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階層式動態編隊的集中式群體運動計劃 

 

我們在這一章中延續第四章的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以集中的方式來計劃群體運動，並

用 2.4節中所介紹的球形樹結構，以階層的組織為機器人群編隊。階層式動態編隊的方

法，基本精神是讓群體中距離較近的機器人組成隊伍，在搜尋過程中，每次都往同一方

向一起移動，可以確保同一隊伍中的機器人不會互相碰撞，進而減少整群機器人碰撞的

機率，增進搜尋的效率。 

5.1 建立球形樹 

如 2.4 節所提到的，球形樹是[26]所提出，原本用來改善碰撞偵測的效率。用球形

樹包覆的物體互相偵測碰撞的時候，先檢查根節點的球是否相交，沒有相交表示兩物體

不會碰撞；相交則繼續檢查球形樹下層的球。球形樹能夠加速碰撞偵測，是因為不必立

即以物體的幾何結構來判斷碰撞，只需要做距離的比較就能確定球是否相交。 

球形樹是一種二元樹，每個節點都代表一個球，每個球必定完全包含其下層所有的

球。與[26]不同的是，我們把球形樹用來包覆群體，因為機器人是在平面的工作空間上，

所以球形樹的節點表示平面上的圓。樹的葉節點表示的是最基本的圓形，也就是單一的

機器人；而內部節點則是能夠包含它的子節點的最小圓，代表其下所有葉節點所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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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隊伍。 

我們以圖 5.1 的演算法來說明球形樹是如何建立在群體上，與[26]的方法基本上是

相同的。在演算法第 3行中，利用分割解決(divide and conquer)的演算法，把群體的集

合 S切割成兩個子群體 SA與 SB。用遞迴(recursive)的方法繼續對每個子群體切割。在演

算法第 2行中，判斷到子群體只剩下一個機器人時，就傳回這個機器人做為一個葉節點。

每個內部節點的 sphere，在接到兩個表示子群體的節點之後(演算法第 4到 5行)，必須

把自己的組態，也就是位置 (x, y)與半徑 r，設為能夠包含它的兩個子節點

Left_Child(sphere)與 Right_Child(sphere)的最小圓，然後再傳回給上層的節點(演算法第 6

到 7行)。當設定完根節點時，球形樹也就建立完成了。 

procedure Build_Sphere_Tree(C: configuration (x1, y1, r1, x2, y2, r2, …, xn, yn, rn) 
of spheres) 
 1. 
 2. 
 3. 
 4. 
 5. 
 6. 
 7. 

S : = All_Leaf_Spheres(C)                     { S is a set of spheres }
if |S| = 1 then return the only sphere in S 
divide S into two subsets, SA and SB 
Left_Child(sphere) : = Build_Sphere_Tree(SA) 
Right_Child(sphere) : = Build_Sphere_Tree(SB) 
set location (x, y) and radius r of sphere to contain two child spheres 
return sphere 

圖 5.1 建立球形樹的演算法 

以圖 5.2的例子來說明，分割群體的時候，要先找出能夠包含這個群體的邊界矩形

(bounding rectangle)，比較這個矩形對 x、y軸向的長度，垂直較長邊的方向從矩形中間

把群體切成兩半，如圖 5.2(a)到(d)。以一般群體分布的情況來說，這樣的切法能讓子群

體的形狀比較接近圓形，並且兩群機器人的數量不會相差太多。依照圖 5.2(e)的切割結

果，從最底層的葉節點開始，由下往上建立球形樹的內部節點，計算出最小的圓，能夠

包含兩個子節點，如圖 5.2(f)到(i)。圖 5.3則是用樹狀結構來表示圖 5.2中的球形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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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線 

邊界矩形 

圖 5.2 建立球形樹的過程 

 

圖 5.3 以樹狀結構表示圖 5.2的球形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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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使用球形樹配合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 

我們將球形樹的概念融入路徑計劃法則的方式，是在開始搜尋的時候，把整個機器

人群體當作是一個隊伍來計劃，也就是以球形樹的根節點為起始的組態。搜尋的過程如

果遇到比較狹隘的地方，不可能以一個隊伍通過時，就分成兩隊來嘗試，就是根節點的

兩個子節點所表示的隊伍。在遇到更窄的通道時，隊伍可以再分開來。如果分離出太多

的隊伍，則隊伍之間碰撞的機率會提高，需要合併隊伍來減少碰撞。在搜尋時要知道這

些獨立隊伍的狀態，可以用一串陣列來記錄這些球形樹剖面上的節點。圖 5.4(a)是圖 5.2

的球形樹，在搜尋時的編隊情形，可以看到有一個三個機器人的隊伍、兩個兩人的隊伍、

三個單人的隊伍。圖 5.4(b)則是以樹狀結構來表示，圖中的球形樹剖面就是目前編隊的

狀態。 

 

剖面 

圖 5.4 搜尋時記錄球形樹分裂的剖面 

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中的組態，原本是結合全部機器人的組態。以球形樹結構表示

的群體，套用在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之後，組態變為球形樹中某個剖面上所有的圓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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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 Down_Motion_with_Dynamic_Grouping(C: configuration (x1, y1, r1, x2, y2, r2, 
…, xn, yn, rn) of spheres s1, s2, …,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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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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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P is a multiple of rebuildPeriod then C : = Build_Sphere_Tree(C) 
nTrial : = 0 
while nTrial < maxTrial 
begin 

if robot collisions are more than rebuildThreshold times obstacle collisions 
when finding this step then C : = Build_Sphere_Tree(C) 

for every sphere s in C 
begin 

if obstacle collisions when finding a random legal neighbor s’ of s are 
not less than splitThreshold then C : = Split_Sphere(s, C) 

else add s’ to a composite configuration C’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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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 

C : = Split_Sphere(Largest_Sphere(C), C) 
escape : = true 

end 
end 
return P 

圖 5.5 動態編隊的向下運動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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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也可以說是所有獨立隊伍的組態。組態以隊伍來表示，說明了機器人的運動必須以

隊伍為單位，隊內機器人的移動必須一致，因此隊伍中機器人之間的相對位置維持不

變，也不會互相碰撞。除了以隊伍來限制機器人的自由度之外，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與

隨機運動的演算法，跟第四章中所提到的圖 4.1 與 4.4 的演算法一樣，而向下運動則與

圖 4.2的演算法有較大的不同，加入了動態編隊的規則，可以改變搜尋的球形樹剖面，

或是重建球形樹的結構。圖 5.5是修改過後的向下運動演算法。 

圖 5.5的向下運動演算法中，我們在兩種情況下會分離隊伍，在另外兩種情況下會

合併隊伍。在演算法第 13到 14行中，當一個隊伍 s在尋找隨機鄰居 s’的過程中，與障

礙物發生碰撞的次數超過可以忍受的範圍 splitThreshold 時，就假設是遇到了狹窄的通

道，並且把隊伍 s分離。以搜尋的效率為考量，根據我們的經驗，設定 splitThreshold的

數值要適中。如果太小則容易分離出過多的隊伍，隊伍多碰撞機會就高；如果太大則應

該要分離的隊伍，必須多花一些時間找出更多次的碰撞，超過 splitThreshold之後，才能

夠分離。另一個分離隊伍的情況在演算法的第 28行，如果整個群體 C一直找不到位能

更低的鄰近組態 C’時，則假設是遇到了局部最小值，在使用隨機運動逃脫之前，把目前

剖面中最大的圓 Largest_Sphere(C)所代表的隊伍分離。 

procedure Split_Sphere(s: a sphere to be split, C: configuration 
(x1, y1, r1, x2, y2, r2, …, xn, yn, rn) of spheres) 
 1. 
 2. 
 3. 
 4. 
 5. 
 6. 
 7. 

if s is a leaf node then return C 
else 
begin 

delete s from C 
add Left_Child(s) and Right_Child(s) to C 
return C 

end 

圖 5.6 分離隊伍的演算法 

 57



圖 5.6是分離隊伍的演算法，如果這個隊伍 s是球形樹的葉節點，也就是隊中只有

一個機器人時，則不必分離(演算法第 1 行)；如果是內部節點，先把 s 從群體的組態 C

中移除，再把它的兩個子節點 Left_Child(s)與 Right_Child(s)加入群體組態 C中，形成新

的剖面(演算法第 4與 5行)。我們不會使用到被移除的內部節點 s，因此無論 s的子隊伍

如何移動，s都不再更新位置座標或半徑來包含它的子節點。 

向下運動的過程中，隊伍數目越分越多，不同隊伍之間機器人的碰撞機會也升高，

因此需要合併隊伍，來增進搜尋的效率。在[20]中提到，多個移動中的球形樹，若是一

直去檢查它們的位置變化，來決定哪些樹需要合併的話，反而增加了許多計算；如果不

管這些球形樹的位置，每隔一段時間就重建整個球形樹，反而比較有效率。所以我們重

新建立球形樹，為機器人群做整體的合併，而不是在搜尋的時候一直去檢查每個隊伍的

位置，決定是否要合併。 

向下運動在兩種情況下會重建隊伍：在圖 5.5演算法的第 5行中，當路徑 P的長度

是循環週期 rebuildPeriod的倍數時，定期地重建球形樹；另外，如果機器人群處在一個

擁擠的狀態，但是附近的障礙物不多的時候，也是適合重建隊伍的時機。因此在圖 5.5

演算法的第 9 到 10 行中，在搜尋一步的過程之內，檢查鄰近的組態時，機器人之間發

生的碰撞次數，超過機器人與障礙物碰撞次數的 rebuildThreshold倍時，也會重建隊伍，

以減少機器人之間的碰撞。這個重建的方法只根據碰撞的次數來判斷，並不會增加太多

額外的計算。重建球形樹要打破原有的編隊，捨棄目前的球形樹剖面。在圖 5.1建立球

形樹演算法的第 1行中，以機器人個體為單位來建立。重建之後的新剖面就是新球形樹

的根節點。 

rebuildPeriod與 rebuildThreshold這兩個參數，會影響隊伍合併的頻率。設定得太低

則重建球形樹的次數將會過多。除了重建的時間之外，在遇到障礙物的情況下，還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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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把隊伍從球形樹的根節點分離到適當的剖面，才能繼續前進。如果把這兩個參數值

設得太高，則合併隊伍的機會就變少了，隊伍的數量多，機器人之間的碰撞機會就增加

了。 

雖然編隊的方法把機器人限制在隊伍中，卻不會影響到搜尋的完整性。因為計劃的

過程中隊伍可以分離，最極端的情況是球形樹的整個剖面下降到葉節點。這時候每個機

器人自成一個隊伍，因此可以自由地搜尋完整的組態空間，維持集中式計劃的完整性。 

5.3 球形樹的碰撞偵測 

球形樹原本就是加速碰撞偵測的方法，我們把這種結構拿來組織機器人群之後，仍

然可以使用[26]的方法檢查碰撞，來確認搜尋到的組態是否合法。需要偵測兩種碰撞：

機器人之間的碰撞、機器人與障礙物的碰撞。 

同隊伍中的機器人，每一步移動的方向一致，只要群體的起始狀態沒有碰撞的情

況，同隊的機器人在搜尋的過程中就不可能發生碰撞。因此，不同隊伍之間才需要檢查

機器人是否碰撞。我們偵測整個群體中機器人之間的碰撞，是兩兩檢查目前球形樹剖面

上所有的隊伍。我們以圖 5.7的演算法來說明，如何檢查兩隊機器人之間的碰撞。假設

si與 sj是球形樹剖面上的兩個圓，代表兩個隊伍。在演算法第 1行中，兩圓的圓心距離 

procedure Robot_Collision(si, sj: two spheres) 
 1. 
 2. 
 3. 
 4. 
 5. 
 6. 

if si do not collide with sj then return false 
else if both si and sj are leaf nodes then return true 
else if radius ri of si is larger than radius rj of sj then 

return Robot_Collision(Left_Child(si), sj) or Robot_Collision(Right_Child(si), sj) 
else return Robot_Collision(si, Left_Child(sj)) or Robot_Collision(si, Right_Child(sj)) 
{ This procedure checks robot collision for two group si and sj } 

圖 5.7 偵測兩個隊伍之間機器人碰撞的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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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半徑合，則兩個圓沒有相交，可以確定沒有機器人碰撞，因為機器人一定被包在圓

裡面。在演算法第 2 行中，si與 sj相交，而且兩個圓都是球形樹的葉節點，表示真的有

機器人相撞。在演算法第 3到 5行中，si與 sj相交，但是至少有一個圓是球形樹的內部

節點，表示一個隊伍，這時候無法確定有沒有發生碰撞，因此用遞迴的方式檢查大圓的

兩個子節點與小圓。 

檢查機器人與障礙物的碰撞，可以用[26]的方法把障礙物用球形樹包起來，然後用

類似圖 5.7的演算法，來檢查分別代表一隊機器人與一個障礙物的兩個圓的碰撞。但由

於障礙物是固定不動的，所以我們不用球形樹來包覆障礙物，而是使用距離圖(distance 

map)，來加速碰撞偵測。在平面上的兩點(x1, y1)與(x2, y2)，L1距離是| x1 - x2 | + | y1 - y2 |，

L2距離則是 ( ) ( )2
21

2
21 yyxx −+− 。判斷圓形與障礙物是否接觸，要檢查圓心與最接近

的障礙物位置，其 L2距離與圓形半徑的大小。 

我們用來加速檢查機器人與障礙物碰撞的 L2 距離圖上，記錄了自由空間中每個位

置與最接近障礙物的距離，可以快速檢查出圓形是否與障礙物相交。圖 5.8 是建立 L2

距離圖的演算法，Map(x, y)表示一個從最近的障礙物點指向點(x, y)的向量。在演算法第

2到 6行中，先在障礙物所佔區域，把Map(x, y)設為向量(0, 0)，表示自己就是障礙物，

並且把位於障礙物邊緣的點加入一個佇列 Q中。每次從 Q中取出一個點(x, y)後，尋找

四個方向的鄰居點(x’, y’)，在演算法第 12到 16行中，Map(x’, y’)的向量還沒被設定，這

時候就設為Map(x, y)加上往(x’, y’)擴散的向量，表示目前最近的障礙物所指向(x’, y’)的

向量。在演算法第 19到 23行中，雖然Map(x’, y’)的向量已經設定過了，但並不能保證

這個向量是最距離最短的，若是從Map(x, y)擴散而來的向量距離，反而比原本Map(x’, y’)

的向量距離更短，則重設Map(x’, y’)，並確定(x’, y’)存在佇列 Q中，可以用更短距離的

向量，繼續擴散影響其他 L2距離圖上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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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 Build_Distance_Map()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Q : = null                                         { Q is an empty queue }
for every point (x, y) which collides with obstacles 
begin 

Map(x, y) : = (0, 0) 
if point (x, y) is on the edge of obstacles then Enqueue((x, y), Q) 

end 
while Q is not empty 
begin 

(x, y) : = Dequeue(Q) 
for every neighbor (x’, y’) of (x, y) 
begin 

if Map(x’, y’) is not visited then 
begin 

Map(x’, y’) : = Map(x, y) + (x’, y’) - (x, y) 
Enqueue((x’, y’), Q) 

end 
else 
begin 

if Distance(Map(x’, y’)) > Distance(Map(x, y) + (x’, y’) - (x, y)) then 
begin 

Map(x’, y’) : = Map(x, y) + (x’, y’) - (x, y) 
if (x’, y’) is not in Q then Enqueue((x’, y’), Q) 

end 
end 

end 
end 
{ Map(x, y) returns (vx, vy) which means the vector from the closest obstacle point to 
(x, y), Distance(vx, vy) returns 22 vyvx + , and therefore Distance(Map(x, y)) 
returns the distance from the closest obstacle point to (x, y) } 

圖 5.8 建立 L2距離圖的演算法 

建立 L2 距離圖時，先設定的向量未必距離會比較短。用圖 5.9 的例子來說明，深

灰色的位置(1, 0)、(2, 0)、(2, 1)表示障礙物，箭號表示建立 L2距離圖時擴散的方向，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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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的位置是已經設好最接近向量的點。這時候從佇列中拿出點(2, 2)，它的鄰居點(1, 2)

已經設定了向量(0, +2)，是從障礙物邊緣點(1, 0)擴散而來。點(2, 2)的向量來自點(2, 1)，

若是再延伸到點(1, 2)則向量是(-1, +1)，L2距離為 2 ，比原本向量(0, +2)的 L2距離 2

更短，因此把點(1, 2)的向量改為(-1, +1)。 

 

圖 5.9 建立 L2距離圖時已經拜訪過的位置仍要檢查 

 
圖 5.10  L2距離圖 

圖 5.10是一個 L2距離圖的例子，顏色越深表示距離障礙物越近，越淺表示越遠。

建好 L2距離圖之後，就可以用圖 5.11的演算法來偵測機器人與障礙物的碰撞。在演算

法中第 1 行中，機器人隊伍 s 的圓心在位置 (x, y)，圓心與最近障礙物的距離

Distance(Map(x, y))比 s的半徑 r大，可以確定隊伍 s中的機器人不會碰撞到障礙物。在

演算法第 2行中，半徑 r超過最近障礙物的距離，而且隊伍 s只有一個機器人，表示發

生碰撞；在演算法第 3行中，s代表多個機器人，則繼續檢查 s的兩個子節點 Left_Chi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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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Right_Child(s)與障礙物的關係。 

procedure Obstacle_Collision(s: a sphere with location (x, y) and radius r) 
 1. 
 2. 
 3. 
 4. 

if Distance(Map(x, y)) > r then return false 
else if s is a leaf node then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Obstacle_Collision(Left_Child(s)) or Obstacle_Collision(Right_Child(s))
{ This procedure checks obstacle collision for a group s } 

圖 5.11 偵測一隊機器人與障礙物碰撞的演算法 

5.4 階層式動態編隊的範例 

階層式動態編隊的運動計劃，開始搜尋的組態是球形樹的根節點，根據在場景中遇

到障礙物的情形，決定是否要分離隊伍；另外，除了定期地合併隊伍之外，也根據碰撞

的情況來決定合併。圖 5.12是一個完全沒有障礙物的場景，對於編隊的計劃方法是最有

利的情況，因為搜尋的過程中完全不需要分離隊伍，以球形樹的根節點來移動即可找到

終點，不管群體內有多少機器人，都與單一機器人的運動計劃同樣容易。圖中圍著機器

人的圓表示隊伍。 

 
圖 5.12 在無障礙物的環境中使用階層式動態編隊的計劃 

圖 5.13是編隊經過窄門的例子，在這個例子中可以觀察到隊伍的分離與合併。如圖

(b)，剛開始計劃時，整個群體是一個隊伍。如圖(c)走到門口時，以原本隊伍的寬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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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隊伍經過窄門的例子 

 
圖 5.14 動態編隊方法計劃出的路徑經過狹窄通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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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所以把隊伍分離到足以通過的程度，這時候組態所表示的球形樹剖面就下降了。

在圖(d)到(f)中可以看到，通過窄門的機器人，經過幾次重建球形樹的合併之後，逐漸形

成更多人的隊伍。 

使用球形樹的階層式動態編隊方法，與原本的隨機路徑計劃同樣是集中式的計劃。

雖然隊伍限制機器人的運動必須一致，但是遇到極端困難的情況時，可以在搜尋到下一

步之前，把隊伍完全分離開來，到球形樹的最底層，也就是放開了所有機器人的自由度。

如圖 5.14 的例子，機器人群必須經過相當長的狹窄通道。在圖 5.14(c)中，整個球形樹

的剖面降到最底層的葉節點，每個機器人自成一個隊伍，說明了動態編隊的方法具備搜

尋的完整性。但是這種困難的情況，並不適合用編隊的方法來解決。因為球形樹的剖面

幾乎要分裂到最底層，不但失去了編隊方法的優勢，若是出現不適當的編隊還會降低搜

尋的效率。如圖(d)中左下角的隊伍，在通道內的四個機器人受到位能場的影響，傾向往 

 
圖 5.15 動態編隊的方法在複雜的場景中計劃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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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方走；而還沒進入通道的兩個機器人則要往左下方移動。像這樣把運動方向不同的

機器人分在同一個隊伍，會造成進退兩難的情況，直到分離這個隊伍之後才能解決。 

圖 5.15是在障礙物比較多的場景中，20個機器人編隊計劃的例子。如圖(b)到(f)的

運動過程中，群體根據目前搜尋的狀況，分離或合併隊伍。顯示我們使用球形樹組織的

群體，能夠適應環境的變化，而改變編隊的策略。 

5.5 實驗結果 

在階層式動態編隊的計劃中，分離隊伍是為了保持搜尋的完整性。在經過比隊伍寬

度窄的地方時，如果不拆開隊伍，就不可能通過。而合併隊伍則是為了減少碰撞，提高

效率。如果不合併隊伍，並不會因而計劃失敗，只是要花更多時間才能搜尋到路徑。所

以我們在這一節中，實驗比較各種合併方法的計劃效率。 

實驗的場景與 3.6節相同，機器人數目則是 150個，如圖 5.16。我們做了幾種合併

隊伍方法的實驗，包括：不合併、定期合併、擁擠時合併、同時使用定期與擁擠時合併 

 

圖 5.16 動態編隊方法的實驗 

 66



的方法，分別實驗 10次，平均的結果如表 5.1。定期的合併就是在圖 5.5演算法的第 5

行中，路徑 P 的長度到達 rebuildPeriod 的倍數時重建球形樹。擁擠時的合併則是在圖

5.5演算法的第 9到 10行中，機器人之間發生的碰撞次數，超過機器人與障礙物碰撞次

數的 rebuildThreshold倍時重建隊伍。我們在實驗中設定 rebuildPeriod與 rebuildThreshold

皆為 5；另外，在圖 5.5演算法第 13到 14行中，決定隊伍分離的參數 splitThreshold則

設為 3。 

從表 5.1中可以看到，使用不合併隊伍的方法，搜尋時每一步的隊伍數目，平均起

來接近群體中機器人的數量。也就是隨著計劃的進行，隊伍越分越多，最後等於是沒有

編隊，每個機器人都各自運動，所以碰撞的次數多，計劃的時間也就增加了。其他幾種

合併的方法比較有效率，平均的隊伍數目降低到十幾個，因為同隊伍的機器人可以共同

與障礙物檢查碰撞，而且隊伍內的機器人不會互相碰撞，所以整體的碰撞次數減少很

多，計劃的時間自然就縮短了。 

表 5.1 使用不同合併隊伍方法的計劃結果 

合併方法 路徑長度 每步平均隊伍數目 定期重建次數 擁擠時合併次數
不合併 4620.3 144.42   0.0   0.0 
定期合併 2336.1  13.00 466.6   0.0 
擁擠時合併 2196.9  16.93   0.0 296.3 
兩種合併方法 2305.8  11.76 460.5 175.6 

 
合併方法 機器人與障礙物碰撞次數 機器人之間的碰撞次數 計劃時間(秒) 
不合併 511933.2 5861479.5 379.22 
定期合併 128265.3  309526.7  12.45 
擁擠時合併  84203.6  190754.2   9.30 
兩種合併方法 106317.1  181928.3  10.79 

我們認為要定義適合重建球形樹的狀況很困難，兩種合併的方法各自猜測重建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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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的時機，也許有些是適當的，有助於更快搜尋到合法的組態；有些合併的決定反而不

利於搜尋。受到隨機計劃的影響，有時候定期合併的方法所選擇的時機比較適當；而有

時候擁擠時合併的方法選的比較好。因此，很難去判定兩種合併的方法，哪一個絕對是

比較有效的。同樣的道理，同時使用兩種合併方法，不一定會比單一的合併方法有效率。

在表 5.1的實驗中，可以看到這三種方法的計劃結果非常接近。總之，以搜尋效率為考

量，使用合併隊伍的方法來減少碰撞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這一章中，延續了集中式的位能場隨機路徑計劃，使用階層式動態編隊的方

法來組織群體，降低了原本集中式計劃的複雜度，但仍然維持搜尋的完整性。在下一章

裡，我們將在不同場景中，實驗分離法、集中法、與動態編隊的方法，比較這幾種群體

運動計劃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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