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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實驗結果與討論 

 

在這一章當中，我們將使用一些範例場景來測試數位演員新增運動能力：翻

越障礙物以及搬移障礙物，並且展現我們如何為這些多樣化的運動能力設計出我

們第四章所提出的一致化全域路徑規劃機制。 

5.1.  實驗環境 

系統在實做上，我們採取 Java 語言來進行全域路徑規劃的系統開發，版本

為 JDK 5.0。並將此路徑規劃器與[14]中的 IMBrowser 結合，以使路徑規劃器所

規劃的結果可經由 IMBrowser 顯示輸出。IMBrowser 是本研究所使用的虛擬環境

平台，由本實驗室以 Java 3D 所開發，並支援 VRML 格式。而場景與人物模型

的定義採取 VRML 語言描述。 

在實驗部份，我們以 CPU 1.6GHz，搭配 1GB 記憶體的電腦作為運算平台。

在此全域路徑規劃器中的場景解析度皆為 256*256。 

我們預先定義數位演員身高為 160 公分、能踩踏的高度(step height)為 40 公

分，而能夠翻越的障礙物的高度上限為 95 公分，下限為 70 公分，能夠翻越的最

大水平距離為 100 公分。 

我們所採用的一致化的計畫原則，並不在一開始便優先規劃某一種運動能

力，而是在評估每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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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突顯這個特點，我們將數位演員對於每一種運動能力的傾

向數值化，以數值設定的高低來決定數位演員對於某種運動能力選擇的傾向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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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在我們之後的實驗中可以發現具有不同傾向的數位演員在場景當中所規劃的

路徑，都是根據這個計畫原則，去規劃出符合本身傾向的路徑。 

5.2.  翻越障礙物的運動能力 

第三章當中，我們對於數位演員在場景當中的可抵達區域有明確的定義。在

使用者輸入數位演員與場景的定義描述之後，路徑規劃器會根據各種不同的運動

能力分別建構出相對應的可抵達區域。 

我們以圖 5.1 的場景為測試環境，從圖 5.1 (b)的場景高度圖可以發現場景

被數個不等高度的長方體分隔為數個區塊，並且區塊與區塊之間不相連，使得數

位演員無法單憑著正向行走、側向行走這些運動能力而通過這些障礙物。而場景

中左上角有一個 75 公分高度的障礙物，它的寬度為較其他障礙物的來得寬，超

過了數位演員所定義的最大翻越距離 100 公分。 

根據第三章當中的定義以及描述，我們將場景進行 Opening 的運算，如圖 

5.1(c)(d)。我們可以發現只要符合數位演員翻越高度以及翻越距離的障礙物都在

此運算中被消除，而圖 5.1 (d)的結果即是此數位演員翻越運動能力的可抵達區

域。 

除此之外，由於數位演員能踩踏的高度恰巧可以克服高度為 40 公分的障礙

物，於是在場景當中高度僅有 40 公分的障礙物，對數位演員而言是可以藉由正

向行走的運動能力通過而不會發生碰撞的，如圖 5.1 (e)。 

由於數位演員藉由翻越運動能力以及正向行走的運動能力而通過場景當中

的障礙物，因此在圖 5.1 (f)的 reachable 圖當中，這些可通過區域都被標記為白

色的可抵達區域。在圖 5.1 (g)中的紅色點即是我們為數位演員指定的終點，而

我們就根據 reachable 圖，來建構在圖 5.1 (g)的虛擬位能場。 



 43

 
     (a) 

   
  (b)      (c) 

   
  (d)      (e) 

   
  (f)      (g) 

圖 5.1 翻越障礙物能力的處理。(a)為數位演員所處的場景，(b)為高度圖，標

示的數字表示所處區塊的高度，單位是公分。(c)(d)分別為 Erosion 與 Dilation，
而(e)(f)為 collision 圖與 reachable 圖，(g)則是虛擬位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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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搬移障礙物問題的處理 

搬移障礙物是我們為數位演員所設計的另一樣運動能力，我們藉由事先指定

哪些障礙物是可以被搬移的，使數位演員在規劃路徑的時候可以以搬移這些物體

的方式來找尋路徑。在這一節當中我們設計了兩個場景以對數位演員的搬移障礙

物的運動能力作測試，分別測試此運動能力在面對連續搬移以及在分層式場景中

搬移的規劃。 

為了測試數位演員搬移障礙物的能力，我們將數位演員設定為對於搬移障礙

物運動能力的選擇有較大的偏好，儘管這與現實生活的情形可能會有所出入，因

為在一般的情況下，人們通常對於操作物體的選擇可能是較為被動以及懶惰的。 

在每個實驗之後，我們會附上搬移運動花費的時間(T)，其中包含著各個計

劃運算實體所花費的時間(ti)以及其他運動能力規劃的時間(tn)；而根據 4.3. 節的

描述，一個計劃運算實體的時間花費主要集中在建立預估路徑(prediction)、建構

計劃運算實體(construction)、計畫運算實體搬移規劃(manipulation)以及最後規劃

後製路徑(post processing)的時間。其中建立預估路徑的時間與後製路徑的規劃時

間極短可以忽略，而建構計畫運算實體以及計畫運算實體搬移規劃的時間分別標

記為 tc與 tm。我們可將運算時間歸納如下： 

mci

ni

ttt
ttT

+=

+=∑  

5.3.1  連續搬移問題 



 45

在這個實驗當中，我們採用圖 5.2 中的場景為測試搬移障礙物問題的場景，

而圖 5.2 (b)中的綠色物體就是我們事先指定的可搬移障礙物，並且根據第三章

的定義，我們暫時忽略這些可以搬移的障礙物，如圖 5.2 (c)當中建構的虛擬位能

場。數位演員的起始組態位於場景的左下方，如圖 5.2 (b)中的黃色點，而終點

組態位於場景右上方，即圖 5.2 (b)中的綠色點。圖 5.2 (d)當中展現數位演員規

 
      (a) 

   
  (b)      (c) 

   
  (d)      (e) 

圖 5.2 連續搬移問題。(a)為數位演員所處的場景，(b)中綠色的障礙物是可以

被搬移的障礙物。(c)為虛擬位能場，(d)是數位演員規劃搬移的路徑，紅色線

段為數位演員正向行走的路程，黃色線段則是數位演員搬移障礙物的運動路

徑，(e)則是障礙物經過搬移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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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搬移的路徑，數位演員將障礙物搬移離開原先的位置而通過原先阻隔的地方，

圖 5.2 (e)則是障礙物最終被搬移的位置。 

由於在這個實驗當中我們設定數位演員對於搬移障礙物的偏好較高，所以在

這實驗中，數位演員會嘗試著去搬移所有能夠接觸到的可搬移障礙物，實驗結果

如表 5.1。我們列出依照搬移的順序排列 A、B、C、D 四個運算實體在整個實驗

過程中所耗費的時間以及路徑長度。 

5.3.2  在分層式場景中搬移 

在 3.2 節的場景定義當中提到，我們採取分層式場景的方式，將原先複雜的

3D 場景化簡，並提供了 2D 場景原先缺乏的高度資訊。而在本實驗當中，我們

將可搬移的障礙物放置於一個狹長的平台通道之上，如圖 5.3 (a)的場景。數位演

表 5.1 連續搬移運動實驗數據。 

總路徑長度 914 路徑規劃時間 1375 ms 

計劃運算實體數量 4 

 A B C D 

建立運算實體時間(tc) 250 ms 234 ms 188 ms 187 ms 

規劃搬移路徑時間(tm) 47 ms 16 ms 47 ms 16 ms 

搬移路徑長度 25 22 2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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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起始組態位於場景的右下方，即圖 5.3 (b)中的黃色點，而終點組態位於場景

正中央，即圖 5.3 (b)中的綠色點。在此場景中，由於離地高度的不同，我們將

場景切割為兩個 Layer，即圖 5.3 (b)與(c)，圖 5.3 (c)中的障礙物離地高度 100 公

分，放置於圖 5.3 (b)中的狹長平台上，平台高度為 100 公分，使得此障礙物得

以獲得支撐。 

 
     (a) 

   
  (b)      (c) 

   
  (d)      (e) 

圖 5.3 分層式場景中長距離搬移問題。(a)為數位演員所處的場景，(b)與(c)為
此場景的兩個 Layer 的高度圖，(d)是數位演員規劃搬移的路徑，(e)則是障礙物

經過搬移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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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個實驗當中，雖然可搬移的障礙物只有一個，但在狹長的通道裡面，

可搬移障礙物的移動路徑受到很大的限制。圖 5.3 (d)則是我們規劃搬移過後的

結果路徑，數位演員必須將可搬移障礙物完整的搬移出此狹長通道，才能夠讓自

身通過此處。在此路徑中，數位演員先將阻礙在前的障礙物往後拉出狹長的通

道，並確保最後障礙物的位置不會阻礙數位演員的通行，再繞過障礙物而抵達終

點。見圖 5.4，數位演員在平台之上繞過阻擋的樹木，抵達狹長平台，並將障礙

物搬離此狹長平台後，繞過此障礙物步下台階抵達場景中的中央廣場。 

表 5.2 中詳列了實驗數據，與上個實驗的表 5.1 相較，兩個實驗中所規劃的

路徑長度大致相同，而表 5.2 中的實驗包含四個搬移運動，而此實驗僅只有一個

搬移規劃，但由於此障礙物移動的距離較長且場景限制較大，造成數位演員規劃

搬移運動的時間較久。 

表 5.2 分層式場景搬移運動實驗數據。 

總路徑長度 965 路徑規劃時間 7313 ms 

計劃運算實體數量 1 

建立運算實體時間(tc) 219 ms 

規劃搬移路徑時間(tm) 6952 ms 

搬移路徑長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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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在分層式場景中搬移的 3D 動畫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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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一致化的路徑規劃 

我們為數位演員新增了翻越以及搬移這兩項運動能力，在前面的章節也顯示

這兩項運動能在此路徑規劃器中運作的成果。在這一節當中，我們將這兩項運動

能力與其他的運動能力合併，並且展現一致化規劃的成果。 

我們以圖 5.5 中的場景為測試場景，見圖 5.5 (b)，此場景中放置了兩個可

搬移障礙物。數位演員起始組態位於場景的左下方，即圖 5.5 (b)中的黃色點，

而終點組態位於場景右上方，即圖 5.5 (b)中的綠色點。 

接下來我們將此數位演員的偏好參數分為四組來測試： 

(A) 對所有運動能力無特別偏好，以最短路徑為目標。 

(B) 降低數位演員進行翻越運動的偏好。 

(C) 與(B)相同，但稍微降低數位演員搬移障礙物的偏好。 

(D) 與(B)相同，但大幅度降低數位演員搬移障礙物的偏好。 

依據以上四組測試參數所規劃所得的路徑依序為圖 5.5 (d)、(e)、(f)、(g)，

搜尋路徑中紅色為正向行走，黃色為搬移障礙物的運動路徑，白色為翻越障礙物

的運動路徑。對圖 5.5 (d)而言，由於以最短路徑為目標，數位演員選擇先搬開

面前的障礙物，再翻越前方的矮牆，一路抵達終點。而圖 5.5 (e)中，當我們降低

了翻越運動的偏好之後，搬移與其他運動的偏好仍然相同，數位演員還是會對他

可抵達的可搬移障礙物一一嘗試搬移，縱使經過的第一個障礙物並不會阻礙數位

演員的移動，但是由於選擇行走與選擇搬移障礙物的偏好是一樣的，數位演員根

據虛擬位能場的指引先遇到了可搬移障礙物的觸發點而觸發了第一個障礙物的

搬移運動。以圖 5.5 (f)來說，我們稍微降低搬移障礙物的偏好，使得數位演員在

減少搬移障礙物的欲望，此時搬與不搬障礙物的決定，完全取決於搬移本身的成



 51

本以及繞遠路所增加的成本。最後我們將數位演員搬移障礙物的偏好大幅的降

低，也形成了圖 5.5 (g)中，數位演員寧願繞了一大段遠路而抵達終點的情形。 

 
     (a) 

   
  (b)      (c) 

   
  (d)      (e) 

   
  (f)      (g) 

圖 5.5 數位演員在不同的偏好下，以一致化的規劃方式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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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5.6 中我們呈現實驗 A 的 3D 動畫截圖。數位演員將眼前的障礙物搬

移，並翻越過柵欄，最後踏上平台抵達終點，採取了對於數位演員所有選擇當中

的最短路徑。 

另外，從表 5.3 當中我們也可發現，在(B)、(C)、(D)實際搬移的障礙物數量

與計畫運算實體建立的數量是不一樣的，這是因為一個計畫運算實體並不一定會

成功的搬移障礙物；即使成功的搬移了障礙物，數位演員也會根據最符合自身偏

好的優先權順序，選擇是否要採用這次成功的搬移路徑，所以會造成計畫運算實

體數量比實際搬移量多的情況。 

表 5.3 依各種偏好而規劃的實驗數據。 

 (A) (B) (C) (D) 

總路徑長度 517 762 713 802 

路徑規劃時間 484 ms 1672 ms 1750 ms 985 ms 

計劃運算實體數量 1 3 3 2 

平均建立運算實體時間(avg. tc) 282 ms 296 ms 291 ms 297 ms 

平均規劃搬移路徑時間(avg. tm) 62 ms 109 ms 125 ms 77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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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一致化路徑規畫中採取最短路徑的 3D 動畫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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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討論 

由上述實驗數據列表可知，我們建立計畫運算實體的時間，大致上是一個常

數時間。根據搬移問題的難易，而有不同的規劃搬移路徑的時間。另外，由於路

徑規劃的運算時間與計畫運算實體的數量呈正比，其中在只需簡單搬移的場景

中，花在建構運算實體上的運算時間占了整體運算時間的 50%以上，因此若能有

效的降低建構實體的時間，本系統的效能也勢必可以大為提升。 

而實驗的結果可以看出我們所設計的獨立的計畫運算實體的確能夠避免搬

移運動獨占了路徑計畫器的運算時間，使路徑計畫器不是事先決定搬移能力，再

來規劃其他運動能力，而是可以將搬移能力能與其他運動能力同時衡量評估，這

樣的評估模型，也較接近我們日常生活中對於運動路徑的判斷。 

在[21]的研究中，預先假設數位演員被可搬移的障礙物所分隔為數個不相連

通的自由空間，再以建立操作圖來決定障礙物搬移順序，其目的在於將數位演員

自起始自由空間經過一連串的計算而抵達終點所在的自由空間，當數位演員與終

點組態處於同一自由空間時，代表數位演員不須經由搬移運動即可抵達終點，則

  
(a)      (b) 

圖 5.7 我們可依據數位演員的偏好選擇適合的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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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觸發任何障礙物的搬移運動，如圖 5.7 (a)。但是在我們生活經驗當中，繞遠

路以及推開障礙物採取較近的路徑而抵達終點都是可能的選擇，端視我們的能力

與意願決定。如圖 5.7 (b)，數位演員可將前方的障礙物簡單的往後拉出而清出

一條往終點座標的捷徑，若是數位演員對於搬移障礙物的偏好遠低於行走，我們

的路徑規劃器也可以為其規劃出適合的路徑，如圖 5.7 (a)。相對而言，在[5][21]

以及過往的研究中，較忽略了數位演員選擇路徑的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