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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人類活動辨識活動的研究中，使用慣性感測
器當作資料源是一項挑戰，若能在缺乏其他感測器
的資訊下也能成功辨識活動，則使用者的活動範圍
就不會被侷限在特定的環境中。在活動辨識中利用
慣性感測器來辨識低階的動作其準確度比較好，但
是考慮複雜活動辨識的研究數量較少，其辨識準確
度也不高。而在另一派學者辨識複雜活動使用模式
探勘的方法，其資料源會包含環境感測器等其他非
慣性感測器，並利用新興模式探勘方法找出一個分
段包含類似感測器讀值的不同活動。因觀察到此現
象，故本研究利用簡單活動來辨識複雜活動，並利
用頻繁模式結合新興模式探勘方法找出活動間具
區別度大的模式，減少模式的數量來降低查找模式
以及訓練分類模型的計算量。
關鍵字：人類活動辨識、頻繁模式、新興模式、機
器學習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of human activity recognition,
using inertial sensors as a data source is a challenge.
The user’s activity range will not be limited to a
specific environment if the activity can be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without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rom other
sensors. The accuracy of using inertial devices to
recognize low-level motion activities is well studied,
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considering the recognition of
complex activities and the accuracy is not good. Some
of the researcher use pattern mining methods to
recognize complex activities and the data source
includes environmental sensors and other non-inertial
sensors. They adopt emerging pattern mining method to
find different activities, which contain similar sensor
readings, in one segment. Due to the observation of the
phenomenon, we use simple activities to recognize
complex activities, and adopt frequent patterns
combined with emerging pattern mining methods to
find highly different patterns between activities.
Eventually, we reduce the amount of calculations for
finding patterns and training classification models by
using fewer number of patterns.
Keywords: Human activity recognition, frequent
pattern, emerging pattern, machine learning

1. 前言
近年來遍布式計算的發展，人們期望更便利的

生活環境，例如智慧家庭提供情境感知系統，能夠
自動收集環境中的情境資訊並推理出使用者可能
的需求。其中活動感知系統扮演重要的角色，主要
分為兩個部分：活動辨識與活動預測。活動辨識目
的為辨識使用者當前從事的活動，活動預測目的則
為預測使用者接下來可能的活動，而本研究屬於前
者。在人類活動辨識的研究中，使用慣性感測器作
為資料辨識活動被視為是一項挑戰，在缺乏其他感
測器資訊的情況下維持活動辨識的準確度是其目
標，目前在辨識移動或手勢等身體動作的低階活動
辨識研究，辨識結果能達到 90%以上的準確度，在
辨識高階的複雜活動中的研究卻不多，辨識的效果
也相較不佳。在使用模式探勘方法的人類活動辨識
中，許多研究考慮多種感測器當作資料源，利用新
興模式方法來找出在一個分段中可能出現具有類
似感測器讀值的活動，本研究利用身體動作透過模
式探勘的方法，使用模式探勘中的新興模式來找出
組成動作相似的活動之間區別度較大的模式，並以
此來當作特徵訓練分類器以辨識活動。

2. 背景知識與文獻探討
本研究領域為人類活動辨識，是智慧家庭研究
領域下的一個子領域，而本章節會介紹一些與本研
究有關的背景知識與相關文獻。

2.1. 情境感知系統
情境感知系統是智慧家庭中重要的一部分，是
透過從家庭自動化[1]取得環境和使用者中的各種
訊號，到提供使用者服務來滿足其需求的過程。透
過推理技術將取得到的情境資訊，轉換成使用者需
求，而這一過程稱為情境感知服務。[17]中將情境分
為內部與外部。活動感知系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研究領域，利用外部情境通過使用感知和推理來確
定使用者當前的內部活動情境，其中包括了活動辨
識以及活動預測兩個主要的子研究。活動辨識目的
是要透過所取得的低階資訊推理成高階的資訊，來
辨識使用者目前正在從事什麼樣的活動。許多研究
在非真實時間上辨識活動準確率已經很好[10]，而
感測器技術的蓬勃發展，帶動許多利用感測器讀值
在真實時間上辨識活動的研究。

2.2. 人類活動辨識
可以分為簡單活動和複雜活動，簡單活動代表
在給定時間內持續執行的活動，複雜活動則是由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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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簡單活動組成。複雜活動可以有兩種模式，分
別是並行以及交錯，並行活動是同時發生簡單活動
的集合，交錯活動是在簡單活動之間切換的集合。
人類活動識別可以視為典型的模式識別問題[20]，
從原始感測器輸入中學習有關人類的活動知識，我
們利用活動辨識鏈[2]來表示人類活動辨識的流程。

2.3. 活動辨識鏈

法，且在訓練階段降低了活動辨識的計算複雜度。
滑動視窗方法仍然需要做出許多決策，首先需要根
據情境資訊的適當性和將要識別的活動類型來確
定視窗大小，其次可能需要根據事件與當前情境資
訊的相關性在一個視窗內對事件進行加權。

2.5 辨識方法

取得前處理過的時序性資料後，就是要擷取並
選擇有用的特徵來建構辨識模型。基於慣性感測器
的活動辨識，常見的資料型態是串流的三軸加速器
和陀螺儀的讀值，根據取樣頻率會有連續且多筆的
值對應到一個活動標籤。會透過滑動視窗得到人類
身體最直接的資訊，再用機器學習模型進行分類。
在[15]中作者利用加速器訊號透過 L1 與 L2 距
離計算相似度來分類。[4]收集了不同真實環境下的
資料利用基於視覺和統計分析的方法，將特徵與活
動標籤進行比較並找出 6 個特徵，最後使用三種分
類器來進行分類。 [6]的研究中，透過手機中的加速
器和陀螺儀收集到的資料，經過 6 種不同的手工特
徵擷取後，比較了數種分類方法。在[9]的研究中，
比較了在用 21 種手工特徵擷取並運用數種分類器，
以及深度學習中的 ResNet[12]模型自動擷取特徵並
分類。表 1 整理了上述每個研究分類結果最好的方
2.4. 資料處理
法。
表 1. 使用慣性感測器之活動辨識研究
資料可能因為環境、通訊因素使其包含雜訊，
[15]
[4]
[6]
[9]
或者需要進一步處理為有用的訊號。資料若有缺失
慣性感測 慣性感測 慣性感測 慣性感測
或不平衡，也可以彌補缺失值或是重新取樣來克服
資料類型
器
器
器
器
[11]。對於感測器生成連續的串流資料，因為資料量
分段方法 滑動視窗 滑動視窗 滑動視窗 滑動視窗
與感測器的取樣頻率相比，所以一旦人類活動的持
續時間拉長，便會提高使用連續串流資料進行活動
特徵擷取
無
手工特徵 手工特徵 ResNet
分類的難度，且模型在訓練時難以從連續的資料中
多層感測
分類方法 相似度 決策樹
ResNet
檢索出重要和有用的訊息，因此需要將資料分段。
器
資料前處理：通常會由機器學習演算法或是推
活動 簡單 67%
86%
93%
96%
理方法來實現，但是未來智慧家庭環境會越來越複
準確
雜，裝置數量多，所收集到的資料會包含更多的雜
無
無
50%
無
度 複雜
訊，這些雜訊原因可能來自電池放電、感測器讀取
諸多研究顯示了利用慣性感測器讀值來辨識
數值失敗以及網路中訊息丟失。我們可以透過過濾
簡單動作的準確度可以高於 90%，至於複雜活動的
雜訊以留下真實資訊，再使用一些濾波器萃取出需
研究較少、成效較差，因此本研究將利用簡單活動
要的資料。
來辨識複雜活動。另外有一種複雜活動辨識的研究
資料分段：分段的資料會包含相關分類的活動
方式，名為模式探勘，目的是從大量資料集中擷取
訊息，在辨識流程中會需要將這些資料分段並映射
模式與知識，使用到機器學習、統計學、資料庫系
到活動標籤，若輸入特徵沒有區分性會造成分類器
統等領域方法。常用於人類活動辨識的方法有頻繁
不能產生有意義的分類結果。活動辨識中，將資料
模式探勘以及新興模式探勘，會在第三章進一步介
分段的動作被稱為活動分段，需要依賴預先定義的
紹。
活動知識，或是有先經足夠訓練的模型，主要方法
如表 2，在[13]中作者欲利用頻繁模式探勘方法
有事件分段和滑動視窗，本研究使用的方式為滑動
找出每個活動頻繁出現的模式，並且利用 Allen 的
視窗。滑動視窗是將感測器時間的序列按時間排序，
十三種時間關係來表示不同動做之間的時間關係，
並分為可能重疊的子序列。給定 n 個感測器事件S =
此方法能有效使模式之間的動作包含更多的關係
< e1 , ⋯ , en >的序列，事件視窗識別出一組 x 個的
資訊，但是在模式探勘的步驟與建立分類模型的計
視窗P =< S1 , … , Sx >，視窗大小為{w1 , … , wn }，使
算量也會大幅增加。而在[7]中，作者同樣使用了頻
得每個Si 是S的有序子序列。視窗集合 P 是有序、非
繁模式探勘的方法欲找出每個活動的頻繁模式，但
空以及可能重疊的，且Si 的總和會是S的父集合，因
是為了要解決在一個分段中可能出現的複雜活動，
此Si 可以表示為< 𝑒𝑖 , … , e𝑖+𝑤𝑖 >。使用滑動視窗的方
因而使用新興模式以利於區分使用類似感測器的
法是將每個Si 的最後一個或最近的一個感測器事件
活動。[21]利用感測器讀值序列，而[8]加上了手部
映射到活動標籤，滑動視窗感測器事件的順序給予
動作，同樣都使用了新興模式來找出一個分段或是
活動進行的資訊，因此有利於映射。由於視窗的有
視窗可能包含不同的活動。
序性，讓實時標記串流資料活動的標記成為有效方
在[7][21][8]中皆使用新興模式來篩選出活動
人類活動辨識流程會表示為活動辨識鏈，可被
分為監督式和非監督式兩種。監督式方法會將擷取
的特徵和對應標記作為輸入以訓練分類器，主要流
程為資料獲取、資料前處理、資料分段、資料提取、
及訓練與分類。要取得用於人類活動辨識資料的類
型主要有影像與音訊一派，以及感測器活動辨識一
派[14]，感測器可分為環境感測器與穿戴式感測器，
本研究使用的慣性感測器屬於穿戴式感測器的一
種，常見實物有加速器和陀螺儀。加速器可以監測
動態活動、讀出物體沿著某一軸的加速度值，有時
間和直角坐標的三軸加速度資訊，這些資料推斷出
的情境可以用於長期連續活動的監測及緊急情況，
比如跌倒辨識。陀螺儀則是將震動體加到感測器中，
以測量在一段時間內的角速度變化。

所包含差異度比較高的感測器資料，而本研究是透
過身體動作的序列來辨識活動，因為不同的活動可
能會包含類似動作，故選擇結合頻繁模式與新興模
式的方法來達到好的分類效果。
表 2. 使用 模式探勘之活動辨識研究
[13]
[7]
[21]
[8]
頻繁模式 頻繁模式
使用方法 +時間關 +新興模 新興模式 新興模式
係
式
感測器序 感測器序 動作與感
資料類型 動作序列
列
列
測器序列
分段方法 事件分段 事件分段 事件分段 滑動視窗
自訂支持 自定義特 自定義評 自定義評
特徵擷取
度
徵
分
分
增加模式 辨識含其 辨識並行 辨識並行
目的 中的關係 他活動分 和交錯的 和交錯的
資訊 段的活動 活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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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結合兩種不同的模式探勘方法來尋
找具有辨識度的特徵，本章會討論研究方法。一開
始先將原始資料處理成能夠擷取特徵並且訓練的
型態，在訓練階段使用模式探勘方法作為篩選特徵
的方法，並對訓練資料做特徵提取，再在測試階段
同樣做特徵提取當作新的測試資料來評估分類器。

3.1 資料處理
為找出每個活動的模式，在給定的動作序列下
需要將之區分為有序的完整活動，我們會利用資料
集中的動作類別標籤所得到活動邊界，將資料分段
成數個動作子序列，以及對應的活動類別當作標籤。
本小節介紹基於身體動作的活動辨識資料型態，完
整的串流活動紀錄會包括時間、事件以及所對應的
活動標籤，而本研究將事件視為一個動作。設 A 表
示包含了 m 個動作類別的集合，如公式(1)，L 表示
包含 n 個活動類別標籤的集合，如公式(2)，而一個
動作序列 S 包含數個有序動作αi 滿足αi ∈ A。
A = 𝛼1 , 𝛼2 , … , 𝛼𝑚
(1)
L = 𝑙1 , 𝑙2 , … , 𝑙𝑛
(2)
在模式探勘方法中的事件分段階段，需要將完
整的動作序列 S 區分為非空的動作子序列S1 , … , Sk，
當0 ≤ i, j ≤ k時，滿足Si ⋂ Sj = ∅，每個子序列分
別對應不同活動標籤。假設資料取樣頻率是 2hz，
則一段 10 秒鐘的動作序列 A 如公式(3)所示，序列
中 1,2,3 為三個不同的動作編號。原始的動作序列
可能會包含連續重複的動作，如果我們將其視為單
一的完整動作，並且記錄每個完整動作開始與結束
的時間，便可以將動作序列 A 簡化為公式(4)。若將
時間拉長到一個活動的時間長度，則可以得到一個
動作子序列A𝑖 以及對應的活動標籤Li ，而完整的活
動序列 S 則會包含 t 個動作子序列，如公式(5)，每
個子序列都會對應一個活動標籤。
A =< 1,1,1,2,2,2,2,1,1,1,1,3,3,3,3,3,1,1,1 > (3)
A =< 1,2,1,3,1 >
(4)
S =< (𝐴1 , 𝐿1 ), (𝐴2 , 𝐿2 ), … , (𝐴t , 𝐿t ) >
(5)
將資料分段成不同的活動後，我們將不同活動

的動作子序列分類成不同資料集，得到 n 個包含數
筆動作子序列的資料集。最後我們就可以透過模式
探勘找出相同活動的模式來做為活動的特徵，在分
類階段訓練分類器來辨識活動。接下來的兩個小節
會介紹本研究使用的模式探勘方法。

3.2 頻繁模式探勘
頻繁模式探勘是在給定大型資料集中分析與
搜索出最頻繁之相關模式的任務[5]，該概念最初是
為了挖掘交易資料集而出現，而本研究視每個項目
為動作，每筆交易視為動作子序列，將其應用在動
作資料集，找出某一活動中常見的模式當作特徵。
而頻繁模式定義為出現在資料集中的模式，其頻率
不小於使用者指定或系統自動定義的閾值。本節介
紹了頻繁模式探勘的基本概念，用於發現資料集中
項目集之間有趣的關聯和相關性。
支持度(support)：是模式探勘的一個度量方法，
它反映了所發現的模式出現的頻繁性。假設 I 是一
個包含 m 個項目的項目集，如公式(6)，D 是一組資
料集，其中包含的每一筆交易 T 是一個非空的項目
子集，滿足T ⊆ I。令 X 為一組項目，滿足X ⊂ I且
X ≠ ∅，則 X 在所有交易 T 中出現的總次數則稱為
絕對支持度，記作count 𝐷 (𝑋)，而 X 在 D 中的支持
度就是 X 在所有交易 T 中出現的機率總和，如公
式(7)，通常又稱其為相對支持度，記作supD (X)。
I = 𝐼1 , 𝐼2 , … , 𝐼𝑚
(6)
sup(X) =

𝑐𝑜𝑢𝑛𝑡𝐷 (𝑋)

(7)

|D|

假設有一資料集 TID 記錄著交易編號 T1 至 T4，
項目清單記錄每一筆交易所包含的項目集，則可以
計算出每組項目在這個資料集中的支持度，若有項
目 I1 出現在交易 T1、T2、T3 中，次數是 3 次，可
記為count TID (I1) = 3，佔總交易次數 4 次的比例
為 75%，就是項目 I1 的支持度，可記為
𝑠𝑢𝑝𝑇𝐼𝐷 (𝐼1) =

𝑐𝑜𝑢𝑛𝑡𝑇𝐼𝐷 (𝑇1)
|𝑇𝐼𝐷|

= 0.75。

頻繁模式：意旨在一個資料集內出現次數頻繁
的模式，模式可以是項目集、子序列或是子結構。
以數學化的角度來說，如果一個模式的支持度滿足
所設定的最小支持度閾值min_sup，則這個模式就
是頻繁模式，如公式(8)，這些閾值可以由使用者設
置。延續上一個小節的例子，如果最小支持度閾值
設為 50%，則 I1 就符合頻繁模式。頻繁模式探勘在
挖掘資料集之間的關聯、相關性和許多其他有趣的
關係中至關重要，它也有助於資料分類、聚類和其
他資料探勘任務。因此，頻繁模式探勘已成為重要
的資料探勘任務和研究的重點主題。
X is frequent ⇔ sup(X) ≥ min _ sup
(8)
K-項目集：有數個項目的集合稱為項目集，一
組包含牛奶、麵包的項目可以稱為 2-項目集，判斷
k-項目集為頻繁項目集的方式與上一小節無異，只
不過要同時考慮 k 個項目同時存在於一筆交易的頻
率，頻繁的 k-項目集通常表示為L𝑘。以這種方式可
以找到資料集中所有 k-項目的頻繁模式，但是如公
式(6)所示，若資料集中的項目集包含 m 個項目，則
計算所有 k-項目集的支持度所需要的次數如公式

(9)。若 m 越大，計算量會呈 2 的指數倍數成長。因
此在下一小節會介紹一個資料探勘領域中經典的
演算法 Apriori 來解決這個問題。
m
C1m + C2m + ⋯ + Cm
= 2m − 1
(9)
Apriori 演算法:是 R.Agrawal 和 R.Srikant 提出
的一種演算法，用於關聯規則挖掘頻繁項目集，採
用逐級搜索的迭代方法，使用(k-1)-項目集探索 k-項
目集。先掃描資料集得到每個項目的數量，然後收
集滿足最小支持閾值的項目，找到一組頻繁的 1-項
目集，記為L1 ，接下來利用 L1 找出頻繁的 2-項目
集，記為L2，依此類推直到找不到更多的 k-項目集，
而找出每個Lk 需要對資料集進行一次完整的掃描。
Apriori 有一個重要的特性：一個非空頻繁集合，
其子集合必定也為頻繁。根據這個特性可以反向推
斷出：若有一個集合為非頻繁，則它的所有超集合
都為非頻繁。根據公式(6)(7)，若有一個項目集 X 不
滿足最小支持度閾值，就算將一個項目 B 加到項目
集 X 中產生新的項目集，X ⋃ B在資料集中發生的
頻率也無法更高。這一個特殊的特性稱為反單調性
(anti-monotone)，其意義是若一個集合無法通過一
個測驗，則所有它的超集合也必定無法通過。
表 3. Apriori 演算法虛擬碼
Algorithm: Find frequent itemsets using an iterative
level-wise approach based on candidate generation.
Input: D, a database of transactions;
min_sup, the minimum support count threshold.
Output: L, frequent itemsets in D.
Method:
(1) L1 = find_frequent_1-itemsets(D);
(2) for(k=2; Lk−1 ≠∅; k++) do
(3)
Ck = apriori_gen(𝐿𝑘−1 );
(4)
for all transaction t in D do
(5)
𝐶𝑡 = subset(𝐶𝑘 , t);
(6)
for all candidate c ∈ Ct do
(7)
c.count++;
(8)
end
(9)
𝐿𝑘 = {c ∈ Ck | c.count ≥ min_sup}
(10) end
(11) return L

3.3 新興模式探勘
新興模式可以捕獲資料集之間的重大變化和
差異。不同活動之中可能包含相似的動作，在查找
頻繁模式時可能受到混淆，我們使用新興模式找出
活動之間更具有區別度的模式來解決此問題。根據
3.2.1 小節介紹的支持度，新興模式定義為支持度從
一個資料集𝐷1 到另一個資料集𝐷2 顯著增加的項目
集，或者不同的類別之間的有用對比。
增長率(growth rate)：在[16]中定義了增長率來
找出符合條件的新興模式，假設 I 是一個包含 m 個
項目的項目集，如公式(5)，𝐷是一組資料集，其中
包含的每筆交易 T 是一個非空的項目子集，滿足
T ⊆ I。欲找出𝐷1 與𝐷2 中的新興模式，將supD1 (X)
用sup1 (X)表示，項目集 X 從𝐷1 到𝐷2 的增長率記
作GrowthRate(X)，其定義如公式(10)，假設給定一
個 增 長 率 的 閾 值 𝑝 ， 滿 足 p>1 ， 如 果
GrowthRate(X) ≥ p，則我們稱𝑋是從𝐷1 到𝐷2 的𝑝-

新興模式。
𝑠𝑢𝑝1 (𝑋) = 0 𝑎𝑛𝑑 𝑠𝑢𝑝2 (𝑋) = 0, 𝐺𝑟𝑜𝑤𝑡ℎ𝑅𝑎𝑡𝑒(𝑋) = 0
𝑠𝑢𝑝
1 (𝑋) = 0 𝑎𝑛𝑑 𝑠𝑢𝑝2 (𝑋) ≠ 0, 𝐺𝑟𝑜𝑤𝑡ℎ𝑅𝑎𝑡𝑒(𝑋) = ∞
{
𝑜𝑡ℎ𝑒𝑟𝑤𝑖𝑠𝑒, 𝐺𝑟𝑜𝑤𝑡ℎ𝑅𝑎𝑡𝑒(𝑋) =

𝑠𝑢𝑝2 (𝑋)
𝑠𝑢𝑝1 (𝑋)

(10)
dpower：我們希望能夠找出一個活動類別對於
所有其他的活動類別差異度最大的模式，因此參考
[]提出的另一種新興模式的評估方法，利用 dpower
來找出新興模式，其定義如公式 (11)，在一個資料
集 D 中，在類別a i 中項目集 X 出現的次數與每個類
別中項目集 X 出現次數的比例，乘以在非類別a i 中
非項目集 X 出現的次數與每個類別中非項目集 X
出現次數的比例。設定最小 dpower 閾值，記作
min_power ， 如 果 模 式 具 有 高 於 min_power 的
dpower 值，則將其視為新興模式，而當項目集 X 在
單一類別中具有較高的支持度，在其餘類別中具有
較低的支持度時，則 X 是擁有較高 dpower 的模式，
而此模式可以高度代表該活動類別。利用頻繁模式
與新興模式探勘找出具有區別度的模式後，我們將
其當作分類器的特徵變數，將資料對這些特徵作特
徵值評估，所得到的特徵向量用以訓練分類器。
dpower(X, a i ) =

countD (X,ai )
countD(X)

⋅

(|D|−countD (X))−(countD(ai )−countD (X,ai ))
(|D|−countD (X))

(11)

3.4 建模與辨識方法
特徵值評估：本研究使用模式探勘的方法獲取
所有活動類別中的模式當作特徵變數，我們將每筆
分段後的活動資料對這些特徵變數進行評估，評估
的方法為計算每個特徵在每筆活動資料中所出現
的比例。假設有一筆活動資料 A，若要計算特徵變
數 X 的特徵值，我們計算 X 在活動資料 A 中出現
的次數count A (X)，並除以活動總次數如公式 (12)。
將每個特徵都以此計算，最後能得到一組特徵向量，
以及對應的活動標籤，我們將之視為一組新的訓練
資料，用以訓練分類器。
est(X) =

countA (X)
|A|

(12)

近鄰演算法(k-Nearest Neighbor, KNN) [3]：是
採用向量空間模型來分類，其概念為透過計算一資
料點與其他資料的相似度從高至低排序，選擇前 n
個相似度高的資料，並透過投票機制來決定該資料
的類別。相似度的計算有很多種，當輸入資料特徵
為連續變數時常使用歐式距離作為距離度量，本研
究會使用 n 維的歐氏距離當作相似度的測量方法，
n 是特徵向量的維度，若在實驗中取最相似的前三
個樣本點投票選出預測結果，則 k 等於 3。近鄰演
算法的優點是適合多分類問題，在低維的分類效果
很好。缺點則是當維度增大時，因為要遍歷整個資
料，會導致計算量龐大，再來是資料類別數量不平
衡時效果比較差。
支援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18]：

假設有兩個類別集合要分類，找出一個決策邊界能
夠將這兩類集合分開，並且希望這個決策邊界距離
兩個類別集合的邊界越遠越好，減少分類器的泛化
誤差。基本的支援向量機是一個二元分類器，若要
分類多類別的任務時，會訓練一個分類器將一類別
與其他類別分開作一對多的分類器，所以當有 n 類
別需要分類時就訓練 n 個一對多的 SVM 來分辨，
另外會使用徑向核函數(radial basis function kernel)，
將特徵向量映射到高維使其線性可分。支援向量機
在解決非線性及高維分類問題時效果好，泛化能力
較強。缺點是在樣本數多的時候效率不高，且對缺
失資料較敏感。
貝氏分類器(Naïve Bayes Classifier, NB) [19]：
是機率模型分類器的一種，主要基於貝氏定理的監
督式學習演算法，其認定所有樣本之中的每個特徵
都不相關。假設一個條件機率模型有一獨立的類別
變數 C 包含若干個類別，條件相依於其包含的特徵
變數F1 , F2 , … , Fn，如公式 (13)，分母因為是給定的
特徵變數，所以看作是常數，當特徵維度數量 n 很
大的時候會不利計算。根據單純貝氏分類器假定的
條件，每個維度的特徵變數都獨立於其他特徵變數，
也就是任兩個特徵變數Fi , Fj 是條件獨立的，因此我
們能將每類資料的機率密度函數簡化成此類別在
每一維特徵的機率密度函數乘積，如公式(14)，算出
一個類別在每一維度的特徵對應的機率密度函數，
再將同類別的每個機率密度函數相乘，得到這一類
別的機率密度函數。推導出貝氏機率模型後，可以
根據規定決策規則來訓練分類器，其中最大後驗機
率是一個常見的決策規則，以此對應的分類如公式
(15)。單純貝氏分類器在小規模的資料集中效果表
現良好，不需要太多資料也能夠利用先驗知識分類，
缺點是因為將每個維度的特徵變數視為相互獨立，
若特徵之間相依性高則可能降低分類器的準確度。
p(C|F1 , … , Fn ) =

p(C)p(F1 , … , Fn |C)
∝
p(F1 , … , Fn )

p(C)p(F1 , … , Fn |C) … ∝ p(C)p(F1 |C)p(F2 |C, F1 ) …
p(Fn |C, F1 , F2 , … , Fn−1 )
p(C|F1 , … , Fn ) ∝

p(C) ∏𝑛𝑖=1 𝑝(𝐹𝑖 |𝐶)

(13)
(14)

classify(f1 , … , fn ) =
arg c max p(C = c) ∏ni=1 𝑝(𝐹𝑖 = 𝑓𝑖 |𝐶 = 𝑐)

(15)

標籤，本研究使用資料集中的身體動作與複雜活動
類別，每秒會有 32 筆感測器讀值與對應不同級別
的活動標籤，實驗將身體動作標籤與對應的活動標
籤當作輸入，並對其進行序列修剪以及資料分段，
再將資料分割成訓練集和測試集，訓練時使用模式
探勘篩選特徵變數，將得到特徵向量與對應活動標
籤當作新的輸入給分類器訓練，測試時同樣利用訓
練階段篩選的特徵變數做特徵提取，所得到特徵向
量與對應活動標當作新的測試資料來評估分類器，
詳細的實驗流程會在 4.2 小節說明。

圖 1. 系統架構圖
本實驗使用 UCI 機器學習資料庫中為研究人
類活動辨識所提供的 Opportunity 資料集，資料集中
包括 4 位受測人員模擬使用者的紀錄，每位使用者
執行 5 輪實驗，實驗內容為模擬日常進行一系列固
定活動，本研究以左手、右手以及移動等 30 個動作
類別，如表 4 來辨識 5 個活動類別，其中個別的流
程如下：休息：躺在躺椅上，起身，躺回躺椅；早
起：移動到房間，檢查所有在抽屜跟架子的物體都
放在對的位子，移動到室外沿著建築物散步；喝咖
啡：用咖啡機準備有加糖跟牛奶的咖啡，喝咖啡；
吃三明治：使用切麵包機、幾種刀子和盤子，準備
水與包含麵包、起司和火腿的三明治，吃三明治；
清理：將使用後的物體歸位或是放入洗碗機中，並
清理桌面。每個活動會有 20 筆動作子序列，實驗會
將資料以每輪模擬日常分為 5 等份作交叉驗證。
表 4. 30 種動作類別
Locomotion
Left_Arm
Right_Arm
stand
unlock clean unlock clean
walk
stir
bite
stir
bite
sit
lock
cut
lock
cut
lie
close
spread
close
spread
reach release reach release
open
move
open
move
sip
sip

4 實作與驗證

4.2 實驗與討論

本章節總共會進行三個實驗，第一個實驗會觀
察使用頻繁模式來辨識活動是否有幫助，並比較在
不同支持度閾值下的分類準確度。第二個實驗會比
較頻繁模式與加上新興模式對於分類結果的差異，
並比較在不同 dpower 閾值下的分類準確度，第三
個實驗是比較 kNN、SVM、NB 三個分類器使用頻
繁模式加新興模式方法的分類準確度，並在最後一
小節與其他研究討論實驗結果與研究結論。

我們會先將原始資料以 3.1 小節提到的方法簡
化動作序列，接著根據資料集中標籤得到活動的
邊界，將每筆動作序列依照活動分段為動作子序
列，將不同活動的動作子序列分類成不同活動
集，接下來將活動集資料的 80%當作訓練集，其
餘則當作測試集，結束資料處理的步驟。在訓練
階段我們以模式探勘作為篩選特徵的方法，利用
模式探勘方法篩選出訓練資料中活動的模式當作
特徵變數，接著以每個模式在一筆訓練資料中動
作的次數計算特徵值作為特徵擷取方法，得到的
特徵向量與對應到一個活動標籤當作新的訓練資
料，以此資料來訓練分類器。在測試階段，以每

4.1 系統架構與資料集
圖 1 是系統架構流程圖，系統輸入連續的動作

個模式在一筆測試資料中動作的次數計算特徵
值，得到的特徵向量與對應到一個活動標籤當作
新的測試資料，輸入到分類器評估分類的結果，
本研究會使用 python 的 scikit-learn 套件實作分類
器。因為本研究是一個多分類的問題，總共五個
類別，準確度為輸出的預測類別等於實際類別的
次數，除以總分類次數，如公式(16)，m 為樣本
數，f(xi )為預測的類別，yi 為真實類別。
Acc:

∑m
i=1 f(xi )=yi
m

(16)

實驗 1：頻繁模式
本實驗目的是要觀察篩選出活動中常出現的
動作當作特徵是否對於辨識活動有幫助，故使用所
有的動作與頻繁模式中的動作當作特徵變數。本實
驗考慮模式中有一個(1-pattern)或兩個(2-pattern)動
作，並且比較在不同的支持度閾值的頻繁模式來觀
察辨識結果，而分類器選擇 kNN (k=3)。
表 5. 在不同支持度閾值之 1、2-pattern 準確度
min_sup
1-pattern
2-pattern
0.1
0.858
0.825
0.2
0.858
0.825
0.3
0.858
0.842
0.4
0.858
0.842
0.5
0.858
0.85
0.6
0.858
0.85
0.7
0.858
0.817
0.8
0.858
0.817
從表 5 顯示，不同支持度閾值在 1-pattern 的準
確度都一樣，推測是因為其模式的數量差異不大，
而表 6 顯示，只有在閾值等於 0.8 時多篩選掉 1~2
個模式。而在 2-pattern 時可以觀察出閾值越大或是
越小都會降低準確度，可能原因是閾值越大會篩選
掉過多的模式，而閾值越小則會沒有頻繁模式的篩
選效果，與支持度本身的特性相符合，所以在本實
驗觀察到當閾值在 0.5 至 0.6 左右時的篩選結果是
最好的，這閾值下的頻繁模式代表出現在同類別活
動中至少一半以上。
表 6. 不同支持度閾值的 1-pattern 頻繁模式數量
1
2
3
4
5
0.1
26
26
26
26
26
0.5
23
23
23
23
23
0.8
23
22
20
21
21
圖 2 顯示，在支持度閾值等於 0.5 時，每個活
動對頻繁模式之支持度，可以觀察出同一個頻繁模
式可能會同時屬於複數活動，如圖 3，不同活動之
頻繁模式相似度顯示出活動之間組成的相似度，其
中可以看出休息相對於其他活動的動作組成相似
度較低，而喝咖啡與吃三明治兩個活動的相似度最
高。圖 2 編號 12 同屬於喝咖啡與吃三明治的頻繁
模式，因為一個活動是喝咖啡，一個是喝水，但是
編號 9 只屬於喝咖啡的頻繁模式。此觀察結果顯示
相似的活動之中還是有區別度高的動作模式，因此
在實驗 2 透過新興模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圖 2. 各活動對頻繁模式之 1-pattern 支持度

圖 3. 不同活動之頻繁模式相似度

實驗 2：結合頻繁模式與新興模式
根據實驗 1 的結果，使用頻繁模式能夠篩選掉
在一個活動中出現次數不多的動作，並且支持度閾
值在 0.5~0.6 左右的效果最好，然而不同的活動可
能會有相同的頻繁模式，因此在本實驗目的是為了
解決此問題。我們利用新興模式來篩選出活動之間
區別度更大的模式當作特徵變數。本實驗考慮模式
中有一個(1-pattern)或兩個(2-pattern)動作，根據實
驗 1，支持度閾值選擇 0.5，並且比較在不同的
dpower 閾值下的新興模式對於辨識結果的影響，分
類器同樣選擇 kNN (k=3)。
表 7. 不同 min_dpower 之 1、2-pattern 準確度
min_dpower
1-pattern
2-pattern
0.1
0.858
0.85
0.2
0.883
0.85
0.3
0.892
0.858
0.4
0.958
0.858
0.5
0.983
0.867
0.6
0.983
0.867
0.7
0.983
0.867
0.8
0.983
0.867
表 7 顯示，不同 dpower 閾值在 1-pattern 與 2pattern 的準確度都呈現閾值越高，結果的準確度
也越高，當閾值在 0.5 以上時準確度都一樣且最
高。如表 8 所示，當 dpower 閾值為 0.1 時沒有篩
選掉任何頻繁模式；0.5 時篩選掉 14~15 個頻繁模
式；0.8 時又多篩選掉 1~2 個頻繁模式。閾值越小
則會沒有新興模式的篩選效果，而越大則篩選出
的新興模式在該活動出現的頻率比其他活動高。
表 8. 不同 dpower 閾值的 1-pattern 新興模式數量
1
2
3
4
5
0.1
23
23
23
23
23
0.5
9
9
8
8
9
0.8
7
7
7
7
7
圖 4 顯示在支持度閾值等於 0.5、dpower 閾值
等於 0.5 時，每個活動對新興模式之 dpower 值，可
以觀察出同一個新興模式只屬於一個活動，如圖 5
顯示出活動之間組成的相似度，活動彼此之間的模

式相似度為 0。進一步觀察可以看到實驗 1 討論的
右手攪拌的動作只屬於喝咖啡的新興模式，此外圖
4 可以看出最能夠代表每個活動的模式，例如編號
0，只有在休息的活動會有此動作。觀察結果顯示利
用新興模式確實可以找出各活動差異度大的模式，
解決相似的活動之間有相同模式的問題，而 dpower
閾值越大能夠篩選掉更多的模式，剩下來的新興模
式則代表著比其他活動更高的出現頻率比例。

效果，所以準確度會差比較多。

圖 6. coffee time 在 2-pattern 的新興模式

4.3. 總結

圖 4. 各活動對新興模式之 1-pattern 的 dpower

圖 5. 不同活動之新興模式相似度

實驗 3：不同分類器比較
實驗 2 的結果證實了使用新興模式能夠篩選掉
重複屬於不同活動的模式，接下來要觀察新興模式
在不同的分類器下是否有相同的效果。以實驗 2 設
置的條件，kNN (k=3)、SVM 與 NB 三種分類器使
用頻繁模式與搭配新興模式兩種方法作比較。
表 9. 頻繁模式與新興模式於三種分類器之準確度
頻繁模式
頻繁+新興模式
分類
1212器
pattern
pattern pattern pattern
kNN
0.858
0.85
0.983
0.867
SVM
0.842
0.825
0.883
0.842
NB
0.95
0.858
0.925
0.858
實驗結果如表 9，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出，不管
是頻繁模式還是加上新興模式的方法，1-pattern 的
準確度都大於 2-pattern，其原因可能是實驗沒有考
慮動作之間的時間關係。在支持度閾值為 0.5、
dpower 閾值為 0.5 時，coffee time 活動類別考慮 1pattern 的新興模式只有 right_stir，而 2-pattern 時的
新興模式如圖 6，可以看到所有 2-pattern 的新興模
式都是 right_stir 與其他動作的組合，在計算特徵值
時每個特徵變數會因為都有 right_stir，反而是依賴
另一個動作的特徵值來辨識，但另一個動作不具有
區別度，造成 2-pattern 的辨識效果不好。再來是頻
繁模式加新興模式的準確度一直都大於只使用頻
繁模式，代表使用新興模式所篩選的模式當作特徵
變數確實能夠提升辨識準確度。最後是討論不同分
類器之間的差異，可以看到 1-pattern 且分類器為
kNN 時，使用頻繁模式加新興模式的數量不多，其
準確度是最高的，因為 kNN 在低維的分類效果很
好。而 SVM 相較於其他兩個分類器在 1-pattern 和
2-pattern 表現都較差，推測可能是 SVM 需要更多
的特徵才能發揮它的分類效果。最後 NB 在 1-pattern
與 2-pattern 的準確度比起其他兩個分類器有著更大
的差異，其原因可能是 NB 假設每個特徵變數都是
獨立的，而 2-pattern 時每個變數之間存在相依性，
與 NB 假設的前提不相符合，也就不能發揮其分類

結合頻繁模式與新興模式的方法對於辨識的
準確度有顯著的提升，本研究以支持度閾值 0.5、
dpower 閾值 0.5 的辨識結果，與[13]的研究結果比
較準確度，如表 10。當考慮 1-pattern 時，在三種不
同的分類器下的準確度均比較高，而考慮 2-pattern
時的準確度則都比較低，其中本研究最好的準確度
是在 1-pattern 下使用 kNN，而[13]則是在{1,2}pattern 下使用 NB。在[13]中使用 Allen 的時間關係
將每個動作又分解成不同時間關係的組成，增加了
模式的數量以及模式中的時間資訊，但是在找
(k+1)-pattern 時所需要的時間複雜度也會大幅增加，
而本研究提出的方法則透過篩選模式來提高辨識
準確度，所採用的模式數量更少。
表 10. 與其他研究之比較
頻繁模式+時間關係 頻繁+新興模式
分類
1212器
pattern
pattern
pattern pattern
kNN
0.885
0.905
0.983
0.867
SVM
0.875
0.94
0.883
0.842
NB
0.865
0.98
0.925
0.858
在實驗中可以看出使用頻繁模式結合新興模
式能篩選出與其他活動差異度更大的模式，在實驗
1 與實驗 2 中我們分別觀察出支持度的閾值太高或
太低篩選效果都不好，而 dpower 的閾值則是越高
越好，但是高到一定程度後就沒有差異。我們還考
慮了一個模式中有不同數量動作，並且使用三種不
同的分類器來驗證，而實驗結果顯示結合這兩個模
式探勘方法都比使用頻繁模式要有更高的準確度。
本研究中 1-pattern 使用 kNN 結合兩種模式的分類
效果最好，與其他論文比較可以看到我們使用更少
的模式數量達到更好的辨識結果。在 2-pattern 的辨
識結果效果比較差，可能是模式中的動作間關聯性
不大。而其他論文使用 Allen 的 13 種時間關係來表
示動作之間的關聯，增加每個模式所擁有的資訊量
並擴展特徵維度，但也因此大幅度增加了包括找出
頻繁模式以及訓練分類器的計算量。本研究結合兩
個模式的方法，能夠找出同一活動頻繁出現的模式，
以及判別包含相同模式的相似活動。若不同使用者
執行活動差異非常大，或是活動之間相似度越大，
則需要減低閾值避免篩選過程中過濾掉過多的模
式，但也可能因此影響其他活動的篩選結果。
5

結論與未來展望

基於慣性感測器的人類活動辨識研究中，因大
部分著重在簡單動作與身體移動的辨識上，而在複
雜活動的辨識上的研究較少，其結果也相對較差，

故本研究利用身體動作當作資料來辨識高階的活
動。本研究以模式探勘做為篩選特徵的方法，先將
原始資料分段成代表不同活動的動作子序列，再利
用兩個模式探勘方法篩選出的模式當作特徵變數，
以每個模式在一個活動的次數做為特徵值評估方
法，得到的特徵向量對應到一個活動標籤，以此資
料來訓練分類器。在實驗中比較了使用頻繁模式以
及結合新興模式的方法作為特徵篩選，討論在不同
支持度與 dpower 閾值的條件下，考慮模式中包含
不同數量的動作，在三個分類器下對於辨識活動準
確度的影響。觀察模式的篩選可以看出，只使用頻
繁模式所篩選出來的模式，可能是同時屬於不同活
動的頻繁模式，而新興模式則具有活動類別之間的
獨立性，實驗結果顯示使用頻繁模式加新興模式做
為特徵變數比起只使用頻繁模式在不同分類器下
都有更好的分類結果。再與其他研究相比，本研究
使用了更少的模式當作特徵，並利用 kNN 當作分類
器達到 98%的辨識準確度。
本研究在一個模式中有兩個以上的動作時雖
然準確度有提高，效果卻不及一個動作的模式，在
未來可嘗試增加動作之間的關聯性如時間關係，將
模式的組成細分，再利用模式篩選出有區別度的模
式，另外本研究的特徵值評估方法為計算每個動作
的出現次數，也可考慮其他因素來改善評估方法。
在辨識階段，本研究的分段是將動作序列根據已知
的邊界直接分為不同的動作子序列，未來可研究如
何針對動作序列找出活動的邊界。另外可加入其他
有身體動作與高級別活動的資料集驗證本實驗提
出的方法，並且結合慣性感測器讀值辨識動作，與
利用動作序列辨識高階活動的兩層架構來辨識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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