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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隨著網路的蓬勃發展，加上成熟的金流與物流環境，電子商務與網

路購物已逐漸成為重要的商品銷售通路。網路購物平台如何提供更完善的系統與

介面，來協助消費者尋得所需商品，已是電子商務高度競爭中的重要課題。 

 

本論文以協助使用者尋找著重外觀差異的流行性商品為方向，提出了一個整

合影像剪裁、內容式影像檢索等既有影像相關技術的系統架構。論文中以此架構

為基礎，實作了可萃取與比較尋找鞋類商品影像色彩特性之系統。此系統首先透

過 JSEG 方式將影像進行預先切割，再結合 HTML5 標準中的畫布元件，透過瀏覽

器實現影像剪裁的功能，協助使用者能輕鬆地區分商品影像的前景與背景；我們

採用 MPEG-7 的主要色彩特徵描述來表示及儲存影像色彩特性，以計算效率較佳

的 LBA 演算法與改進的距離函數，用以萃取與比較影像的主要色彩特徵與相似程

度，配合主要色彩特徵指定與選取的介面，來協助使用者尋找外觀相近的商品。

此系統經過使用者研究，顯示的確可協助使用者更容易尋得所需的商品。 

 

 
 
關鍵詞：電子商務、影像切割、影像剪裁、內容式影像檢索系統、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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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Abstract) 

With the tremendous growing of Internet and the well-developed environment of 

online payment tools and logistic support, the global electronic market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commerce in recent years. Issues of technology usage become critical as 

businesses and retailers attempt to exploit the boom in electronic marketing. Now more 

than ever, the promise of online shopping will depend to a great extent upon the 

interface of online stores. 

 

 For the attempt to help consumers of online shopping to find fashion products by 

their appearance, we propose a framework with existing image technology including 

Image Segmentation and 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 (CBIR). We also implement a 

system that can find similar shoes based on the color feature of the image. First, we 

pre-segment the image by JSEG method. We then accomplish the image cutout function 

on the browser through the Canvas widget of HTML5 standard. This can help user 

easily separate an image from its background. The MPEG-7 dominant color descriptor 

(DCD) is chosen to represent and store the image feature. To extract dominant color and 

determine their similarity, we use linear block algorithm (LBA) and improved distance 

function which has low computational cost. Finally, user can find similar products 

through the user interface of our system by selecting sample image or picking dominant 

color. We have conducted usability studies to compare our system with general 

e-commerce system. It shows that our system can help users to find products they need 

more easily. 

 
 
Keywords: E-commerce, Image Segmentation, Image Cutout, CBIR,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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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簡介 

1.1 研究背景 

隨著近年來網路發展方興未艾，藉由普及的網際網路、進步的技術、以及成

熟的物流與金流環境，電子商務已成為各企業積極投入的目標。而不僅在於企業

的經營規劃，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消費習慣，也都隨著網路科技與電子商務的蓬勃

發展產生了根本上的變化。 

 

 
圖 1-1 全球線上購物市場規模 ([1] 2009 年 5 月) 

 
圖 1-2 台灣線上購物市場規模 ([1] 20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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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之評估[1]，雖然受到金融風暴影響成長趨緩，

但全球線上購物市場規模，仍將由 2008 年的 7,820 億美元，成長至 2009 年的 8,303

億美元、與 2010 年的 9,513 億美元。台灣網路購物市場規模於 2009 年成長為新台

幣 3,116 億元，2010 年同樣亦將持續成長。曾經進行網路購物的台灣網友比例也

由 2007 年的 81.8%提升至 2008 年的 92.1%。綜合以上數據可見，隨著使用者逐漸

習慣網路購物，電子商務與線上購物將會是愈來愈重要的商品銷售通路。  

 

雖然電子商務的整體市場規模持續增長，但以台灣 2005~2007 年電子商店各

別的獲利情況來看，僅有約四分之一的商店已突破損益平衡進入獲利階段，每年

平均退出的商店比例都在 13.9%以上，顯示這是個相當競爭的環境。如何提供更好

的服務來面對競爭，已是電子商店經營者所面臨的重要課題。而台灣網友不論性

別皆有超過六成的比例認為，購物網站可改進之處為：「介面更容易尋找到需要的

商品」以及「網站容易瀏覽」。除了充實販售的商品之外，提供更為便利、更能滿

足消費者購物需求的導引與介面，將是電子商務平台值得加以努力的方向。 

 

男 女 

介面更容易尋找到需要的商品 66.3% 介面更容易尋找到需要的商品 65.5%

網站容易瀏覽 61.0% 網站容易瀏覽 60.9%

資料安全性 50.5% 資料安全性 54.8%

簡化交易流程 40.9% 簡化交易流程 41.8%

利用即時通訊立即與客服人員溝通 26.8% 利用即時通訊立即與客服人員溝通 23.8%

增加影音產品展示、說明 23.9% 建立社群討論區或部落格，以促進商品

使用等經驗分享 

23.3%

利用及時通訊立即與買賣方溝通 22.0% 利用及時通訊立即與買賣方溝通 21.9%

可設定個人化網頁 21.1% 寄送每年消費清單或記錄 20.9%

寄送每年消費清單或紀錄 19.3% 增加影音產品展示、說明 19.7%

建立社群討論區或部落格，以促進商品

使用等經驗分享 

16.9% 可設定個人化網頁 16.9%

表 1-1 台灣網友認為購物網站可改進之處 ([1] 20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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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觀察世界各主要網路購物市場的商品類別佔比[1]，流行性商品(包括服飾、精

品、鞋帽、配件等)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如美國、中國大陸、西歐等皆佔有超過

10%的市場規模，皆在商品類別銷售佔比排名的前三名之內，台灣在 2009 年的流

行性商品網路購物佔比，更將首度取代資訊電子類商品，站上第二大商品類別。

此類商品最重要的特性即為其外觀，可藉由網路傳達的資訊即是商品影像。 

 

目前不論國內外的網路平台，除了藉由平台專職銷售人員的推薦之外，消費

者幾乎都只能依靠文字搜尋，或嘗試由平台預先設立的分類瀏覽商品影像，來尋

找符合其外觀需求的商品。文字的資訊雖然可以明確的分類、索引與儲存，但消

費者對於相同影像內容的認知可能略有不同，若僅以文字來進行外觀的描述與分

類，特別對流行性商品而言，將難以滿足消費者希望更快更方便找到所需商品的

需求。 

 

 
圖 1-3 國外 amazon 網站的瀏覽與商品搜尋介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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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國內 Yahoo 購物中心 網站的瀏覽與商品搜尋介面 [3] 

 

消費者所面對的網路購物平台，不僅是 C2C、B2B2C 本身經營模式即為平台

概念。佔電子商務市場規模大宗，直接由企業面對消費者的 B2C 購物平台，如台

灣的 PCHome、Yahoo、PayEasy 等，亦是專注於平台經營與商品銷售。雖概括承

受販售商品的責任，但商品的來源仍需依賴合作之供應商；再加上台灣網購族進

行跨國網購的比例已超過四成，也有越來越多的購物平台，如 9inthebox、OBuy

等，開始著重消費者跨國的線上購物市場。這代表著商品的資訊流，將透過參差

不齊的供應商或電子商店經營者，以各式語言提供。 

 

面對跨語言、跨語系的商品資訊，網路購物平台必須較過去投入更多的資源

來進行資訊的整合。台灣網友認為購物網站可改善商品搜尋介面與網站瀏覽，更

加印證了商品資訊應如何運用以協助消費者，已成為網路購物平台的一大挑戰。

而我們希望透過目前仍極少應用於線上購物的影像相關技術，針對流行性商品，

提供購物平台資訊整合與運用的另一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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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台灣網購族進行跨國網購的比例與管道 ([1] 2008 年 11 月) 

 

1.3 研究目標 

若以流行性商品購物型態對消費者作分類，大致上可分為以下兩種： 

1. 無明確目標之消費者：正如同逛街之行為，有可能完全沒有預設購買的目標，

或是僅有模糊的預設目標，如風格、品牌、顏色、款式與價位。此類消費者經

由不斷的瀏覽與比較，來確認自己所需的商品為何。 

2. 有明確目標之消費者：已知可描述特定商品的某些屬性，如品牌、型號、款式、

顏色；或是已知特定商品之型像。此類消費者希望透過便捷的搜尋介面，直接

找到此特定商品。 

此二類型態的消費者，透過網路購物平台找到所需商品的方式可整理如表 1-2。 

 

無明確目標之消費者 有明確目標之消費者 

 專職銷售人員設置之各式促銷、廣告推薦

 專職銷售人員建立之階層式分類 

 全文或商品屬性搜尋介面參考相近商品 

 系統整理統計之資訊，包括新品、熱賣品、

系統推薦等 

 全文或商品屬性搜尋介面搜尋特定商品 

 專職銷售人員建立之階層式分類 

表 1-2 不同購物型態之消費者透過網路購物平台尋得商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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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以上的比較與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消費者目前可尋得所需流行性商品的

方式，很大一部分仍仰賴專職銷售人員的經驗。即便消費者擁有更方便的搜尋工

具，但因為沒有可量化的標準判斷何為流行，消費者仍有接受專家建議的傾向，

觀察亞洲流行性購物網站高比例的推薦區塊，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這點。但不論

消費者是透過自己或專家的選擇尋得商品，若能利用商品影像，萃取其視覺特徵，

如顏色、外型等，並提供能有效選擇特徵的查詢介面，建立更為準確與更富彈性

的商品搜尋功能。不僅能給予明確目標型的消費者直接的幫助，購物平台的專職

銷售人員也能透過此功能，建立更為完善與多樣化的階層式分類與促銷推薦，同

時為無明確目標型消費者提供協助。 

 

總結本研究的目標，為了讓消費者能在商品數量眾多的購物平台中，更快速

容易地找到所想要購買的流行性商品，將藉由整合既有的影像研究，如影像剪裁

(Image Cutout)、內容式影像檢索系統(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 System)等，提

出可供購物平台建立及運用商品影像資訊的架構，並以鞋類商品的顏色相似比較

為嘗試方向，實作系統來驗證此概念之可行性。 

 

1.4 論文架構 

本篇論文共有五個章節，第一章介紹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分析研究的目

標。第二章介紹相關的研究，探討各式線上購物平台，為了協助消費者更快速容

易地找到所想要購買的流行性商品，所進行的相關應用。第三章說明本論文系統

的架構，並簡介與架構相關的影像剪裁、影像檢索系統技術。第四章說明論文實

作所採用的技術細節。第五章介紹商品資料庫與實驗結果。第六章為本研究的結

論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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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研究 

自電子商務隨著網際網路而開展以來，網路上的眾多購物平台，為了促進銷

售與留住消費者，無不嘗試使用了許多的技術與研究，協助使用者能夠以更容易

更方便的方式，找到所需要的商品[4]。以下探討其中較主要，且能適用於流行性

商品的應用。 

 

2.1 自動化推薦系統 

此類應用藉由蒐集消費者瀏覽網站、進行購物、或任何可代表消費者興趣的

紀錄，結合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技術，對消費者與其紀錄透過協同過濾演算法

(Collaborative Filtering)分析，推測出其他消費者感興趣的商品[5]。許多知名的電

子商務網站採用了類似的技術[6]，其中 amazon.com 為此類技術最著名的代表[7]。 

 

 
圖 2-1 國外 amazon 購物網站商品自動化推薦介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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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應用的優點是不限商品的品類皆可適用，但消費者需藉由漸進式的瀏覽

才能尋得所需的商品，對於目標性消費者仍不夠便利。且由於流行性商品的特性，

對於部分消費者而言，雖然會對相近風格的穿搭感興趣，但卻會排斥與其他人穿

著完全相同的商品。在這種情況下，自動化的推薦就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圖 2-2 國內 博客來 購物網站商品自動化推薦介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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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消費者評鑑機制 

此類應用藉由電子商務平台建立評鑑機制，透過消費者使用商品的經驗分享，

來補足商品資訊不足之處。許多著名的商品評鑑網站如 Epinions.com 即應運而生[9, 

10]。於[11]研究中亦提及，消費者較重視評鑑內容本身，而不在意提供機制的平

台是否即為販售商品的平台，故此機制亦廣為運用於如 amazon.com 等知名購物網

站平台上。 

 

 
圖 2-3 獨立的商品評鑑網站 Epinions  [12] 

 

依文獻[11]的研究指出，消費者評鑑機制的確有助於讓消費者更認識商品，且

較顯著差異在於體驗性商品，亦即在購買前無法知悉所有資訊的商品，如食物、

飲料等。流行性商品擁有部分體驗性商品性質，如穿載於消費者身上的視覺效果、

以及舒適程度等，可藉此機制提供消費者購物選擇。但一方面是此機制亦需消費

者透過大量地瀏覽，另一方面是流行性商品輪轉快速的特性，很多商品過季即不

再販售，消費者經驗所帶來的效益將不若其他類商品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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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國外 amazon 購物網站消費者評鑑機制介面 [2] 

 

 
圖 2-5 國內 東森購物網 購物網站消費者評鑑機制介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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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商品比較功能 

此類應用藉由建立以商品項與商品屬性所組成的矩陣表格，讓消費者可以方

便進行各項商品的比較。其格式又可分為垂直式商品比較(圖 2-6)與水平式商品比

較(圖 2-7)。先前的研究[14]指出，消費者較傾向於使用垂直式的商品比較，垂直

排列容易讓消費者專注在不同商品間的特色與屬性比較。目前國內外亦有許多知

名的購物平台，如日本的価格.com 提供此服務。 

圖 2-6 垂直式商品比較 [14] 圖 2-7 水平式商品比較 [14] 

 

 

圖 2-8 國內 東森購物網 購物網站商品比較功能介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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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應用的特點，在於提供了實體購物經驗中較難實現的功能，能讓消費者

較完整且快速地比較多項不同商品。文獻[4]即建議購物商站可透過提供商品比較

的服務，來協助消費者有效率地找到所需的商品。但對於流行性商品而言，其最

重要的屬性為外觀，比較的重點仍是集中在商品影像上，以矩陣進行比較所帶來

的效益較低，且同樣不適用於有明確購物目標的消費者。 

 

 
圖 2-9 國外 価格.com 購物網站商品比較功能介面 [15] 

 



13 

2.4 漸進式搜尋 

此類應用透過漸進式的搜尋介面，供消費者選擇其偏好，再以其偏好作為搜

尋基礎，列出符合條件或最接近條件的商品，消費者可檢視結果後調整其偏好再

進行搜尋，如此不斷的重複直到消費者找到所需的商品。搜尋的流程可以(圖 2-10)

表示。此應用在於國外的購物網站相當普偏，但國內主要購物網站中卻沒有看到

類似的應用。 

 

 

圖 2-10 漸進式搜尋的流程 [16] 

 

包括[17]與[16]的研究皆指出，漸進式的搜尋可有效的協助消費者找到所需的

商品。但以國外網站的實例分析，於(圖 2-11)的選擇為 Blue，而(圖 2-12)的選擇

為 Yellow，對於流行性商品的屬性比較，仍是依據文字的屬性，而非影像中的低

階資訊來判斷，雖然商品可能擁有其他顏色的選項，但卻會產生視覺上與偏好相

差極大的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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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國外 Bluefly 網站漸進式搜尋介面 [18] 

 

 

圖 2-12 國外 amazon 網站漸進式搜尋介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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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虛擬試衣系統 

此類應用主要是依據消費者的體態、照片等資訊，來建立 3D 或 2D 的虛擬模

特兒，再配合已轉為 3D 模型或影像去背處理之流行性商品，使其可被穿載於虛擬

模特兒身上。目前最普遍被應用的系統為 My Virtual Model[19]，採用者包括了

H&M、Sears 等知名的實體通路品牌所開設的網路商店。 

 

據[20]指出此應用確能提升購物網站平均約 16%的銷售業績。但以目前虛擬試

衣所採行的技術[20, 21]，若需將流行性商品轉為 3D 模型，必須擁有較為完整的裁

縫資訊，通常僅有較大型的商品製造商有此能力。一般的網路購物平台，較難以

導入此項應用，且目前使用此系統的網站，已建為 3D 模型的商品品項數亦不多。

雖然此技術的確能協助消費者更快更方便找到其所需的商品，但其意義較偏向協

助消費者確認所需的商品是適合自己的。 

 

 
圖 2-13 國外 Sears 網站虛擬試衣系統介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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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國外 VisionsKing 網站虛擬試戴系統介面 [23] 

 

 

圖 2-15 國內 Pina3D 試衣間 網站虛擬試衣系統介面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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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視覺搜尋 

此類應用利用內容式影像檢索系統(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等技術，可透過所選擇商品的直接找尋外觀相近的商品，或以

選定的顏色或商品外型找尋接近的商品。目前使用此技術的網站僅有 Like.com 以

及 Modista.com。 

 

觀察前述網站內所含蓋的商品範圍即可得知，此應用即是為了以外觀為主的

流行性商品而生，提供此類商品非常便利且直覺的購物環境。而前述網站內的商

品影像，皆是由合作夥伴計劃(Affiliate Program)的美國大型 B2C 供應商所提供，

有各角度影像齊全、影像背景單純、僅有單一模特兒等容易區分商品與背景的特

點。但若考慮到跨國或是 C2C、B2B2C 等資訊整理者無法保證商品影像品質，尤

其是亞洲商品影像習慣複雜背景與情境的呈現，是此類應用仍需面對的問題。本

論文亦以此應用為實作的目標。 

 

 

圖 2-16 國外 Modista 網站視覺搜尋介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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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國外 like.com 網站視覺搜尋介面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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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非單純背景商品影像範例 

 

影像切割，是將數位影像切分或聚集為不同具實際意義的影像區塊的處理。

通常對於人們而言，要直接識別出影像中的各別物件，來進行前景背景的區分是

非常容易的事。但要讓電腦能夠認知影像意義，完全自動化來完成這項工作，還

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所以近年來也出現了許多互動式的影像切割研究[27]。對於使

用者而言，要針對影像進行像素精準的前景背景指定，是一項非常冗長乏味的工

作。而影像剪裁(Image Cutout)，透過互動式的影像切割技術，提供更為簡便的方

式，能讓使用者不必精確而僅須概略地指出前景或背景，卻不犧牲至像素精準的

切割影像品質。 

 

在影像剪裁的研究中[28-30]，首要的重點為直覺性的使用者介面，好的介面

能以簡單並省時的操作完成前景背景的選擇，並可得到即時的回饋以進一步調整。

而經由介面取得初步的前景背景選擇後，如何準確與快速地計算出前景背景的完

整區域，則是影像剪裁研究的另一項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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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內容式影像檢索系統 

經過萃取出前景的商品影像，即可交由內容式影像檢索系統(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 System)來處理。內容式影像檢索系統[31, 32]主要提供數位影像資

料庫的瀏覽、搜尋與擷取等功能。所謂內容式，即藉由與數位影像內容相關的特

徵資訊，例如顏色、外形、紋理或其他任何可由影像中取得的資訊，以自動化方

式於系統中為數位影像建立索引與儲存，並可供輸入查詢影像或特徵資訊，讓使

用者可以快速地由數位影像資料庫中尋得相似的影像。有別於傳統藉由關鍵字搜

尋影像的方式，可節省下大量為圖片附加文字註記的人力與時間，亦可避免不同

的人對影像有不同解釋的問題。 

 

 

圖 3-3 內容式影像檢索系統結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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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實作 

4.1 系統平台 

本論文系統開發配合電子商務購物平台，透過網路應用程式(Web Application)

方式實作。網路應用程式即可供網路瀏覽器經由網際網路或區域網路執行的電腦

軟體，主要透過伺服器端撰寫瀏覽器所支援的描述或程式語言，包括 HTML、

JavaScript、Java 等，再經由瀏覽器的繪圖引擎(Render)實現可執行的應用程式。網

路應用程式的最大優勢，在於透過主從式架構，讓使用者可以方便利用輕巧的客

戶端軟體，即網路瀏覽器執行應用程式。而應用程式的更新、佈署與安裝，亦只

需要於伺服器端維護。 

 

系統運行所採用的技術，為 LAMP 的軟體堆疊，即以 Linux 作為作業系統、

Apache 作為網路伺服器、MySQL 作為資料庫管理系統，以及 PHP 作為程式開發

的描述語言(Scripting Language)的組合。 

 

4.2 影像剪裁-區域計算 

我們參考 Lazy Snapping[30]的概念，先將影像依據內容的相似性，預先切割

為較小的影像區塊(Pre-Segmentation)，並將此結果儲存。待使用者透過影像剪裁的

介面進行前景背景選擇時，將原本以像素作為計算的單位，改以數量大幅減少的

影像區塊為基準，加速使用者選擇後，區分前景背景的判斷處理，以達到即時性

回複使用者動作的目標。而此部分影像預先切割的步驟，我們直接利用 JSEG[35]

所提供的程式完成。JSEG 演算法的主要概念，先將影像進行色彩量化(color 

quantization)，為每一像素依色彩量化的結果建立其分類對照。接著再以不同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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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比例(scale)，以分類對照及像素空間(spatial)的資訊，進行像素區域的合併完成

影像分割。 

 

 

圖 4-1 影像圖片經過 JSEG 演算法預先進行區塊切割 

 

4.3 影像剪裁-介面 

我們的目標是提供可即時反應的影像剪裁操作介面，透過了預先切割影像區

塊的處理，已可大幅加速前景背景區域的計算。但介面的提示、前景背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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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選擇後的區域計算，若以一般的網路應用程式主從式架構來實作，網路延遲

與瀏覽器重新繪圖所造成的等待時間，將嚴重影響介面的即時回應性。本論文系

統實作運用 HTML5 標準新技術，讓影像剪裁的功能完全透過客戶端的瀏覽器完

成，以達到即時反應的效果。 

 

HTML5[36]，是由 WHATWG (Web Hypertext Application Technology Working 

Group)提出的一套遞增式規範。雖然 HTML 的易學易用，協助了網路迅速普及。

但事實上 HTML 並不是一種很好的網頁製作語言。比如說，在這個 3D 圖形加速

卡和複雜使用者介面的時代，網站頁面卻仍要讓使用者用文字框和單鍵按鈕來輸

入。因此各種不同的組織持續地要求改進 HTML，希望為網路應用程式的帶來更

多更方便的介面，HTML5 即是此目標的產物之一。 

 

雖然 HTML5 的規範仍然在演化之中，但基本上相較於過去 HTML 4.01 與 

XHTML 1.0 的技術，提供了許多更完善的介面功能。畫布(Canvas)元件即是其中

主要的一項新標準[37]，提供了瀏覽器直接動態處理點陣圖影像的可能性。畫布元

件於 Firefox 1.5、Safari 3、Opera 9 與 Chrome 等版本瀏覽器即已開始支援，IE6 與

IE7 也可透過 Google 所提供的 ExplorerCanvas[38]達到部分的支援，已是足夠廣泛

可被運用的技術。 

 

影像剪裁介面透過 JavaScript 與畫布元件實作[39]，程式由瀏覽器即時取得使

用者滑鼠位置資訊，再對照預先處理完畢的影像分割表，判斷使用者目前所指像

素歸屬區域範圍，並以框選的方式提示使用者辨識，如圖 4-2。使用者若於提示區

域內點擊滑鼠，即可將此整塊區域作背景至前景、或前景至背景的變換，如圖 4-3。

結合以上功能，使用者只需透過簡單的幾次點擊，即可完成影像剪裁的動作。最

後再由區分出的影像前景，進行影像特徵萃取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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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影像剪裁介面的提示顯示 

 

 

圖 4-3 影像剪裁介面的背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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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影像檢索-顏色特徵資訊萃取 

色彩是影像最基本的屬性之一，人類視覺對於影像色彩變化的感受明顯，且

相較於影像的紋理、外形，處理色彩通常擁有較佳的效能，更適合用於大量的搜

尋處理[40]。因此我們選擇色彩，作為本論文特徵資訊的實作。一般電腦上用以儲

存與顯示數位影像最普遍的色彩空間為 RGB，透過三個分量各 8 位元的空間來組

成，可表示高達 224(16,777,216)種色彩。影像檢索系統難以直接對完整的色彩儲存

進行大量搜尋比對的動作，但因為人類對影像中顏色區塊感受較明顯的特性，例

如海洋是藍色、天空是藍色、沙灘是黃白色等，我們可以藉由消除較少出現以及

合併類似的顏色，找到描述數位影像的主要色彩(Dominant Colors)，作為數位影像

的顏色特徵。 

 

國際標準的 ISO/IEC 為了多媒體應用的需求，制定了 MPEG-7 多媒體內容描

述介面(Multimedia Content Description Interface)標準。本論文採用其視覺部分

(MPEG-7 Visual)[41, 42]中，所提供的主要色彩描述式(Dominant Colors Descriptor)，

可用以描述與儲存影像的顏色特徵資訊，其定義為 

 

 𝐹 = {{𝑐 , 𝑝 }, 𝑖 = 1 ⋯ 𝑁}  (1) 

 

其中 N 是此影像中主要色彩的總數，ci 則是三維的主要色彩特徵向量，pi 描述此顏

色相對於影像所有顏色的佔比，所有 pi 相加將等於 1。 

 

確定用以描述影像色彩的特徵向量表示後，接著即可從數位影像中萃取出主

要色彩的資訊。MPEG-7 中採用 GLA(Generalized Lloyd Algorithm)演算法來進行主

要色彩的擷取[42]。但此方式需經過均勻量化、色彩合併、分群(Clustering)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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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複雜度高；且在進行分群的計算中，各分群中心的初始挑選，以及分群的數

量都會影響擷取的效果。並且為了可由客戶端瀏覽器直接計算影像的主要色彩，

需要更有效率的演算法，本論文採用[43]所提出的 LBA(Linear block algorithm)。 

 

LBA 演算法直接以 RGB 色彩空間來進行量化，首先將 RGB 色彩空間平均分

成 8 個子空間，如 圖 4-4。若有多個色彩落在同一個子空間中，將被視為是相近

的色彩。由於各個子空間的中心距離夠遠，可以足夠區分出任兩個不同色彩的分

布，同時最後呈現的色彩差距，亦會符合人類視覺的差距感。 

 

 
圖 4-4 分割 RGB 色彩空間 [43] 

 

接著以 式(2) 計算各個色彩子空間的平均色彩，作為此子空間的代表色彩。𝑥 = (𝑥 , 𝑥 , 𝑥 ) 表示像素 RGB 的顏色， 𝑐  表示位於子空間 𝑖 的所有顏色。 

 

  𝑥 = ∑ ∈∑ ∈    (2) 

 

計算出各色彩子空間的平均色彩後，便得到最多 8 個代表色彩，代表色彩不

一定都會出現在子空間的中心點，若兩色彩在空間中距離很接近，則將其合併為

一個色彩。LBA 演算法採用 式(3) 用以判斷色彩是否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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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𝑥 − 𝑥 | ≤ 𝑇  𝑎𝑛𝑑 |𝑥 −  𝑥 | ≤ 𝑇  𝑎𝑛𝑑 |𝑥 −  𝑥 | ≤ 𝑇   (3) 

 

x1 和 x2 表示兩個色彩的 RGB 分量， TRTGTB 是 RGB 分量的臨界值，此處我們

指定為 12，若滿足 式(3) 表示色彩接近，需利用 式(4) 進行合併， 式(4) 表示 x1 

和 x2 兩個色彩依比例合併。演算反覆進行合併直到沒有任何顏色符合 式(4)，或

顏色數量少於給定的範圍為止，最後剩餘的顏色即是影像的主要色彩。 

 

 𝑥 = 𝑥 × ,, , + 𝑥 × ,, ,    

 𝑥 = 𝑥 × ,, , + 𝑥 × ,, ,   (4) 

 𝑥 = 𝑥 × ,, , + 𝑥 × ,, ,    

 

實作之系統在完成主要色彩的擷取後，直接排除掉佔比小於 3% 的色彩，因

其對於影像的主要色彩特徵意義不大。最後將主要色彩特徵資訊，存入資料庫。 

 

 

圖 4-5 藉由 LBA 所取得的商品主要色彩特徵 

 



30 

4.5 影像檢索-顏色相似性比對 

解析了商品影像顏色的特徵資訊後，即可藉此進行影像相似性的比對。

MPEG-7 之中使用 式(5) 計算影像的差距： 

 

 𝐷 (𝐹 , 𝐹 ) = ∑ 𝑝 + ∑ 𝑞 − ∑ ∑ 2𝑎 , 𝑝 𝑞   (5) 

 

其中 𝐹 = {{𝑐 , 𝑝 }, 𝑖 = 1 ⋯ 𝑁 } 和 𝐹 = { 𝑏 , 𝑞 , 𝑗 = 1 ⋯ 𝑁 } 為兩組主要色彩，也

就是兩張影像的主要色彩特徵。其中 𝑎 ,  是 𝑐  與 𝑏  兩色彩間的相似性係數，

定義如下： 

 

 𝑎 , = 1 − , , 𝑑 , ≤ 𝑇0, 𝑑 , > 𝑇   (6) 

 

其中 𝑑 , = ∥ 𝑐 − 𝑏 ∥ 為 𝑐  與 𝑏  兩色彩間的歐幾里德距離(Euclidean distance)。𝑇  則是將兩色彩視為相近的距離門檻， 𝑑 = 𝛼𝑇 ，MPEG-7 中使用 CIE-LUV

色彩空間設 𝑇  為 10-20，𝛼 介於 1.0-1.5 間。 

 

但研究包括[43, 44]以不同的實例驗證，指出 MPEG-7 比較兩組主要色彩的相

似性，與人類視覺認定的相似性有明顯的差異。因此本論文實作[43]所提出改量的

特徵向量距離公式。以 式(7) 來定義兩個主要色彩之間的比例相似性。 

 

 𝑆 , = 1 − 𝑝 (𝑖) − 𝑝 (𝑗) × 𝑚𝑖𝑛(𝑝 (𝑖), 𝑝 (𝑗))  (7) 

 

其中 𝑝 (𝑖) 與 𝑝 (𝑗) 分別為查詢影像的第 i 個主要色彩，以及目標影像的第 𝑗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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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色彩。𝑚𝑖𝑛 (𝑝 (𝑖), 𝑝 (𝑗)) 為 𝑝 (𝑖) 與 𝑝 (𝑗) 的交集，也就是這兩個顏色百分

比的最大交集。而 1 − 𝑝 (𝑖) − 𝑝 (𝑗)  則是估算這兩個顏色在百分比的相似程度。

如果𝑝 (𝑖) =  𝑝 (𝑗)，則百分比相同，這兩個顏色的相似性由 𝑚𝑖𝑛(𝑝 (𝑖), 𝑝 (𝑗)) 決

定。否則𝑝 (𝑖) 與 𝑝 (𝑗)的差距愈大，即會減少其相似性。接著以 式(8) 來定義兩

組主要色彩之間的相似度為： 

 

 𝑆(𝐹 , 𝐹 ) = ∑ ∑ 𝑎 , 𝑆 ,   (8) 

 

此處的 𝑎 ,  設定的參數，於 RGB 色彩空間中分別採用 𝑇 = 40 與 𝛼 = 2.0。最

後 𝐹  與 𝐹  兩組主要色彩、亦即兩張影像之間的距離函式定義即為： 

 

 𝐷 (𝐹 , 𝐹 ) = 1 − 𝑆(𝐹 , 𝐹 )  (9) 

 

由於 式(8) 的線性計算特性，系統可透過資料庫直接執行 式(8) 來比較商品

的相似性。 

 

4.6 影像檢索-搜尋介面 

為了便利主要色彩資訊的呈現，我們設計了視覺化的主要色彩元件，以視覺

與數字同時呈現出主要色彩的比例。同時可透過與專業影像處理軟體 PhotoShop

相同的視覺化顏色選擇介面，自行指定欲尋找比對的主要色彩結構，如圖 4-6 所

示。搜尋介面還包括了風格、性別、品牌、價格等可用於漸進式搜尋流行性商品

的欄位選項。除了可直接指定選項資訊搜尋商品之外，若直接點選所列出的商品，

系統將直接以此商品的主要顏色資訊以及風格為搜尋條件，尋找與此商品相似的

其他商品 如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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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視覺化主要色彩元件 

 

 
圖 4-7 以點選商品尋找類似商品的搜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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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商品建立 

除了可以由程式批次建立商品以外，同時提供了商品建立的介面，可直接將

商品影像、商品資訊等加入系統。觀察商品影像的呈現，不會將商品外觀隱藏於

邊界之外，影像的角落通常為背景，因此預留了自動影像剪裁區分前景背景的功

能。完成建立商品的自動流程如下： 

1. 依使用者輸入儲存商品資訊與商品影像 

2. 為商品影像進行預先區域切割 

3. 將影像左上角最角落像素所屬之區域視為背景，自動區分出前景背景 

4. 利用前景資訊萃取商品主要色彩特徵並儲存 

 

 
圖 4-8 商品建立功能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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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驗結果 

5.1 商品影像資料庫 

考量國內跨國時尚網站 9inthebox.com[45]為目前唯一的個人海外購物 B2C 平

台，並與國外供應商直接合作。其商品與商品資訊涵蓋日本、韓國、香港、美國、

英國、義大利等國家，主要網站經營也以流行性商品為主，符合本研究處理廣泛

流行性商品的目標。由此網站取得約三千件鞋類商品資訊，包括商品主圖片、性

別、品名、品牌以及價格等。所取得資訊透過商品建立功能匯入資料庫，包含初

步自動化擷取主要色彩特徵，再經由人工參考鞋款種類為商品指定分類，以補足

其外形的特徵資訊。 

 

5.2 搜尋實例 

 
圖 5-1 以相似商品搜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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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以相似商品搜尋實例 

 

 
圖 5-3 以相似商品搜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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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以相似商品搜尋實例 

 

 
圖 5-5 以主要色彩描述搜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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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使用者研究 

為了研究此介面能否協助消費者，更容易找到所需的商品、以及透過影像剪

裁系統是否能夠協助平台銷售人員管理。我們共找了四位使用者參與我們的研究。

我們讓每位使用者在三個不同的網站[3, 13, 45]上各隨機挑選一組共兩項在販售中

的鞋類商品，將商品加入系統中。接著我們僅給予使用者，由其他使用者所挑選

的商品影像，以及少部分的商品資訊如品牌、價格等，要求使用者在各別的網站

與我們的系統中操作找到此一商品。透過觀察使用者操作的情況與所耗費的時間，

來評斷此系統對於目標性購物的效益。 

 

 
圖 5-6 商品搜尋時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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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圖 5-6 的結果來看，此系統與原網站搜尋所耗費的結果雖然沒有足夠明顯

的差異。但透過觀察使用者的操作過程，以及使用者直接的反應，我們整理出了

幾項重點： 

 

 使用者皆認為此介面對非目標性購物，正如逛街的行為有很大的幫助。 

 使用者皆認為商品建立介面的影像剪裁功能非常便利，所取得的主要色

彩亦能符合使用者對商品影像的感覺。 

 使用者透過系統需耗費較多時間才能找到商品的情況，通常都是用於指

定主要色彩顏色，人類視覺能比對主要色彩和影像的相似性，但較難以

直接由影像來正確選擇主要色彩的比例和顏色。 

 使用者建議可提供顏色吸取、或直接上傳選取圖片等功能，協助直接取

得影像的主要色彩。 

 商品影像搜尋的結果中，有少部分影像不符合人類的視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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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6.1 結論 

在本論文中，我們整合既有的影像剪裁、內容式影像檢索等影像相關技術，

提出了一套可供電子商務購物平台運用商品影像資訊的架構。電子商務購物平台

可藉由萃取之影像特徵資訊，提供更便利的瀏覽介面，協助消費者能更容易在購

物網站中找到所需要的流行性商品。 

 

我們也依此架構，以影像色彩特性及鞋類商品為目標實作系統。透過 JSEG 進

行預先影像切割，再運用新標準 HTML5 的畫布元件，完成影像剪裁的功能；採用

MPEG-7 所提出的主要色彩特徵描述來表示及儲存影像色彩特性；並透過 LBA 演

算法與改進的距離函數來萃取與比較主要色彩特徵；最後結合便利的介面，讓使

用者可以指定商品色彩特徵尋找所需商品，完成系統之實作。 

 

所實作之系統經過使用者研究驗證，雖然對於目標性消費者仍需改善特徵選

擇的介面，但普遍認為此介面能夠協助消費者，更容易在購物網站中找到所需要

的流行性商品。而提供的影像剪裁介面，也能有效的幫助電子商務平台的人員操

作與管理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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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未來展望 

以下提出幾個未來發展方向： 

 目前僅依據色彩作為特徵的擷取與比對，可再加入商品的外形特徵。 

 對於目標性消費者而言，仍需提供更便利的特徵選取工具，如影像上傳

比對功能。 

 影像剪裁部分，可進行更細微的預先切割，並整合普遍運用的 GraphCut

與 Bayesian Matting 等研究技術，剪裁更精細的影像。 

 主要計算色彩特徵距離的 RGB 色彩空間，可調整為空間差距與人類視覺

差距感更貼近的其他色彩空間，如 CIELuv。 

 若實際應用此技術於購物平台時，影像切割部分可嘗試找尋固定模式情

況，例如某供應商的商品影像、或某品牌的商品影像有特定前景背景設

置。可為其特別進行獨立之自動化前景背景區分流程，以節省人力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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