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集中式群體運動計劃 

 

在上一章中提到了使用位能場與 A*搜尋法的分離式計劃；在這一章裡將會介紹集中式

的群體運動計劃方法。我們以[5]的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為基礎，主要不同的地方在於，

我們根據群體運動的特性，對位能場做了一些改良，以增進計劃的效率。 

4.1 集中式的計劃方法 

在本節中，我們將先分析各種計劃演算法，並找出適合集中計劃群體運動的方法。

以前一章所提到的 A*搜尋法或最佳優先搜尋法，是使用佇列來記錄組態搜尋的情況，

從佇列中選出最佳組態，拜訪鄰近的所有組態，並記回佇列中。在高維度的組態空間，

由於相鄰組態的數量繁多，不可能每一步都拜訪所有相鄰的組態。因此系統地拜訪所有

鄰居的搜尋法並不適合解決高維的運動計劃問題。 

一般而言，與其他高自由度的計劃問題相似，隨機的方法比較適合集中計劃群體的

運動。在第二章的相關研究裡，我們提到了幾種文獻中的隨機方法，如機率街圖、快速

擴展隨機樹、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等。前兩種方法是屬於隨機的街圖。機率街圖法是在

組態空間中隨機選出很多的自由組態，然後把它們連接起來形成街道。在一般的高維空

間中建立街圖比較簡單，但是群體運動的特性是有許多獨立的個體，個體之間的距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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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會太大，因此很容易互相碰撞。當機器人與障礙物很多的情況，在組態空間中連接

一條街道相對而言變得很困難，因為任何一個機器人在做直線運動時，如產生與環境或

其他機器人的碰撞，則這條群體路徑即為不合法的路徑。因此，要找出合法的群體區域

路徑(local path)做為街道相對變得困難。以位能場為基礎的隨機路徑計劃法，限制每個

機器人一步走一個單位距離，如此漸進的搜尋機制，比較適合處理機器人互相碰撞頻率

很高的群體運動問題。 

4.2 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 

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演算法是由[5]所提出，此法於目前所在組態為基準，隨機地拜

訪鄰近的組態，只要遇到位能值較低的組態，就決定走這一步，並把它加入路徑裡。因

此，隨機路徑計劃只能根據上一步的組態來產生下一步。如果陷入局部最小值(四周鄰

居組態的位能值接較高)，則以隨機運動來逃脫，以繼續找到有更低位能的組態。 

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的演算法如圖 4.1 所示。此演算法主要是由向下運動(down 

motion)與隨機運動(random walk)兩個機制所構成。向下運動就是整個群體往位能低的地

方移動，我們定義每個機器人位能的總和就是群體的位能。演算法中的路徑用「+」運

算，表示將兩個路徑連接(concatenate)起來。例如，PC = PA + PB表示把 PA與 PB兩條路

徑接起來成為路徑 PC。當向下運動遇到局部最小值時，會將這次向下運動的路徑傳回。

在演算法的第 2行中，起始組態 CS與第一次向下運動 Down_Motion(CS, CG)傳回的路徑

連接起來，形成目前已確定的路徑 P。遇到局部最小值之後，在演算法的第 6行中，從

目 前 的 路 徑 P 中 的 最 後 一 步 Last_Step(P) 開 始 ， 隨 機 運 動 一 段 距 離

Random_Walk(Last_Step(P), CG)來逃脫，並用一個暫存的路徑 Ptmp來記錄。隨機運動之

後，在演算法的第 14 行，再接著作向下運動，把傳回的路徑接在 Ptmp之後。這次的向

下運動遇到的局部最小值，須與前一次的局部最小值作比較。在演算法的第 15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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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 Randomized_Path_Planning_with_Potential_Fields(CS: start configuration 
(x1, y1, x2, y2, …, xn, yn) of robots, CG: goal configuration (xg, yg, rg))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success : = false 
P : = CS + Down_Motion(CS, CG)               { CS is the first step of path P }
if Last_Step(P) reaches goal area CG then success : = true 
while ┐success 
begin 

Ptmp : = Random_Walk(Last_Step(P), CG) 
if Last_Step(Ptmp) reaches goal area CG then 
begin 

P : = P + Ptmp 

success : = true 
end 
else 
begin 

Ptmp : = Ptmp + Down_Motion(Last_Step(Ptmp), CG) 
if Potential_Field(Last_Step(Ptmp)) < Potential_Field(Last_Step(P)) then
begin 

P : = P + Ptmp 
if Last_Step(Ptmp) reaches goal area CG then success : = true 

end 
end 

end 
return P 

圖 4.1 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演算法 

比較 P與 Ptmp最後一步的位能值，如果 Ptmp所遇到的局部最小值位能反而比較高的話，

表示這次逃脫的隨機運動是失敗的，要回到 P的最後一步再進行一次隨機運動，暫存的

路徑 Ptmp就會被放棄；如果 Ptmp的局部最小值位能比 P低，則在演算法的第 17行中，

把暫存路徑 Ptmp接到路徑 P之後，並直接從最後一步開始隨機運動，不需要再回到之前

的局部最小值。如此反覆進行向下運動與隨機運動，直到抵達終點為止。向下運動與隨

機運動的過程都有可能到達目標 CG，所以在演算法第 3行、第 7到 11行、第 18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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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傳回路徑都要檢查最後一步是否已經在終點範圍內。 

向下運動的演算法如圖 4.2，目的是要找出位能更小的組態，來延伸路徑。在演算

法第 8行中，從目前所在的組態 C，拜訪鄰近的組態並偵測碰撞，找出合法的組態 C’。

碰撞偵測包括檢查機器人與障礙物的碰撞、還有機器人與機器人之間的碰撞。然後在演

算法第 10行檢查位能 Potential_Field(C’)是否較低。如果位能較低的話，就把 C’加入路

徑 P中，並且從這個組態繼續尋找下一步。每次找到一個合法的鄰居，在演算法的第 9

行記錄下嘗試的次數 nTrial。如果一直找不到位能較低的合法鄰居，在演算法第 18行中， 

procedure Down_Motion(C: configuration (x1, y1, x2, y2, …, xn, yn) 
of robots, CG: goal configuration (xg, yg, rg))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scape : = false 
P : = null                         { P is an empty path } 
while ┐escape 
begin 

nTrial : = 0 
while nTrial < maxTrial 
begin 

C’ = Random_legal_Neighbor(C) 
nTrial : = nTrial + 1 
if Potential_Field(C’) < Potential_Field(C) then 
begin 

P : = P + C’ 
C : = C’ 
if C’ reaches goal area CG then return P 
break 

end 
end 
if nTrial = maxTrial then escape : = true 

end 
return P 

圖 4.2 向下運動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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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rial超過可以忍受的範圍 maxTrial時，就假設機器人群陷入到局部最小值裡，此時就

傳回這一段向下運動的路徑 P。在演算法第 14 行中，另外一個結束程序的情況是抵達

終點 CG。 

由於在高維空間下，一個組態的鄰居數目龐大，因此需要用隨機的方法來選擇組

態，而不是系統化地檢查所有的鄰居。每個機器人有 X、Y兩個自由度，每個自由度可

以做增加或減少的變化，或不做任何變化。因此單一機器人所有可能的變化共有九個。

一個有 N個機器人的群體，所有可能的運動情況共有 9N種。舉例來說，100個機器人的

群體，每一步有 9100種可能的走法，我們不可能一一檢查這 9100個組態，只能隨機選擇

出其中一些組態來處理。 

 
圖 4.3 局部最小值的情況 

在 3.1節中提到，如果我們的位能場能建立在組態空間之中，則可以避免由障礙物

所形成的局部最小值。以集中式計劃的組態來說，雖然這個位能場不能算是建在組態空

間裡，但是由於障礙物膨脹了機器人半徑的寬度，所以仍然不會造成局部最小值。那麼

為什麼向下運動的演算法中需要判斷局部最小值呢？因為多個機器人的運動，可能使得

本來對單一機器人來說不是局部最小值的地方，在多個機器人互相干擾的情況下，發生

群體位能的局部最小值。如圖 4.3的例子，有一個道路的寬度可以讓一個機器人通過，

但是入口處擠滿了機器人，最前面兩個機器人剛好互相擋住半個入口，誰都沒辦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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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這時候不可能找到一個位能值總合更低的組態，造成群體位能局部最小值的狀況。 

隨機運動的演算法如圖 4.4。隨機運動與向下運動一樣要避免機器人與障礙物碰

撞、機器人之間互相碰撞，但是不用考慮下一步的位能總和是否較小。在演算法第 5到

6行中，只要從目前的組態 C找到一個鄰近的合法組態 C’，就直接加入路徑 P中。隨機

運動一段路徑 P之後，就結束程序並傳回 P。在演算法的第 2行中，隨機運動的路徑長

度 random_length，可視問題的特性而隨機決定的。如果有可能陷入很深的局部最小值，

則需要較長的隨機運動來逃離；以我們的群體運動問題來說，發生局部最小值的機會很

低，更不容易出現有深度的局部最小值，因此只要短距離的隨機運動就足夠解決了。在

演算法的第 8行中，隨機運動的過程中若是到達目標 CG，則直接回傳這一段路徑 P。 

 procedure Random_Walk(C: configuration (x1, y1, x2, y2, …, xn, yn) 
of robots, CG: goal configuration (xg, yg, rg)) 
 1. 
 2. 
 3. 
 4. 
 5. 
 6. 
 7. 
 8. 
 9. 
10. 

P : = null                         { P is an empty path } 
random_length : = Random_Number() 
for i : = 0 to random_length 
begin 

C’ = Random_legal_Neighbor(C) 
P : = P + C’ 
C : = C’ 
if C’ reaches goal area CG then return P 

end 
return P 

圖 4.4 隨機運動演算法 

4.3 改進集中式群體運動計劃的方法 

在向下運動時，機器人群會往位能總合低的方向走，總合的位能值要低，自然機器

人會傾向往位能低處移動。我們在 3.1節中介紹的位能場，只有終點區域的中心點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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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場的最低點，位能值為 0，如圖 4.5(a)的點 LA。使用這種位能場，當一部份的機器人

還沒進入終點區域時，會使得已經到達目標的機器人都擠向位能最低點，造成碰撞機會

提高，搜尋效率就降低。我們稍微改變一下位能場來配合向下運動的特性，把終點區域

裡一個較小的圓，設為位能場的最低區域。如圖 4.5(b)中的圓 LB之內，位能值都是 0。

先到達終點的機器人，會比較平均地分布在位能值最低的圓內，減少碰撞的機率，搜尋

整個路徑花費的時間也就縮短。 

 
圖 4.5 以一點為最低點的位能場與圓形最低區域的位能場 

4.4 集中式方法的範例 

集中式的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能夠成功地解決群體運動計劃問題。如圖 4.6是一

個簡單的例子，由於是使用隨機的方法，雖然每個機器人都受到相同位能場的影響，但

是有可能會選擇不同的路徑。與分離法相比，集中式的隨機計劃產生的群體路徑較分

散，除了機器人會走不同的路線之外，起始位置相近的機器人，到達終點的時間也可能

差距很大。使用分離式的 A*搜尋法解決相同的問題，每次計劃出來的路徑一定是完全

相同的，因為演算法是具決斷特性的(deterministic)。而隨機的集中式計劃則每次會得到

不同的路徑。 

在圖 4.7的例子中，群體的起始組態是在一個局部最小值上，通往終點的入口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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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集中式群體運動計劃的例子 

 
圖 4.7 局部最小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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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機器人擋住，誰也沒辦法前進，如圖(b)。在不可能找到更低位能組態的情況下，為了

讓機器人散開，先隨機運動一段距離，如圖(c)。空出入口附近的空間後，再向下運動就

容易多了，如圖(d)到(f)。 

通過狹窄的通道，對於隨機路徑計劃來說是很困難的問題，因為機器人與障礙物碰

撞的機會增加了，比較不容易找到合法的組態。圖 4.8的例子說明了集中式的計劃仍可

以解決狹窄通道的問題。在進入通道之前，機器人在入口處先遇到一個瓶頸，與圖 4.7

的情況很相似。但是出現真的局部最小值的機率非常低，必須剛好有幾個機器人互相阻

擋住入口，而且其他的機器人都緊跟在後面，使得沒有人能夠往位能更低的地方走。 

 
圖 4.8 集中法計劃出的路徑經過狹窄通道的例子 

在圖 4.9的例子裡，終點區域的圓心被一個障礙物擋住。但是我們使用的位能場不

只有圓心一個點是位能最低點，而是有一個位能值皆為零的圓形區域，只要障礙物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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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終點區域中心被障礙物擋住的例子 

 
圖 4.10 終點區域的入口狹窄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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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到把整個圓給覆蓋住，位能場仍然是可以建立的。最後群體抵達終點的狀態，如圖

4.9(f)，會圍繞著這個位於終點上的障礙物。 

圖 4.10是用集中式計劃來解決一個分離法失敗的例子。在 3.5節中的圖 3.15，因為

進入終點區域的入口很窄，而先計劃的機器人又把入口給阻擋住，使得接下來的機器人

計劃失敗。集中法完整地搜尋組態空間，計劃沒有先後的順序。先進入終點的機器人不

會停在原地，後面接著有機器人進來時，可以再調整位置。如圖 4.10(e)，已有幾個機器

人走到終點圓形之內。隨著其他的機器人陸續進入終點，較早到達的人會往較空曠的地

方移動，使得整個群體順利走進目標，如圖 4.10 (f)。 

4.5 實驗結果 

因為我們的集中式計劃是採用隨機的方法，即使是計劃兩次相同的群體運動問題，

有時候計劃所花費的時間會出現非常大的差異。因此我們的隨機方法實驗，都是採取多

次實驗的平均。 

我們在 4.3節中提到以圓為最低區域的位能場，使得較早進入終點區域的機器人分

散開來，減少碰撞的機會，搜尋效率比原本只有一個最低點的位能場更好。在這一節以

實驗來分析這兩種位能場對於搜尋的影響。實驗的場景、群體的起始狀態與終點區域與

3.6節的圖 3.16相同，一樣是 50個機器人。表 4.1的實驗是使用兩種位能場，分別實驗

10次的平均結果。找出來的路徑長度相差不多，但是搜尋過程中，機器人之間發生碰撞

的次數卻有很大的變化。主要原因是以終點圓心為最低點的位能場，吸引所有的機器人

往一個點移動，自然會造成很多的碰撞；而以圓為最低區域的位能場，讓機器人平均分

布其中，碰撞次數就減少了。圖 4.11 是一部分的機器人進入終點後的情況，圖(a)使用

一個最低點的位能場，機器人都往中心點擠，碰撞頻率很高；而圖(b)是採用最低圓形區

 50



域的位能場，可以觀察到機器人會分散在終點區域內，碰撞頻率就低得多了。 

表 4.1 使用不同位能場計劃的實驗結果 

位能場 路徑長度 機器人之間的碰撞次數 計劃時間(秒) 
以一點為最低點 3584.0 14349942.6 180.06 
以圓為最低區域 3185.0    79049.4   9.37 

 

圖 4.11 部分機器人進入終點後的情況 

我們成功地利用集中式的計劃方法，解決了群體運動計劃的問題。與分離的計劃比

較，集中法具備搜尋的完整性；但是當機器人的數量逐漸增加時，集中式計劃所花費的

時間成長速度會加快許多，因為每個機器人是隨機地運動，互相碰撞的機會高，不易搜

尋合法的組態。因此我們將在下一章提出階層式動態編隊的方法來計劃群體運動，減少

機器人之間的碰撞，提昇搜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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