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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1.1.系統架構 

1.1.1. 引擎功能 

 訓練：取得人臉資料，建立人臉模型。 
 辨識：輸入人臉影像，即時進行辨識並取得辨識結果。 
 人臉模型熱加：將未經訓練的人臉，在引擎運作過程中進行人臉模型熱加，以即時產生人臉模型

並取得辨識結果。 
 人臉模型合併：將不同影像來源或不同時間訓練的人臉模型進行合併。 
 人臉模型替換：在引擎運作過程中替換要辨識的人臉模型，取得即時辨識結果。 

1.1.2. 應用程式整合 

 流程說明(整合系統設計分享) 
1. 應用程式控制訓練引擎，進行訓練，產生人臉模型 
2. 應用程式控制辨識引擎，辨識引擎讀取人臉模型，進行辨識 
3. 辨識引擎產生辨識結果 JSON，應用程式讀取辨識結果，進行應用 

 流程圖 

 

https://cdn.egroup.com.tw/resources/tutorial/Demo+AP+System+Desig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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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環境需求 

1.2.1. 建議硬體需求 

項目 說明 
作業系統(OS) Windows，以下為支援版本 

 Windows 10 
 Windows Server 2016(需另外安裝 Visual Studio 2015 轉發套件) 
 Windows Server 2019 

中央處理器(CPU) 8th Generation Intel® Core™ i5 or faster (查看工具 CPU-Z) 
CPU 指令集需支援 AVX2 

記憶體(RAM) 8GB 
C 槽(C Drive) SSD 

1.2.2. 輸入裝置與傳輸協定 

來源 規格 推薦裝置 
Web Camera 720p HD、1080p Full HD、4K Ultra HD 

 
 Logitech C922 
 Logitech C925 
 Logitech C930 
 Microsoft LifeCam 

Studio V2 
IP Camera 支援協定：RTSP、RTMP 

影像編碼格式：MJPEG(Motion JPEG) 
影像尺寸：16:9 

 Panasonic WV-S1131 
 
 

Video 支援格式：MP4、MKV、MOV、AVI、WMV 
影像編碼格式：H264/H265 
影像尺寸：16:9 

 
 
 

Photo JPG、PNG、JPEG、BMP、TIFF  
其他 HTTP 協定裝置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https://www.cpuid.com/softwares/cpu-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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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注意事項 

項目 說明 
硬體配置 硬體請參考建議規格，不建議超頻(overclocking)使用 
軟體配置 若有無法啟動的狀況 

 請將防毒軟體關閉或設定允許辨識引擎執行 
 使用最高管理權限執行 
 關閉 Windows Defender 

網路環境配置 若輸入源為 IPcam，建議在穩定網路環境下執行(請使用 Wired IPcam) 
(IPcam 其他問題導致引擎停止的解決方式，請參閱障礙排除) 

總辨識人數 引擎支援 200 萬張人臉辨識，以下計算範例提供參考 
若每個人平均訓練 10 張人臉，代表能辨識 20 萬人(200÷10)。 

 
  



益群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eGroupAI FaceGo 臉部辨識引擎                                                   V4.2.2 

4 
 

2. 快速啟動(Demo) 

2.1.範例資源 

實作的影像輸入源為影片檔，範例資源下載 
將 resources 資料夾放置引擎根目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KXivFojF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Kb0B89cg-HgHm5pTw6uUbvSA4xXoBYc/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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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影像來源設定 

 影像來源  
 影片檔(範例 example.mp4) 

2.3.金鑰設定 

 將金鑰 license.key 放置引擎根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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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訓練人臉 

建立 jerry 的人臉模型。 
1. 根目錄建立名為「eGroup」的資料夾 
2. 在引擎根目錄，執行訓練指令(詳細說明請參閱訓練程序) 
TrainFace resources\list.txt eGroup\jerry 

 list.txt(人臉圖路徑與人臉識別碼文檔)，詳細說明請參閱訓練程序-訓練 Input 
3. 輸出檔案 

 人臉模型(jerry.faceDB) 
 訓練結果文檔(Status.TrainResultCPU.eGroup) 
 訓練硬碟檢查文檔(Status.TrainHDCheck.eGroup) 

2.5.辨識人臉 

查看 jerry 是否能否辨識成功。 
1. 執行辨識指令(詳細說明請參閱辨識程序) 
RecognizeFace --threshold 0.6 --show-main-window --resolution 720p --video resources\example.mp4 
--minimum-face-size 100 --threads 1 eGroup\jerry.faceDB output 
2. 輸出檔案 
 辨識結果 JSON(output.{當天日期}.egroup.json、output.cache.egroup.json) 

 personId 回傳值為 jerry(詳細說明請參閱辨識程序-回傳結果 JSON 說明) 

 
 影片時間進度 Progress.Bar(輸入源為影片，才輸出此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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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式執行時間 Status.Progress.eGroup 
 整體系統資訊 Status.Startup.eGroup 
 硬碟空間 JSON 檢查 Status.HDCheck.Json.eGroup 

2.6.人臉模型熱加 

建立 leonard 的人臉模型，並在引擎運過程中進行人臉模型熱加，可即時辨識出新的人 leonard。 
1. 執行訓練指令(詳細說明請參閱訓練程序) ，建立 leonard 人臉模型 
TrainFace resources\list_leonard.txt eGroup\leonard  
2. 查看 resources 資料夾內的 Singal_For_Model_Insert.txt，內容為待會要熱加的人臉模型路徑 

 
3. 執行辨識指令(詳細說明請參閱辨識程序)，並接續執行人臉模型熱加功能 
RecognizeFace --threshold 0.6 --show-main-window --resolution 720p --video resources\example.mp4 
--minimum-face-size 100 --threads 1 eGroup\jerry.faceDB output  
 影片進行中，將 Singal_For_Model_Insert.txt 複製到辨識引擎根目錄，模型會自動熱加 
 模型熱加成功後，Singal_For_Model_Insert.txt 檔案會在辨識引擎根目錄消失 
4. 輸出檔案 
 辨識結果 JSON(output.{當天日期}.egroup.json、output.cache.egroup.json) 

 personId 回傳值為 jerry、leonard (詳細說明請參閱辨識程序-回傳結果 JSON 說明) 
 影片時間進度 Progress.Bar(輸入源為影片，才輸出此檔) 
 程式執行時間 Status.Progress.eGroup 
 整體系統資訊 Status.Startup.eGroup 
 硬碟空間 JSON 檢查 Status.HDCheck.Json.eGroup 
 人臉模型熱加結果 Status.ModelInsert.eGroup 
 人臉模型熱加歷史結果 Status.ModelInsert.History.e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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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人臉模型合併 

建立 daniel 的人臉模型，再與上步驟 jerry、leonard 的人臉模型進行合併。 
1. 執行訓練指令(詳細說明請參閱訓練程序) 
TrainFace resources\list_daniel.txt eGroup\daniel (建立 daniel 的人臉模型) 
2. 輸出檔案 

 人臉模型(daniel.faceDB) 
 訓練結果文檔(Status.TrainResultCPU.eGroup) 
 訓練硬碟檢查文檔(Status.TrainHDCheck.eGroup) 

3. 執行合併指令(詳細說明請參閱模型合併程序) 
ModelAppend resources\ModelList.egroup.List eGroup\all.faceDB 

 
4. 執行辨識指令(詳細說明請參閱辨識程序) 
RecognizeFace --threshold 0.6 --show-main-window --resolution 720p --video resources\example.mp4 
--minimum-face-size 100 --threads 1 eGroup\all.faceDB output 
5. 輸出檔案 
 辨識結果 JSON(output.{當天日期}.egroup.json、output.cache.egroup.json) 

 personId 回傳值為 jerry、leonard、daniel 
 (詳細說明請參閱辨識程序操作-回傳結果 JSON 說明) 

 影片時間進度 Progress.Bar(輸入源為影片，才輸出此檔) 
 程式執行時間 Status.Progress.eGroup 
 整體系統資訊 Status.Startup.eGroup 
 硬碟空間 JSON 檢查 Status.HDCheck.Json.e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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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訓練程序 

3.1.流程圖 

 

3.2.訓練 CMD 指令 

Syntax 
TrainFace 
[--verbose] [--minimum-face-size <value>]  
<Face_Path_List> <OutputDBFile> 
 
範例一：建立人臉模型 
TrainFace list.txt eGroup\e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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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訓練 Input 

必要參數 說明 
Face_Path_List 人臉圖路徑與人臉識別碼文檔(編碼必須為 Big5)。 

文檔內容包含 
 人臉圖片路徑 (personFacePath) 

 路徑請使用反斜線「\」 
 路徑請勿使用空格 

 人臉識別碼（personFaceId） 
 唯一值 
 格式：人物識別碼(personId) + [No] + 自訂值(英/數) 
 以「tab」與人臉圖路徑(personFacePath)隔開 
 字元長度不超過 256，勿使用中文字元 

 範例 
 personFacePath1(tab)personId[No]1(換行) 

personFacePath2(tab)personId[No]2(換行) 
personFacePath3(tab)personId[No]3(換行) 

訓練最佳化建議 
 人臉大小：300 x 300 pixels 以上 
 角度：正臉不遮蔽為主，上下左右 15 度角內 
 光線：明亮均勻光線(流明度 550 lux)、避免背光 

OutputDBFile 輸出的人臉模型路徑。(請自行建立資料夾，路徑請使用反斜線「\」) 
範例 
 eGroup\eGroup 

 
選用參數 說明 
--verbose 在 CMD console 顯示每筆資料訓練結果。 
--minimum-face-size 可指定訓練人臉的最小尺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RNIxUmBGw-LrjY6rOGQqEhmsSbWHhS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RNIxUmBGw-LrjY6rOGQqEhmsSbWHhSb/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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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訓練 Output 

內容 輸出位置 說明 
人臉模型 OutputDBFile 定義的資料夾內。 人臉模型.faceDB 

 訓練出的人臉數據模型用來比對的

二進位檔 
訓練結果 Status 同訓練程式 TrainFace 根目錄。 輸出檔案 Status.TrainResultCPU.eGroup 

內容包含 
 執行指令日期時間 
 每筆訓練資料訓練結果與路徑。 

 
注意事項 
系統整合時，請透過此擋

Status.TrainResultCPU.eGroup 中的訓練

結果來判定是否有成功產生完整的人臉

模型，若被判定為 NoFace(可能受角度、

光線、模糊度影響)， 請再透過應用程

式，導引使用者重新進行訓練，直到訓

練結果通過(pass)。 

Pass 通過 

Fail 未通過 
 FileNotFound 路徑錯誤 
 NoFace 找無人臉 
 FaceIDError人臉識別碼 
    格式錯誤 

訓練硬碟檢查 Status 同訓練程式 TrainFace 根目錄 輸出檔案 Status.TrainHDCheck.eGroup 
 日期時間 
 工作區硬碟空間大小 
當硬碟空間小於 2.5GB Status 狀態內容

為 Warning，小於 1.5GB Status 狀態內容

為 Alarm，並停止程式運作。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EFvAaGizIgLCO8wlMoy_V3hwMhphmS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EFvAaGizIgLCO8wlMoy_V3hwMhphmS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Y8sF1yPia6B2Jsmbs9eYJKcyJxy1Q4g/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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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辨識程序 

4.1.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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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辨識 CMD 指令 

Syntax 
RecognizeFace 
[--cam <value> | --rtsp <value> | --video <value> | --photo-list <value> ] 
[--threshold <value>] [--show-main-window] [--resolution <value>] [--sample-rate <value>] 
[--output-frame <value>] [--output-face <value>] [--minimum-face-size <value>] [--threads <value>] 
[--disable-empty-model] [--output-json2 <value>] [--output-rect] [--output-window-resolution <value>] 
[--compress-frame] [--compress-face] [--one-face] [--face-path] [--output-AutoLearnDB <value>] 
[--enable-iteration-search] [--enable-multiframe] 
<Trained_FaceDBFile> <JSONFile> 
 
範例一 Web Camera 
RecognizeFace --threshold 0.6 --resolution 720p --output-frame frame --output-face face --cam 0 
--minimum-face-size 100 --threads 1 eGroup\eGroup.faceDB output 
 
範例二 IP Camera 
RecognizeFace --threshold 0.6 --resolution 720p --output-frame frame --output-face face --rtsp 
rtsp://192.168.11.8:554/channel1/1 --minimum-face-size 100 --threads 1 eGroup\eGroup.faceDB output 
 
範例三 Video File 
RecognizeFace --threshold 0.6 --resolution 720p --output-frame frame --output-face face --video 
C:\example.mp4 --minimum-face-size 100 --threads 1 eGroup\eGroup.faceDB output 
 
範例四 Photo File 
RecognizeFace --threshold 0.6 --resolution 720p --output-frame frame --output-face face --photo-list 
photolist.egroupList --minimum-face-size 100 --threads 1 eGroup\eGroup.faceDB output 
 
範例五 其他裝置(HTTP) 
RecognizeFace --threshold 0.6 --resolution 720p --output-frame frame --output-face face --rtsp 
http://admin:admin@192.168.1.125:8081 --minimum-face-size 100 --threads 1 eGroup\eGroup.faceDB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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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辨識 Input 

必要參數 說明 
Trained_FaceDBFile 人臉模型中.faceDB 路徑。(路徑請使用反斜線「\」) 

範例 
 eGroup\eGroup.faceDB  
(指令讀取的 faceDB 檔案可以不存在，但一定要指定某個 faceDB 路徑) 

JSONFile 輸出辨識結果 JSON 檔案路徑。(勿使用 json 當作輸出檔名) 
 
 不同影像輸入源(四選一) 

必要參數 說明 
--cam 讀取資料來源 

 Webcam(若有多台 Webcam， 可指定開啟的 Webcam)  
範例 
 --cam 0 (啟動第一台 Webcam) 
 --cam 1 (啟動第二台 Webcam) 
重新連線機制 
 當嘗試重新連線時，在 Status.Progress.eGroup 第二行會顯示重新連

線的狀態，如下圖 

 
 重新連線過程中，並且會產生

Status.CheckVideoSources.History.eGroup 的檔案，內容為影像輸入

源緩衝時間與嘗試重新連線狀態，如下圖 

 
 超過嘗試重新連線次數，Status.CheckVideoSources.History.eGroup

會出現 
    MaxRetry 的狀態，如下圖 

 
 若成功連線後 

 Status.Progress.eGroup 第二行的重新連線等相關字樣將清除 
 Status.CheckVideoSources.History.eGroup 出現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8b7p92875j7SIxGpB78Ivky676cC5t4/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gftTzYLG29lpir5DfMOgHqjWxpVlxBY/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j7Kc3pBB5mkn7usw7GU_ZY6ImzNHuv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j7Kc3pBB5mkn7usw7GU_ZY6ImzNHuv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s6ykNlDV6pbrL9YbilnnfO5pojYNbt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ETG5FrHfJB5rIoaMxdiIlBu2h_5MGrL/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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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DeviceReconnection」的字樣，如下圖 

 
--rtsp  讀取資料來源 (影像必須符合 16:9，否則無法啟動) 

 RTSP  
 RTMP 
 HTTP 

範例 
 --rtsp rtsp://192.168.11.8:554/live 
 --rtsp rtsp://accout:password@192.168.11.8:554/live 
 --rtsp rtmp://192.168.1.1/demo/live 
 --rtsp http:// 192.168.1.125:8081 
重新連線機制 
 同上 Webcam 重新連線機制 

--video 讀取資料來源(影像必須符合 16:9) 
 影片路徑 
範例 
 --video C:\example.mp4 

--photo-list 讀取資料來源 
 照片路徑文檔(副檔名必須為 egroupList)  

 多筆照片路徑 
 路徑請使用反斜線「\」 

範例 
 --photo-list photolist.egroupList 

 D:\RecognizeFace\photo\leonard.JPG(換行) 
 D:\RecognizeFace\photo\jerry.JPG(換行) 

D:\RecognizeFace\photo\daniel.png 
注意事項 
 若辨識輸入源為照片，執行緒(threads)數值為固定值 1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ceuHZLkMnbALfpAS3ruqqU5rZi6RCB5/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ceuHZLkMnbALfpAS3ruqqU5rZi6RCB5/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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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參數 說明 
--threshold 相似度門檻值。(0.6 ≤門檻值 < 1) 
--show-main-window 顯示主影像視窗。 
--resolution 輸出圖像解析度。(默認值為 720p，範圍值 360p ~ 1440p) 
--sample-rate 採樣率。(默認值為 10，範圍值 1~15) 

範例 
 --sample-rate 10 (一秒取 10 張 frame) 
注意事項 
 採樣率隨硬體規格會有所差異。 

--output-frame 裁切影格功能，並裁切至指定路徑。(請自行建立資料夾) 
範例 
 --output-frame frame，裁下來的影格圖在 frame 資料夾內 

--output-face 裁切人臉功能，並裁切至指定路徑。(請自行建立資料夾) 
範例 
 --output-face face，裁下來的人臉圖在 face 資料夾內 

--minimum-face-size 最小人臉尺寸輸出。(默認值為 100 (pixels)) 
範例 
 --minimum-face-size 200，只偵測大於 200 x 200(pixels)的人

臉尺寸 
--threads 執行緒數量。(默認值為 1，範圍值 1 ~ 4) 

範例 
 --threads 4，表示使用 4 個執行緒進行辨識 

--disable-empty-model 引擎執行中，不進行辨識。 
當初始讀取的人臉模型為空檔案或不存在時，執行該指令，引擎

不進行辨識。 
範例 
 --disable-empty-model 

--output-json2 輸出第二個 JSON 結果至其他指定路徑。 
範例 
 --output-json2 D:\MySecondJson\output2 

--output-rect 輸出人臉座標位置 
範例 
 --output-rect 

--compress-frame 壓縮影格圖檔。(默認值為 30，範圍值 30~100) 
範例 
 --compress-frame 85，JPG 壓縮率 85%  

(非實際檔案壓縮大小) 
--compress-face 壓縮人臉圖檔。(默認值為 30，範圍值 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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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compress-face 85，JPG 壓縮率 85%  

(非實際檔案壓縮大小) 
--output-window-resolution 自定義輸出串流視窗大小。(範圍值 360p ~ 1440p) 

範例 
 --output-window-resolution 720p 

--one-face 同影像只辨識最大尺寸的一張人臉。 
--face-path 相似度人臉輸出人臉圖路徑 personFacePath(預設不輸出) 
--output-AutoLearnDB 輸出自動學習人臉模型路徑。(主動回饋已辨識人臉，增強辨識能

力) 
範例 
 --output-AutoLearnDB eGroup\autolearn.faceDB 
辨識過程中，將符合自動學習標準的照片，自動學入目前的模型

之中（每 1 個人最多自動學習 12 張人臉），提升辨識準確度，並

另外輸出自動學習人臉模型、與自動學習歷史紀錄檔，至指定路

徑。 
 Auto Learn Demo 
注意事項 
 系統支援 2 百萬張照片的辨識能力，因此，在使用自動學習

功能時，要注意會因為一人多張照片的關係，而導致可辨識

的人臉模型數量會因而減少。 
--enable-iteration-search 開啟迭代搜尋功能，針對照片中的人臉，由最大到最小進行人臉

偵測，能辨識到每一筆照片，但效能會降低。 
(輸入源為照片時，通常搭配此指令使用) 

--enable-multiframe 開啟多幀偵測。辨識結果輸出如下(輸出結果 JSON 說明) 
 faceConsecutiveFrame 人臉連續出現 frame 數 
 faceDurationFrame 人臉持續出現 frame 數 

  

https://youtu.be/qIbTYZogJ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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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辨識 Output 

內容 輸出位置 說明 
完整 JSON 檔 自訂路徑。 

(預設輸出至辨識引擎根目錄) 
保有完整辨識資料並以當天日期輸出。 
檔名格式 
 [自定名稱].[當天日期].egroup.json 
範例 
 output.2018-08-08.egroup.json 

快取 JSON 檔 同完整 JSON 檔輸出位置。 輕量級 JSON 檔，檔案較小(最新百筆資料)。 
檔名格式 
 [自定名稱].cache.egroup.json 
範例 
 output.cache.egroup.json 

影格圖片檔 自訂路徑。 --output-frame frame，裁下的影格圖在 frame
資料夾內。 

人臉圖片檔 自訂路徑。 --output-face face，裁下的人臉圖在 face 資料

夾內。 
影片進度資訊 
(輸入源為影片

檔才輸出) 

同辨識程式 RecognizeFace 
根目錄。 

輸出檔案 Progress.Bar 
內容包含影片進度分數與百分比(動態更新)。 

 
程式執行時間

（連線）Status 
同辨識程式 RecognizeFace 
根目錄。 

輸出檔案 Status.Progress.eGroup 
 監測串流裝置連線及重新連線狀態 
 辨識過程中，約每 60 秒更新時間。 

硬碟空間檢查

Status(face) 
同辨識程式 RecognizeFace 
根目錄。 

輸出檔案 Status.HDCheck.Face.eGroup 
face 輸出路徑硬碟空間小於 10GB 會出現此檔

警示，Status 狀態內容為 Warning;小於 5GB 
Status 狀態內容為 Alarm，並停止程式運作。 

硬碟空間檢查

Status(frame) 
同辨識程式 RecognizeFace 
根目錄。 

輸出檔案 Status.HDCheck.Frame.eGroup 
frame 輸出路徑硬碟空間小於 10GB 會出現此

檔警示，Status 狀態內容為 Warning;小於 5GB 
Status 狀態內容為 Alarm，並停止程式運作。 

硬碟空間檢查

Status(JSON) 
同辨識程式 RecognizeFace 
根目錄。 

輸出檔案 Status.HDCheck.Json.eGroup 
JSON 輸出路徑硬碟空間小於 2.5GB 會出現此

檔警示，Status狀態內容為Warning;小於 1.5GB 
Status 狀態內容為 Alarm，並停止程式運作。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8T2FLZLrbwoiwVn3LoVOILBFF-OgpZ9/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8T2FLZLrbwoiwVn3LoVOILBFF-OgpZ9/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IsdipguMXN7KZoewNGxMa7RGNaZ9jrA/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FqyEiyCGIyPv4v-H2arGv_pgIr7l5kL/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V1EWNF_08w39ua1tvKB1kGyAMrrTjJ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4B-hio0MFl3NnpHY4uS1K0_M8qIICjq/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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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系統資訊 
Status 

同辨識程式 RecognizeFace 根目錄。 輸出檔案 Status.Startup.eGroup 
內容包含 
 開啟辨識引擎時間 
 設定指令清單 
 CPU 規格與 RAM 容量 
 硬碟空間檢查資訊 
 輸入影像來源裝置 
 讀取人臉模型時間 
 讀取人臉模型中人數與人臉數 
 輸出 JSON 位置 
 辨識引擎結束時間 

檢測影像輸入

源狀態歷史紀

錄 Status 

同辨識程式 RecognizeFace 根目錄。 輸出檔案

Status.CheckVideoSources.History.eGroup 
狀態內容如下 (時間+狀態) 
 Buffering：影像輸入源連線中 
 Buffering...(Try reconnecting 

webcam/ipcam)：影像輸入源重新連線中 
 MaxRetry：超過重新連線次數 
 VideoDeviceReconnection...：重新連線 

成功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D8lZpJkjZ6OTBLNTKQEMAN5AfawRzF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lGu-RbE_BnxViO2QFL5_UJ31YHe1hZ/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gftTzYLG29lpir5DfMOgHqjWxpVlxBY/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gftTzYLG29lpir5DfMOgHqjWxpVlxBY/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Xj7Kc3pBB5mkn7usw7GU_ZY6ImzNHuvb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ETG5FrHfJB5rIoaMxdiIlBu2h_5MG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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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輸出結果 JSON 說明(範例)  

欄位 類型 說明 
hasFound String 有無找到相似人臉。返回值為 

 
 
 
 

0 無找到相似人臉 

1 有找到相似人臉 

personId 
 

String 人物識別碼。(找到相似人臉，hasFound = 1，才回傳此欄位) 
每一個人的 personId 皆不相同，personId 可包含 
 多張不同人臉照片 
 相似人臉編號(personFaceId) 
詳細說明請參閱 
人物識別碼(personId)與人臉識別碼(personFaceId) 關係圖。 

similarFaceList Array 相似人臉列表(找到相似人臉，hasFound = 1，才回傳此物件)
內容包含 
 人臉識別碼 
 人臉路徑(預設不輸出) 
 相似度 
詳細說明請參閱 similarFaceList 欄位說明 

frameFace Object 影格人臉資訊，內容包含 
 影格人臉編號 
 影格人臉路徑 
詳細說明請參閱 frameFace 欄位說明 
(輸入--output-face {folderName}才會輸出此物件) 

frameFacePos Object 影格人臉位置資訊，內容包含 
 left(左端) 
 top (頂端) 
 right (右端) 
 bottom(底端) 
詳細說明請參閱 frameFacePos 欄位說明 
(輸入--output-rect 才會輸出此物件) 

framePath String 影格路徑。 
faceSize String 辨識到的人臉大小(pixels)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9cDE7GW0biHPCnJzF0MBhVPeKzZ3FVb/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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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Quality String 人臉圖品質，返回值為 
 
 C01 人臉圖模糊 

C02 人臉圖過暗 

C03 人臉圖過亮 

C04 人臉圖非正臉 

Pass 人臉圖品質通過 

faceQualityBlurriness String 人臉圖品質模糊度檢測。 
 
 Pass 通過 

Fail 未通過 

faceQualityLowLuminance String 人臉圖品質過暗檢測。 
 
 Pass 通過 

Fail 未通過 

faceQualityHighLuminance String 人臉圖品質過亮檢測。 
 
 Pass 通過 

Fail 未通過 

faceQualityHeadpose String 人臉圖品質正臉檢測。 
 
 Pass 通過 

Fail 未通過 

systemTime String 系統時間，單位至毫秒。 
videoTime String 影片時間，單位至秒。 

(當輸入來源為影片檔案格式，才回傳此欄位) 
videoFrameNo String 影片影格編號。 

(當輸入來源為影片檔案格式，才回傳此欄位) 
imageSourcePath String 照片來源路徑。 

(當輸入來源為圖片檔案格式，才回傳此欄位) 
faceConsecutiveFrame String 人臉連續出現 frame 數。 

同一張人臉在 frame 中連續出現的次數，若該人臉一離開鏡

頭，則會從 0 重新計算連續出現的次數。 
(當輸入指令--enable-multiframe，才回傳此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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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DurationFrame String 人臉持續出現 frame 數。 
同一張人臉在 frame 中持續出現的次數，若該人臉一離開鏡

頭，不會馬上從 0 重新計算，可容許 2~3 個 frame 沒有出現

該人臉。 
(當輸入指令--enable-multiframe，才回傳此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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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FaceList 中包含的欄位說明 
欄位 類型 說明 
personFaceId String 人臉識別碼。 
personFacePath String 人臉路徑。 
similarity String 相似度。 
 
frameFace 中包含的欄位說明 
欄位 類型 說明 
frameFaceNo String 影格人臉編號，即同一張影格偵測的人臉排序編號。 
frameFacePath String 影格人臉路徑。 
 
frameFacePos 中包含的欄位說明 (下方有圖示說明) 
欄位 類型 說明 
left String 左端 
top String 頂端 
right String 右端 
bottom String 底端 

 
 辨識引擎持續辨識影像(來源非圖片) ，因此 JSON 結果最後一筆物件會多一個逗號。 
 應用程式讀取 JSON 處理範例請參閱回傳結果 JSON 處理或 GitHub。 
 
 

https://github.com/eGroupTeam/faceRecognizeSample_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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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識別碼(personId)與人臉識別碼(personFaceId) 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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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臉模型熱加程序 (Model Insert) 

5.1.使用情境 

 對於未訓練於人臉資料庫的人臉，進行現場即時訓練，現場即時辨識動作 
 透過熱加的特性，能在引擎運作過程中，持續加入新的人臉模型在記憶體中進行辨識，產出

最即時的辨識結果；但也因熱加的特性，當引擎進行重啟，辨識結果會回到熱加前，因此在

應用程式整合上，會使用線程的方式處理，同時進行訓練、熱加與合併的操作。 
另外也會設計在重啟引擎前再次檢查是否有未合併的人臉資料，如果有則進行合併，以保持

最新的人臉模型。 

5.2.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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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模型熱加方法  

 依模型熱加檔案內容(新的人臉模型路徑清單)，進行模型熱加，即時比對，回傳最新辨識結果。 
 此功能不產生實體模型檔案，所以當辨識引擎停止再重啟時，辨識結果將回到模型熱加前。 
步驟 說明 
前置作業 執行辨識引擎 RecognizeFace。 
步驟 新增 Singal_For_Model_Insert.txt 文檔至辨識引擎 RecognizeFace 根目錄。 

Singal_For_Model_Insert.txt 內容包含多筆模型路徑(請使用反斜線「\」) 
 人臉模型.faceDB 檔案路徑 
範例 
 eGroup\eGroup1.faceDB (換行) 
    eGroup\eGroup2.faceDB (換行) 
    eGroup\eGroup3.faceDB 
熱加成功後 
 引擎運作過程中會加入新的人臉模型在記憶體中進行辨識，產出最即時的辨識結果 
 Singal_For_Model_Insert.txt 文檔會在辨識引擎 RecognizeFace 根目錄自動消失 

5.3.1. 模型熱加 Output 

內容 輸出位置 說明 
模型熱加結果 
(最新) 

同辨識程式 RecognizeFace 根目

錄。 
輸出檔案 Status.ModelInsert.eGroup 
內容包含 
 執行指令日期時間 
 每筆模型熱加的結果 
範例 
 成功結果範例 
 失敗結果範例 

模型熱加歷史

紀錄 
同辨識程式 RecognizeFace 根目

錄。 
輸出檔案 Status.ModelInsert.History.eGroup 
內容同上，資料為每次 ModelInsert 的累加。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V0mndbdAHReKhKS3VTkx-rI2LRctfW9/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V0mndbdAHReKhKS3VTkx-rI2LRctfW9/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HHWIxuCGNtl_LU7yralu5STU3wncznIB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cd_RS0znhZJfY5Z35xUncJ08N54amZq/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jkowepScHGZZ1cP7etnEPL9UhSQY-wx/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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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臉模型合併程序 (Model Append) 

6.1.使用情境 

 將不同影像來源或不同時間訓練的人臉模型進行合併。 

6.2.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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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模型合併 CMD 指令 

Syntax 
ModelAppend <List File> <Trained_FaceDBFile> 
範例 
ModelAppend ModelList.egroup.List eGroup\all.faceDB 

6.3.1. 模型合併 Input 

參數 說明 
List File 合併人臉模型路徑文檔(編碼必須為 Big5)。文檔內容包含 

 人臉模型 
 .faceDB 

合併人臉模型路徑格式 
 人臉模型.faceDB 路徑 
 路徑請使用反斜線「\」 
 範例 

 D:\eGroup\eGroup1.faceDB (換行) 
D:\eGroup\eGroup2.faceDB 

Trained_FaceDBFile 合併後的人臉模型.faceDB 路徑。 
(請自行建立資料夾，路徑請使用反斜線「\」) 
範例 
 eGroup\all.faceDB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pzboukd0nAr4JL_i9M8eG6szzILZqCo/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pzboukd0nAr4JL_i9M8eG6szzILZqCo/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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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模型合併 Output 

內容 輸出位置 說明 
合併後的人臉模型 Trained_FaceDBFile 定義的資料夾

內。 
人臉模型.faceDB 
 訓練出的人臉數據模型用來比對的

二進位檔 
模型合併結果 Status 同合併程式 ModelAppend 根目錄。 輸出檔案 Status.ModelAppend.eGroup 

內容包含 
 執行指令日期時間 
 每筆模型合併的結果 

Pass 通過 

Fail 錯誤 

 工作區硬碟空間大小 
當硬碟空間小於 2.5GB Status 狀態

內容為 Warning，小於 1.5GB Status
狀態內容為 Alarm，並停止程式運

作。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qE_pfOoMV0qag0uOVhDsvd-VBjx9k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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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臉模型替換程序 (Model Switch) 

7.1.使用情境 

 當辨識的人臉模型資料經過異動更新(修改或刪除)，可以透過人臉模型替換功能，即時辨識新的

人臉模型，取得最新辨識結果。 

7.2.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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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模型替換方法 

依模型替換檔案內容(新的人臉模型路徑)，進行模型替換，即時比對，回傳最新辨識結果。 
步驟 說明 
前置作業 執行辨識引擎 RecognizeFace，並讀取人臉模型 A.faceDB。 
步驟一 準備另一個人臉模型 B.faceDB，並新增文檔 Singal_For_Model_Switch.txt 

內容包含(即新人臉模型的路徑，路徑請使用反斜線「\」) 
 人臉模型.faceDB 檔案路徑 
範例 
 eGroup\B.faceDB 

步驟二 將 Singal_For_Model_Switch.txt 放入辨識引擎 RecognizeFace 根目錄。 
替換成功後 
 辨識中的人臉模型會替換成 B.faceDB 
 Singal_For_Model_Switch.txt 文檔會在辨識引擎 RecognizeFace 根目錄自動消失 

7.3.1. 模型替換 Output 

內容 輸出位置 說明 
模型替換 
結果 Status 
(最新) 

同辨識程式 RecognizeFace 根目

錄。 
輸出檔案 Status.ModelSwitch.eGroup 
內容包含 
 執行此功能日期時間 
 每筆模型替換的結果。 

Pass 通過 

Fail 失敗 
 

模型替換歷史

結果 Status 
同辨識程式 RecognizeFace 根目

錄。 
輸出檔案 Status.ModelSwitch.History.eGroup 
內容同上，資料為每次 ModelSwitch 的累加。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MKkGGr3pWKAHcI7HrGP-ODWsmUuGtQ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MKkGGr3pWKAHcI7HrGP-ODWsmUuGtQ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XA2wCj6fhj2Vl56MXd5fa6QFO_ZY-Pc/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Hka7lzyJZ-rJqcmfAlCHfB3lPp0iXMt/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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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 & A 

8.1.影響辨識效能因子說明 

1. 影響「辨識相似度」因子 
 環境 

 光線 
 距離 
 角度 

 輸入影像 
 辨識解析度 

 訓練的照片解析度與辨識的影像解析度越相近，如使用相同的影像輸入裝

置，則辨識相似度越高 
 訓練人臉資料 

 長時間累積不同時間、背景、角度訓練人臉素材，有助於提升辨識相似度 

2. 影響「辨識速度」因子  
 硬體 

 主機中央處理器(CPU) / 主機記憶體(Memory) 
 IPCam 

 連線通訊環境 
 影像解碼能力 
 有線會比無線連線來得穩定 

 Webcam 
 影像解碼能力 

 輸入影像 
 同時辨識人數 

 辨識人數越多，辨識速度越慢，因抓取的人臉特徵值較多 
 解析度 

 解析度越高，辨識速度越慢 
 配置管理引擎操作 

 控制執行緒數量(依照各主機規格有不同的執行緒數量) 
 透過指令操作，執行緒數量越多，辨識速度越快 

 讀取人臉模型大小 
 人臉模型越大，辨識速度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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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響「辨識距離」因子  
 環境 

 光線 
 角度 

 鏡頭焦距(mm) 
 鏡頭焦距與可照射距離成正比，鏡頭焦距越大，可照射距離越遠，相對辨識距

離越遠，請參閱附圖 

 
 輸入影像 

 解析度 
 解析度越大、辨識距離越遠(實測數據) 

4. 在一個影像可視範圍中，最多能偵測多少張臉 ? 
影像解析度、最小人臉尺寸(100 x 100 pixels)會影響最多偵測人臉數量。 
影像解析度 最多偵測人臉數量 
360p 3 
480p 4 
720p 7 
1080p 10 
1280p 12 
1440p 14 



益群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eGroupAI FaceGo 臉部辨識引擎                                                   V4.2.2 

34 
 

8.2.JSON Issues 

1. 無法直接讀取回傳的 JSON? 
因辨識引擎持續辨識，程式需複製辨識中的 JSON 檔，再進行讀取。 
 

2. JSON 無法轉換成可存取的資料型態? 
因辨識引擎持續辨識，根據完整辨識物件之結尾特性，以字串起始與結尾位置，重組

JSON 格式內容。 
 JSON 回傳格式結尾特性 

 } + 換行 + Tab + 逗號  
 變數名稱說明 

 startIndex：字串起始位置。 
 endIndex：字串結尾位置。 

 重組 JSON 邏輯 
startIndex 讀取 JSON 位置 完整 JSON 內容 
startIndex = 0 從 JSON 內容 第一個字元開始 擷取後 JSON 內容 + }] 
startIndex > 0 從 JSON 內容 中間字元開始 [ + 擷取後 JSON 內容 + }] 

 
 Sample Code(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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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識結果 JSON 大小估算 
Per Second Per Hour Per day Per year 
3.45 KB 12.42 MB 0.29808 GB 108.7992 GB 

建議定期清理 JSON 檔、備份，避免檔案累積過大，影響存取速度與儲存空間。 
 

3. JSON 檔案大小隨辨識時間增加，讀取時間增加，如何處理? 
如需即時辨識，請讀取快取 JSON 檔(output.cache.egroup.json)，完整辨識結果保留於完

整 JSON 檔(output.{當天日期}.egroup.json)。 
 

8.3.引擎 EOF(End Of File)代碼參照表 

代碼 說明 
E700S    檔案不完整 
E710S   讀到的編號和目前的不同 
E720S 檔案路徑過長，超過 256 位元 
E730S   階段一格式讀取錯誤，未預期的結尾 
E740S faceLabel 過長，超過 256 位元 
E750S 階段二格式讀取錯誤，未預期的結尾 
E760S 階段三格式讀取錯誤，未預期的結尾 
 

8.4.障礙排除 

1. 影像主視窗為何出現黑屏 ? 
 可能原因一：持續在黑暗環境執行引擎。因系統使用 ffmpeg(MPEG 影像程式庫)，

程式庫演算法會根據連續影像進行壓縮。長時間輸入黑暗環境之影像，有可能造成

黑屏情況。 
解決方式：重啟辨識引擎。 
建議作法：依照使用情境需求(e.g.關燈狀態)，由應用程式端設定時程以重啟引擎。 
 可能原因二：持續在黑暗環境執行引擎輸入設備上的軟體出現問題，有可能造成黑

屏情況。 
解決方式：重新連結影像輸入設備。 
建議作法：移除 USB 裝置、重新連結裝置。 

  



益群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eGroupAI FaceGo 臉部辨識引擎                                                   V4.2.2 

36 
 

2. 使用 IPcam 時，可能會導致引擎停止運作的原因 ? 
 可能原因一：網路環境穩定性 

解決方式：重啟辨識引擎。 
建議作法：使用有線 IPcam，檢查與確認網路環境是否為連線狀態。 

 可能原因二：IPcam 解碼錯誤，影像串流封包傳遞不完整 
 可能原因三：IPcam RTSP 轉成 RTP，影像封包辨識錯誤  

解決方式：重啟辨識引擎。 
建議作法：由應用程式端去監測引擎是否有在執行資源，若無則控制引擎重啟。 
或是透過程式執行時間 Status(Status.Progress.eGroup)去監測目前系統時間與程式

最後的執行時間做比較，差距大於多少時間時，應用程式端控制引擎重啟。 
 

3. 若在應用程式中，要開啟/關閉引擎，該如何做 ?  
開啟關閉與 Process 主線程 、Windows 子線程有關 

 開啟引擎 
(依不同程式語言，執行 cmd 指令) 

關閉引擎 
(依不同程式語言，執行 cmd 指令) 

Process 
主線程 

在 Java 中，使用 ProcessBuilder.start()，
來創建一個新的 Process 實例，開啟引

擎 

在 Java 中，使用 Process.destroy()，關

閉引擎 

Windows 
子線程 
(於工作管理員

可見) 

開啟 Process 主線程時，同時會啟動

Windows 子線程 
參閱指令 
 taskkill /F /IM {程式名稱} 
範例 
 taskkill /F /IM RecognizeFace.exe 

 Sample Code (Java) 
 應用程式啟動辨識引擎 

 
詳細應用程式請參閱 GitHub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mLgcfCHT7JNIW40SkcAMpuiDoE3UATk/view?usp=sharing
https://github.com/eGroupIT/faceRecognizeSample_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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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錄 

9.1.準確度測試報告(Benchmarking Result) 

Benchmark Persons Total Images Size(MB) 
Labeled Faces In the Wild (LFW) 5,749 13,233 173 
 
Methods LFW (%) 
eGroupAI (CPU) 99.5±0.5% 
LFW 標準測試影片 

9.2.輸出資料量參考 

 使用的辨識參數 
參數 值 
--resolution  
(輸出圖像解析度) 

360p ~ 1440p 

--sample-rate 
(採樣率) 

15 

--output-frame  
(裁切影格功能) 

folder_name 

--output-face  
(裁切人臉功能) 

folder_name 

 產生圖檔大小 
解析度 frame 大小(MB/s) face 大小(MB/s) 總大小(GB/hr) 總大小 (GB/day) 
480p 1.275 0.135 5.076 121.824 
720p 1.98 0.27 8.1 194.4 
1080p 3.45 0.42 13.932 334.368 
1280p 4.125 0.525 16.74 401.76 
1440p 5.79 0.72 23.436 562.464 
 
  

http://vis-www.cs.umass.edu/lf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BUcAlx8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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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解析度 vs.辨識距離 

以下為實測結果，可依需求調整適合的解析度與距離。 
 使用的辨識參數(請參閱辨識程序) 
參數 值 
--threshold 
(相似度門檻值) 

0.6 

--resolution  
(輸出圖像解析度) 

360p、480p、720p、1080p、1280p、1440p 

--minimum-face-size  
(最小人臉尺寸輸出)(pixels) 

100 

--threads  
(執行緒數) 

2 

 
 測試結果 
解析度 Webcam 最大距離(m) 

型號：C930 LOGITECH 
IPcam 最大距離(m) 
型號：DS-2CD3T45-I5 6mm 

IPcam 最大距離(m) 
型號：DH-IPC-HFW4433M-I1 8mm 

360p 0.41 0.78 1.12 
480p 0.7 1.05 2.02 
720p 1.1 2.01 3.25 
1080p 1.78 3.10 5.01 
1280p 略 3.90 5.60 
1440p 略 4.70 6.80 
點擊查看更多測試數據 
 eGroupAI CPU V4.2.X 測試數據(i9-9900k) 
 
  

https://www.logitech.com/zh-tw/product/c930e-webcam#specification-tabular
https://www.satsdigital.com/datasheet/dh-ipchfw4433m-l2.pdf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cF7wYS7W28VDC4yJ1qGCa6VnL48Z-T_wVsHDOivFSII/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cF7wYS7W28VDC4yJ1qGCa6VnL48Z-T_wVsHDOivFSII/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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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相關資源 

• 官方網站 

o 刷臉情境 

o 合作方案 

o 產品地圖 

o FAQ 

• Youtube : 

o eGroupAI Partner – DSI Thermal Infrared Face Recognition【Solution】  

o Taiw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Forum【Case】 

o FinancialSocialWork Forum【Case】 

o IoT Seminar FaceCheckIn【Case】 

o Reference 2017 Taiwan Future Tech FaceCheckIn【Case】 

o Visitors Management System【Demo】 

o LFW Testing【Test】 

• GitHub : https://github.com/eGroupTeam/faceRecognizeSample_JAVA 

 

 

Business Contact Info： 

Daniel 

Email：egroup.daniel@gmail.com 

Phone：(02)2362-2508 #12, +886 983-375-563 

https://www.egroup.com.tw/
https://www.egroup.com.tw/scenario
https://www.egroup.com.tw/pricing
https://www.egroup.com.tw/production/roadmap
https://www.egroup.com.tw/fa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Z0S3b-P0v6gwU1YQifAXUA/featur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A_S0EKt0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pwnKb7Ry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pwnKb7Ry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2IDPDulD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F6U7h4f9E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USXfnOnA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USXfnOnA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faBh6Tb94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BUcAlx8Po
https://github.com/eGroupTeam/faceRecognizeSample_JAVA
mailto:egroup.danie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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