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相關研究 

 

群體運動計劃很自然地是從單一機器人的運動計劃延伸而來，我們在這一章裡首先會介

紹幾種運動計劃的方法，然後擴展為多個機器人的運動計劃。另外，模擬人群也可以產

生群體運動，雖然與運動計劃要達到的目的不太相同，但是也有整合這兩種作法的相關

研究，能夠兼顧兩者的優點。最後則是介紹球形樹的來源與用途，這是我們在階層式動

態編隊的方法中所用到最重要的資料結構。 

2.1 運動計劃 

以可移動的機器人(mobile robot)來說，在環境中要從目前的位置移動到終點，可以

用運動計劃的方法找到一條可行的路徑。通常運動計劃是在環境已知的情況下，對場景 

 
圖 2.1 一個簡單的運動計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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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障礙物作分析，然後再使用搜尋演算法去找出路徑。分析環境的方法可以分為三

種：區域分割法(cell decomposition)、街圖法(roadmap)、位能場法(potential field)。我們

以圖 2.1的運動計劃問題為例，來說明各種運動計劃的方法。以點來表示一個自由運動

的點機器人，組態就是它在平面上的座標。圖中點 S是起點，點 G則是終點，灰色多邊

形表示障礙物。 

2.1.1 區域分割法 

在了解環境的狀況下，把組態空間切割成數個子空間，區分出自由空間(free space)

與障礙物，用某種結構表示它們的空間關係。根據此空間關係搜尋機器人所要經過的子

空間順序。切割出來的子空間形狀通常是凸多邊形，在空間中任意兩點的路徑為直線。

把所經過的子空間順序，搭配上子空間內的直線路徑，就是區域分割法計劃出來的路徑。 

如圖 2.2是用四分的方法把空間切成四個正方形，如果切出來的子空間完全是自由

空間或障礙物，就不再分割；若包含自由空間與障礙物，則繼續切割子空間，直到可實

用的解析度為止。這樣層層的切割方式，正適合用四分樹(quadtree)的結構來表示。這個

方法的缺點是相鄰空間區塊的判斷很複雜，還有它的精確度隨著所選用的解析度而變

化，正確性不如接下來要介紹的梯形分割法。如果工作空間是立體的，則可以用八分樹

(octree)來表示。 

圖 2.3是用梯形分割區域(trapezoidal decomposition)的做法，由障礙物的頂點垂直延

伸的線，把自由空間切成數個梯形，如圖 2.3(a)。這些梯形的相鄰關係形成如圖 2.3(b)

的結構，從起點 S所在的梯形往終點 G搜尋，找出機器人所要走過的梯形順序。最後選

擇每個梯形上下底邊的中點作為機器人進出梯形區域的點，如圖 2.3(c)，路徑計劃完成。

這個方法不易表示立體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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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四分樹區域分割法 

 
圖 2.3 梯形區域分割法 

2.1.2 街圖法 

街圖法是在自由空間中先建立出一些可行的街道，可以透過這些街道的連接來搜尋

路徑。街道可以根據障礙物的幾何形狀來建立，也可以用隨機的方法產生。接下來介紹

的骨架圖(voronoi diagram)與可視圖(visibility graph)是以障礙物為基礎的街圖，而機率街

圖(PRM, probabilistic roadmap)[17]與快速擴展隨機樹(RRT, rapidly-exploring random 

tree)[19]則是隨機的街圖。 

圖 2.4可看出骨架圖的街道都是位在自由空間中最遠離障礙物的地方，機器人可以

用簡單的局部演算法把起點 S與終點 G連接上骨架，然後在骨架上找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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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骨架圖 

可視圖也是一種根據障礙物的位置與形狀來決定街道的方法，所謂可視是指兩點之

間可以互相看到對方，也就是可以用直線連接，且不會被障礙物所阻擋。如圖 2.5，以

起點 S與終點 G還有所有障礙物的頂點為節點，找出所有可以直線連上的節點，形成可

視圖。使用圖(graph)的搜尋演算法，如 A*搜尋法，可以找出最短路徑。 

 
圖 2.5 可視圖 

骨架圖與可視圖以障礙物為建立街道的基礎，搜尋完整性(completeness)高，但是缺

點是不易延伸到三維以上的空間；隨機的方法則不同，它是在自由空間中隨機取樣建出

街道圖，雖然需要很多的取樣點數才能接近完整的搜尋，但是很容易延伸到高維的空

間。機率街圖法就是把這些隨機選出的點，以直線連接起來形成街圖；點的數量夠多，

機器人對環境了解的程度就高。把起始點與終點連上機率街圖後，可用 A*搜尋法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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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搜尋法找出路徑。圖 2.6是一個機率街圖的例子，圖中的節點是隨機選取的，若兩個

節點可以用直線連接而不碰到障礙物，就建立一條街道。 

 
圖 2.6 機率街圖 

 
圖 2.7 快速擴展隨機樹 

快速擴展隨機樹也是一種隨機的街圖法。樹的成長方式是在工作空間中隨機選出一

個點 C，找出樹上最接近 C的節點，並往 C的方向生長一段距離。因此樹很容易向還沒

接觸到的自由空間生長，如同其名快速地擴展。如圖 2.7中，由起點 S與終點 G分別在

自由空間中長出樹狀的結構，進行雙向的搜尋，樹每次生長新的節點時，另一顆樹也往

這個節點的方向長一個節點，使得兩顆樹更容易連接；連接上之後，兩顆樹分別連回根

節點，就得到路徑了。一般來說，快速擴展隨機樹比機率街圖所需的節點數與街道數更

少。改變起點與終點，對於機率街圖來說，前一次運動計劃的街圖可以繼續使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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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入新的街道；快速擴展隨機樹是由起點與終點所產生，若是改變這兩個點，則需要

生長新的樹，舊的樹可以留下來讓新的樹連接[23]。 

2.1.3 位能場法 

我們在前兩個小節介紹過了切割區域的方法、及在自由空間建立街道圖的方法。位

能場法則是另一種方法，在工作空間中仔細分析所有的地方，建立出位能場，引導機器

人往終點移動。位能場就像是地形圖一樣，每個位置有不同高度。以圖 2.8為例，淺色

表示地形較低處，深色表示高處。以[18]中的 NF1位能場為例，首先把障礙物區域設為

最高點，終點 G為地形的最低點，向四周擴散並增加地形的高度，直到所有地方都被拜

訪過為止。把機器人放在起點 S，配合最佳優先搜尋法(BFS, best-first search)[7]，順著地

形往下搜尋就可以到達終點 G。機器人會盡量避免走向位能高處，比較不會碰撞到障礙

物。位能場是從終點開始擴散所產生的，因此改變起點並不需要重建，改變終點則要建

立新的位能場。 

 
圖 2.8 位能場 

2.1.4 機器人運動計劃的複雜度 

我們在 2.1.1到 2.1.3幾個小節中所舉的例子，都是在平面的工作空間中，自由運動

的點機器人(point robot)運動計劃。這是最基本的問題型態；機器人的組態只有兩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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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表示平面的座標。若是自由運動的機器人本身也有形狀，則組態空間中的障礙物形

狀會與原本不同。圖 2.9(a)的工作空間中有一個只能平移的長方形機器人，圖 2.9(b)中轉

換到組態空間中的機器人是一個點，而機器人的形狀則反映在組態空間的障礙物

(C-obstacle)上，如圖中淺灰色的區域。 

 
圖 2.9 有形狀的機器人運動計劃與組態空間中的障礙物 

有形狀的機器人，它的組態必須要加上一個角度表示方向，才能完整表達，如圖

2.10。因此，平面上自由移動的機器人，組態為(x, y, θ)，而此機器人所在的組態空間自

然是一個三維的空間。我們可以想像當圖 2.9(a)中的機器人方向改變時，圖 2.9(b)的組態

空間中障礙物延展的形狀也會隨著變化。 

 
圖 2.10 機器人位置與方向的組態 

如果機器人是在立體的環境中自由運動，它的自由度至少是六；三個表示它的位

置，另外三個表示方向，也就是對立體空間中三個軸的旋轉角度。如果機器人的構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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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變形的，例如可以旋轉關節的機器人，則組態的參數就要包含每個關節的旋轉角

度。像這樣高自由度的機器人，運動計劃時要在高維的組態空間中尋找路徑。文獻中有

兩種主要的解決方法：一種是集中的做法，直接在高維的空間中搜尋。我們前幾小節所

提到的方法，有些很難延伸到三維以上的空間，只有隨機的方法比較適合解決高維的問

題；另一種是分離的做法，把組態的參數分成幾組，然後依序計劃，某一組參數在搜尋

時，必須被之前已經決定的參數路徑所限制。例如，有一個類似人類手臂的機器手臂，

有三個關節：肩膀、手肘、手腕，我們可以分三次來計劃，先計劃肩膀關節的轉動，這

個結果決定了上臂的軌跡，也包括手肘的軌跡，自然會影響到接下來計劃的手肘關節轉

動；然後下臂的軌跡也限制了手腕關節的轉動計劃，當手腕關節計劃完成後，我們才得

到手掌的軌跡。這種把組態分離再依序計劃的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高維搜尋的困難度。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無法完整搜尋組態空間，因為每一個組態參數決定時，也限制了一些

原本可以拜訪的組態空間，有可能因此而失去找出路徑的機會。 

2.2 群體運動計劃 

我們在 2.1節介紹了單一機器人的運動計劃方法，這些方法包括了針對高自由度的

機器人所提出的方法。當所要解決的問題包含多個機器人時，我們可以把這些機器人的 

 
圖 2.11 群體運動計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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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態合併起來，當作是一個自由度很高的機器人。文獻上計劃運動的方法，就如同 2.1.4

節所提，包含兩種主要的做法。第一種是把組態分開來計劃，我們稱為分離式的方法；

另一種是直接在高維的空間中搜尋，稱為集中式的方法。圖 2.11是一個群體運動計劃問

題的例子，其中共有四個機器人，要從起始位置 S1、S2、S3、S4，找出各自的路徑，到

達終點 G1、G2、G3、G4。機器人在路徑上不能互相碰撞，也不能碰撞到障礙物。 

2.2.1 分離式群體運動計劃 

分離式的方法首先要把所有組態的參數分組。對於多個機器人來說，最好的分法自

然就是每個機器人自己的組態分成一組，也就是把群體運動計劃問題切割成多個個別的

子運動計劃問題。然後我們按照一個順序逐一解決子問題，比較晚計劃的機器人會被其

他較早計劃出來的路徑所限制，避免與它們碰撞，這是有優先順序的計劃(prioritized 

planning)[11]。如果因為這樣的限制，使得某個機器人在計劃的時候無法找到路徑，則

需要額外的協調方法來更改已決定的路徑，或是重新安排計劃的順序。然而目前並沒有

很好的解決辦法能夠保證此搜尋法則的完整性。如圖 2.12(a)，採用優先順序的計劃，機

器人 R1的優先權較高，當 R2計劃時必須考慮到已經決定路徑的 R1，所以在兩個機器人

即將交會的地方可以看到 R2避開的路徑。[2]使用隨機的方法去找出最佳的計劃順序，

除了增加計劃的成功率之外，也能找出較短的路徑。 

 
圖 2.12 兩種分離式的群體運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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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分離式的方法，則是先不考慮機器人之間碰撞的問題，而由每個機器人分別

去計劃路徑，沒有優先順序，也不互相限制。待所有的路徑都找出來後，再調整運動的

速度(velocity tuning)來避免機器人互相碰撞。圖 2.12(b)即是採用調整速度的方法，所以

R1與 R2都不考慮對方的存在，各自計劃路徑，最後再改變速度來避免碰撞，譬如 R2在

交會之前先停在原地，等 R1經過之後再走。圖 2.12(b)的速度調整問題可以用圖 2.13的

協調圖(coordination diagram)來表示，兩個軸分別表示機器人 R1與 R2在各自路徑上的位

置，這兩個機器人如果同時走到路徑中點的附近，會發生碰撞，在協調圖中是以黑色區

塊表示。要調整出適合的速度，也就是要在協調圖中找出一條合法的路徑，讓所有機器

人能從起點走到終點。我們可以想像 N 個機器人的速度協調圖是個 N 維的空間，當機

器人數量很多時，搜尋的空間也很大。[33]則把高維協調圖的搜尋，簡化為多次二維的

搜尋，也就是機器人兩兩協調速度。 

 

圖 2.13 協調圖 

 

圖 2.14 分離法不能解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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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哪一種做法，分離式的計劃都不能完整地搜尋組態空間。圖 2.14便是一個分

離法所不能解決的例子，其中圖 2.14(a)的黑白兩機器人要互換位置，如圖 2.14(b)。不管

黑白機器人誰優先計劃，或是計劃完再改變速度，都不能避免碰撞發生。 

2.2.2 集中式群體運動計劃 

集中式的群體運動計劃方法，是把所有機器人的自由度加起來，當成一個高自由度

的機器人來進行運動計劃。在高維組態空間中的搜尋，由於空間的龐大，不用隨機的方

法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在 2.1.2 小節所提到的兩種隨機的街圖法：機率街圖與快速擴

展隨機樹，可以用來解決高維的問題。[5]提出的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randomized path 

planner with potential field)也是一種解決高自由度問題的方法。以群體運動計劃為例，以

建立在工作空間的位能場來引導機器人群，隨機選出鄰近空間中整體位能較低的組態來

移動。採用位能場的方法，缺點在於無法避免局部最小值(local minima)的發生。當搜尋

陷入局部最小值的時候，此演算法便以隨機運動(random walk)法則，移動一段距離以逃

出此陷阱。 

這些隨機的集中式方法在機率上能夠保證完整性(probabilistic completeness)。換言

之，如果有一條路徑存在，在沒有時間限制的情況下，此類方法一定能夠找得到。[31]

提出了一種單次查詢、雙向搜尋、延遲檢查碰撞的機率街圖 (SBL, single-query 

bi-directional probabilistic roadmap planner with lazy collision checking)，與快速擴展隨機

樹類似。在[32]中，此法用來與分離式的方法比較。實驗的運動計劃問題共計有六個機

械手臂，每個手臂的自由度為六。如果用集中式的方法，組態空間就是一個三十六維的

空間；分離式的方法則是每個機械手臂各自計劃後，再調整速度。結果集中式的方法並

沒有比分離式慢很多，而且不像分離法會出現計劃失敗的情況。這說明了集中法雖然組

態空間複雜，但是在足夠解決一般問題的空間維度下搜尋，效率不會輸給分離法，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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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更佳。 

[1]用一些規則來降低集中式搜尋的空間維度。以兩個機器人為例，此文中規定機器

人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中任一個時，才能夠移動。第一個是其中一個機器人位於它的

起點或終點時，另外一個機器人可以移動；第二個是兩個機器人相連時可以一起移動。

但這樣的限制使這個演算法失去集中式計劃的完整性。 

2.2.3 其他的群體運動計劃方法 

[22]提出了一個綜合集中式與分離式的做法，稱為街圖協調法 (roadmap 

coordination)。每個機器人先不管其他機器人，各自在獨立的街圖上計劃各種可能的路

徑，再集中考慮所有機器人的運動可能造成的碰撞，然後調整機器人的速度與路徑。也

就是說機器人可以任意走在自己的街圖上，可快可慢，可以停下來也可以後退，甚至變

換路徑。所有機器人調整的過程，也是一種集中式的搜尋。與集中式、分離式的方法比

較，集中法完全不限制機器人的運動，分離法把每個機器人限制在自己固定的路徑上；

而街圖協調法的機器人必須在街圖上移動，雖然比集中法多了一些限制，但是比分離法

有彈性多了。街圖協調法的搜尋，理論上是不完整的，因為街圖的限制，不可能搜尋到

整個組態空間。但是如果每個機器人的街圖上至少有一個它可以到達的組態，並且其他

機器人位於自己街圖上的任何位置都不會與它碰撞，則能夠保證找得到可行的路徑。因

為發生衝突時，其中幾個機器人可以先退到這個安全的組態，讓其他機器人先過去。 

[10]把靠近的機器人連成網路(network)，每個網路代表一組機器人。當兩個網路的

機器人接近時，可以合併為一個網路；如果同一個網路內的機器人分散了，也可以分裂

為多個網路。以整個群體來看，每個網路各自計劃路徑，是分離式的做法；而網路內部

則是用集中式方法來計劃每個機器人的路徑。由於網路結構一直在改變，會合併也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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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常常需要重新計劃路徑；所以採用多次短距離的計劃，來取代一次整體的計劃。網

路內每次的計劃只在鄰近區域的範圍內，而集中式的方法也才能達到即時的效果。 

有些方法並不事先規劃出完整的路徑，而是用一些規則來控制機器人的運動。例如

交通規則(traffic rules)規定機器人要靠馬路右邊走、遇到路口先停下來。維持隊形

(formation)的規則讓機器人在運動時，能夠保持與群體的相對位置。這些規則也可以與

我們在 2.3節中介紹的模擬方法結合，產生多變化的群聚行為。 

2.3 群體運動模擬 

有很多群體運動的相關研究並不是用運動計劃的方法，例如用虛擬力來引導個體的

運動。雖然使用這類方法不能確保機器人一定能走到目標，但是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有

不錯的表現。在機器人學之外，群體運動也可應用在電腦動畫、人工生命的領域，有時

候並不強調群體是否能順利地移動到目標，而是著重於模擬(simulation)群聚的行為

(flocking behavior)，例如人群、鳥群、魚群的模擬。 

[27]提出用分散力(separation)、凝聚力(cohesion)、一致力(alignment)影響個體的運

動，來模擬群體的運動。分散力能讓個體與附近其他的個體保持距離，避免擠在一起。

分散力是由其他個體所產生的排斥力總和，如圖 2.15(a)。凝聚力使個體向群體的中心聚 

 
圖 2.15 分散力、凝聚力與一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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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體的中心就是附近其他個體的質心，如圖 2.15(b)。一致力則是讓個體保持與群體

一致的速度或方向，把個體目前的速度調整為附近群體的平均速度，如圖 2.15(c)。結合

這三種概念簡單的影響力，可以模擬出非常逼真的群聚行為。如果再加上更高階的規則

來控制群體，或是結合運動計劃方法，可以產生更多的變化。 

跟隨領導者(leader following)是一種模擬群體運動的方法，在群體中有一個領導者，

負責帶領群體往目標前進，其他的個體都是跟隨者，跟著領導者移動。[21]為領導者加

入了運動計劃的能力，而跟隨者則是用分散力、凝聚力與一致力，再加上領導者的吸引

力來模擬群聚的行為，如圖 2.16。跟隨者被障礙物擋住，而找不到領導者的時候，則會

根據領導者留下的足跡去尋找。多個群體的情況下，每個領導者以分離式的優先順序計

劃來決定路徑，並且能夠預先保留跟隨者所需的空間。 

 
圖 2.16 整合運動計劃與模擬的跟隨領導者方法 

[6]也是一個結合運動計劃與群體模擬的例子。先在場景中建立街圖，當群體的終點

決定時，在街圖上找出一條粗略的路徑。如圖 2.17所示，路徑只有街圖節點的順序。每

個個體被最接近的節點所吸引，經過這個節點之後再被下一個節點吸引，最後到達終

點。在運動的過程中，也要考慮彼此的分散力、凝聚力與一致力。街圖法除了能讓群體

走到目標之外，也用來模擬其他的群聚行為，例如：探索環境、尋找未知的終點、牧羊

犬趕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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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街圖法與群體運動模擬 

2.4球形樹 

在機器人數量多且擁擠的環境下，互相碰撞的機會很高，在運動計劃檢查相鄰的組

態時很不容易找到沒有碰撞的。尤其是我們在 2.2.2 小節中所介紹的集中式方法，把所

有機器人的自由度都放開，更增加了困難度。於是我們採用一種稱為球形樹(sphere tree)

的結構來表示群體，把鄰近的機器人群組起來，降低搜尋空間的維度，也減少個體之間 

 

圖 2.18 用球形樹包裹的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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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碰撞。原始的球形樹是[26]所提出，能夠增進物體與物體之間碰撞偵測(collision 

detection)的效率。球形樹是一種二元樹(binary tree)，用球的形狀一層層把物體包起來，

並且用樹的結構來表示這些球，如圖 2.18，表示樹的各層到下層的球，其中圖 2.18(a)

就是球形樹的根節點，這是一個二維物體的例子。建立球形樹的方法，首先要把物體的

邊緣用小球填滿，這些小球就是球形樹的外部節點，依照這些小球的分布，來決定如何

用較大的球(樹的內部節點)包覆小球。球形樹中的任何一個節點表示的球，必定完全包

含它下層所有的球。我們在第五章中會詳細介紹球形樹的內部節點如何建立。 

每個物體都建立好球形樹，當我們需要偵測兩個物體是否碰撞時，我們從球形樹的

根節點開始檢查，由兩球圓心的距離與兩球的半徑合，可以判斷球是否相交。沒有相交

則可以保證兩物體沒有碰撞；相交則需要再往樹下層的球檢查，如果最下層的球仍然不

能確定物體的碰撞，這時候才以物體實際的幾何形狀來判斷。圖 2.19 是機器人 R 與三

個障礙物 O1、O2、O3做碰撞偵測的例子，R與 O1、O3的距離較遠，因此只需計算一次

根節點的距離，就可以確定不會碰撞；R與 O2則因為距離較近，要往球形樹下層檢查，

直到樹的某個剖面上沒有球相交為止，才能夠確定兩個物體沒有碰撞。 

 
圖 2.19 用球形樹偵測碰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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