間動作分析三度空間動作分析三度空間動作分析

�� KwonCCKwonCC

�� 空間座標校正空間座標校正空間座標校正空間座標校正空間座標校正空間座標校正空間座標校正空間座標校正

�� KwonBSPKwonBSP

�� 人體肢段參數設定人體肢段參數設定人體肢段參數設定人體肢段參數設定人體肢段參數設定人體肢段參數設定人體肢段參數設定人體肢段參數設定

�� KwonFPKwonFP

�� KwonPAKwonPA



�� 攝影分析流程攝影分析流程攝影分析流程攝影分析流程攝影分析流程攝影分析流程攝影分析流程攝影分析流程

1.1. 建立人體肢段參數建立人體肢段參數建立人體肢段參數建立人體肢段參數建立人體肢段參數建立人體肢段參數建立人體肢段參數建立人體肢段參數

2.2. 建立空間座標資料建立空間座標資料建立空間座標資料建立空間座標資料建立空間座標資料建立空間座標資料建立空間座標資料建立空間座標資料

3.3. 建立人體活動模型建立人體活動模型建立人體活動模型建立人體活動模型建立人體活動模型建立人體活動模型建立人體活動模型建立人體活動模型(Model)(Model)

4.4. 分析影片分析影片分析影片分析影片分析影片分析影片分析影片分析影片

5.5. 得到數據得到數據得到數據得到數據、、、、圖表圖表圖表圖表得到數據得到數據得到數據得到數據、、、、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KwonBSPKwonBSP

KwonKwonKwonKwonKwonKwonKwonKwon所內建的人體肢段參數所內建的人體肢段參數所內建的人體肢段參數所內建的人體肢段參數所內建的人體肢段參數所內建的人體肢段參數所內建的人體肢段參數所內建的人體肢段參數
是根據是根據是根據是根據是根據是根據是根據是根據DempsterDempsterDempsterDempsterDempsterDempsterDempsterDempster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19551955195519551955195519551955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時時時時，，，，利用鐘擺法與平行軸理利用鐘擺法與平行軸理利用鐘擺法與平行軸理利用鐘擺法與平行軸理時時時時，，，，利用鐘擺法與平行軸理利用鐘擺法與平行軸理利用鐘擺法與平行軸理利用鐘擺法與平行軸理
論論論論論論論論 (Parallel Axis (Parallel Axis (Parallel Axis (Parallel Axis (Parallel Axis (Parallel Axis (Parallel Axis (Parallel Axis 
Theorem)Theorem)Theorem)Theorem)Theorem)Theorem)Theorem)Theorem)，，，，針對八具胖瘦各針對八具胖瘦各針對八具胖瘦各針對八具胖瘦各，，，，針對八具胖瘦各針對八具胖瘦各針對八具胖瘦各針對八具胖瘦各
異的男性屍體所建立的各肢異的男性屍體所建立的各肢異的男性屍體所建立的各肢異的男性屍體所建立的各肢異的男性屍體所建立的各肢異的男性屍體所建立的各肢異的男性屍體所建立的各肢異的男性屍體所建立的各肢
段質量段質量段質量段質量、、、、重心位置和轉動慣重心位置和轉動慣重心位置和轉動慣重心位置和轉動慣段質量段質量段質量段質量、、、、重心位置和轉動慣重心位置和轉動慣重心位置和轉動慣重心位置和轉動慣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 CMCM：：：：：：：：Center of massCenter of mass

�� 肢段重心距離近端之百分比肢段重心距離近端之百分比肢段重心距離近端之百分比肢段重心距離近端之百分比肢段重心距離近端之百分比肢段重心距離近端之百分比肢段重心距離近端之百分比肢段重心距離近端之百分比(%)(%)

�� MM：：：：：：：：massmass
�� 肢段佔全身質量百分比肢段佔全身質量百分比肢段佔全身質量百分比肢段佔全身質量百分比肢段佔全身質量百分比肢段佔全身質量百分比肢段佔全身質量百分比肢段佔全身質量百分比(%)(%)

�� IIxx xx ,I,Iyy yy ,I,Izzzz：：轉動慣量轉動慣量轉動慣量轉動慣量轉動慣量轉動慣量轉動慣量轉動慣量
�� 額面額面額面額面額面額面額面額面

�� 矢狀面矢狀面矢狀面矢狀面矢狀面矢狀面矢狀面矢狀面

�� 縱軸縱軸縱軸縱軸縱軸縱軸縱軸縱軸



KwonBSPKwonBSP外觀外觀外觀外觀外觀外觀外觀外觀

�� <New><New>

�� <Open><Open>

�� <Save> <Save> 

�� <Save As...><Save As...>

�� <Import><Import>

�� <File Info><File Info>



KwonKwon提供的計算法提供的計算法提供的計算法提供的計算法提供的計算法提供的計算法提供的計算法提供的計算法

KwonKwon提供提供66種人體肢段參數的計算法種人體肢段參數的計算法

<C1> Chandler (Ratio Method)<C1> Chandler (Ratio Method)

<C3> Chandler (Stepwise Regression<C3> Chandler (Stepwise Regression))

�� Chandler et al. (1975)Chandler et al. (1975)

<Z1> Zatsiorsky (Ratio Method)<Z1> Zatsiorsky (Ratio Method)

�� Zatsiorsky and Seluyanov (1983)Zatsiorsky and Seluyanov (1983)

<Z4> Zatsiorsky (Scaling Method)<Z4> Zatsiorsky (Scaling Method)

�� Zatsiorsky et al. (1990)Zatsiorsky et al. (1990)

<G1> Modified Hanavan (Geometric Model)<G1> Modified Hanavan (Geometric Model)

<G2> Modified Yeadon (Geometric Model)<G2> Modified Yeadon (Geometric Model)

�� Hanavan (1964) and Yeadon (1990)Hanavan (1964) and Yeadon (1990)



人體肢段測量點人體肢段測量點人體肢段測量點人體肢段測量點人體肢段測量點人體肢段測量點人體肢段測量點人體肢段測量點







�� 依據不同肢段參數測量定義進行測量依據不同肢段參數測量定義進行測量依據不同肢段參數測量定義進行測量依據不同肢段參數測量定義進行測量依據不同肢段參數測量定義進行測量依據不同肢段參數測量定義進行測量依據不同肢段參數測量定義進行測量依據不同肢段參數測量定義進行測量

�� 將個人的人體肢段參數測量輸入之後將個人的人體肢段參數測量輸入之後將個人的人體肢段參數測量輸入之後將個人的人體肢段參數測量輸入之後，，，，存檔存檔存檔存檔將個人的人體肢段參數測量輸入之後將個人的人體肢段參數測量輸入之後將個人的人體肢段參數測量輸入之後將個人的人體肢段參數測量輸入之後，，，，存檔存檔存檔存檔
即完成即完成即完成即完成即完成即完成即完成即完成



KwonCCKwonCC

�� 將三度空間進行座標化將三度空間進行座標化將三度空間進行座標化將三度空間進行座標化將三度空間進行座標化將三度空間進行座標化將三度空間進行座標化將三度空間進行座標化

�� 定義影片中空間實際距離定義影片中空間實際距離定義影片中空間實際距離定義影片中空間實際距離定義影片中空間實際距離定義影片中空間實際距離定義影片中空間實際距離定義影片中空間實際距離



初始設定初始設定初始設定初始設定初始設定初始設定初始設定初始設定--KwonCCKwonCC



�� 開啟新檔案後開啟新檔案後開啟新檔案後開啟新檔案後，，，，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開啟新檔案後開啟新檔案後開啟新檔案後開啟新檔案後，，，，選取選取選取選取SetupSetup 內的內的內的內的內的內的內的內的TemplateTemplate 此為設此為設此為設此為設此為設此為設此為設此為設
定攝影機和比例尺點數定攝影機和比例尺點數定攝影機和比例尺點數定攝影機和比例尺點數定攝影機和比例尺點數定攝影機和比例尺點數定攝影機和比例尺點數定攝影機和比例尺點數 (control point )(control point ) 。。。。。。。。



�� 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AddAdd 增加攝影機增加攝影機增加攝影機增加攝影機增加攝影機增加攝影機增加攝影機增加攝影機 2D2D攝影為一台攝影機攝影為一台攝影機攝影為一台攝影機攝影為一台攝影機攝影為一台攝影機攝影為一台攝影機攝影為一台攝影機攝影為一台攝影機

3D3D攝影為兩台以上攝影機攝影為兩台以上攝影機攝影為兩台以上攝影機攝影為兩台以上攝影機攝影為兩台以上攝影機攝影為兩台以上攝影機攝影為兩台以上攝影機攝影為兩台以上攝影機



�� 按按按按按按按按Control Point Control Point 右邊右邊右邊右邊右邊右邊右邊右邊 Set Set 設定比例尺點數設定比例尺點數設定比例尺點數設定比例尺點數設定比例尺點數設定比例尺點數設定比例尺點數設定比例尺點數

2D2D攝影輸入攝影輸入攝影輸入攝影輸入攝影輸入攝影輸入攝影輸入攝影輸入44點後按點後按點後按點後按點後按點後按點後按點後按SetSet
3D3D攝影輸入攝影輸入攝影輸入攝影輸入攝影輸入攝影輸入攝影輸入攝影輸入1717點或點或點或點或點或點或點或點或2525點後按點後按點後按點後按點後按點後按點後按點後按SetSet



��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3D3D為例為例為例為例，，，，輸入座標點時輸入座標點時輸入座標點時輸入座標點時，，，，要注意的是在要注意的是在要注意的是在要注意的是在為例為例為例為例，，，，輸入座標點時輸入座標點時輸入座標點時輸入座標點時，，，，要注意的是在要注意的是在要注意的是在要注意的是在
Kwon3DKwon3D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XX軸向為左右方向軸向為左右方向軸向為左右方向軸向為左右方向，，，，軸向為左右方向軸向為左右方向軸向為左右方向軸向為左右方向，，，，YY軸向為前後方軸向為前後方軸向為前後方軸向為前後方軸向為前後方軸向為前後方軸向為前後方軸向為前後方
向向向向，，，，向向向向，，，，ZZ軸向為垂直上下方向軸向為垂直上下方向軸向為垂直上下方向軸向為垂直上下方向。。。。軸向為垂直上下方向軸向為垂直上下方向軸向為垂直上下方向軸向為垂直上下方向。。。。

Kwon3D E31型參考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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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2D2D為例為例為例為例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 將數值一一輸入將數值一一輸入將數值一一輸入將數值一一輸入，，，，完成後按完成後按完成後按完成後按將數值一一輸入將數值一一輸入將數值一一輸入將數值一一輸入，，，，完成後按完成後按完成後按完成後按OKOKOKOKOKOKOKOK



�� SelfSelf --Extrapolation Extrapolation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2D2D處理時不可勾只有在處理時不可勾只有在處理時不可勾只有在處理時不可勾只有在處理時不可勾只有在處理時不可勾只有在處理時不可勾只有在處理時不可勾只有在3D3D
處理時處理時處理時處理時，，，，才可打勾才可打勾才可打勾才可打勾處理時處理時處理時處理時，，，，才可打勾才可打勾才可打勾才可打勾



�� TemplateTemplate 設定好以後設定好以後設定好以後設定好以後，，，，在在在在設定好以後設定好以後設定好以後設定好以後，，，，在在在在ViewView開啟開啟開啟開啟開啟開啟開啟開啟Image ViewImage View
時時時時，，，，選取選取選取選取時時時時，，，，選取選取選取選取CameraCamera，，，，，，，，打開所拍攝的比例尺影像打開所拍攝的比例尺影像打開所拍攝的比例尺影像打開所拍攝的比例尺影像。。。。打開所拍攝的比例尺影像打開所拍攝的比例尺影像打開所拍攝的比例尺影像打開所拍攝的比例尺影像。。。。



��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2D2D攝影來說攝影來說攝影來說攝影來說，，，，叫出畫面之後叫出畫面之後叫出畫面之後叫出畫面之後，，，，按按按按攝影來說攝影來說攝影來說攝影來說，，，，叫出畫面之後叫出畫面之後叫出畫面之後叫出畫面之後，，，，按按按按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點比例尺座標點比例尺座標點比例尺座標點比例尺座標，，，，順序從第順序從第順序從第順序從第點比例尺座標點比例尺座標點比例尺座標點比例尺座標，，，，順序從第順序從第順序從第順序從第11點開始點點開始點點開始點點開始點點開始點點開始點點開始點點開始點

(0,0) (100,0)

(100,100)(0,100)



��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3D3D攝影攝影攝影攝影攝影攝影攝影攝影 RedlakeRedlake 為例為例為例為例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 畫面開啟後畫面開啟後畫面開啟後畫面開啟後，，，，以同樣方式再開啟另一台以同樣方式再開啟另一台以同樣方式再開啟另一台以同樣方式再開啟另一台畫面開啟後畫面開啟後畫面開啟後畫面開啟後，，，，以同樣方式再開啟另一台以同樣方式再開啟另一台以同樣方式再開啟另一台以同樣方式再開啟另一台CameraCamera



�� 按按按按按按按按 開始點開始點開始點開始點，，，，左下角會顯示左下角會顯示左下角會顯示左下角會顯示開始點開始點開始點開始點，，，，左下角會顯示左下角會顯示左下角會顯示左下角會顯示Control Control 
1,2,3,1,2,3,……,25,25，，，，，，，，依序點選依序點選依序點選依序點選。。。。依序點選依序點選依序點選依序點選。。。。



��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3D3D參考座標架時參考座標架時參考座標架時參考座標架時，，，，可分成可分成可分成可分成參考座標架時參考座標架時參考座標架時參考座標架時，，，，可分成可分成可分成可分成1717點和點和點和點和點和點和點和點和2525點點點點點點點點
�� Control Points 17Control Point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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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Points 25Control Point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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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起始起始起始起始起始起始起始起始FrameFrame
�� 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按此鍵可限定影像之結束結束結束結束結束結束結束結束FrameFrame

限定影像在第一張限定影像在第一張限定影像在第一張限定影像在第一張，，，，則在第一張則在第一張則在第一張則在第一張限定影像在第一張限定影像在第一張限定影像在第一張限定影像在第一張，，，，則在第一張則在第一張則在第一張則在第一張 皆點皆點皆點皆點皆點皆點皆點皆點

�� 可以點選適合之點的類型可以點選適合之點的類型可以點選適合之點的類型可以點選適合之點的類型可以點選適合之點的類型可以點選適合之點的類型可以點選適合之點的類型可以點選適合之點的類型

�� 調整影像的明暗調整影像的明暗調整影像的明暗調整影像的明暗，，，，對比及色彩對比及色彩對比及色彩對比及色彩調整影像的明暗調整影像的明暗調整影像的明暗調整影像的明暗，，，，對比及色彩對比及色彩對比及色彩對比及色彩



��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Numerical Option Numerical Option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2D2D選選選選選選選選DLTDLT--88
3D3D選選選選選選選選DLTDLT--1111

�� DLT (Direct Linear Transformation) DLT (Direct Linear Transformation) 稱為直接稱為直接稱為直接稱為直接稱為直接稱為直接稱為直接稱為直接
線性轉換線性轉換線性轉換線性轉換，，，，是將比例尺的點轉化為線性座標是將比例尺的點轉化為線性座標是將比例尺的點轉化為線性座標是將比例尺的點轉化為線性座標，，，，成成成成線性轉換線性轉換線性轉換線性轉換，，，，是將比例尺的點轉化為線性座標是將比例尺的點轉化為線性座標是將比例尺的點轉化為線性座標是將比例尺的點轉化為線性座標，，，，成成成成

為一個為一個為一個為一個為一個為一個為一個為一個2D2D或或或或或或或或3D3D的空間的空間的空間的空間。。。。的空間的空間的空間的空間。。。。



��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CameraCamera設定中設定中設定中設定中，，，，選取選取選取選取設定中設定中設定中設定中，，，，選取選取選取選取FixedFixed 表示攝影機是固表示攝影機是固表示攝影機是固表示攝影機是固表示攝影機是固表示攝影機是固表示攝影機是固表示攝影機是固
定不動的定不動的定不動的定不動的；；；；定不動的定不動的定不動的定不動的；；；；PanPan表示攝影機是搖動的表示攝影機是搖動的表示攝影機是搖動的表示攝影機是搖動的；；；；表示攝影機是搖動的表示攝影機是搖動的表示攝影機是搖動的表示攝影機是搖動的；；；；Pan/TiltPan/Tilt 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表示攝影機搖動且傾斜的表示攝影機搖動且傾斜的表示攝影機搖動且傾斜的表示攝影機搖動且傾斜的。。。。表示攝影機搖動且傾斜的表示攝影機搖動且傾斜的表示攝影機搖動且傾斜的表示攝影機搖動且傾斜的。。。。

�� 設定完成以後設定完成以後設定完成以後設定完成以後，，，，按按按按設定完成以後設定完成以後設定完成以後設定完成以後，，，，按按按按Apply to All CamerasApply to All Cameras ，，，，，，，，則以則以則以則以則以則以則以則以
上的設定套用在所有的攝影機上上的設定套用在所有的攝影機上上的設定套用在所有的攝影機上上的設定套用在所有的攝影機上。。。。上的設定套用在所有的攝影機上上的設定套用在所有的攝影機上上的設定套用在所有的攝影機上上的設定套用在所有的攝影機上。。。。



�� 點完影像檔以後點完影像檔以後點完影像檔以後點完影像檔以後，，，，在在在在點完影像檔以後點完影像檔以後點完影像檔以後點完影像檔以後，，，，在在在在ViewView中選取中選取中選取中選取中選取中選取中選取中選取Calibrate Calibrate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計算計算計算計算。。。。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 右側右側右側右側右側右側右側右側ErrorError 欄為各欄為各欄為各欄為各欄為各欄為各欄為各欄為各Control Point Control Point 點的誤差值點的誤差值點的誤差值點的誤差值，，，，若若若若點的誤差值點的誤差值點的誤差值點的誤差值，，，，若若若若
該誤差值過大該誤差值過大該誤差值過大該誤差值過大，，，，可回到設定比例尺點數的地方可回到設定比例尺點數的地方可回到設定比例尺點數的地方可回到設定比例尺點數的地方，，，，該誤差值過大該誤差值過大該誤差值過大該誤差值過大，，，，可回到設定比例尺點數的地方可回到設定比例尺點數的地方可回到設定比例尺點數的地方可回到設定比例尺點數的地方，，，，

將該點的將該點的將該點的將該點的將該點的將該點的將該點的將該點的ExclExcl 勾選勾選勾選勾選，，，，則該點跳過不予計算則該點跳過不予計算則該點跳過不予計算則該點跳過不予計算。。。。勾選勾選勾選勾選，，，，則該點跳過不予計算則該點跳過不予計算則該點跳過不予計算則該點跳過不予計算。。。。



�� 計算完以後存檔計算完以後存檔計算完以後存檔計算完以後存檔，，，，完成比例尺設定之數位化完成比例尺設定之數位化完成比例尺設定之數位化完成比例尺設定之數位化計算完以後存檔計算完以後存檔計算完以後存檔計算完以後存檔，，，，完成比例尺設定之數位化完成比例尺設定之數位化完成比例尺設定之數位化完成比例尺設定之數位化



Kwon3DKwon3D介紹介紹介紹介紹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人體模型的設定人體模型的設定人體模型的設定人體模型的設定人體模型的設定人體模型的設定人體模型的設定人體模型的設定(Model)(Model)

�� 設定點與點之間的關係設定點與點之間的關係設定點與點之間的關係設定點與點之間的關係設定點與點之間的關係設定點與點之間的關係設定點與點之間的關係設定點與點之間的關係

�� 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

�� 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

�� 關節定義關節定義關節定義關節定義關節定義關節定義關節定義關節定義

�� 測力板測力板測力板測力板測力板測力板測力板測力板



�� 選取設定選取設定選取設定選取設定選取設定選取設定選取設定選取設定Setup Setup ，，，，，，，，必須要一一設定必須要一一設定必須要一一設定必須要一一設定，，，，才能開啟影才能開啟影才能開啟影才能開啟影必須要一一設定必須要一一設定必須要一一設定必須要一一設定，，，，才能開啟影才能開啟影才能開啟影才能開啟影
片片片片片片片片CameraCamera。。。。。。。。首先設定首先設定首先設定首先設定首先設定首先設定首先設定首先設定ModelModel



�� AnthrAnthr PatametersPatameters 是設定實際所測量到肢段的是設定實際所測量到肢段的是設定實際所測量到肢段的是設定實際所測量到肢段的是設定實際所測量到肢段的是設定實際所測量到肢段的是設定實際所測量到肢段的是設定實際所測量到肢段的
長度或重量長度或重量長度或重量長度或重量長度或重量長度或重量長度或重量長度或重量



��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Add Add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Parameter List Parameter List 及及及及及及及及Unit Unit 後後後後，，，，可在後可在後可在後可在後後後後後，，，，可在後可在後可在後可在後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Body MeasurementsBody Measurements 時輸入自行測量的實際時輸入自行測量的實際時輸入自行測量的實際時輸入自行測量的實際時輸入自行測量的實際時輸入自行測量的實際時輸入自行測量的實際時輸入自行測量的實際
肢段長度或重量肢段長度或重量肢段長度或重量肢段長度或重量肢段長度或重量肢段長度或重量肢段長度或重量肢段長度或重量



��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ModelModel 的點的點的點的點的點的點的點的點PointPoint



�� 按按按按按按按按AddAdd 增加所需要的點增加所需要的點增加所需要的點增加所需要的點，，，，右邊輸入該點的名稱右邊輸入該點的名稱右邊輸入該點的名稱右邊輸入該點的名稱，，，，並並並並增加所需要的點增加所需要的點增加所需要的點增加所需要的點，，，，右邊輸入該點的名稱右邊輸入該點的名稱右邊輸入該點的名稱右邊輸入該點的名稱，，，，並並並並
設定點的型式設定點的型式設定點的型式設定點的型式設定點的型式設定點的型式設定點的型式設定點的型式TypeType、、、、、、、、顏色顏色顏色顏色顏色顏色顏色顏色Color Color 、、、、、、、、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RadiusRadius



��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PointPoint 時時時時，，，，從近端到遠端從近端到遠端從近端到遠端從近端到遠端、、、、從上到下來設定從上到下來設定從上到下來設定從上到下來設定，，，，時時時時，，，，從近端到遠端從近端到遠端從近端到遠端從近端到遠端、、、、從上到下來設定從上到下來設定從上到下來設定從上到下來設定，，，，
以便做點以便做點以便做點以便做點以便做點以便做點以便做點以便做點(Connected Points)(Connected Points) 的連接的連接的連接的連接。。。。的連接的連接的連接的連接。。。。



�� Connected Point Connected Point 可做點的連接可做點的連接可做點的連接可做點的連接，，，，所連接的點可所連接的點可所連接的點可所連接的點可可做點的連接可做點的連接可做點的連接可做點的連接，，，，所連接的點可所連接的點可所連接的點可所連接的點可
在右邊的在右邊的在右邊的在右邊的在右邊的在右邊的在右邊的在右邊的ToTo作選取並設定作選取並設定作選取並設定作選取並設定作選取並設定作選取並設定作選取並設定作選取並設定ColorColor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RadiusRadius



��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Model Model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BodiesBodies



�� DistalDistal 選取遠端的點選取遠端的點選取遠端的點選取遠端的點；；；；選取遠端的點選取遠端的點選取遠端的點選取遠端的點；；；；ProximalProximal 選取近端的點選取近端的點選取近端的點選取近端的點。。。。選取近端的點選取近端的點選取近端的點選取近端的點。。。。
TypeType是依據肢段方式來選取是依據肢段方式來選取是依據肢段方式來選取是依據肢段方式來選取。。。。是依據肢段方式來選取是依據肢段方式來選取是依據肢段方式來選取是依據肢段方式來選取。。。。



�� Real Body Real Body 表示該肢段所歸屬在表示該肢段所歸屬在表示該肢段所歸屬在表示該肢段所歸屬在表示該肢段所歸屬在表示該肢段所歸屬在表示該肢段所歸屬在表示該肢段所歸屬在BSP(ID)BSP(ID)的位置的位置的位置的位置的位置的位置的位置的位置

�� Load Default BSP Load Default BSP 為使用為使用為使用為使用為使用為使用為使用為使用Kwon3DKwon3D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內建內建內建內建內建內建內建內建BSPBSP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 Body Groups Body Groups 為設定身體所有肢段的總和為設定身體所有肢段的總和為設定身體所有肢段的總和為設定身體所有肢段的總和為設定身體所有肢段的總和為設定身體所有肢段的總和為設定身體所有肢段的總和為設定身體所有肢段的總和



�� 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AddAdd ，，，，從從從從，，，，從從從從Available Available 移至移至移至移至移至移至移至移至includedincluded



�� JointsJoints 為設定關節為設定關節為設定關節為設定關節，，，，與測力板有關與測力板有關與測力板有關與測力板有關為設定關節為設定關節為設定關節為設定關節，，，，與測力板有關與測力板有關與測力板有關與測力板有關



�� User Angle User Angle 為設定關節角度為設定關節角度為設定關節角度為設定關節角度為設定關節角度為設定關節角度為設定關節角度為設定關節角度



�� Type Type 為對關節角度的定義為對關節角度的定義為對關節角度的定義為對關節角度的定義，，，，選選選選為對關節角度的定義為對關節角度的定義為對關節角度的定義為對關節角度的定義，，，，選選選選Add Add 增加後增加後增加後增加後，，，，根根根根增加後增加後增加後增加後，，，，根根根根
據所選擇的據所選擇的據所選擇的據所選擇的據所選擇的據所選擇的據所選擇的據所選擇的TypeType而依序選取而依序選取而依序選取而依序選取而依序選取而依序選取而依序選取而依序選取ItemItem



�� 圖圖圖圖圖圖圖圖 代表有代表有代表有代表有代表有代表有代表有代表有44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22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的夾角定義的夾角定義的夾角定義的夾角定義。。。。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的夾角定義的夾角定義的夾角定義的夾角定義。。。。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小腿與手臂的夾角小腿與手臂的夾角小腿與手臂的夾角小腿與手臂的夾角。。。。小腿與手臂的夾角小腿與手臂的夾角小腿與手臂的夾角小腿與手臂的夾角。。。。

�� 圖圖圖圖圖圖圖圖 代表有代表有代表有代表有代表有代表有代表有代表有33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22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的夾角定義的夾角定義的夾角定義的夾角定義。。。。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的夾角定義的夾角定義的夾角定義的夾角定義。。。。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小腿與大腿的夾角小腿與大腿的夾角小腿與大腿的夾角小腿與大腿的夾角。。。。小腿與大腿的夾角小腿與大腿的夾角小腿與大腿的夾角小腿與大腿的夾角。。。。

�� 圖圖圖圖圖圖圖圖 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22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11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對對對對對對對對X,Y,ZX,Y,Z任一任一任一任一任一任一任一任一軸軸軸軸軸軸軸軸的夾的夾的夾的夾的夾的夾的夾的夾

角角角角。。。。例如大腿與例如大腿與例如大腿與例如大腿與角角角角。。。。例如大腿與例如大腿與例如大腿與例如大腿與YY軸的夾角軸的夾角軸的夾角軸的夾角。。。。軸的夾角軸的夾角軸的夾角軸的夾角。。。。

�� 圖圖圖圖圖圖圖圖 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X,Y,ZX,Y,Z任一任一任一任一任一任一任一任一軸軸軸軸軸軸軸軸對對對對對對對對22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關節點，，，，，，，，11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肢段的夾的夾的夾的夾的夾的夾的夾的夾

角定義角定義角定義角定義。。。。例如例如例如例如角定義角定義角定義角定義。。。。例如例如例如例如YY軸與小腿的夾角軸與小腿的夾角軸與小腿的夾角軸與小腿的夾角。。。。軸與小腿的夾角軸與小腿的夾角軸與小腿的夾角軸與小腿的夾角。。。。

�� 圖圖圖圖圖圖圖圖 代表其重心速度代表其重心速度代表其重心速度代表其重心速度代表其重心速度代表其重心速度代表其重心速度代表其重心速度方向方向方向方向方向方向方向方向與與與與與與與與X,Y,ZX,Y,Z任一任一任一任一任一任一任一任一軸軸軸軸軸軸軸軸的夾的夾的夾的夾的夾的夾的夾的夾

角定義角定義角定義角定義。。。。例如腳離地時的速度方向與例如腳離地時的速度方向與例如腳離地時的速度方向與例如腳離地時的速度方向與角定義角定義角定義角定義。。。。例如腳離地時的速度方向與例如腳離地時的速度方向與例如腳離地時的速度方向與例如腳離地時的速度方向與YY軸的夾軸的夾軸的夾軸的夾軸的夾軸的夾軸的夾軸的夾
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 勾選勾選勾選勾選勾選勾選勾選勾選Projection Axis Projection Axis 表示投射在平面的角度表示投射在平面的角度表示投射在平面的角度表示投射在平面的角度，，，，表示投射在平面的角度表示投射在平面的角度表示投射在平面的角度表示投射在平面的角度，，，，
KwonKwon 本人認為這樣的角度誤差會較小本人認為這樣的角度誤差會較小本人認為這樣的角度誤差會較小本人認為這樣的角度誤差會較小。。。。本人認為這樣的角度誤差會較小本人認為這樣的角度誤差會較小本人認為這樣的角度誤差會較小本人認為這樣的角度誤差會較小。。。。



��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完成Model Model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所存新檔之副檔名為所存新檔之副檔名為所存新檔之副檔名為所存新檔之副檔名為設定設定設定設定，，，，所存新檔之副檔名為所存新檔之副檔名為所存新檔之副檔名為所存新檔之副檔名為 ..mdlmdl ，，，，，，，，
可在下次要使用時開啟可在下次要使用時開啟可在下次要使用時開啟可在下次要使用時開啟。。。。存完檔時按存完檔時按存完檔時按存完檔時按可在下次要使用時開啟可在下次要使用時開啟可在下次要使用時開啟可在下次要使用時開啟。。。。存完檔時按存完檔時按存完檔時按存完檔時按CloseClose



影片處理影片處理影片處理影片處理影片處理影片處理影片處理影片處理

�� KwonKwon可讀取未經壓縮之可讀取未經壓縮之可讀取未經壓縮之可讀取未經壓縮之可讀取未經壓縮之可讀取未經壓縮之可讀取未經壓縮之可讀取未經壓縮之AVIAVI格式影片格式影片格式影片格式影片格式影片格式影片格式影片格式影片



電腦視訊影片相關介紹電腦視訊影片相關介紹電腦視訊影片相關介紹電腦視訊影片相關介紹電腦視訊影片相關介紹電腦視訊影片相關介紹電腦視訊影片相關介紹電腦視訊影片相關介紹

�� 影像解析度影像解析度影像解析度影像解析度：：：：通常以像素通常以像素通常以像素通常以像素（（（（影像解析度影像解析度影像解析度影像解析度：：：：通常以像素通常以像素通常以像素通常以像素（（（（pixelpixelpixelpixelpixelpixelpixelpixel））））為單為單為單為單））））為單為單為單為單
位位位位，，，，如一般電腦螢幕解析度是如一般電腦螢幕解析度是如一般電腦螢幕解析度是如一般電腦螢幕解析度是位位位位，，，，如一般電腦螢幕解析度是如一般電腦螢幕解析度是如一般電腦螢幕解析度是如一般電腦螢幕解析度是800800800800800800800800××××××××600600600600600600600600或是或是或是或是或是或是或是或是
10241024102410241024102410241024××××××××768768768768768768768768，，，，它的單位就為像素它的單位就為像素它的單位就為像素它的單位就為像素。。。。影像大小也影像大小也影像大小也影像大小也，，，，它的單位就為像素它的單位就為像素它的單位就為像素它的單位就為像素。。。。影像大小也影像大小也影像大小也影像大小也
是這樣計算是這樣計算是這樣計算是這樣計算，，，，如如如如：：：：是這樣計算是這樣計算是這樣計算是這樣計算，，，，如如如如：：：：320320320320320320320320××××××××240240240240240240240240就是長就是長就是長就是長就是長就是長就是長就是長320320320320320320320320像素像素像素像素，，，，像素像素像素像素，，，，
寬寬寬寬寬寬寬寬240240240240240240240240像素的影像範圍大小像素的影像範圍大小像素的影像範圍大小像素的影像範圍大小。。。。像素的影像範圍大小像素的影像範圍大小像素的影像範圍大小像素的影像範圍大小。。。。

��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一般DVDVDVDVDVDVDVDV之解析度多為之解析度多為之解析度多為之解析度多為之解析度多為之解析度多為之解析度多為之解析度多為720x480,640x480720x480,640x480720x480,640x480720x480,640x480720x480,640x480720x480,640x480720x480,640x480720x480,640x480



FPSFPS

�� 畫格畫格畫格畫格畫格畫格畫格畫格FPSFPSFPSFPSFPSFPSFPSFPS（（（（（（（（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動畫是由動畫是由動畫是由動畫是由ㄧㄧㄧㄧ）：）：）：）：動畫是由動畫是由動畫是由動畫是由ㄧㄧㄧㄧ
張張快速的靜態連續畫面構成張張快速的靜態連續畫面構成張張快速的靜態連續畫面構成張張快速的靜態連續畫面構成。。。。而畫格是代而畫格是代而畫格是代而畫格是代張張快速的靜態連續畫面構成張張快速的靜態連續畫面構成張張快速的靜態連續畫面構成張張快速的靜態連續畫面構成。。。。而畫格是代而畫格是代而畫格是代而畫格是代
表那些連續靜態畫面的張數表那些連續靜態畫面的張數表那些連續靜態畫面的張數表那些連續靜態畫面的張數，，，，它的單位為它的單位為它的單位為它的單位為表那些連續靜態畫面的張數表那些連續靜態畫面的張數表那些連續靜態畫面的張數表那些連續靜態畫面的張數，，，，它的單位為它的單位為它的單位為它的單位為
FPSFPSFPSFPSFPSFPSFPSFPS（（（（（（（（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frames per sec），），），），ㄧㄧㄧㄧ秒鐘有幾張畫秒鐘有幾張畫秒鐘有幾張畫秒鐘有幾張畫），），），），ㄧㄧㄧㄧ秒鐘有幾張畫秒鐘有幾張畫秒鐘有幾張畫秒鐘有幾張畫
面的意思面的意思面的意思面的意思。。。。面的意思面的意思面的意思面的意思。。。。

�� ntscntscntscntscntscntscntscntsc是每秒是每秒是每秒是每秒是每秒是每秒是每秒是每秒29.99729.99729.99729.99729.99729.99729.99729.997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palpalpalpalpalpalpalpal是每秒是每秒是每秒是每秒是每秒是每秒是每秒是每秒2525252525252525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30fps30fps30fps30fps30fps30fps30fps30fps如何分割成如何分割成如何分割成如何分割成如何分割成如何分割成如何分割成如何分割成6060606060606060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 FPS = Frame Pre Second (FPS = Frame Pre Second (FPS = Frame Pre Second (FPS = Frame Pre Second (FPS = Frame Pre Second (FPS = Frame Pre Second (FPS = Frame Pre Second (FPS = Frame Pre Second (圖框圖框圖框圖框圖框圖框圖框圖框////////每秒每秒每秒每秒每秒每秒每秒每秒) ) ) ) ) ) ) ) 

�� 11111111個圖框等於個圖框等於個圖框等於個圖框等於個圖框等於個圖框等於個圖框等於個圖框等於22222222個圖場個圖場個圖場個圖場個圖場個圖場個圖場個圖場



影影影影影影影影 片片片片片片片片 處處處處處處處處 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 開啟影像開啟影像開啟影像開啟影像開啟影像開啟影像開啟影像開啟影像Image ViewImage View



�� 設定影像需依照所使用何種攝影機設定影像需依照所使用何種攝影機設定影像需依照所使用何種攝影機設定影像需依照所使用何種攝影機，，，，及所拍攝的及所拍攝的及所拍攝的及所拍攝的設定影像需依照所使用何種攝影機設定影像需依照所使用何種攝影機設定影像需依照所使用何種攝影機設定影像需依照所使用何種攝影機，，，，及所拍攝的及所拍攝的及所拍攝的及所拍攝的
頻率頻率頻率頻率。。。。頻率頻率頻率頻率。。。。



�� 同時開啟同時開啟同時開啟同時開啟同時開啟同時開啟同時開啟同時開啟MasterMaster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SlaverSlaver 影像影像影像影像影像影像影像影像



�� 設定好之後設定好之後設定好之後設定好之後，，，，分別點兩攝影機影像之畫面分別點兩攝影機影像之畫面分別點兩攝影機影像之畫面分別點兩攝影機影像之畫面設定好之後設定好之後設定好之後設定好之後，，，，分別點兩攝影機影像之畫面分別點兩攝影機影像之畫面分別點兩攝影機影像之畫面分別點兩攝影機影像之畫面



�� 如受試者有貼反光點及打燈光時如受試者有貼反光點及打燈光時如受試者有貼反光點及打燈光時如受試者有貼反光點及打燈光時，，，，可用可用可用可用如受試者有貼反光點及打燈光時如受試者有貼反光點及打燈光時如受試者有貼反光點及打燈光時如受試者有貼反光點及打燈光時，，，，可用可用可用可用KwonKwon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自動抓點功能自動抓點功能自動抓點功能自動抓點功能，，，，可節省影片處理時間可節省影片處理時間可節省影片處理時間可節省影片處理時間。。。。自動抓點功能自動抓點功能自動抓點功能自動抓點功能，，，，可節省影片處理時間可節省影片處理時間可節省影片處理時間可節省影片處理時間。。。。



��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 後後後後，，，，按按按按後後後後，，，，按按按按All Auto All Auto 將全部點改為自動將全部點改為自動將全部點改為自動將全部點改為自動將全部點改為自動將全部點改為自動將全部點改為自動將全部點改為自動



�� 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 調整光線明暗對比調整光線明暗對比調整光線明暗對比調整光線明暗對比，，，，使光點更清使光點更清使光點更清使光點更清調整光線明暗對比調整光線明暗對比調整光線明暗對比調整光線明暗對比，，，，使光點更清使光點更清使光點更清使光點更清
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 按按按按按按按按 要包括影片第一張要包括影片第一張要包括影片第一張要包括影片第一張要包括影片第一張要包括影片第一張要包括影片第一張要包括影片第一張FrameFrame到最後一張到最後一張到最後一張到最後一張到最後一張到最後一張到最後一張到最後一張
FrameFrame的完整動作範圍的完整動作範圍的完整動作範圍的完整動作範圍的完整動作範圍的完整動作範圍的完整動作範圍的完整動作範圍



�� 依序按依序按依序按依序按依序按依序按依序按依序按 再取消再取消再取消再取消再取消再取消再取消再取消 。。。。則被偵測到的光點會則被偵測到的光點會則被偵測到的光點會則被偵測到的光點會。。。。則被偵測到的光點會則被偵測到的光點會則被偵測到的光點會則被偵測到的光點會
變成紅點變成紅點變成紅點變成紅點，，，，再把每個點依序點過一次再把每個點依序點過一次再把每個點依序點過一次再把每個點依序點過一次。。。。變成紅點變成紅點變成紅點變成紅點，，，，再把每個點依序點過一次再把每個點依序點過一次再把每個點依序點過一次再把每個點依序點過一次。。。。



�� 點好後按點好後按點好後按點好後按點好後按點好後按點好後按點好後按 則電腦偵測到的點會變為綠點則電腦偵測到的點會變為綠點則電腦偵測到的點會變為綠點則電腦偵測到的點會變為綠點則電腦偵測到的點會變為綠點則電腦偵測到的點會變為綠點則電腦偵測到的點會變為綠點則電腦偵測到的點會變為綠點



�� 點完後回將影像檔縮小並放大點完後回將影像檔縮小並放大點完後回將影像檔縮小並放大點完後回將影像檔縮小並放大點完後回將影像檔縮小並放大點完後回將影像檔縮小並放大點完後回將影像檔縮小並放大點完後回將影像檔縮小並放大Kwon3DKwon3D 主畫面主畫面主畫面主畫面，，，，主畫面主畫面主畫面主畫面，，，，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Data Data 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中的Raw DataRaw Data來進行計算來進行計算來進行計算來進行計算來進行計算來進行計算來進行計算來進行計算



�� 計算後主畫面呈現出計算後主畫面呈現出計算後主畫面呈現出計算後主畫面呈現出計算後主畫面呈現出計算後主畫面呈現出計算後主畫面呈現出計算後主畫面呈現出FigureFigure



�� 按滑鼠左鍵可以調整整個畫面旋轉按滑鼠左鍵可以調整整個畫面旋轉按滑鼠左鍵可以調整整個畫面旋轉按滑鼠左鍵可以調整整個畫面旋轉，，，，按按按按按滑鼠左鍵可以調整整個畫面旋轉按滑鼠左鍵可以調整整個畫面旋轉按滑鼠左鍵可以調整整個畫面旋轉按滑鼠左鍵可以調整整個畫面旋轉，，，，按按按按Ctrl +Ctrl + 滑滑滑滑滑滑滑滑
鼠左鍵可以拉近或拉遠畫面鼠左鍵可以拉近或拉遠畫面鼠左鍵可以拉近或拉遠畫面鼠左鍵可以拉近或拉遠畫面鼠左鍵可以拉近或拉遠畫面鼠左鍵可以拉近或拉遠畫面鼠左鍵可以拉近或拉遠畫面鼠左鍵可以拉近或拉遠畫面



�� 按按按按按按按按DataData進行參數的計算進行參數的計算進行參數的計算進行參數的計算。。。。可以單一計算也可選可以單一計算也可選可以單一計算也可選可以單一計算也可選進行參數的計算進行參數的計算進行參數的計算進行參數的計算。。。。可以單一計算也可選可以單一計算也可選可以單一計算也可選可以單一計算也可選
Compute AllCompute All 全部一起計算全部一起計算全部一起計算全部一起計算全部一起計算全部一起計算全部一起計算全部一起計算



��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Graphic Interface Graphic Interface 以圖示來看計算的過程以圖示來看計算的過程以圖示來看計算的過程以圖示來看計算的過程以圖示來看計算的過程以圖示來看計算的過程以圖示來看計算的過程以圖示來看計算的過程



�� 可以看到點的過程中是否有極大的誤差可以看到點的過程中是否有極大的誤差可以看到點的過程中是否有極大的誤差可以看到點的過程中是否有極大的誤差可以看到點的過程中是否有極大的誤差可以看到點的過程中是否有極大的誤差可以看到點的過程中是否有極大的誤差可以看到點的過程中是否有極大的誤差



資料修勻方法資料修勻方法資料修勻方法資料修勻方法資料修勻方法資料修勻方法資料修勻方法資料修勻方法



��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ProtocolProtocol ，，，，，，，，為選擇修勻方式及計算的參數為選擇修勻方式及計算的參數為選擇修勻方式及計算的參數為選擇修勻方式及計算的參數為選擇修勻方式及計算的參數為選擇修勻方式及計算的參數為選擇修勻方式及計算的參數為選擇修勻方式及計算的參數



�� TypeType中中中中：：：：中中中中：：：：PartialPartial 表示在點的過程中表示在點的過程中表示在點的過程中表示在點的過程中，，，，只允許只允許只允許只允許表示在點的過程中表示在點的過程中表示在點的過程中表示在點的過程中，，，，只允許只允許只允許只允許1010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FrameFrame沒點沒點沒點沒點；；；；沒點沒點沒點沒點；；；；FullFull 則是全部補齊則是全部補齊則是全部補齊則是全部補齊。。。。則是全部補齊則是全部補齊則是全部補齊則是全部補齊。。。。



�� Pre Interpolation Pre Interpolation 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FigureFigure 建構前的建構前的建構前的建構前的建構前的建構前的建構前的建構前的前內插前內插前內插前內插前內插前內插前內插前內插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是在點的過程中會自動補齊是在點的過程中會自動補齊是在點的過程中會自動補齊是在點的過程中會自動補齊，，，，是在點的過程中會自動補齊是在點的過程中會自動補齊是在點的過程中會自動補齊是在點的過程中會自動補齊(U,V)(U,V)的座標的座標的座標的座標。。。。的座標的座標的座標的座標。。。。

�� Post Interpolation Post Interpolation 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表示在FigureFigure 建構後的建構後的建構後的建構後的建構後的建構後的建構後的建構後的後內後內後內後內後內後內後內後內
插法插法插法插法插法插法插法插法，，，，在影像全部點完以後會自動補齊在影像全部點完以後會自動補齊在影像全部點完以後會自動補齊在影像全部點完以後會自動補齊，，，，在影像全部點完以後會自動補齊在影像全部點完以後會自動補齊在影像全部點完以後會自動補齊在影像全部點完以後會自動補齊(X,Y,Z)(X,Y,Z)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座標座標座標座標，，，，使動作更協調穩定使動作更協調穩定使動作更協調穩定使動作更協調穩定。。。。座標座標座標座標，，，，使動作更協調穩定使動作更協調穩定使動作更協調穩定使動作更協調穩定。。。。

�� FrequencyFrequency 是根據攝影機每秒張數來決定是根據攝影機每秒張數來決定是根據攝影機每秒張數來決定是根據攝影機每秒張數來決定，，，，是根據攝影機每秒張數來決定是根據攝影機每秒張數來決定是根據攝影機每秒張數來決定是根據攝影機每秒張數來決定，，，，

�� FilteringFiltering 為修勻的方式為修勻的方式為修勻的方式為修勻的方式。。。。為修勻的方式為修勻的方式為修勻的方式為修勻的方式。。。。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料料料料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析析析析析析析析

�� 點選點選點選點選點選點選點選點選ViewView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中的Data Data 來分析之前所點的資料來分析之前所點的資料來分析之前所點的資料來分析之前所點的資料來分析之前所點的資料來分析之前所點的資料來分析之前所點的資料來分析之前所點的資料



�� 選擇要分析的選擇要分析的選擇要分析的選擇要分析的選擇要分析的選擇要分析的選擇要分析的選擇要分析的Data TypeData Type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並選取該肢段並選取該肢段並選取該肢段並選取該肢段單位單位單位單位；；；；並選取該肢段並選取該肢段並選取該肢段並選取該肢段
或點或點或點或點或點或點或點或點



�� 顯示顯示顯示顯示顯示顯示顯示顯示DataData



�� 可按滑鼠右鍵可按滑鼠右鍵可按滑鼠右鍵可按滑鼠右鍵可按滑鼠右鍵可按滑鼠右鍵可按滑鼠右鍵可按滑鼠右鍵Copy Data Copy Data 貼到貼到貼到貼到貼到貼到貼到貼到Excel Excel 作處理作處理作處理作處理作處理作處理作處理作處理



��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選擇ViewView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中的中的GraphGraph ，，，，可看可看可看可看，，，，可看可看可看可看計算之計算之計算之計算之計算之計算之計算之計算之DataData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AddAdd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Data TypeData Type ，，，，，，，，ItemItem選擇要看的點或肢選擇要看的點或肢選擇要看的點或肢選擇要看的點或肢選擇要看的點或肢選擇要看的點或肢選擇要看的點或肢選擇要看的點或肢
段段段段，，，，再輸入再輸入再輸入再輸入段段段段，，，，再輸入再輸入再輸入再輸入ComponentComponent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X,Y,ZX,Y,Z方向方向方向方向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 顯示出相關顯示出相關顯示出相關顯示出相關顯示出相關顯示出相關顯示出相關顯示出相關DataData的圖形的圖形的圖形的圖形的圖形的圖形的圖形的圖形



�� 可點選可點選可點選可點選可點選可點選可點選可點選Log BarLog Bar 來看來看來看來看來看來看來看來看Kwon3DKwon3D 的計算過程的計算過程的計算過程的計算過程的計算過程的計算過程的計算過程的計算過程



�� 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選取Image Coordinates Image Coordinates 可看可看可看可看可看可看可看可看Raw DataRaw Data的原始的原始的原始的原始的原始的原始的原始的原始
X,Y,ZX,Y,Z座標座標座標座標座標座標座標座標



�� 顯示各顯示各顯示各顯示各顯示各顯示各顯示各顯示各PointsPoints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u,v) (u,v)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Raw DataRaw Data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原始資料



3D3D軌跡圖軌跡圖軌跡圖軌跡圖軌跡圖軌跡圖軌跡圖軌跡圖



報告完畢報告完畢報告完畢報告完畢報告完畢報告完畢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