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xv ]

前言

OpenCV 是開發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應用程式時最受歡迎的函式庫，能夠即
時執行許多不同的電腦視覺演算法，問世多年之後成為電腦視覺領域的標準函式庫，

它最大的優點在於高度最佳化，並支援幾乎所有的平台。

本書先簡單介紹電腦視覺的各個領域，透過 C++ 語言示範相關的 OpenCV 功能，每
章提供真實世界的範例以及相關使用案例的程式碼，讓讀者快速進入相關主題，了解

在真實世界中的使用方式。總歸一句，這是本針對在 C++ 使用 OpenCV 建立各種應
用的實務手冊。

本書主題

第一章，OpenCV 簡介，涵蓋各種作業系統安裝 OpenCV 的步驟，介紹人類視覺系統
以及電腦視覺領域的各個主題。

第二章，OpenCV 基礎介紹，介紹使用 OpenCV 讀寫影像與影片，並說明用 CMake 
建置專案的方式。

第三章，圖形使用者介面與基本過濾器，內容包含利用圖形使用者介面與偵測滑鼠

事件建立互動式應用程式的方法。

第四章，深入色階直方圖與過濾器，進一步介紹色階直方圖（histograms）與過濾
器，同時示範將圖片卡通化的方法。

第五章，自動光學檢測、物體分割與偵測，介紹多種影像處理技巧，包括雜訊去除

（noise removal）、定限（thresholding）以及輪廓分析（contour analysis）。

第六章，學習物體分類，處理物體辨認與機器學習，以及使用支援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s）建立物體分類系統的方法。

第七章，偵測人臉部分與覆蓋遮罩，討論人臉偵測與 Harr 串接（Harr Cascades），
接著說明利用這些方法偵測人臉部分的作法。

第八章，影像監控、背景模型與形態學運算，探討影像去背（也稱為背景相減法，

background subtraction）、影像監控以及形態學影像處理，並說明這些技術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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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學習物體追蹤，內容涵蓋各種在即時影像中追蹤物體的方法，包含以色彩

為基礎（color base）以及以特徵為基礎（feature-based）的追蹤技巧。

第十章，為文字辨識開發分段演算法，內容包含光學字元識別（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正文分段（text segmentation）以及 Tesseract OCR 引擎的簡
介。

第十一章，用 Tesseract 辨識文字，深入 Tesseract OCR 引擎，解釋使用 Tesseract 
OCR 引擎用於正文偵測、萃取與辨識的方法。

本書使用的技術與工具

本書範例使用以下的技術與工具：

• OpenCV 3.0 以上版本

• CMake 3.3.x 以上版本

• Tesseract

• Leptonica（相依於 Tesseract）

• QT（非必要）

• OpenGL（非必要）

相關章節會說明詳細的安裝步驟。

目標讀者

本書適合剛接觸 OpenCV 以及想要在 C++ 使用 OpenCV 開發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應用程式的開發人員，對 C++ 有基本的認識有助於了解本書的內容；本書
也有助於想要進入電腦視覺領域，了解其中概念的讀者，讀者應該擁有基本的數學概

念，例如向量、矩陣、短陣乘法等等，以期從本書獲得最大的收穫，讀完本書將能夠

使用 OpenCV 從無到有建造多種電腦視覺應用程式。

本書慣例

本書使用不同的排版方式顯示不同的資訊，以下是本書排版方式的範例，以及相關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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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中的程式碼顯示方式為：「對於很基本的專案，只是從一個原始碼檔案建立可執

行檔，那麼只需要兩行的 CMakeLists.txt 檔案。」

程式碼區段的呈現方式如下：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using namespace cv;

int main(int, char** argv)
{
  FileStorage fs2("test.yml", FileStorage::READ);
  Mat r;
  fs2["Result"] >> r;
  std::cout << r << std::endl;
  fs2.release();
  return 0;
}

如果是要強調程式碼的特定部分，會以粗體標示出要強調部分的程式碼：

@Path("departments")
@Produces(MediaType.APPLICATION_JSON)
public class DepartmentResource{
//Class 實作內容

}

命令列的輸入或輸出呈現方式如下：

C:\> setx -m OPENCV_DIR D:\OpenCV\Build\x64\vc11

新詞彙與重要詞彙會以粗體顯示；而讀者能夠從畫面、選單或對話框中看到的文字，

則會呈現為：「要顯示控制面板，必須按下工具列的最後一個按鈕，在 QT Window
的任何地方按下滑鼠右鍵，選擇 Display properties window。」

警告或重要附註會用像這樣的方框呈現。

技巧則會以這種形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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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penCV 簡介

電腦視覺應用程式有趣又實用，但這些程式使用需要耗費大量計算資源的演算法，隨

著雲端運算的到來，提供更多的計算能量。OpenCV 函式庫能讓人們即時、有效率地
執行電腦視覺演算法。這個函式庫已經發表多年，也成為電腦視覺領域的標準函式

庫，它主要的優點是高度最佳化，支援幾乎所有的平台。本書會討論它所有的一切，

包含使用的演算法、選擇這些演算法的原因，以及如何透過 OpenCV 實作電腦視覺演
算法。

本章要介紹在幾個常見的作業系統安裝 OpenCV 之方式、說明 OpenCV 提供的功能，
以及透過內建函式能夠做到的事情。

透過本章，讀者將能夠回答以下的問題：

• 人類是如何處理視覺資料，又是如何了解影像內容？

• 我們能夠透過 OpenCV 做到哪些事，它提供哪些能夠用來達成這些目的的模組？

• 如何在 Windows、Linux 及 Mac OS X 上安裝 OpenCV？

認識人類視覺系統

在進入 OpenCV 的功能之前，必須要先了解一開始為什麼要建立這些功能，為了要發
展正確的演算法，就得先認識人類視覺系統的運作方式。電腦視覺演算法（Computer 
Vision algorithm）的目的就是了解影像（image）與影片（video）的內容，人類似乎
很輕易就能夠做到這些事！該怎麼讓機器達到同樣的正確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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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以下的圖片：

人類的眼睛會捕捉所有一切的資訊，顏色、形狀、亮度等等，上圖中，人類的眼睛會

捕捉到兩個主要物體的所有資訊，以特定的方式儲存下來。一旦我們能夠了解自身系

統的運作方式，就能夠利用這些知識達成我們想要的目標。例如，以下是必須要知道

的幾件事：

• 人類的視覺系統對於低頻內容（low frequency content）比高頻內容（high 
frequency content）更為敏感，低頻內容是指像素值（pixel value）沒有急劇變化
的平面區域，高頻內容則是指有角或邊，像素值會劇烈變化的區域。讀者會發現

很容易就能夠發現平面上的班點，但卻很難在有複雜紋路的表面上看出類似的東

西。

• 人類的眼睛對於亮度的變化比色彩的變化更加敏銳。

• 人類的視覺系統對運動十分敏感，即使沒有直視物體，也能夠輕易的辨識出視界
（field of view）中是否有物體在移動。

• 人類會記住視界裡的顯點（salient point），例如看到一張有四支黑色桌腳的白色
桌子，其中一個角落有個紅色原點，一看到這張桌子，就會立刻在心裡記住桌面

與桌腳的顏色相反，在其中一個角落有個紅點。人類的大腦在這方面真的非常聰

明！能夠自動做到這些事情，下次再看到同樣的桌子，馬上就能夠認得出來。

人類的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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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了解視界，讓我們由從俯視的角度看看人類看到不同東西時的視角：

人類的視覺系統還能夠做到許多其他的事，但這些資訊對目前來說已經夠了。讀者可

以在網際網路上搜尋人類視覺系統模型（Human Visual System Model），就能夠得到
更多的資訊。

人類如何了解影像內容？

環顧四週會看到許多的物體，人們每天都會遇到許多不同的物體，不花任何力氣就幾

乎能夠辨識出所有的物體，看到椅子的時候，不需要花上數分鐘才能夠了解看到的物

體是張椅子，而是立即知道它就是椅子！另一方面，電腦很難完成類似的工作，研究

人員花了多年時間探討為什麼電腦在這些事情上的表現無法像人類一樣傑出。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要了解人類的運作方式，視覺資料的處理是發生在腹側流

（ventral visual strem）。腹側流指的是人類視覺系統中與物體識別相關的路徑，基本
上是大腦中的區域所形成的位階，能幫助人們識別物體。人類能夠輕易的辨識物體，

並能夠將類似的物體分類，都是因為人類對相同類別的物體發展出某種型式的不變量

（invariance），看到物體時大腦會萃取出物體的顯點，忽略其方向、大小、 距離與高
度等因素。

放大兩倍再旋轉 45 度的椅子仍然是張椅子，人類處理影像內容的方式能夠輕易的識
別出椅子，電腦就沒辦法輕易的做到這件事。人類傾向於透過形狀與重要的特質記住

物體，無論這個物體的擺放方式仍然能夠辨識出物體，在人類的視覺系統中存在著這

些相對於位置、大小及視角的不變量，成為視覺系統中堅固的基礎。

注視方向

文字

形狀

俯視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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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深入人類系統，會看到視覺皮層（visual cortex）中有對應到曲線與直線等各種
形狀的細胞。再更深入腹側流（ventral stream），就能夠看到更多複雜的細胞，這些
細胞被訓練成回應更加複雜的物體，如樹、門等等。腹側流沿路的神經元會隨著相對

的區域愈來愈大，反應出神經元所偏好的刺激（stimuli）也愈來愈複雜。

為什麼機器很難了解影像內容？

我們現在知道視覺資料進入人類視覺系統的方式，也認識了人類視覺系統處理這些資

料的作法，但仍然無法完全了解大腦辨認與組織視覺資料的方法，只是從影像中抽取

一些特質，讓電腦透過機器學習演算法學會這些特質而已，仍然需要處理形狀、大

小、遠近、角度、高度與遮蔽等等許多的變化。例如，對機器來說，同一張椅子只要

從側面看就是完全不同的物體，不論是用什麼方式呈現，人類很簡單就能夠知道是相

同的一張椅子。該如何對機器解釋這樣的事情呢？

其中一種作法是將一個物體的大小、角度、遠近等等各種特質的變化全部儲存下來，

但這種作法十分麻煩也太耗費時間了！實際上也沒辦法收集到包含所有可能變化的資

料，機器必須花費大量的記憶體，再加上長時間的運算才能夠建立出辨識物體需要的

模型，即使做得到，只要遮去物體的一部分，就會被電腦認為是另一個不同的物體。

因此，在建造電腦視覺函式庫的時候，必須要在底層建立出能夠透過不同方式組合，

表現出複雜演算法的功能區塊。OpenCV 提供許多這樣的函式，並做了高度的最佳
化，因此，只要能夠了解 OpenCV 本身提供的功能，就可以建立有趣的應用。下一節
就讓我們探索這些功能。

OpenCV 能用來做些什麼？
OpenCV 幾乎可以做得到所有想得到的電腦視覺工作，在真實世界裡所遇到的問題需
要同時使用到多個模組才能夠達到效果，因此，讀者必須先了解達到目標所需要的模

組與功能。接下來就介紹 OpenCV 所提供的功能。

內建資料結構與輸入／輸出

OpenCV 的好處是提供許多處理影像處理與電腦視覺相關操作需要的基元
（primitive），若是要自己從無到有開發，就必須定義影像（image）、點（point）與

矩形（rectangle）等等的東西。這些東西是所有電腦視覺演算法的基礎，OpenCV 的 
core 模組就提供了所有的基本結構。另一項好處是這些結構都已經針對執行速度與
記憶體做了最佳化，使用的時候不需要費心在實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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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codecs 模組處理的是影像檔案的讀寫，在讀取影像與建立輸出影像時，只需要透
過簡單的命令就能夠將影像儲存為 JPG 或  PNG格式。使用錄影功能時必定要處理許
多的影像檔案，videoio 模組能處理與影片檔案輸出／輸出相關的一切，能夠輕易的
從網路相機截取影片，也能夠讀取多種不同格式的影片，甚至能夠透過設定畫面更新

率（frame per second）、畫格大小（frame size）等屬性，儲存一整組的畫格。

影像處理操作

撰寫影像處理演算法的時候，經常會重複使用到許多基本的影像處理操作，其中大

部分的函式都歸類到 imgproc 模組，包括影像過濾（image filtering）、形態學運算
（morphological operation）、幾何變換（geometric transformation）、色彩轉換（color 
conversion）、在影像上描繪（drawing on image）、色階分佈（histogram）、形狀分
析（shape analysis）、運動分析（motion analysis）、特徵檢測（feature detection）等
等，例如以下這兩張圖片：

右側的圖片是左側圖片旋轉後的結果，只需要一行 OpenCV 程式就能夠做到這樣的
效果，另外還有一個 ximgproc 模組，包含更進階的影像處理演算法，如 structured 
forests for edge detection、domain transform filters、adaptive manifold filters 等等。

建立 GUI
OpenCV 提供的 highgui 模組能夠處理高階使用者介面操作，例如在處理問題的時
候，會先看看圖片處理的狀況，再進行下一個步驟；這個模組提供的函式能夠建立顯

示圖片或影片的視窗，也能夠利用等待函式，等到使用者按下按鍵或鍵盤再進行下一

個步驟，同時提供偵測滑鼠事件的函式。這些都是在建立互動式應用程式時十分有用

的函式，利用這些功能就能夠在輸入視窗畫出矩形，接著再依據所選擇的區域進行後

續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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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下的圖片：

可以看到在圖片中畫出綠色的矩形，並對矩形中的區域套上「負片」（negative film）

效果，只要有了矩形的坐標，就能夠將運算限制在區域之內。

影片分析

分析影片連續畫格的運動、追蹤影片中的不同物體、為影像監控建立模型等等都是影

片分析的工作。OpenCV 提供的 video 模組能夠處理這些工作，另外還有一個處理影
像穩定（video stabilization）的模組是 videostab。影像穩定是對錄影機十分重要的
部分，手持錄影機錄影的時候，很難維持穩定，拍攝出來的結果會充滿跳動十分糟

糕。所有的現代化裝置都使用了影像穩定技術，先行處理過影片後再呈現給終端使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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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重建

三維重建（3D reconstruction）是電腦視覺領域的重要主題，指的是利用演算法從
一組二維圖片重建出三維場景的過程。OpenCV 提供的演算法能夠找出這些二維圖
片中不同物體的關係，計算出物體在三維空間的位置，能夠處理這一切的模組是 
calib3d；這個模組同時也能夠處理相機校正，也就是估計相機參數的基礎。相機參

數是相機將捕捉到的場景轉換為影像時使用的內部參數，知道這些參數，才能夠設計

出能夠產生符合預期結果的演算法，例如以下的圖片：

從上圖可以看到，從不同的位置拍攝相同的物體，我們的任務是從這些二維圖片重建

出原始的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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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抽取

前面提過，人類視覺系統會從場景中抽取突出的特徵（salient feature）供後續取
用，為了模擬這樣的行為，人們開始設計各種特徵抽取程式抽取影像中的顯點，常

見的有 SIFT（Scaled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SURF（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FAST（Features from Accelerated Segment Test） 等 等。OpenCV 的 
features2d 模組提供偵測與抽取特徵的函式，另一個稱為 xfeatures2d 的模組則提
供額外的抽取子（extractor），其中部分仍在實驗階段，讀者有機會可以試試看；還
有一個稱為 bioinspired 的模組是提供基於生物啟發的電腦視覺模型之演算法。

物體偵測

物體偵測是指從特定圖片中找出物體的位置，這個過程並不會考慮物體的類型。如果

設計的是椅子的偵測器，就只能告訴你椅子在圖片中的位置，沒辦法告訴你是張紅色

的高背椅或是藍色的低背椅。偵測物體的位置是許多電腦視覺系統中十分重要的步

驟，例如以下圖片：

如果對這張圖片執行椅子的偵測器，會在所有的椅子週圍畫上綠色的方框，但不會告

訴你是什麼樣的椅子！由於物體偵測在偵測各種不同大小的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計算，

一直都是個計算密集（computationally intensive）的工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Paul 
Viola 與 Michael Jones 在 2001 年合著的論文中提出一個傑出的演算法，讀者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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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s.cmu.edu/~efros/courses/LBMV07/Papers/viola-cvpr-01.pdf 讀

到原始的論文，這個演算法能夠快速的對任何物體設計出物體偵測器。OpenCV 透過 
objdetect 與 xobjdetect 模組提供設計物體偵測器所需要的框架，透過這個框架能
夠對任何物件設計出偵測器，如太陽眼鏡、鞋子等等。

機器學習

電腦視覺使用許多機器學習演算法來達成不同的目的。OpenCV 提供的 ml 模組，
內建許多的機器學習演算法，包含 Bayes Classifier、K-Nearest Neighbors、Support 
Vector Machines、決策樹（Decision Trees）、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s）等等；
另外還提供 flann 模組，含有在巨大資料集中執行 fast-nearest-neighbor 搜尋的演算
法，在建立物體識別、影像分類、人臉偵測、視覺搜尋等系統時會大量使用機器學習

演算法。

計算攝影

計算攝影是指透過高等影像處理技巧改善由相機取得的影像，計算攝影透過軟體操作

視覺資料，而不是專注在光學處理與影像捕捉的方法上，這部分應用包含高動態影像

（high dynamic range imaging）、全景圖像（panoramic images）、影像補光（image 
relighting）、光場相機（light field cameras）等等。

下載範例程式碼

讀者可以從 http://www.packtpub.com 的個人帳號下載所購買書籍
的範例程式碼，不是直接向 Packt books 購買的讀者請先到 http://
www.packtpub.com/support，註冊後會透過電子郵件將檔案寄送給讀

者，每個專案根目錄的 README.md 檔案都會提供執行範例程式的相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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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以下圖片：

請注意圖片中鮮豔的顏色！這是很典型的高動態影像，是用傳統影像捕捉技術無法取

得的影像。要做到這張圖片的效果，必須要對相同的場景多次曝光，再 將影像一起適
當疊合，才能夠建立出這樣的畫面。photo 與 xphoto 模組包含許多計算攝影相關的
演算法，另一個 stitching 模組則提供能夠建立全景影像的演算法。

上圖網址是 https://pixabay.com/en/hdr-high-dynamic-range-

landscape-086260/。

形狀分析

形狀是電腦視覺十分重要的觀念，在分析視覺資料的時候，就是在辨識圖片中各種不

同的形狀，這實際上是許多演算法中重要的步驟；如果想從圖片中辨識出定的標誌

（logo），而且事先知道標誌出現的時候可能會有不同的形狀、大小與方向等，比較
好的做法是先將物體的形狀特徵量化。shape 模組提供萃取不同形狀、評估形狀相似
度、轉換物體形狀等等所需要的所有演算法。

光流演算法

光流演算法（optical flow algorithm）用於從追蹤連續畫格的特徵。如果想在影片中
追蹤特定物體，就得對每個畫框分別執行特徵抽取，這是需要十分大量計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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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十分緩慢。實際上只需要從目前的畫格中抽取持徵，接著再從接續的畫格追蹤這

些特徵就行了。電腦視覺在影片相關領域的應用十分依賴光流演算法，optflow 模組
包含許多執行光時需要的演算法，另一個 tracking 模組則是包含許多追蹤特徵的演
算法。

人臉與物體識別

人臉識別（face recognition）是指從圖片中識別出人類臉孔的過程，這跟從圖片中找
出臉孔位置的人臉偵測（face detection）不同。如果想要建立一個有用的生物特徵量
測系統（biometric system），能夠識別相機前的人，首先需要的就是進行人臉偵測，
找出臉孔的位置，接著執行人臉識別，辨識出這個人到底是誰。face 就是處理人臉
識別時使用的模組。

先前也提過，電腦視覺試著模仿人類處理視覺資料的方式建立演算法，因此，找出圖

片中顯著的區域特徵對於物體識別、物體偵測與追蹤等許多應用都很有幫助。有個 
saliency 模組就是為了這個用途而設計，它提供從靜態圖片與影片中偵測顯著區域
（salient region）的演算法。

曲面匹配

人們愈來愈常與能夠捕捉週遭三維結構的設備互動，這些設備基本上是在捕捉二維彩

色影像的同時取得深度資訊，因此，必須要建立能夠了解與處理三維物體的演算法。

Kinect 是這類在捕捉視覺資料同時取得深度資訊的設備很好的例子，主要的工作是
將輸入的三維物體與資料庫中的模組匹配進行識別。一個能夠識別與找出物體位置的

系統有許多不同的應用，surface_matching 這個模組包含三維物體識別需要的演算
法，以及使用三維特徵的位置估算演算法。

文字偵測與識別

從特定場景中找出文字，並辨識出文字的內容愈來愈重要，這項技術的應用包含名牌

識別、自動駕駛車輛的號誌識別、書籍掃描數位化等等，text 模組包含處理文字偵
測與識別需要的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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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OpenCV
接下來要介紹 OpenCV 在主流作業系統上的安裝方式。

Windows
為了簡化過程，以下安裝的是預先建置好的函式庫，請先到 http://opencv.org 下載 
Windows 平台的最新版本，本書寫作時的最新版本是 3.0.0，讀者可以從 OpenCV 官
網上的最新版連結下載需要的套件。

安裝之前必須要先確定目前登入的使用者帳號擁有管理員權限，下載的檔案是個可執

行檔，只需要點擊兩下就會啟動安裝程序。安裝程式會將需要的檔案解壓縮到目錄當

中， 也可以自行選擇安裝的路徑，並在安裝結束後檢查該路徑下所安裝的檔案。

完成以上步驟之後，接著需要設定 OpenCV 環境變數並加入系統路徑才算完成安裝，
需要設定指向 OpenCV 函式庫建置目錄的環境變數。筆者在專案中使用以下的數值，
開啟命令列視窗輸入以下命令：

C:\> setx -m OPENCV_DIR D:\OpenCV\build\x64\vc11

本書假設讀者使用的是 64 位元主機，並安裝了 Visual Studio 2012 版
本，若讀者使用的是 Visual Studio 2010，請將以上命令中的 vc11 更
改為 vc10；命令中的路徑是安裝 OpenCV 的目錄，目錄下還會有另外
兩個子目錄 lib 與 bin；萬一讀者使用的是 Visual Studio 2015，就必
須從頭編譯 OpenCV。

接下來就將 bin 的完整路徑加到系統路徑當中，這麼做是為了要以動態連結函式庫
（DLLs）的方式使用 OpenCV 函式庫。基本上，所有 OpenCV 提供的演算法都儲存
在這個地方，作業系統只需要知道在執行應用程式時到這個位置載入函式庫就行了，

所以，作業系統需要知道正確的載入位置。而系統的 PATH 變數會包含所有可以尋找 
DLLs 的目錄，自然就必須將 OpenCV 函式庫的目錄加入這個變數當中。如果不這麼
做，另一種方式就是把需要的 DLLs 複製到與應用程式執行檔（.exe 檔案）相同的目
錄下，這是額外的負擔，尤其是需要處理多個不同專案的時候更是如此。

我們需要編輯 PATH 變數，加入適當的目錄。讀者可以使用 Path Editor 之類的工
具，下載位置是 https://patheditor2.codeplex.com。安裝完成之後，啟動程式，
加入新的項目（可以在路徑按下滑鼠右鍵加入新的項目）：

%OPENCV_DI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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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按下儲存將資料存到登錄檔，安裝完畢！

Mac OS X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在 Mac OS X 上安裝 OpenCV 步驟，OpenCV 並沒有提供預先建置
完成的 Mac OS X 版本執行檔，需要從頭開始編譯。開始之前得先安裝 CMake，要
是系統上沒有安裝 CMake，可以從 https://cmake.org/files/v3.3/cmake-3.3.2-
Darwin-x86_64.dmg 下載，這是個 DMG 檔案！下載後點開執行安裝程式就行了。

從 opencv.org 網站下載最新版本的 OepnCV，本書寫作時的最新版本是 3.0.0，可以
從 https://github.com/Itseez/opencv/archive/3.0.0.zip 下載。

將內容解壓縮到自定的目錄下，OpenCV 3.0.0 已經包含 opencv_contrib 的新套件，
包含使用者貢獻但尚未穩定的成果。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opencv_contrib 目錄下的部
分演算法不能夠免費作商業用途。另外，這個套件也不是必要安裝，即使沒有安裝 
opencv_contrib，OpenCV 仍然可以正常的運作，既然要安裝 OpenCV，就連這個套
件一起安裝，以方便後續的實驗（不用重複一次安裝步驟）。這個套件是學習與嘗試

新演算法的好方法，讀者可以從以下網址下載 https://github.com/Itseez/opencv_
contrib/archive/3.0.0.zip。

讀者可以將壓縮檔解壓縮到自己喜好的目錄下，為了方便可以解壓縮到相同的目錄，

如前所述，會在目前的目錄下建立 opencv-3.0.0 以及 opencv_contrib-3.0.0 兩個
子目錄。

接著就可以開始編譯 OpenCV。開啟終端機（terminal），切換到解壓縮 OpenCV 3.0.0 
的目錄下，執行以下的指令（請將目錄替換為實際的目錄）：

$ cd /full/path/to/opencv-3.0.0/
$ mkdir build
$ cd build
$ cmake -D CMAKE_BUILD_TYPE_RELEASE=RELEASE -D CMAKE_INSTALL_PREFIX=/
full/path/to/opencv-3.0.0/build -D INSTALL_C_EXAMPLES=ON -D BUILD_
EXAMPLES=ON -D OPENCV_EXTRA_MODULES_PATH=/full/path/to/opencv-
contrib-3.0.0/modules ../

接下來就可以安裝 OpenCV 3.0.0，切換到 /full/path/to/opencv-3.0.0/build 目
錄，從終端機執行以下命令：

$ make -j4
$make 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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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命令裡，-j4 旗標表示會使用四核心進行安裝，這是最快的方式！接下來就該設
定函式庫路徑（library path），在終端機透過 vi ~/.profile 命令開啟 ~/.profile 檔
案，加上以下內容：

export DYLD_LIBRARY_PATH=/full/path/to/opencv-3.0.0/build/lib:$DYLD_
LIBRARY_PATH

接著需要將 pkg-config 的 opencv.pc 檔案複製到 /usr/local/lib/pkgconfig 目錄
下，並更名為 opencv3.pc。如以一來，才不會與系統裡原有的 OpenCV 2.4.x 版本衝
突。執行的命令如下：

$ cp /full/path/to/opencv-3.0.0/build/lib/pkgconfig/opencv.pc /usr/local/
lib/pkgconfig/opencv3.pc

接著還需要更新 PKG_CONFIG_PATH 變數，開啟 ~/.profile 檔案，加上如下資料：

export PKG_CONFIG_PATH=/usr/local/lib/pkgconfig/:$PKG_CONFIG_PATH

執行以下命令重新載入 ~/.profile：

$ source ~/.profile

這樣就完成了！接著試看看能不能運作：

$ cd /full/path/to/opencv-3.0.0/samples/cpp
$ g++ -ggdb 'pkg-config --cflags --libs opencv3' opencv_version.cpp -o /
tmp/opencv_version && /tmp/opencv_version

若畫面出現 Welcome to OpenCV 3.0.0，就代表安裝成功。本書接下來會使用 CMake 
建立所有的 OpenCV 專案，下一章會更詳細的說明相關細節譯註 2。

Linux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在 Ubuntu 上安裝 OpenCV 的步驟，首先要安裝需要的相依性函式
庫。請從終端機執行以下命令，透過套件管理工具安裝譯註 3：

譯註 2 若讀者的系統已經有使用 Homebrew 或 MacPort 等套件管理工具，也可以直接安裝套件管理工具所提供
的版本。

譯註 3 最新版的 Ubuntu，因函式庫更新，需使用以下命令安裝更新版的函式庫：

 $ sudo apt-get -y install libopencv-dev build-essential cmake libdc1394-22 
libdc1394-22-dev libjpeg-dev libpng12-dev libtiff5-dev libjasper-dev libavcodec-
dev libavformat-dev libswscale-dev libxine2-dev libgstreamer0.10-dev libgstreamer-
plugins-base0.10-dev libv4l-dev libtbb-dev libqt4-dev libmp3lame-dev libopencore-
amrnb-dev libopencore-amrwb-dev libtheora-dev libvorbis-dev libxvidcore-dev x264 
v4l-ut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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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do apt-get -y install libopencv-dev build-essential cmake 
libdc1394-22 libdc1394-22-dev libjpeg-dev libpng12-dev libtiff4-dev 
libjasper-dev libavcodec-dev libavformat-dev libswscale-dev libxine-dev 
libgstreamer0.10-dev libgstreamer-plugins-base0.10-dev libv4l-dev libtbb-
dev libqt4-dev libmp3lame-dev libopencore-amrnb-dev libopencore-amrwb-dev 
libtheora-dev libvorbis-dev libxvidcore-dev x264 v4l-utils

安裝完相依的函式庫之後，接下來就可以下載、編譯與安裝 OpenCV：

$ wget "https://github.com/Itseez/opencv/archive/3.0.0.zip" -O opencv.zip
$ wget "https://github.com/Itseez/opencv_contrib/archive/3.0.0.zip" -O 
opencv_contrib.zip
$ unzip opencv.zip -d .
$ unzip opencv_contrib.zip -d .
$ cd opencv-3.0.0
$ mkdir build
$ cd build
$ cmake -D CMAKE_BUILD_TYPE=RELEASE -D CMAKE_INSTALL_PREFIX=/full/path/
to/opencv-3.0.0/build -D INSTALL_C_EXAMPLES=ON -D BUILD_EXAMPLES=ON -D 
OPENCV_EXTRA_MODULES_PATH=/full/path/to/opencv_contrib-3.0.0/modules ../
$ make -j4
$ sudo make install

接著複製 pkg-config 用的 opencv.pc 檔案到 /usr/local/lib/pkgconfig 目錄下，並
更名為 opencv3.pc：

$ cp /full/path/to/opencv-3.0.0/build/lib/pkgconfig/opencv.pc /usr/local/
lib/pkgconfig/opencv3.pc

大功告成！接著就可以從命令列編譯 OpenCV 程式。此外，要是系統原先就安裝了 
OpenCV 2.4.x 版本，也不會有任何衝突。試看看安裝結果能不能正常的運作：

$ cd /full/path/to/opencv-3.0.0/samples/cpp
$ g++ -ggdb `pkg-config --cflags --libs opencv3` opencv_version.cpp -o /
tmp/opencv_version && /tmp/opencv_version

要是可以看到畫面輸出 Welcome to OpenCV 3.0.0 就代表安裝成功。接下來的章節裡
會使用 CMake 建立 OpenCV 專案譯註 4。

譯註 4 若執行範例時出現  libopencv_core.so.3.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的錯誤，請在 
~/.profile 檔案中加入一行

 export LD_library_path=/full/path/to/opencv-3.0.0/lib:$LD_LIBRARY_PATH

 加入後執行

 $ source ~/.profile

 重新載入環境，再執行範例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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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章學到在常見作業系統上安裝 OpenCV 的方式，討論人類的視覺系統及人類處理視
覺資料的方法，也了解到機器很難做到相同的行為的原因，以及設計電腦視覺函式庫

時所需要考慮的因素。另外也學到了使用 OpenCV 能夠做到的事，以及需要使用的 
OpenCV 模組。

下一章將會討論操作影像的方法，會使用各種不同函式操作影像，也會介紹建置 
OpenCV 專案所使用的檔案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