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觸控板系統來量測動物行為與模式分析
Establishment of a Touch Panel System to Measure Animal Behavior
and Typ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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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動物行為量測在生理學、心理學、藥物學的
研究，以及在醫學上各種行為模式的建立，佔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套設計精良的動物行為量測
系統，不但能降低實驗的複雜性，並且能提供更
準確且多樣具代表性的量測參數，增加實驗的效
率和可靠度，減少實驗資源的浪費[1]。
本研究系統採用觸控板的硬體特性，量測動
物在觸控板上行動的軌跡，透過單晶片系統所量
測的訊號，經由 RS232 傳輸至電腦，由電腦紀錄
數據並透過圖控軟體所撰寫的分析程式，來建立
各種特徵動作與相關的行為模式之分析方法。

在早期，動物行為量測大多是研究人員用主
觀方式對動物的行為以人工方式做描述紀錄，這
種方法雖然直接但是浪費的人力、物力且量測到
的數據也缺乏客觀、公正，所以有許多自動化量
測方法和儀器被發展出來，如用影像式及紅外光
矩陣式的量測系統[2][4]。
在動物行為中最醒目的是他們移動和震動
行為[4]。目前所發表的實驗系統中，大都是只能
量測某一部分動物的行為，而無法涵括或是詮釋
大部分的特徵，有些行為參數更不容易以視覺或
是影像去區分的行為實驗。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設計一套系統能
夠在不同環境限制中，量測動物大部分的行為參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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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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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及目的

本計畫研究的整個系統架構可分為硬體部
分和軟體部分。系統硬體方塊圖如圖一所示。
我們採用 AVR 單晶片微處理機來抓取動物在
Touch panel 移動的電壓訊號，透過內建的 A/D 功
能，轉換成座標值，並將座標值透過 LCD 顯示
出來，觀察系統所量測的數值是否正確，然後再
透過 RS232 傳送至電腦作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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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系統硬體方塊圖
系統軟體方塊圖如圖二所示。從硬體端接受
到的資料，由 Labview 所撰寫好的分析程式，將
這些資料去描繪動物在移動時的軌跡以及統計
想要量測的參數，包括 Locomotion （distance ,

spatial pattern ） , Rearing anywhere （ detect ,
intensity , duration） , Rotation（around center ,
local）, Wall rearing（detect , intensity , duration）,
Jumping（detect , intensity , time in air）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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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系統軟體方塊圖

去作系統的校正與修改，甚至是功能擴充。
目前系統已完成初步測試階段，接下來將配
合醫生及研究人員的需求，進行動物行為參數的
統計分析後，希望能更進一步分析動物行為與移
動軌跡之間的關係，去建立特徵動作與相關的行
為模式，將此模式其標準化，使這套動物行為量
測系統更為精確及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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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Labview 程式模擬顯示介面
四、結果與討論
由測試的結果知道，一次動物行為的量測會
產生很多的參數需要分析，因此，如何以軟體去
規劃分析的資料變成是非常重要的步驟，而且必
須要取多次的動物實驗去作平均統計，才能產生
客觀且有參考性的數據，必要時針對實驗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