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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一致化全域路徑規劃 

 

全域運動計劃著重在為數位演員規劃一條無碰撞路徑(collision-free path)。在

前一章我們已經對數位演員運動的場景做前置處理，並建構出數位演員的可抵達

區域(reachability map)。 

我們在可抵達的區域中為數位演員建立虛擬位能場(potential field)，此虛擬

位能場為數位演員在全域路徑規劃時提供啟發式(Heuristic)的指引。而在我們的

全域運動計畫器根據虛擬位能場與一致化的計畫原則為數位演員規劃一條合法

的路徑，數位演員的合法組態除了必須確保不與其他障礙物發生碰撞，數位演員

也不能在不穩定的區域停留過長的時間；例如我們希望數位演員不要在樓梯的邊

緣停留或是數位演員能在限定寬度的步伐中完成跳躍的動作。接下來的章節我們

會先介紹我們如何建構虛擬位能場與路徑規劃中一致化的準則，並提供我們為了

符合一致化的準則而採用的障礙物搬移規劃方式，最後介紹處理本研究的全域路

徑規劃 STABLE_BFP 演算法。 

4.1.  虛擬位能場 

在前一章我們建構了數位演員的可抵達區域，而在這一節當中，我們在可抵

達區域中建立位能場以提供數位演員在搜尋時的指引。位能場提供一種導引的力

量，使得路徑計畫器具有高位能區域會流向低位能區域的傾向，而在位能場的設

定中，使用者所指定的數位演員的終點是位能最低的區域，所以當我們規劃數位

演員的運動的時候，它會受位能場的影響而往使用者設定的終點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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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我們採用 NF2 演算法來建構我們的位能場[10]。可分為三個步

驟：第一，在數位演員的可抵達區域中建構骨架。這裡所用到的骨架是以數值方

法計算而得的 Voronoi Diagram[3]，如圖 4.1 所示。第二，根據第一步建立的骨

架計算位於骨架上的點的位能值。第三，計算其餘可抵達區域中每一點的位能值。 

4.2.  一致化的計畫原則 

在本研究為擁有多樣化能力的數位演員規劃路徑是以數位演員可抵達的區

域作為路徑搜尋的空間。但是此搜尋空間並非恆久不變。由於本研究中數位演員

具備著搬移障礙物的能力，使得數位演員有能力改變場景的狀態，所以我們的搜

尋空間是會變動的。與其他搬移障礙物研究不同的是，我們將搬動障礙物與其他

運動能力作統一的考量；也就是說並不在一開始便預先決定要搬動哪些障礙物，

而是在評估每個運動能力每一步的成本，選擇出對於使用者來說花費最小的方式

來抵達終點。但是障礙物的搬動每一步都會造成場景的改變，而為了儲存每一步

變動過後的場景資訊所需要的空間是以指數成長的，並且障礙物的搬移運動根據

障礙物的自由度，有 x 軸、y 軸與旋轉三個維度的移動，因此搬移運動相較於數

位演員的其他運動選擇所花費的時間會龐大許多。所以，我們採取了折衷的方

 
圖 4.1 骨架的範例圖，紅色區塊是數位演員無法抵達的區域，而綠色線條則是

建立於可抵達區域中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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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我們使搬移運動從全域路徑規劃器獨立自成一個「運算實體」(Computation 

Instance)，初始參數為觸發搬移運動當時的系統組態以及要搬移的目標障礙物，

並將搬移運動的計畫切割為可漸進的多個階段。如圖 4.2 所示，當數位演員在全

域路徑規劃器中選擇搬動障礙物時，此運算實體就會執行固定時間的運算，並回

報搬移成功與否，避免數位演員因為選擇了搬移障礙物而花費太多時間，忽略了

其他可能更直覺簡便的路徑。當運算實體為此障礙物規劃搬移路徑時，數位演員

依舊可以在原先的搜尋空間中嘗試其他運動能力；而當此運算實體為障礙物規劃

出一條可行的搬移路徑時，搜尋空間才會隨之變動。 

在本研究中，搬移障礙物這項運動能力並非數位演員唯一能採取的運動能

力，是否搬開障礙物端視數位演員對於路徑品質的取捨，假使能輕巧的從旁邊繞

過，就不需要費力搬動障礙物。我們在路徑規劃中對於障礙物的搬移只是數位演

員路徑選擇的其中一種，所以我們選擇採用多重搜尋空間的方式，同時保留被搬

動之前的場景的狀態以及經過搬動的場景狀態，由數位演員的偏好或是路徑所花

的能量來決定數位演員抵達終點的路徑。 

 

圖 4.2 一致性的規劃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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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搬移越多的障礙物之後，我們將會有越多不同的搜尋空間，分別記錄

著不同的場景狀態，而這些不同的搜尋空間都是同時存在的。數位演員以全域路

徑規劃器中搜尋的優先權順序選擇組態，而根據被選擇的組態所在的搜尋空間去

拜訪其週遭的組態。 

4.3.  搬移障礙物 

搬移障礙物是我們為數位演員所增加的運動能力。但是如同上一節所提，由

於搬移能力會使得場景受到改變，所以沒有辦法與其他能力一樣，以前處理建構

可抵達區域的方式，來指明工作空間中哪些區域是可以抵達的。在障礙物還沒有

搬移開之前，數位演員無法得知是否目前無法抵達的區域，或在經過搬移之後是

不是有機會可以抵達。 

    
(a)        (b) 

  
            (c)        (d) 
圖 4.3(a)為場景俯視圖，其中兩個深藍色的物體為可搬動的障礙物，(b)為高度

圖，(c)中綠色的線條是根據場景而產生的骨架，(d)則是加入了這兩個可搬移

障礙物的搬移觸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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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採取的方式是先假設所有可移動障礙物都是可被搬移的。在建置可抵達

區域時，我們會暫時忽略此障礙物，也就是數位演員暫時不把可以搬移的障礙物

當成一個障礙物。如圖 4.3，場景中兩個可搬移的障礙物在我們建構可抵達區域

的時候被忽略，圖 4.3 (c)則是根據建構出的可抵達區域建立骨架。忽略了可搬移

障礙物本身所形成的不可抵達的區域，取而代之的則是我們在 3.6. 節中所提到

在可抵達區域中標記搬移運動的觸發點(trigger point)，如圖 4.3 (d)。 

當數位演員在全域路徑規劃器搜尋到可搬移障礙物所屬的觸發點時即會觸

發數位演員搬移障礙物的運動規劃。此時，我們會將此障礙物標記為不可搬移的

障礙物，以避免多次重複搬移的問題。不同於其他搬移障礙物的運動計劃的是我

們根據障礙物的自由度嘗試往周圍搬動，以找出數位演員可通過的路徑。本研究

採取的方式是先預估數位演員在經過成功的搬動運動之後，會沿著我們先前建置

的骨架移動，穿越已被搬移的障礙物的空間。而我們接下來的工作即是將障礙物

移出這段預估的路徑，使其不與路徑上任一個組態發生碰撞。 

就如同 4.2. 節中所提，本研究中障礙物搬移出預估路徑的處理是以一致化

方式評量各種數位演員所擁有的多樣化能力，而建立獨立於全域路徑規劃器之外

的運算實體(instance)。此運算實體所做的工作即是規劃障礙物如何移出我們規劃

的預估路徑。我們將此搬移運動的處理分為三個步驟：(1)預估路徑、(2)建立以

障礙物觀點的組態空間與獨立的運算實體，(3)並於搬移完成之後，為數位演員

規劃後製路徑。以下我們將對此做進一步說明。 

4.3.1  預估數位演員通過障礙物的路徑 

我們假設所謂預估路徑是指數位演員在沒有可搬移障礙物的阻擋下，數位演

員會採取的路徑。而這段路徑 P 是從數位演員在全域路徑規劃器中遇到了觸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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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t 起，穿越了欲搬移的可搬移障礙物(Om)的區域，抵達一個不與任何障礙物碰

撞的 Cme組態結束。 

為了簡化預估路徑的找尋，我們以數位演員自觸發點 Cmt 為起點，沿著圖 4.1

節中建立的骨架搜尋，直到搜尋到第一個不與任何障礙物發生碰撞的組態 Cme，

如圖 4.4 所示。Cme 必須在數位演員的 instability 圖中屬於 stable 的狀態，且不

與在初始位置的欲搬移障礙物 Om 發生碰撞。若是 Cmt 不在骨架上，則先連往骨

架上水平距離與垂直距離相差最少的點，再連往 Cme。而這段從 Cmt 連至 Cme 的

路徑，就是我們所求的路徑 P。 

4.3.2  依據路徑建立欲搬移障礙物的組態空間 

在我們找到數位演員的預估路徑 P 之後，接著要將欲搬移的障礙物 Om搬移

出 P 的區域，且使得 Om不會在任何時間點與 P 上的數位演員發生碰撞，較直接

的方法是在 Om搬出的過程中，持續與 P 上的每個數位演員可能的組態作碰撞偵

測，根據障礙物的自由度，搬移運動的過程是一個以 Om 為主體，從目前的組態

 

圖 4.4 當數位演員在全域路徑規劃器中搜尋到搬移觸發點時，為數位演員找出

一條預估可通行的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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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周遭做三個維度的搜尋(x 軸、y 軸的平移與旋轉)。而在每一步搬移搜尋過程中

Om在新組態上必須與 P 的所有組態作碰撞偵測，以得知 Om是否已搬移出預估路

徑 P，但這會使得這個搬移運動的時間複雜度升高。 

為了簡化 Om搬出 P 的運算，我們採取的方法是為 Om建立一個組態空間 S，

此組態空間明確紀錄所有 Om會與 P 上的數位演員組態發生碰撞的每一個組態，

建立的方式則是為 Om 建立數位演員的 C-obstacle 區域，再將此 C-obstacle 區域

沿著預估路徑 P 填入 S 中，這些被填入的區域則代表著若 Om位於此則會與預估

路徑 P 發生碰撞，而當我們執行搬移運動運算時只需要對此組態空間進行查表的

工作即可。 

4.3.3  運算實體 

根據之前的資訊，我們為搬動的動作建立一個運算實體，而此操作實體會為

Om 搜尋最短的搬移路徑。根據障礙物的自由度，此運算實體是在一個三維的空

間中搜尋，而我們在 4.2. 節提到我們並不要求此運算實體一次計算出搬移障礙

物的完整路徑，而是一次執行固定的時間 t，使數位演員能夠在做了搬移運動的

選擇之後，還可以在全域路徑規劃器中繼續嘗試其他路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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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數位演員依據路徑搜尋的優先權順序選擇了要搬動此障礙物時，由 Om的

起始組態開始搜尋，此操作實體會開始找尋 Om在 S 中不會發生碰撞的組態。並

根據我們在 3.6.2 節所提，確保 Om 移動的路徑中的組態都不會與場景中其他障

礙物發生碰撞，並且 Om的重心在路徑中都獲得適當的支撐；另外，為了避免發

生數位演員成功搬移障礙物之後，卻因為搬移過後的障礙物的阻擋而無法通過預

估路徑，因此我們在搬移的過程中，加入了另一個限制條件：障礙物搬移後停下

來的組態，必須與其他障礙物相距一定的距離(d)，以確保在完成搬移運動時，

此障礙物不會對數位演員本身的移動構成障礙，見圖 4.5。此距離(d)在本研究當

中，我們設定為數位演員正向行走時的圓柱體直徑。 

若是在 t 的時間內找到此一組態，此搜尋即結束，並且結束此一操作實體；

但若是此搜尋執行超過了 t 的時間，此操作實體將會中止並保存，等待下一次數

位演員再度依序優先權順序選擇要操作此障礙物的時候再度執行。 

當我們為 Om所建立的搬移運動操作實體成功地搬移了目標障礙物後，我們

並不會改變數位演員目前的搜尋空間，而是為數位演員建立一個新的搜尋空間。

此新的搜尋空間會將 Om 搬移到我們為它規劃的新位置，並將 Om 所佔據的

C-obstacle 區域標記為不可抵達的區域。 

 
圖 4.5 確保障礙物搬移後的位置必須與其他障礙物相距一定的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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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將觸發此搬移運動的觸發點 Cmt加入全域路徑規劃器的優先權佇

列中。但不同的是 Cmt 所在的空間是我們新建立的搜尋空間。 

4.3.4  後製路徑的規劃 

當我們在計畫運算實體中，成功的為此障礙物規劃合理的搬移路徑後，我們

再根據障礙物移動的軌跡，為數位演員安排搬動此障礙物時相對應的位置組態，

由於此組態規劃是在障礙物搬移完成之後，因此我們稱之為後製路徑的規劃。 

根據 3.6.1 節中的定義，我們假設障礙物四周的點，只要與其他障礙物不發

生碰撞，都是合法的搬移點，而我們在後製路徑的規劃中，更嚴格的限制數位演

員在搬移的過程中不會改變其相對應搬移點的組態，使得我們可以藉由檢視此點

在搬移路徑中，是否會與其他障礙物發生碰撞，來檢查此點是否為合法的搬移

點，而此組態沿著搬移路徑移動，也就構成數位演員搬移此障礙物的操作路徑。 

我們選擇搬移點的方式是由 4.3.1 節當中預估路徑的觸發點 Cmt開始，若此

點是合法的搬移點，則由此點搬移，否則就向兩旁的點依次檢查搜尋，直到找到

合法的搬移點為止，若是沒有合法的搬移點，則此計劃運算實體的搬移運動規劃

即宣告失敗。 

4.4.  數位演員的路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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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圖 4.6 中所示的 STABLE_BFP 演算法為數位演員規劃在場景中的路

徑，本系統在搜尋路徑時使用的是類似 Best-First Search 的演算法，首先將起始

組態 qi放入用來儲存候選組態的 OPEN 中。利用 FIRST 這個函數從 OPEN 中取

取出目前最好的組態(由虛擬位能場的值與數位演員所採取的運動能量做為衡量

的標準)。首先我們會確認此組態是否為搬動狀態(Manip)，也就是此組態是否正

在進行搬動障礙物的運動。若是，則給予此計算實體一固定時間 t，以執行搬移

運動的運算；無論成功或失敗均將此組態存回 OPEN 中，而如果搬移運動成功則

將此組態標記為非搬動狀態(Non-manip)，並為其建立一個新的搜尋空間。 

Algorithm: STABLE_BFP() 
1.  install qi in T; 

2.  INSERT( qi,OPEN);mark qi visited; 
3.  SUCCESS← false; 
4.  while not EMPTY(OPEN) and not SUCCESS do 
5.    q←FIRST(OPEN); 
6.    if q.state is Manip then 
7.      MANIP_SUCCESS←q.INSTANCE(t); 
8.      if MANIP_SUCCESS then 
9.        q.searchspace = CREATE_SEARCHSPACE(q.INSTANCE); 
10.       q.state←Non-Manip; 
11.     INSERT(q,OPEN); 
12.   else 
13.      for every neighbor q’ of q in the grid do 
14.       if q’ is trigger point 
15.         q.INSTANCE←ESTABLISH_INSTANCE(q); 
16.         q.state←Manip;MANIP_SUCCESS← false; 
17.       if q’ is stable 
18.         mark q’ is visited; 
19.       if LEGAL(q’,q) then 
20.         install q’ in T with a pointer toward q; 
21.         INSERT(q',OPEN); 
22.       if q’=qg then SUCCESS← true; 
23. if SUCCESS then 
24.   return the backtracked feasible path 
25. else return failure 

圖 4.6 為數位演員規劃路徑的 STABLE_BFP 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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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此組態為非搬動狀態(Non-manip)，我們依序拜訪此組態所有鄰接組態

q′，若 q′抵達搬移運動的觸發點，我們為其建立搬移操作實體並將此組態標記

為搬動狀態。若是此組態 q’於 instability 圖中標記為 stable，則將 q’標記為已拜

訪，再由 LEGAL 檢查驗證此組態是否符合穩定合法狀態。 

Algorithm: LEGAL(q’, q ) 
1. STABLE( q’,q) 
2. if q’ is visited or forbidden then 
3.   return false; 
4. if q’ is gap and  q’.gapcnt>N then 
5.   return false; 
6. if q’ is border and q’.bordercnt>M then 
7.   return false; 
8. if q’ is stable and q’.ingap then 
9.   check distance between gap_begin and gap_end; 
10.   if the distance is large than gait size, then 
11.   return false; 
12. if q’ is jumpable and q’.jumpcnt>J then 
13.   return false 
14. return true; 

圖 4.7 LEGAL 的檢查。 

Algorithm: STABLE(q’, q ) 
1. if q’ is border then 
2.   q’.bordercnt = q’.bordercnt +1; 
3. else if q’ is gap then 
4.   if q’.ingap  then 
5.      q’.gapcnt= q’.gapcnt +1; 
6.   else 
7.     q’.gapcnt =1; 
8.     q’.ingap =true; 
9.     gap_begin=q’ ; 
10. else if q’ is stable and q.ingap then 
11.    gap_end =q’;  
12. else if q’ is stable and q is jumpable then 
13.   q’.jumpcnt =0; 
14. else if q’ is jumpable then 
15.   if q is jumpable and q’.jumpcnt>0 then 
16.     q’.jumpcnt = q’.jumpcnt +1; 
17.   else  
18.     check height difference between q’ and q; 
19.     if the height difference allows jump then 
20.       q’.jumpcnt =1; 

圖 4.8 STABLE 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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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拜訪的鄰接組態數量與數位演員所擁有的運動能力的數量是成正比

的，如果我們為每一個運動能力各拜訪 m 個鄰接組態，而數位演員擁有 n 項運

動能力，那麼我們每一次都必須拜訪 nm× 個鄰接組態。除此之外，當此組態位

於 instability 圖上的 upstair 或是 downstair 的區域，為了檢查鄰近的 Layer 是否

能讓數位演員往上或是往下走，我們還必須多拜訪 nm× 個鄰接組態。 

STABLE 與 LEGAL 的檢查函式如圖 4.7 與圖 4.8。當一個組態尚未被拜訪

過且為無碰撞組態(collision-free)與暫時穩定狀態時，我們稱這個組態為通過

LEGAL 檢查的「合法組態」。在 3.5. 節中提到，數位演員不能在不穩定的區域

中停留過長的時間，而暫時穩定狀態指的是數位演員在 border(在樓梯邊緣的不

穩定狀態)、gap(在跳躍越過低漥地型時的不穩定狀態)、jumpable(在翻越障礙物

時的不穩定狀態)這些不穩定區域停留還沒有超過限定的時間的狀態。我們在

border 區域中以 q’.bordercnt 作為計數器以檢查數位演員是否在此區域停留超過

限定的時間，而 gap、jumpable 區域中則以 q’.gapcnt 與 q’.jumpcnt 以計數。而在

LEGAL 檢查中的 M、N、J 分別是根據數位演員的能力而定出數位演員分別能在

border、gap、jumpable 這些不穩定區域所能停留的最長時間。 

觀察 STABLE 與 LEGAL 的檢查函式，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組態是否合法是與

之前選擇的組態相關的。所以在我們的 STABLE_BFP 演算法中，當我們拜訪了

border、gap、jumpable 這些區域時，我們並不將這些組態標記為已拜訪，在這

些區域中的組態只要不超過各自限定的時間，該組態亦可能再次被拜訪，所以必

須紀錄被拜訪的方向，直到所有的可能都出現過了，才可以將此組態設定為被拜

訪過，以確保搜尋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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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該組態通過 LEGAL 的檢驗後，將四周未拜訪過的合法組態放入 OPEN 

中，直到從 OPEN 取出的組態 q’與終點組態 qg 相同為止。圖 4.9 為一個搜尋結

果的範例，數位演員先翻越過前方的低牆，再將阻擋在路徑上的障礙物搬移開而

抵達終點。 

 

 
(a) 

   
(b)      (c) 

圖 4.9 路徑規劃結果範例。(a)為數位演員所處的場景，(b)為規劃出的路徑，

紅色區域是正走姿態，白色區域為跳躍動作，並預計會將一障礙物搬移，(c)
為搬移後的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