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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一）、中文摘要 

本子計畫的目標在為虛擬半導體廠之

類的虛擬工廠，建立一套智慧型的3D瀏覽
系統。在第一年的研究中，我們已發展出

一套自動導覽系統；而在第二年的研究

裡，除了延展導覽系統的功能外，我們也

發展了能管理大型場景的網路虛擬實境系

統。在第三年的研究裡，我們的研究重點

放在延展前兩年的研究成果，以使智慧型

瀏覽的功能更加完備。一般而言，智慧型

瀏覽系統包含兩類人機介面：代理人式的

自動導覽系統及直接操控式的瀏覽輔助介

面。在本年度本子計畫對這兩類介面均有

進一步的研究，所獲致的具體成果包含以

下幾項：第一、設計出一個融合運動計畫

及虛擬力場的智慧型瀏覽介面；第二、將

以運動計畫為主的智慧型瀏覽介面擴展至

大型場景中；第三、將智慧型觀察者的研

究擴展至一般三維空間中。其中第一項及

第二項屬於直接操控式的瀏覽輔助介面，

而第三項屬於自動導覽系統的延伸。綜言

之，本子計畫已依計畫時程完成研究目

標，並已將初步的研究成果整理發表於國

際學術研討會。 

（二）、英文摘要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build 
an intelligent 3D navigation system for vir-
tual factories such as virtual fab. In the first 

two years, we have developed an 
auto-navigation system and extended the sys-
tem to handle dynamic data management for 
large environments. In this year, our research 
focuses on enhancing the functionalities of 
the 3D navigation system. Generally speaking, 
intelligent navigation system includes two 
categories of user interface designs: 
agent-based auto-navigation system and di-
rect manipulation based navigation assistance. 
We have addressed both approaches this year 
and obtain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we 
have developed an intelligent navigation in-
terface incorporating both virtual force field 
and motion planning techniques. Second, we 
have extended the motion planning approach 
of intelligent navigation interface to consider 
large virtual environments. Third, we have 
also extended the intelligent observer module 
in the auto-navigation system to 3D work-
space. The first and second researches use 
direct manipulation as the main metaphor 
while the third result adopts agent-based 
delegation approach. In sum, we have en-
hanced the functions of several intelligent 
software modules for 3D navigation and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publishing the work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二、緣由與目的 

建立虛擬半導體廠的目的，在於藉由

一個軟體模擬系統，讓使用者透過簡易的

操作，便能達到資訊擷取、製程模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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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追蹤、及教育訓練等目的。而本子計畫

的主要研究目標便是在建立一個能提供3D
瀏覽的智慧型人機介面，以支援上述目

的。以現今的軟體技術及一般桌上型個人

電腦的配備而言，要讓一般使用者能以互

動的方式直接操控3D人機介面，並非易
事。而本子計畫的目的，便是希望能在開

放式的架構上，以運動計畫演算法為核心

技術[1][2][4]，透過智慧型瀏覽模組的研
發，提升3D人機介面的易用及有效程度。 

一般而言，人機介面的設計方式分為

兩類：直接操控法(Direct Manipulation)及代
理人機制法(Agent-Based Intelligent UI)。[12] 
[14]直接操控法是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控制
所欲操控的物件，而使用者可以透過即時

的介面，得到控制結果的回饋。這種設計

法已普遍應用在現有的視窗介面設計中。

另一方面，代理人機制法讓使用者以少量

的高階輸入，交由代理人程式完成所欲達

到的目標。在3D人機介面的設計方法上，
傳統都是採用直接操控法。但對初學者而

言，現今的3D操控介面往往過於繁複，這
也是3D人機介面推廣上的一大阻力。本計
畫的研究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分別針對這

兩種控制方式，透過智慧型計畫模組的設

計，增加人機介面使用的效率及方便性。 

在第一年的研究裡，本子計畫已為固

定場景建立一個具有智慧型瀏覽功能的3D
自動導覽系統。這類導覽系統是屬於以代

理人機制為基礎的智慧型人機介面。這是

一個以VRML網路虛擬實境架構為發展平
台的自動導覽系統[13][16]。這個系統能由
使用者在所欲參觀場景的平面圖上，點選

所欲前往的參觀點，系統便會透過本計畫

開發的導覽路徑計畫器及智慧型觀察者運

動計畫器，即時計算出個人化的瀏覽路

徑，並由具有即時動畫模擬功能的虛擬導

覽員帶領，前往所要參觀的地點。在參觀

的過程中，虛擬攝影機除了能保證看得到

導覽員外，還能由使用者以參數設定跟隨

導覽員的方式，以產生其偏好的運動。
[8][10]  

在第二年的研究裡，我們將重點放在

設計以直接操控法為基礎的智慧型人機介

面及大型場景的資料管理上。例如，我們

允許使用者在自動導覽進行時能主動改變

視點位置，而由系統確保這些改變是合法

的。[11]又如我們以街圖式(Roadmap)運動
計畫演算法融入互動式人機介面的控制迴

圈中，以主動解決並排除因視點碰撞障礙

物而窒礙難行的情形。[9]這兩個研究成果
都是試圖改善直接操控法在3D介面設計上
的缺點。另外，我們也設計了一個能動態

產生及有效維護大型3D場景的資料管理模
組，以使導覽的適用範圍及彈性變大。[6] 

在第三年的研究裡，我們將重點放在

延展第一年及第二年的研究成果，以使智

慧型瀏覽系統的功能更加完備。而這些功

能設計的目的都是針對上述兩種人機介面

的設計方法所分別提出的。其主要目的有

三個，分述如下。第一、尋求更有效的瀏

覽輔助方式，以減少使用者碰撞障礙物的

機會，以達治本的目的；第二、讓輔助使

用者瀏覽的運動計畫模組能適用於大型場

景中，以增強智慧型介面的適用性；第三、

將自動導覽系統中智慧型觀察者的運動，

由2D工作空間延伸至3D空間，以使智慧型
觀察者的觀察模式更加彈性。 

三、研究結果： 

針對以上三個研究目標，我們將研究

的成果描述如後。 

（一）以虛擬力場輔助3D瀏覽：在第二年
的研究裡，我們以實驗證明運動計畫演算

法能有效性輔助3D瀏覽介面。此類方法是
以有效率的運動計畫演算法，在使用者視

點與障礙物碰撞時，自動產生避碰路徑。

然而，這是解決與障礙物碰撞的治標方

法；其治本方法還在於如何避免與障礙物

碰撞。本研究嘗試以虛擬力場，影響使用

者控制視點的方式，以減少碰撞環境中障

礙物的機會。虛擬力場的概念曾以位能場

的方式被用於機器人避碰的應用；亦曾有

研究提出以類似的方法改善人機介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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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類虛擬力場的有效性及被接受的

程度，在於如何將力場中的力融入使用者

的控制指令中，而不會讓使用者覺得不自

然。更重要的是，融合的結果不應與使用

者的意向相違背，否則使用者將無法接

受。本研究以多點取樣及與障礙物距離平

方成反比的方式計算虛擬力場。力場的範

例如圖一所示。為考慮使用者的意向，在

使用者執行過程中，我們以使用者的執行

歷史動態調整力的大小，以減少可能的不

自然感覺。為證明此方法的有效性，我們

以十個使用者實驗對象，分別使用原介

面、使用運動計畫器輔助、使用虛擬力場

輔助、及兩種輔助兼用的3D瀏覽器。實驗
的內容則是以如圖二的3D瀏覽器，完成特
定目標瀏覽工作所需花的時間。實驗結果

的摘要如表一所示。針對實驗的場景平均

而言，使用計畫器及虛擬力場輔助分別可

減少執行的時間23%及29%。如果兩者並
用，則可改進執行效率達49%。 

（二）適合大型場景的瀏覽輔助系統：如

前段所述，運動計畫器能用來改善使用者

操控3D瀏覽介面的效率。然而，之前的研
究是建立在固定小型場景的假設下。當環

境變大或變複雜，則所需的計算時間將使

即時線上計算變成不可能，而儲存空間亦

將超過一般系統的負荷。文獻中大部分的

運動計畫器都假設環境是已知且固定大小

的工作空間。因此本計畫的研究重點之一

便是設計出一個具擴展性(Scalability)的運
動計畫器，以適用於大型場景中。用於輔

助瀏覽的路徑計畫問題，其起點與終點由

於瀏覽速度的限制，通常不會相距太遠。

因此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特性，將街圖的建

立侷限在以視點（viewpoint）所在位置為
中心的視窗內，並隨著視點的移動，更新

街圖的正確性（如圖三所示）。我們定義兩

個視窗：焦點視窗（Focus Window）及有
效視窗（Valid Window）。焦點視窗定義我
們街圖建立的範圍而有效視窗則定義了何

時該移動焦點視窗及更新其內部的街圖。

由於我們必須在瀏覽執行過程中即時更新

街圖，因此我們選擇了一種建構時間較少

且允許漸進更新的資料結構 -- RRT (Rap-
idly Exploring Random Tree)[3]以做為我們
的街圖表示法。如圖四所示，隨著焦點視

  
 (a) (b) 
圖一：虛擬力場的範例。(a) 灰階代表力場
的強度（深灰代表障礙物）(b) 箭頭代表力
場的中力的方向 

表一：使用虛擬力場與運動計畫的實驗結果 

Neither Planner Force Field 
Force Field 
& Planner 

Met
hod 
 
User 

Time Colli-
sion 

Time Colli-
sion 

Time Colli-
sion 

Time Colli-
sion 

Avg. 160 219 130 310 125 102 107 135 
+ 0%   23%  29%  49%  

 

 

 

圖二：瀏覽實驗所使用的 3D迷宮一景 

 

 
 
 
 
 
 
 
 
 
 (a) (b) 
圖三：(a) 隨視點位置在局部視窗中建立街
圖 (b) 圖(a)中視窗的放大及 valid window 
和 focus window的定義 

focus 
window 

valid 
window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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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的移動，我們僅更新新舊視窗差異的區

域，而此更新可能造成RRT由一棵樹的結構
分裂成數棵樹的森林結構或數棵樹合成一

棵的結果。由於所要更新的區域有限，因

此線上更新的效率能滿足即時互動的需

求。 

（三）三維空間的智慧型觀察者：本研究

的另一重點在於將第一年自動導覽系統中

的智慧型觀察者的研究擴展到三維工作空

間。自動導覽系統中所要追蹤的目標物如

果是導覽員，則可合理地假設其運動都在

於某一平面上，因此智慧型觀察者的運動

計畫也可以假設是在二維的工作空間中進

行。然而，如果所要追蹤的目標物是一般

的物體（如工作件），則智慧型觀察者的計

畫軟體必須能產生真正三維空間中的運動

計畫。但是，三維空間中自由移動的物體

有六維的自由度，因此此計畫問題的組態

空間過大，並不適合於線上計算，而且計

畫的完整性（Completeness）因空間過大亦
將無法兼顧。 

我們提議首先以攝影的法則合理地將攝影

機（觀察者）的部分自由度凍結，以減少

問題的複雜度。例如我們假設攝影機的方

位一定保持水平，並將目標物暫固定在視

窗的中央位置。如此一來，如圖五所示，

我們就可以球形座標系統中的一個點代表

觀察者的位置。但由於目標物的軌跡是時

間的函數，因此這個計畫問題將是一個定

義在組態時間空間（Configuration-Time 
Space, CT-space）中的搜尋問題。這個
CT-space是一個四維(l, α, β, t)的空間，而一
般在四維空間中的搜尋時間通常無法滿足

線上的即時需求，且所需的記憶體空間亦

相當龐大。但是，我們希望能藉助追蹤問

題的特性，設計一個能以三維空間儲存四

維空間資料的計畫演算法。這個演算法主

要是利用距離維度越短越容易的特性，在

其他參數組態中記錄距離參數的合法最大

值。在搜尋的過程中，我們在相鄰距離必

須連續的前提下，可以增加或減少某一參

數的距離值。此演算法的搜尋結果是完整

的。換言之，如果問題有解則計畫器必可

傳回答案；但如無解亦會忠實回報。圖六

是此計畫器的實驗範例所產生的螢幕畫

面。搜尋時間多在次秒與數秒之間。 

四、成果自評 

在第三個年度的研究計畫裡，我們所

獲致的成果包括： 

1. 以人工虛擬力場製作智慧型人機介面，
輔助3D瀏覽操控，並以運動計畫輔助法
相輔相成，有效改進瀏覽效率。 

 

 

 

 

 

 

 

 

圖五： 以球型座標系統表示三維空間中觀

察者相對於目標物的位置 

 

 

 

 

 
 (a) (b) 

 

 

 

 

 

 

 (c) (d) 
圖四：當 focus window移動時，RRT街圖
被更新的示意圖 

αβ

l 

目標物 

觀察者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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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運動計畫輔助瀏覽的成果，透過有效
資料結構及演算法的設計，擴展至大型

場景中。 
3. 將自動導覽系統中的智慧型觀察者的研
究，透過問題的特性分析與有效演算法

的設計，延伸至真正的三度工作空間中。 

這些成果強化了前兩年的研究成果，

也使智慧型瀏覽系統的適用範圍更為寬

廣。另外，本子計畫的初步成果，亦已整

理發表於知名國際學術研討會。[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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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圖六：智慧型觀察者追蹤正方體目標物的過

程（部分畫面的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