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象

太空船是極為特殊的工程專案，它的限制與要求是地球產物裡所沒有的。必須能夠忍

受惡劣的極端溫度、真空空間與高幅射，並且持續保持夠輕的重量，直到火箭將它

們發射到太空，傳送至目的地。太空船是極簡應用的練習，只需要夠執行任務即可，其他

多餘的就不需要了。任何進入設計程序的東西都應該檢查其必要性、重量與成本，所有東

西在發射那天前都要經過測試再測試，包括嵌入式電腦系統，稱之為太空船的「大腦」，

及其內部執行的軟體。本章將概述 Phoenix 登陸艙影像處理軟體取得與儲存影像資料、處

理資料以及最終將影像傳回地球的方式。[35] 

介紹

在設計與撰寫嵌入式系統程式時，會面臨到各種限制。包括處理器的速度、執行期限、中

斷延遲允許與否、記憶體限制等等。在太空任務裡限制就更為嚴格了。通常內建在太空交

通工具裡的電腦，只有昂貴的抗幅射記憶體才能滿足任務目標。

它的 CPU 通常是為了能夠經得起高能量宇宙射線的破壞性影響所設計的客製化裝置。就

商業標準來看，採用一般抗幅射電子產品的 CPU 速度並不算快。其取捨在於速度與避免

直接被星際粒子擊中以及其續航力。舉例來說，傳統個人電腦裡的雙核心 CPU 過去未曾

有長期待在太空裡的經歷（也沒有太多其他個人電腦的電子產品會為此目的而設計）。

[36]

火星上處理嵌入式影像資料
文 / J.M. Hughes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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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科學目的，進一步引發了軟體功能與執行效能上的需求。一切都必須在太空船運算環

境的限制下協調一致，之後必須作出很多取捨，最終產品還要能夠在任務執行期間順利運

作而且不能有重大錯誤。以機器人太空船的例子來說，任何失誤都有可能造成任務終結，

因此在火箭點燃，一切迎向萬里藍天之前，確認一切無誤是必要條件。

2008 年 5 月 25 日，Phoenix Mars Lander 安全登陸火星北極區。圖 3-1 是畫家想像 
Phoenix 登陸後的畫面。不同於移至接近火星赤道的相對溫暖地帶的漫游者號（rovers），

Phoenix 登陸停留在貧瘠且嚴寒的區域，其大氣壓力等同於地球海拔 100,000 尺左右。火

星上稀薄的大氣層主要為二氧化碳。雖不盡然是理想的度假勝地，但是個尋找古代凍結之

水的好地方。

圖 3-1. 畫家想像在火星上的 Phoenix（See Color Plate 10）

登陸號的任務是尋找水的跡象，專家推測會以表面覆蓋了冰的型態出現（順帶一提，它找

到了 !），或許這能夠暗示火星曾提供適合生活的自然環境。基於其登陸站台的位置，太

空船的生存時間有限，當火星的冬天來到，幾乎可以說是 Phoenix 旅程的終點。登陸站台

位於高緯度，登陸號在全黑且覆蓋在乾冰下的嚴寒（-90 度或更低溫）冬季存活的可能性

幾乎是微乎其微。[37] 

我是 Phoenix 影像處理軟體的首席軟體工程師，本章我將試著分享 Phoenix Mars Lander 成
像飛行軟體（imaging flight softwar）的各種資料處理設計決策思維。在 JPL/NASA 專業術

語裡它稱之為「成像飛行軟體」，它負責處理所有火星表面的影像零碎片段，在這個任務

裡它被認定為「飛行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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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與大腦是兩個資訊平台的例子。它們以自身組織作為吸收、處理與產生資訊的所

在，並且加速處理從經驗資料中學習的過程。當我在 2006 年加入 Facebook 時，想當然就

開始著手建置資訊平台。由於 Facebook 使用者數量爆炸性的成長，我們團隊所建置的系

統在管理數 PB（petabyte）資料的手上終結。本章，我將詳述建置 Facebook 資訊平台所

面臨的挑戰，以及使用開放原始碼軟體為我們建構解決方案時所學到的課題。我也會試著

描繪資料科學家在使用資訊建置資料密集的產品與服務，協助組織制定與完成目標時，所

扮演的關鍵角色。依循這個模式，我將談談一些其他企業在這幾十年來如何解決建置資訊

平台問題。

在開始前，我得說一下有關我用上圖書館取代去雜貨店的聰明計劃並未如預期順利發展。

美好的閱讀進行幾天後，離開圖書館的某個夜裡，我找不到我的車。在這時侯丟掉車子對

我來說是極不尋常的事，但我停車的位置的確是空的，我想我知道發生什麼事了。答案

是，我媽發現了我的計劃，然後把我的車拖走。我走上一段很長的路回家後，體認到重要

的一課，對你的解決方案永遠保持懷疑，還有，別試圖瞞過媽媽。

Facebook 的自覺

2005 年 9 月，Facebook 首度開放給非大學生，允許高中生註冊帳號。許多忠實使用者感

到不滿，但 Facebook團隊認為這麼做對網站而言是正確的方向。然而，要怎麼提出證據

證明自己的立場？

還有，Facebook 幾乎受到所有大學生的歡迎，但仍然有些大學生沒有使用 Facebook。這

些落差與順利完成的同儕之間有什麼差別，而該怎麼做才能促使他們完成任務？我 2006 
年 2 月在 Facebook 面試時，他們早就積極探尋這些問題的答案了。大學時主修數學，還

在華爾街工作將近一年，建置模組預測利率、為複雜的衍生性商品定價以及平衡交易貸款

群組（hedge pools of mortgages）。我有些程式撰寫經驗和不怎麼樣的 GPA。儘管我的背

景不特別出眾，Facebook 仍讓我加入擔任研究科學家一職。

值此同時，Facebook 找了個報告暨分析總監（Director of Reporting and Analytics），這個

主管在此議題領域比我更有經驗，再加上第三個工程師，我們開始著手建置資料收集與儲

存的基礎架構，以便能夠回應有關產品的相關問題。[75]

我們首度嘗試是在離線的資訊倉儲上，用 Python script 執行查出 Facebook 的 MySQL 伺服

器層任務，以及用 C++ 寫成的 daemon 程序，即時處理我們的事件紀錄檔。當 script 如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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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鄰近 Aberuchill 的小路。遠處為 Bioran Dalchonzie。這是出現在 Geograph 網站

（http://www.geograph.org.uk/photo/1006884）的第 1,000,000 張影像。影像屬 Dr. 
Richard Murray 所有。可於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http://creativecommons.
org/licenses/by-sa/2.0/）許可權之下再利用。（See Color Plate 12）

Geograph 的貢獻者可自由選擇代表的觀念，但地理學特徵應以傳統人文與自然地理的方

式，以一公里網格單位表示：

試想，當孩子們在地理課檢視地圖時，可能會發現在給定的網格平方裡便是實際

的樣子，試著讓人文與自然地理學的特色具有某種意義是很有用的（Hawgood et al. 
2007）。

我們看見 Geograph 各種不同面向的美：

zz 有目的地選擇與註解影像，產生開放式檔案庫的目標融合了簡單化（想法）、複雜

化（過程，也用了一些美好的方式結構化），以及實用性（資源）。該組織與投

入這些維持專案運作的人，持續收集讓專案有用，這些行為令人欽佩並留下深刻 
印象。

zz 美好是在於用「集眾（collective）努力」的方法產生 「由下而上」的檔案庫，以及

用來達成目標的技術與人為力量（person-power）的方式。集眾（collective）的美好

在協同合作的「公民即為檢測者」（Good-child 2007）特性的專案裡，仰賴對個人

利益不大的共通認知與廣泛合作，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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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以具吸引力、易於切入與精心模擬的網站，讓想法付諸實行與呈現，提供眾多資訊

存取的方式，同時具體呈現美學與技術上的品質。 [88]

zz 由尺度範圍內的地理學所產生的地圖，提供深入的洞悉給各個產生美學品質（如圖 
6-2 所示）之收集過程。這裡涵蓋了許多革新的製圖表示法，還提供存取互動特色給

此大型資訊與收集被更新後的轉變使用，像是 geograph 密度與貢獻者分布圖還有他

們所提供的貢獻。

zz 在人文與自然景觀的呈現上擁有美學吸引力的個別貢獻者，取決於他們居住與拜訪

的位置（location）描述。當年度 geograph（geograph of the year；GOTY）侯選人，

在每週固定挑選的相片貢獻裡被選中後，會由 Geograph 社群做正規化動作。

圖 6-2.  Norfolk 海岸的 Geograph 相片馬賽克範例。每張相片以其地理上的位置（location）拼湊，

以一平方公里的風景呈現。可於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http://creativecommons.org/
licenses/by-sa/2.0）許可權下重複使用影像（See Color Plate 13）

Geograph 廣泛透過使用者產生地理參考資料集，讓這些資料集有用的處理上較為傳統，

但這些各異的性質也讓它變得格外引人注意。它提供確切探索 Geograph 資料的機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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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涵蓋的分層結構關係，直接以幾何的方式呈現在矩形式樹狀結構繪圖法（treemap）
裡（父節點包住子節點），還能夠呈現部份認知上的優雅（cognitive elegance）。

我們發現或許能夠套用矩形式樹狀結構繪圖法（treemap）表現大量資訊記錄，作為地理

學與主題式分層結構。透過建構新分層結構的方式，我們發現也許可以用這個方式探索 
Geograph 資料集裡的大量紀錄。

然而，矩形式樹狀結構繪圖法（treemap）基於很多因素遭到大肆批判。諷刺的是，矩形

式樹狀結構繪圖法（treemap）的美學品質遭到非難（Cawthon and vande Moere 2007），

不過我們主張它的實用功能更勝於設計 本身（perse）。

圖 6-3.  兩個簡單的矩形式樹狀結構繪圖法（treemap）。（左）20 個順序的節點配置，使用傳

統矩型化編排（以順序著色）。需留意的是，這裡使用非一貫性的位置，表現 1 至 20 
的順序序列。（右）空間的矩形式樹狀結構繪圖法（treemap），節點根據其地理上約

略位置安排（以類別著色）。

必須更留意的是任意安排矩形式樹狀結構繪圖法（treemap）裡的節點，會大大減低資料/
位置比。許多現有的矩形式樹狀結構繪圖法（treemap）的編排演算法，是以最大化外觀

比例（讓節點盡可能方正是美學重點與大小對照的工作）與促進可讀性（最大化水平線

連續性）的方式安排節點。很少有人留意使用圖形位置呈現資料所代表的觀點。值此之

故，矩形式樹狀結構繪圖法（treemap）包含了線性不連續與任意節點的安排方式（如圖 
6-3）。此舉反而為製圖學與統計學圖形建立了最佳實作方式，平面上的位置，被視為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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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飛行模式 （Flight Patterns）」（2005） 的靜止影像。（See Color Plate 22）

我們討論了很多的可能性，其中包括 Processing，這是一套泛用於資料視覺化的程式語

言。這個方向最後轉而使用在 Interpol 樂團的「Rest My Chemistry」影片裡，於 2008 年 
3 月發行。若你沒用過 Processing，強烈建議你到 http://processing.org/ 看看。就我有興趣

的部份來說，它是歌手、設計師以及所有對動態資料視覺化有興趣的人最佳的程式設計 
語言。

其他我們討論可以作的還有視覺化雷射感應資料。我第一次接觸這個技術是在 UCLA 的
Center for Embedded Network Sensing（CENS）做專案的時侯。CENS 使用雷射探測穿越

森林天篷光的發亮方式，我當時深受描繪影像時這天然的美所衝擊。James 在看過一些範

例後同意，也對使用雷射創造電影片段的概念印象深刻。他說：「你的意思是你拍攝影片

時不需要用到攝影機？拍攝影片時不需要影片？」他立刻發現了在這其中可以做點前所未

有的一些東西的機會。沒過多久，他便開始以此概念處理 Radiohead。[150]

希望你能在這個影片從處理到完成的故事裡，找到能夠激發自己工作的靈感。在本章，我

將先談關於用來擷取資料的設備。接下來會討論資料本身、影片拍攝與資料後製。最後，

會將我提供給 Google Code 站台的虛擬化程式碼整個瀏覽一遍，然後再來討論你可以用什

麼方式自己玩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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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擷取設備

沒有那些尖端資料擷取設備，就沒有「House of Cards」這部影片。當你看影片時，會發

現它有各種不同場景，從靜態的郊區風景，到動態的聲樂家 Thom Yorke 歌唱時的點狀煙

霧（point clouds）呈現。

為取得  Thom 與風景的特寫鏡頭，我們必須用到兩種不同設備：Velodyne Lidar 與 
Geometric Informatics 視覺化系統。[151]

Velodyne Lidar

Velodyne 是位在加州 San Jose 南方的公司，由兩個閒暇時都在玩類似 Battle Bots 與 Robot 
Wars 機器人戰鬥競賽的人所經營。這間公司生產擴音器、立體聲設備，以及（當然是）

功能強大的雷射掃瞄裝置，其中就有我們用來擷取「House of Cards」裡風景與舞會場景

的 HDL-64E Lidar。HDL-64E Lidar 真正聲名大噪是在 2007 DARPA Urban Challenge 時，

當時是用於數台自動車（vehicles）上 ─ 其中包括了勝利的那支隊伍 ── 實現環境與地

型視覺化。有些狀況下，HDL-64E Lidar 甚至擔任這些自動車（vehicles）裡唯一的視覺 
系統。 

Velodyne 的 HDL-64E Lidar 是一台帶有 64 個雷射發射器與 64 個雷射探測器的掃瞄器。它

用轉圈的方式，以每秒一百萬資料點以上的速度，產生出水平 360 度與垂直 26.8 度的資

料，大約每秒產生 5 MB 原始資料。預設值下，Lidar 轉速為 600 RPM（10 Hz），不過這

個值可透過系統電腦序列埠介面，以文字命令傳送的方式，調整在 300 至 900 RPM 間。

為了在掃瞄靜態風景時能得到最高解析度，我們設定為最高值 900 RPM。

Lidar 的範圍是以環境反射的基礎所建立。舉例來說，人行道範圍為 50 公尺，而車子與樹

葉（反射較多）則範圍為 120 公尺。最小範圍為 3 尺，任何再更接近的東西，其光反射回

探測器會因為太快以致於令裝置無法計算。

以「發射器-探測器」為組，可切分成兩組 32-laser 的裝置艙，如圖所示（圖 10-2）。上

面的裝置艙指揮較高仰角，換句話說，它會掃瞄 Lidar 視野垂直區域的上半部。相對地，

下面的裝置艙，即為掃瞄較低仰角的下半部。由於上面裝置艙通常指揮較高仰角，因此它

的物件會離 Lidar 比較遠，光學脈衝的距離行徑會大於下面的裝置艙。因此，為了在較長

距離的條件下取得好解析度，上半部裝置艙裡的雷射，會在下半部裝置艙每觸發一次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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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發三次。可以參考圖 10-3 的範例，瞭解這種作法對於從影片裡取出的靜止影像中的資

料所造成的影響。

Housing
(Entire unit spins
at 5–15 Hz)

Motor
Housing

Laser Receivers
(Groups of 32)

Laser Emitters 
(Groups of 16)

圖 10-2. Velodyne LIDAR （圖片由 Velodyne, Inc 提供 ）

圖 10-3.  舞會場景靜止圖，使用 Velodyne Lidar 拍攝。注意，該影片上半部的較高解析度，

是由於上半部裝置艙的雷射觸發率較高所導致

雷射發射器  
（16 個一組）

外殼  
（整個裝置以 5-15 Hz 自轉）

雷射接收器 
 （32 個一組）

馬達外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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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ar 透過發射光脈衝（又稱雷射光束）獲得資料點，再計算回來的光總數。當這個部份

的元件執行時，64 個發射器會在執行期間釋放 5 毫微秒的光脈衝，接著此脈衝會透過鏡

頭聚焦，並以反射出來的方式導向環境。當光打到環境裡的什麼，光的位置就會反射回 
Lidar。這個回傳的光會穿過雷射接收鏡頭與 UV 陽光過濾器，用來限制由太陽所引入的亮

度；沒有它，自然光會降低系統靈敏度，為資料增添加許多雜訊。

回傳的光通過陽光過濾器後，接收鏡頭會將回傳的光聚焦在稱之為 Avalanche Photodiode
（APD）的光感測器上，產生接收光之相對強度的輸出訊號。來自 APD 的輸出訊號會在

增強後，從類比訊號轉成數位訊號。此資料之後將傳至數位訊號處理器，確定訊號回傳時

間。脈衝強度與回傳時間，會建立一個資料單位。如先前所述，HDL-64E 模組每秒產生

一百萬個以上的資料點，一秒產生超過 5 MB 的原始資料。[152]

資料建立後，感應器會透過標準 100BaseT Ethernet 通訊埠，輸出給使用者。資料持續從

這個通訊埠輸出的畫面更新率（frame rate）等同於循環率（rotation rate）（600 RPM 將
產生 10 Hz 的畫面更新率（frame rate））。在這些 Ethernet 資料封包裡含括的內容有距

離、亮度，以及每個「發射器-探測器」組的角度資料。此資料之後會使用 Ethernet 封包

擷取程式擷取，之後再把它儲存至硬碟裡。[153]

Geometric Informatics

Lidar 在戶外景色視覺化上是套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工具。它可以探測到大約鎳幣大小的

點（視距離而定），在目標為大型空間的情況下它處理得相當好，但對於人臉這種輪廓與

細節，可能就有點不足。以 Thom Yorke 歌唱時的特寫鏡頭而言，我們還需要點別的，一

些可以看起來更好的東西。

在思考如何拍攝特寫鏡頭時，我回想起曾在 2005 SIGGRAPH 大會裡發現的一套工具

Geometric Informatics（順帶一提：若你有很酷的資料視覺化技術，請踴躍參與每場商業

展覽，有機會也許我會參加 … 感謝你）。大會裡有個攤位，展示的是稱之為 GeoVideo  
系統。

GeoVideo 是一套特別適合擷取人臉幾何學的即時動作擷取系統。在特寫鏡頭上，它比 
Lidar 系統好非常非常多，辯識資料點的敏銳度為 0.2 毫米，是 2 釐米望塵莫及的。因此

我們才能夠擷取到 Thom Yorke 歌唱時更好的細部紋路。你在影片開啟時看到的點狀煙霧

資料便是以 GeoVideo 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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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覺得圖 10-4 看起來蠻普通的，那是因為這個裝置看起來其實不像這樣。系統實際看

起來是一個米色盒子，在其中大約底部附近有兩個透鏡。一個將光的範圍發射在盒子面前

的主題上，而另一個透鏡則擷取資料。光的範圍由 600,000 個三角型網格組成，實際上，

它可以形成發射在感應器前主題上的即時輪廓圖。感應器接著會讀取每個三角形的點作為

資料點，接著以每秒 54 MB 的速度將原型輸出至電腦。這個感應器可以每秒擷取 180 個
畫面。

High Frequency
Imaging Element

High Frequency
Light Source

圖 10-4. Geometric Informatics 系統（圖片由 Geometric Informatics 提供）。（See Color Plate 24）

GeoVideo 將光發射至主體範圍上的方式，好處是無論感應器前的是什麼，都不需要網格

實際繪圖進去，也不需要穿著動作擷取的套裝，或者是坐在帶有參考標記的綠色螢幕前。

這樣透過光的發射，創造了即時的、可移植的參考圖，超乎我們想像的簡單。[154]

GeoVideo 系統也有材質貼圖的功能，意即它不只能夠擷取資料點，也可以擷取資料點之

間的材質。如此一來，無論是物件或人臉都會怪誕地以 3-D 模式精確呈現。以「House of 
Cards」影片來說，我們打算放棄材質，只使用資料點，甚至決定大大縮減採樣。最後呈

現出來的結果便是你在影片開啟景象裡所見到的 Thom Yorke 數位點狀煙霧。與其確切地

和他一模一樣，不如讓他以數位化身或靈魂的方式出現，至少這是我所看到的樣子。看過

兩種資料版本 ─ 帶材質與不帶材質 ─ 我可以說我們所使用的不帶材質版本有趣多了。在

帶了材質的情況下，他看起來會有點像是遊戲片裡的人物。有時拿掉一些資料，看起來會

更美。

高頻光源
高頻成像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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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5. 從 Velodyne Lidar 其中一台雷射所擷取的資料。（See Color Plate 25）

拍攝過程進行得很順利。製片團隊已勘察過位置，所以我們只要開車到各個場景，然後

依序掃瞄它們就可以了。當我們抵達要掃瞄的目的地時，會將貨車速度放慢到大概到 10 
mph，司機會試著盡可能達到沉穩的速度，接著我們就開始記錄。

與攝影機不同的是 Lidar 沒有開始與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在它開啟的時侯，會一直循環

並輸出資料。所以我們不須要開啟與關閉它，只要知道何時開始紀錄資料便可。時間到

了，我們的副導演 Larry Zience 會喊 「roll computer」作為給 Velodyne 現場工程師 Rick 
Yoder 的信號，開始收集（資料）點。（對一些工作人員來說這還蠻好玩的，因為通常導

演會喊「roll camera」）。Rick 接著馬上敲起他的行動電腦鍵盤，然後 Lidar 資料就開始

輸出到他的硬碟上了。而當 Larry 說「cut」（卡） 時，我們就停止記錄。

Rick 之後傳給我一份摘記，可以看出和這個電影團隊一起工作的狀況：

在我心中難以忘懷的事之一，便是要打破攝影師尋找對的視角來拍攝的習慣有多

麼困難。使用傳統攝影機的導演，很難習慣掃瞄建置模組之後，再在後製時處理

攝影機角度。他們會說「我們要把攝影機從這裡移到那邊，然後再轉大約 45 度
角後，往上大概 20 尺」。而在這之後我們會說「很好，我們現在要把掃瞄器架

在場景中間，你之後在後製時再把它處理掉。」[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