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特徵辨識：
語音＆步態當紅
■文：任苙萍

除了與生俱來的生理特徵，

稱人聲包含一百多種語音特徵，可

地區仍可使用語音交互功能。汽車

越來越多應用試圖從行為著手辨

確保呼叫者是本尊，進一步保護

生物辨識改變了駕駛體驗、車輛安

識，以語音 (Voice) 和步態 (Gait)

銀行客戶免受詐騙集團的侵害。

全性和舒適性，是根據個人需求對

最夯。Research and Markets 預

Nuance 語音生物辨識技術和安全

車輛進行個性化設置的有效解決方

測，今年全球語音辨識市值將達到

套件已使全球超過 4 億的消費者、

案；與可辨識駕駛員臉部的內部攝

9.84 億美元，受惠於對 BFSI( 銀

每年成功進行超過 80 億次成功認

影機連接，可根據資料庫中的檔案

行、金融服務、保險 ) 垂直市場的

證，杜絕超過 10 億美元的客戶資

訊息自動比對並調整座椅、鏡子位

強大詐欺檢測需求不斷增長，2024

金落入歹徒手中。

置、溫度、導航和其他參數。自然

年產值將達 28.45 億美元，期間年

印度首款互聯網汽車——MG

複合成長率 (CAGR) 為 23.7%，訪

Hector 亦採用 Nuance 語音辨識，

問控制和身份驗證是應用大宗，亞

允許駕駛員使用簡單的聲音命令調

指紋、虹膜掃描和語音等生

太地區是未來五年進展最快者。歐

節空調、車窗和其他汽車系統。該

物辨識之所以受到車商及消費者青

盟 PSD2 法規要求 2/3 的認證因素

平台兼採嵌入式邊緣和雲端內容，

睞，是因為它們不像傳統密碼那麼

須用於一定金額之金融交易的強客

以確保在無線覆蓋範圍較差的偏遠

容易受駭客攻擊，且處理請求的回

語言理解和生成允許駕駛員可自然
地與擬人化 MG Hector 互動。

戶認證，亦有推波助瀾之效；有廠
商力薦語音辨識非常適合這種多因

圖 1：「語音辨識」是 MG Hector 主要賣點之一，可用語音命令訪問多個車內功能，如：
關閉或打開天窗、控制空調和導航等，甚至可理解印度當地濃厚口音

素身份驗證。

語音現聲金融＆汽車
西 班 牙 桑 坦 德 銀 行
(Santander) 即 採 用 紐 安 斯 通 訊
(Nuance Communications) 防詐欺
生物辨識技術，以語音 ID 實現驗
證客戶來電——事先邀請客戶註冊
並要求在初始註冊過程中多次重複
短語，以創建獨特的「聲紋」。當
客戶來電，會被要求再次說出先前
存檔的短語以供驗證。Nuance 宣

資料來源：https://auto.ndtv.com/mg-cars/h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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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速度更快、追蹤未授權訪問也相

螺儀和壓力等運動感測器 (Motion

步態數據，並在檢測到異常時寄發

對容易，更適合訪問控制、自動報

Sensor) 來檢測和記錄步態，亦可

電子郵件通知。美國生物辨識技術

警和防盜保護等，亦便於保險公司

檢測打字模式是否異常？在一定時

公司 UnifyID 亦是運動感測器採

追蹤記錄及即時監控；有些原始設

間內完成的步數？中國大陸新創公

用者，將收集到的數據點和步數大

備製造商 (OEM) 和保險公司正在

司銀河水滴科技 (Watrix) 即是借助

約分成 50,000 種不同類型，當打

申請專利。不過，由於安裝成本仍

電腦視覺對手臂運動角度、腳部角

字或點擊觸控螢幕時，人們的手指

高，目前僅限於高階車種搭載；另

度和身體輪廓等做特徵分析，可辨

壓力、位置數據以及其他細節皆會

一個挑戰是：系統恐「過於死忠」，

識遠在 50 公尺以外之人，已在北

一一收錄其中。

導致家人、朋友無法在緊急情況下

京、上海和重慶展開測試；新推出

接管駕駛。此外，因中國大陸監控

2.0 版本可支援大城市部署即時識

系統升級而聲名大噪的步態辨識，

別，準確率達 96%。

亦是最新研究焦點。

這項技術也可用來預測、迅
速應對跌倒，或供診斷神經問題、

步態進駐監控＆醫療

物理治療和運動訓練之用。近期南

步態辨識有三種方法：1. 機

非比勒陀利亞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

器視覺 (Machine Vision)：使用相

則利用智慧手機既有硬體元件，合

機獲取數據，再以圖像處理技術對

作開發基於感測器的穿戴式步態辨

其進行分析；2. 地板感測器：以地

識系統；藉由動態時間規整 (DTW)

墊測量與步伐關聯的力道和速度；

演算法和前饋神經網路 (FFNN) 不

3. 穿戴感測器：利用加速度計、陀

斷分析手機內置加速度計收集的

隱 私 爭 端 起，BIPA、
GDPR 為範本
生物辨識因其啟發性和不可
改變性，應用有呈現指數級成長之
姿、影響力與日俱增，但隱私爭議
也 伴 隨 而 來。 近 日， 生 物 辨 識 學
會 (Biometrics Institute) 推出更新
版的隱私指南，即將歐盟《通用資
料保護法規》(GDPR) 和人工智慧
(AI) 納入考量；例如，自助登機的

圖 2：人們在肌力、肌腱和骨骼長度、骨骼密度、視覺的靈敏程度、協調能力、經歷、體重、重心、肌肉或骨骼受損的程度、生理條件以
及個人走路風格都存在細微差異，在智慧視頻監控領域，步態辨識比一般圖像更具優勢

資料來源：http://www.watrix.ai/portfolio-item/gait-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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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英國稅務海關總署 (HMRC) 因違反 GDPR 第一條原則而遭主管機關勒令執行

的 500 萬個來電聲紋語音 ID 數據，
這是 ICO 對生物辨識的首次執法
行動。
臉部辨識所引發的爭議尤其
大，因為它不像指紋或 DNA 具有
針對性，可能包含無辜人群的大量
記錄，恐增加隱私侵權或其他不當
行為的可能。這些數據若事涉律法
判決，更多了公正性考量；最近澳
洲剛爆發有員工不同意企業收集生
物識別數據而遭到解雇命運的事
件。事實上早在 2008 年，伊利諾
伊州即頒佈《生物識別資訊隱私法
案》(BIPA)，以規範私人組織如何
收集、使用和儲存生物識別數據，

資料來源：https://www.i-scoop.eu/gdpr/gdpr-personal-data-processing-principles/

不僅要求收集生物數據須事先獲得
當事人同意，且允許個人針對濫用

生物辨識數據須在 48 小時內刪除。

通知，要求處理違反 GDPR 第一

數據的個別組織提出損害賠償，而

近日英國資訊專員辦公室 (ICO) 即

個數據保護原則——要求以公平、

英國政府亦正考慮監管生物辨識技

向稅務海關總署 (HMRC) 發出執行

合法和透明方式進行，所非法收錄

術的措施選項。

Imagination 宣佈提供光線追蹤技術授權
Imagination Technologies 宣佈，即日起提供 PowerVR 光線追蹤 (Ray Tracing) 技術授權，可使利用光學建模
技術的先進真實影像渲染功能被整合到繪圖處理器 (GPU) 中，並用於行動、汽車、伺服器和其他市場。該項技術是
PowerVR 持續發展的 GPU 藍圖的一部分，以提供最佳的功率、效能和面積 (PPA) 解決方案。
PowerVR 光線追蹤架構採用一種高效方式，能夠每秒處理數十億束光線 (「gigarays」)。它使系統單晶片 (SoC)
製造商能夠在合理的功耗和熱能範圍內，提供具有光線追蹤能力的晶片。此技術是為傳統 GPU 增加逼真的光線追蹤光
源、陰影和透明度功能的理想選擇，甚至可以用來創建完整的光線追蹤解決方案。
Imagination Technologies 公司 PowerVR 執行副總裁 Nigel Leeder 表示：「今天，光線追蹤技術的情況就如同過
去我們率先為行動裝置推出 PowerVR GPU 之前一樣。市場上既有的解決方案雖然適用於 PC 和遊戲機，但卻無法滿足
手機、擴增實境和汽車應用所需的效率。Imagination 方案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專為功率效率而從頭設計的，能夠支援
從電池供電的嵌入式設計到大規模的伺服器集群 (server farm) 等應用。特別是，在「5G 世界」中，它可望成為具破壞
式的影響力。我們的光線追蹤架構同時適用於更大功率與更小功率的解決方案，以實現十億束光線級的應用。」

目前可提供授權的 Imagination PowerVR 光線追蹤技術包括：
■專利
■架構
■ GPU 整合參考
■基於標準的 API 支援，以輕鬆實現應用程式的整合

2019.06/ 電子與電腦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