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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自走式載具避障路徑規劃演算法之配置與實現 

彭祥瑋[1]  羅茂榮[1]  陳澤民[1]*
 

摘  要 田間自走式載具在作業環境中，常常要考量節能與工作效率等問題，所以載具所行進的路徑除必須是

安全無碰撞外，更須為距離行進最短或時間最短的路徑。本論文主要目的即在於實現以 A*演算法來進行全域避障

路徑之規劃。在本論文所建置的硬體架構下，針對 Diagonal、Euclidean、Dijkstra 和 Manhattan 等不同的啟發

函數(heuristic function)，運用不同的障礙分佈環境場景進行比較。最後則使用本研究所撰寫的演算程式，藉由手

動環境設定或應用網路攝影機(Webcam)偵測障礙物二種方式，於程式介面中建立環境資訊並進行載具路徑規劃

與模擬。最後則於本研究所建立之測試平台以 E-puck 機器人來驗證演算法與路徑指令傳遞之成效。驗證結果顯

示，本研究以 A*演算法來進行全域避障路徑規劃，已可規劃出全無碰撞且距離最短之路徑，導引無人載具從起始

點安全行走抵到終點完成自主避障之行走任務。 

關鍵詞：路徑規劃、避障、A*演算法、自主機器人、E-PUCK 機器人。 

The Implement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Obstacle 

Avoidance Path Planning Algorithms for Field Autonomous 

Vehicle 

Shiang-Wei Peng[1]  Mao-Rong Luo[1]  Tse-Min Chen[1]* 

ABSTRACT The paths by which autonomous vehicles are guided have to be collision-free and the 

shortest distance moving or less time required since the powers demanded and work efficiencies of 

autonomous vehicles are always take into evaluate.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employing A* 

algorithms to implement global avoidance path planning. Various heuristic functions such as Diagonal, 

Euclidean, Dijkstra and Manhattan for different obstacle distributions will be compared in this paper. After 

start point and destination are confirmed on the user interface, path planning and simulation can be 

accomplished on the same interface on which obstacle distributions can be established by manual setting 

or Webcam detecting. Finally, the E-puck autonomous vehicle is guided by the planned path and moves 

on the testing platform to validate the efficiency and realization of the algorithms to autonomous vehicles. 

The realization and guidance-test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ed path planning system dominated by 

A* algorithms is capable to provide a collision-free and the shortest path for the navigation of autono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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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s from start to destination. 

Key Words: Path planning, collision-free, A* algorithms, Autonomous vehicles, E-PUCK. 

 

一、前言 

隨著自動化設施栽培與植物工廠等精準生產技

術的導入，我國的農業生產已逐步走向低農務高質量

精準的生產模式，為同步將高科技層次的工程技術導

入農業傳統的田間生產型態，以減輕勞力需求提增競

爭優勢，田間自走載具系統（運搬）的配置與田間機

器人的應用（作業）是極具潛力的利器與選項。除要

考量節能與工作效率等問題外，田間自走載具系統（或

統稱為機器人）具備選擇最短距離或最短時間且安全

無碰撞路徑的能力，將是基本的性能要求。 

近幾年來，隨著智能機器人技術的迅速發展，智

能機器人的應用領域正在不斷地擴大，最重要的指標

例如火星探測車，即為自走載具搭載自主機器人所建

構之智能機器人系統。智能機器人系統包含了許多項

基礎理論與工程實務領域，例如人工智慧、機械工程、

控制工程、計算機設計與電力電子等，在應用的研究

領域上則包含避障功能、路徑規劃、視覺影像、語音

聲控、伺服控制等，已足以讓智能機器人代替人類完

成基本勞力以外之各種勞務工作，是極具應用前景的

研發方向
[1]

。目前智能機器人已經開始進入家庭及服

務行業，其中家庭服務也是目前研究智能機器人應用

方向的一個重要風潮。家庭服務機器人主要為移動機

器人之室內應用，研究移動機器人在已知環境下的自

主導航，因此建置等同於已知靜態農業生產環境內的

路徑規劃系統將是本研究的重點。本研究主要針對自

主載具在設施內或田間等靜態的農業生產環境下，研

究如何運用演算法規劃避障路徑並進行載具導航，達

成載具能在已知的二維靜態環境中，自主運行執行任

務的目標。本研究除將應用 A*演算法進行最佳避障路

徑 規 劃 外 ， 最 後 則 將 利 用 E-puck Robot 以 及

MATLAB 軟體重新設計配置之操控介面來執行實體模

擬與驗證。 

二、實驗設備與方法 

(一) 路徑規劃演算法 

自主行動閃避障礙物是智能機器人在導航上的重

要議題，機器人在環境中通常根據最佳的準則（例如

最短路線，最少的能源消耗或最短時間）行進運動與

避免碰撞。避障的目的是為了要在特定的環境中根據

選定標準，規劃出從起始點到目標位置之間最優且無

碰撞(collision-Free)的行駛路徑。有很多關於機器人

全域路徑規劃(global path planning)的研究，利用各

種 方 法 ， 如 Road map (Voronoi diagrams and 

visibility graphs)、Cell decomposition、Ant Colony 

Algorithm、Genetic Algorithm、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 Artificial potential field 、 Path 

transforms 等，導引各式機器人完成巡航任務。A* 

Algorithm 為搜尋狀態空間的方法，檢查鄰近或相鄰

狀態，自起始狀態到目標狀態從而找出一條花費最少

的路徑
[3, 8]

。相關的方法更應用在許多線上遊戲設計，

人工智慧的移動路徑規劃中
[4, 6]

。在 2009 年 Kala 等

的研究中曾比較過 A*、GA、ANN 等演算法在路徑規

劃 的 優 缺 點 ， 最 後 顯 示 A* 是 較 佳 的 選 擇
[5]

。 A* 

Algorithm 最重要的核心在於開啟列表(Open List)和

關閉列表(Closed List)的使用。開啟列表存放著目前節

點以及接下來可能會經過的節點，在 2002 年 Yap 及

2003 年 Bjornsson 等的論文中，皆探討各種網格型

態地圖背景的優缺點，並將網格地圖結合為室內可用

之基準點
[7, 9]

。本研究以室內磁磚型態為概念，採用方

形網格做為地圖背景，符合 Bjornsson 等建議 A*選用

八向方形網格(Octile)成效最好的結論（圖 1）
[9]

： 

如圖 1 若以 A 為起點，把 B~I 都加入到開啟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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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為 B, C, D, E, F, G, H, I 為 A 的相鄰節點），並把

A 指定為父節點。若相鄰節點中有不可通過的節點（例

如：樹林、牆壁、湖泊…等），則不將其存入開啟列表

中。關閉列表則存放已經走過的路徑，不需要再次的

檢查。A* Algorithm 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在其路徑

評估的公式： 

F = G +  H                                                                             (1) 

G 代表從起點，沿著產生的路徑，移動到所相鄰

節點的移動代價。A*較 Dijkstra algorithms 多增設了

H 參數，H 為從所選擇的相鄰節點移動到所指定終點

的移動代價，故本方法又稱為啟發式(Heuristic)的路

徑規劃方法。因為此路徑規劃的方式採推測的方法，

在移動的過程中可能遭遇到不同的障礙物（例如：樹

林、牆壁、湖泊…等），所以對於路徑的長度只能推估，

此推估的路徑長度定義為 F，F 為 G 和 H 的和。H 的

計算方式分別有 Manhattan distance、Diagonal 

istance、Euclidean distance 數種，以上方法皆採不

通過障礙物拐角之方式配置。 

其定義如下： 

1. Manhattan distance 

H(n) = 10 × [|goalx − x(n)| + |goalx − y(n)|]          (2) 

 

圖 1 八向方形網格 

Fig. 1 octadirection of a grid 

2. Diagonal distance 

H(n) = 14min[|goalx − x(n)|, |goalx − y(n)|]

+ 10{[|goalx − x(n)| + goalx

− y(n)] − 2min[|goalx

− x(n)|, |goalx − y(n)|]}               (3) 

3. Euclidean distance 

H(n) = 10 × sqrt{[goalx − x(n)]2

+ [goalx − y(n)]2}                          (4) 

圖 2 為 8×6Grid map 為用 Euclidean distance

法計算 H 值之 A*演算法說明範例，其中障礙物在位置

(4,3)、(4,4)、(5,3)、(5,4)用深藍色示之，路徑起點為

(1,3)，終點為(8,4)。由起點開始對周圍的方格作開啟

的動作（即把周圍網格加到 Open list，並用綠色格框

表示做為子節點，並把指標指向其父節點）（如圖 3），

G 則為起點至目前父節點所開啟的子節點所累積的移

動代價（x 方向或 y 方向移動 G 加 10；斜向移動 G 加

14），其後把 G 和 H 相加，並搜尋目前已開啟的網格，

將 F 值最小者，設定為下一個父節點。 

所以在圖 3 的 Open list 中，G 由前述方法得出，

而 H 運用式 4 求得，所以 F 最小者為(2,3)，故(2,3)為

下一次的父節點。把(2,3)用水藍色表示並移到 Close 

list 中並把其鄰近且不重複的方格加到 Open list 中

（如圖 4）。所開啟子節點的指標指向點(2,3)。之後一 

 

圖 2 8x6 的網格地圖 

Fig. 2 8x6 grid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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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重複找尋目前 Open list 中最低的節點作為父節點

並開啟新的方格，直到抵達終點為止。最後路徑由終

點回溯，依其指標指引至起點而建立（圖 5）。 

(二) 影像處理輔助系統 

在本研究中影像處理扮演著環境輔助描述的角

色，可藉由架高之 Webcam 來取得環境的障礙物分

佈。 

1. 色彩空間轉換 

RGB 色彩模式是一種加色模式，藉由紅色光、綠

色光和藍色光相加以不同比例方式來呈現多種色彩 

 

圖 3 父節點為起始點之圖 

Fig. 3 departure from father node 

 

 

圖 4 父節點為(2,3)之圖 

Fig. 4 father node on (2,3) 

（圖 6）。 

由於從 Webcam 所擷取的原始影像為 RGB 色彩

模式，但此模式對環境中光線的影響十分敏感，用此

色彩模式恐因光線強度不同而失去其色彩特徵。由於

YCbCr 能適應光線強度的變化，故本研究採用 YCbCr

色彩空間來做環境測試，YCbCr 色彩空間是依據 ITU-

R BT.601 規格，其中 Y 為亮度，其值為 16 到 235；

而 Cb 和 Cr 為彩度，其值皆為 16 到 240。因此本研

究 Webcam 所擷取的圖像為 RGB，須先將其轉換成

YCbCr 色彩空間以便後續處理，其轉換公式如式 5 所

示： 

 

圖 5 路徑呈現之圖（紅點網格代表路徑） 

Fig. 5 trajectory by A* algorithms (trajectory 

passes through the grids with red point) 

 

 

圖 6 RGB 色彩空間 

Fig. 6 RGB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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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Cb
Cr

] = [
0.257 0.504 0.098

−0.147 −0.291 0.439
0.439 −0.368 −0.071

] [
R
G
B

] + [
16

128
128

]   (5) 

2. 色彩分割 

轉換成 YCbCr 的影像可由其色彩差異性，將障礙

物從背景中分離出（圖 7）。 

(三) 硬體架構 

圖 8 為本研究所建置之自主載具路徑規劃驗證測

試平台示意圖
[2]

，藉由平台上方的 Webcam 來偵測環

境中的障礙物後傳送到電腦，透過影像處理把障礙物

的位置資訊建立在模擬的程式中，然後透過使用者在

此次環境中設定起始點與終點並規劃出路徑，再把機

器人放置於起始點位置，藉由電腦透過藍芽無線傳輸，

傳輸批次指令給機器人進而完成路徑規劃之實務驗證。 

 

圖 7 色彩分割示意圖 

Fig. 7 Color divided 

 

 

圖 8 路徑規劃驗證測試平台系統架構示意圖 

Fig. 8 diagram of the trajectory test platform 

1. 轉向機制 

本研究所採用之 E-PUCK 自走機器人為雙輪機

構，底盤尺寸如圖 9 所示，動力源為步進馬達，轉向

機制採用差速輪，雙輪速度一正一反造成機器人本體

左轉或右轉來達到轉向的目的（圖 10）。此法之優點

為轉向時，中心點會保持在原地且迴轉半徑小。 

雙輪式機器人（圖 10）轉向角度方程式如下： 

Step =
𝜃

360
×

53.5𝜋

41.2𝜋
× 1000 = 3.6071 × 𝜃                 (6) 

其中 θ：轉向角度，Step：角度對應於步進馬達轉動

步數。 

因此當為任意角度時皆可計算出其對應的步數，

之後藉由機器人的馬達編碼器(encoder)來控制機器

人轉動角度，但因步進馬達偶有失步現象發生，且行

進輪編碼器的解析度不足，經常造成編碼器回傳偏誤，

例如假設 θ＝1，則 step 應為 3.6 步，然因回傳的最 

 

圖 9 機器人底盤尺寸示意圖 

Fig. 9 the chassis size of the E-PUCK robot 

 

 

圖 10 轉向示意圖 

Fig. 10 the steering angle of the robot wheels 

traj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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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單位僅及個位，無法精準完成轉向控制，惟不用考

慮機器人的速度是其優點。為更準確進行操控，本研

究採用另一種控制方法，即採用時間序來進行控制，

方法為在固定機器人的速度下，計算機器人自旋 360°

所需時間，再依比例分配行進時間；本研究所採用之

E-PUCK 機器人步距為 0.1294mm，轉向時若速度固

定 在 80 step/s 時 ， 所 計 算 出 自 轉 360° 需 費 時

16.2318s，之後再利用 MATLAB GUI 內的計時器

(timer)來達到近似物理開關之功能，且其 timer 的時

間週期可以達小數第 3 位(1ms)，故其精準度遠高於

單純使用 encoder 之轉向控制。 

(四) 軟體介面 

本研究在程式部份分為路徑規劃、影像處理、機

器人連線程式三部分。圖 11 為本研究以 LabView 程

式完成之作業介面，其中介面左側之網格，透過攝影

機訊號傳輸或人工設定，可建置對應於避障路徑規劃

區域之全景地圖，並顯示系統所建議之路徑軌跡。 

1. 障礙物辨識 

本研究的障礙物用藍色中空板來表示，將藍色中

空板裁切成 9.9 cm×9.9 cm 數塊，隨機放置在測試平

台上，本研究影像處理目的在於藉由環境上方的

Webcam 來描述目前環境現況。當影像從 Webcam

擷取以後，因其初始影像為 RGB 色彩空間，易受環境

光線影響，恐將造成影像誤判，故環境影像將先透過

式 5 轉換公式轉換成 YCbCr 色彩空間之影像，接著再

依照其色彩特徵來進行分割，藍色中空板的特徵值為

145＜Cb＜172，Cr＞100，故可將除了中空板以外的

背景去除。接下來運用跳躍搜尋如圖 12 所示，擷取的

影像大小為 240×424 個像素，圖中網格內五個紅點

代表判斷點，當這五個點其中一點判斷到有障礙物存

在，便在程式中相對應位置呈現出來。 

使用五個點偵測模式是為因應環境中並非都剛好

是正方形且相同大小，真實環境大多為多邊形或不規 

 

圖 11 作業程式介面 

Fig. 11 Manipulation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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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形如圖 13(a)，經偵測後將以圖 13(b)呈現，如果欲

得更精確之環境與障礙則需把網格解析度提高。 

2. 轉角與路徑花費時間 

在規劃出路徑後在轉彎點做切割成數段直線路

徑，以便明確指示機器人，如圖 14 為路徑轉角示意

圖，圖中(x1,y1)、(x2,y2)、(x3,y3)為機器人路徑之 3

點，首先，先計算兩線段的向量然後運用式 7 與式 8

分各別計算在全域空間座標的轉向角度，然後由式 8

及式 9 兩直線間的角度來計算出機器人的轉角 θ𝑇。 

當垂直或斜向方向移動 

θ1 = 𝑡𝑎𝑛−1 (
𝑦2 − 𝑦1

𝑥2 − 𝑥1
)

θ2 = 𝑡𝑎𝑛−1 (
𝑦3 − 𝑦2

𝑥3 − 𝑥2
)

                                                         (7) 

 

圖 12 跳躍搜尋示意圖 

Fig. 12 Gird confirm searching 

 

 

圖 13 格點地圖示意圖 

Fig. 13 Grid map for Obstacles 

當水平方向移動 

θ1 = 𝑐𝑜𝑠−1[(𝑦2 − 𝑦1) + (𝑥2 − 𝑥1)]

θ2 = 𝑐𝑜𝑠−1[(𝑦3 − 𝑦2) + (𝑥3 − 𝑥2)]
                                (8) 

𝜃𝑇 = 𝜃2 − 𝜃1                                                                         (9) 

此轉角計算會因路徑狀況不同而使轉角超過

90°，因此須將𝜃𝑇修正回＋90°~－90°之間。在計算路

徑耗時間方面，本研究基於網格地圖將環境離散化，

其中實際環境網格每格單位長度為 10 cm 斜對角則為

14 cm（圖 15），程式介面網格則對照真實路徑平台以

1:1 比例呈現。 

在真實平台中，機器人的行進也是用時間來控制，

當機器人行走速度調控為 300 step/s 時，所計算出行

走 10 cm 需時 2.5753s，而 14 cm 則為 3.6055 s，基

於前述計算的結果，路徑花費時間將依路徑各線段序

進行儲存。 

 

圖 14 路徑轉角示意圖 

Fig. 14 steering angles of trajectory 

 

 

圖 15 平台網格尺寸示意圖 

Fig. 15 the sizes of grid on trajectory tes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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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驗設備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設備如下： 

1. E-PUCK Robot： 

E-PUCK（圖 16）是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EPFL)

所發展最新的小型移動式機器人，除了應用於教學課

程，並且已在許多研究與教育機構廣泛使用。E-PUCK

由 dsPIC 30F6014 處理器控制，標準配置包含許多感

測器（例如近端紅外線感測、聲音感測、加速度計與

鏡頭）。方便使用者操作且 E-PUCK 體積迷你，適合於

電腦桌上使用，提供理想的工作環境，並採無線操作

方式（經由藍芽以程式控制），可充電電池能長時間運

作，並能簡易地置換電池。 

硬體資料如下： 

(1) 尺寸、重量：直徑 70 mm、高度 50 mm、重 150 

g。 

(2) 電池：5Wh 可充電/拆卸式鋰電池，持續運轉約

三小時。 

(3) 處 理 器 ： dsPIC 30F6014A @ 60MHz 

(~15MIPS)，DSP 核心 16 位元微控制器。 

(4) 記憶體：RAM：8KB；FLASH：144KB。 

(5) 馬達：二個步進馬達與 50:1 減速齒輪，準確度

0.13 mm。 

(6) 速度：最大速度 15 cm/s。 

 

圖 16 E-PUCK 結構圖 

Fig. 16 structure of the E-PUCK robot 

(7) 機械結構：透明塑膠主體，內含 PCB、電池與馬

達。 

(8) IR 感測器：8 個紅外線感測器，感測週遭光線與

近端物體最大距離為 6 cm。 

(9) 鏡頭：VGA 彩色鏡頭，解析度 640×480。 

(10) 麥克風：3 個全向麥克風，做為聲源判斷。 

(11) 加速規：三維加速規。 

(12) LED：環型排列 8 個 LED、主體含 1 個綠色 LED、

前端含 1 個紅色 LED。 

(13) 揚聲器：板內建揚聲器，能夠撥放 WAV 或音調。 

(14) 開關：旋轉開關，可切換 16 種模式。 

(15) 傳輸介面：基本序列埠（最高 115kbps）、藍芽

無線。 

(16) 藍芽：用於電腦-機器人與機器人之間溝通。 

(17) 遠端控制：IR 接收器，用於基本遠端控制指令。 

(18) 擴充匯流排：多個擴充匯流排，可自由增添新的

功能至機器人。 

(19) 可程式化：C 語言撰寫，使用 GNU GCC 編譯系

統 ， 免 費 的 編 譯 器 與 ID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2. 路徑規劃驗證測試平台平台 

自主行走載具路徑規劃驗證測試平台由鋁條及雷

射繪線之壓克力板建置而成，壓克力板長 105 cm、寬

65 cm（圖 17），真實網格尺寸（圖 18）。 

3. 定向器 

在本論文定向器之功用在於使自主行走載具在初

始位置能指向其路徑行進方向（圖 19）。 

4. Billionton GUBTCR42I 藍芽傳輸器： 

(1) 尺寸：25 mm×14 mm×5 mm 

(2) 支援最新藍芽 V2.1 版＋EDR (Enhance Date 

Rate)硬體技術並相容藍芽 V2.0＋EDR、V1.2、

V1.1 規範 

5. Microsoft LifeCam Cinema™網路攝影機： 

(1) 720p HD 寬螢幕 

(2) 自動對焦 

開關 

程式編譯與 

除錯連接器 

三維加速規 

IR 接收器 

(用於遠端控制) 

麥克風 

轉輪與 

步進馬達 

揚聲

器 
RESET 按鈕 

模式選擇開關 

RS232 連接頭 

環型排列 LED 

IR 近端感測器 

CMOS 鏡頭 

鋰電池 

藍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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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密度玻璃光學鏡頭 

(4) ClearFrame 技術 

6. 電腦軟硬體設備: 

(1) Compaq Presario CQ40 筆記型電腦 

(2) MATLAB 7.5 

(六) 實驗方法 

本研究將以 A* algorithms 等演算法則所建置之

避障路徑規劃在已知的靜態環境下配置於經 Matlab

重新設計完成操控介面之 E-puck Robot 以執行實體

導航模擬及驗證。在本研究的硬體架構下，運用 A*演

算法中不同的啟發函數(heuristic function)，實現並

評估機器人路徑規劃的效率與差異。差異主要發生在

轉向機制轉角次數對運行時間所造成之影響。為驗證

本研究所建置之避撞路徑規劃系統之有效性及可行

性，特以牆型、H 型、幾何型、居室型、U 型、混雜

型等障礙環境進行規劃模擬與驗證
[2]

（圖 20）。 

三、結果與討論 

依據本研究所建置已 A*演算法為核心的模擬介

面系統，針對牆型、H 型、幾何型、居室型、U 型、

混雜型等六種障礙環境，所進行之避障路徑規劃模之

結果如圖 21（其中：■表障礙物，■表已關閉節點，

■表被開啟的節點，■表路徑節點， 表規畫路徑）。 

路徑規劃模擬結果顯示，配備 A*演算法核心的模

擬介面系統，在所設定之各式障礙環境中均能快速有

效地完成避障路經規劃，深具實務導航價值。 

在機器人路徑規劃驗證測試平台硬體架構下，本

研究運用 A*演算法搭配不同的啟發函數(heuristic 

function)，實現載具之避障路徑並評估機器人路徑規

劃的效率差異。差異之發生主要為路徑轉向機制所造

成之轉角次數及其所影響的運行時間。以牆形、H 形、 

 

圖 17 機器人路徑規劃驗證測試平台 

Fig. 17 Trajectory test platform for autonomous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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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形、居室形、U 形、混雜形障礙環境等前節所定

義之障礙物環境，進行各啟發函數的路徑規劃測試，

比較參數為轉角次數、運行時間與開啟評比之網格數，

結果如表 1、表 2 及表 3。 

比較前述結果，A* algorithms 各啟發函數路徑規

劃結果皆能有效轉換成機器人載具之控制信號且達到

100% 令 人 滿 意 之 導 航 效 果 與 任 務 精 確 度 。 其 中

Dijkstra 函數雖然運行時間短，但卻花費較多的相對

時間於找尋路徑上，綜合比較結果顯示 Diagonal 啟

發函數是比較理想的選項。 

四、結論與建議 

 

圖 18 測試平台網格尺寸圖 

Fig. 18 real grid size on test platform 

 

   

 A. 初始為水平移動之定向 B. 初始為斜向移動之定向 

圖 19 定向器 

Fig. 19 Orientator 

本研究運用 A* algorithms 進行路徑規劃並配置

於運用 MATLAB 撰寫操控介面之 E-PUCK 機器人。在

機器人路徑規劃驗證測試平台上之實證結果顯示，系

統已能將所規劃之路徑轉換成機器人的控制信號且達

到 100%令人滿意之導航效果與任務精確度。在模擬

與驗證中，本研究選用 Diagonal、Euclidean、Dijkstra

和 Manhattan 四種啟發函數在不同的障礙物分佈環

境進行分析比較。試驗結果顯示 Dijkstra 的運行所需

時間最少，但找尋路徑所花費時間較其他評估函數為

多，選擇 Diagonal 啟發函數則在搜尋時間與行進時

間二者間可取得一最佳平衡點。另外在本研究中由於

E-Pack 機器人的馬達只能進行單一控制，所以當控制

指令下達時，馬達將分批次個別執行，雖然間隔時間

極短，但對小型機器人已是兩次獨立轉動之動作，且

因步進馬達扭力較小，地表摩擦力更是造成轉向誤差

的主要來源，此誤差的消彌將為未來田間實務應用的

技術關鍵，其他造成誤差之因素尚包括有馬達本身的

誤差、輪子尺寸誤差、胎面誤差、慣性誤差等，皆為實

體驗證時不利於及時控制之誤差所在，未來可配置精

度更高之感測器輔助修正以達到動態避障規劃之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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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牆形障礙物 Wall shaped obstacle (b) H 形障礙物 H shaped obstacle 

    

 (c) 幾何形障礙物 Geometric shape obstacle (d) 居室形障礙物 Room shaped obstacle 

    

 (e) U 型障礙物 U type obstacle (f) 混雜形障礙物 random arranged obstacle 

圖 20 模擬障礙環境 

Fig. 20 obstacle environments for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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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牆形障礙物 Wall shaped obstacle (b) H 形障礙物 H shaped obstacle 

    

 (c) 幾何形障礙物 Geometric shape obstacle (d) 居室型障礙物 Room shaped obstacle 

    

 (e) U 型障礙物 U type obstacle (f) 混雜形障礙物 random arranged obstacle 

圖 21 各式障礙環境並障路徑規劃模擬結果 

Fig. 21 simulation results trajectories for diverse obstacle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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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機器人在各地形不同方法下轉角的次數（單位：次） 

Tab.1 Robot's turning times in different methods for each terrain (uni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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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形 4 3 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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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機器人在各地形不同方法下運行的時間（單位：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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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機器人在各地形不同方法下開啟的網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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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型 637 685 703 838 

混雜型 520 365 429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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