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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虛擬實境在一般桌上型個人電腦上的使
用已逐漸普遍；特別是在網際網路盛行之後，
網路VR的系統也已日趨普及。但在VR的軟體
技術上，卻仍有許多亟待突破的地方。例如要
以2D滑鼠操控複雜的3D場景，並非一般使用
者所能輕易勝任的。本研究提議將機器人學中
所研發的數個運動計畫演算法，應用在網路的
虛擬實境系統中，以期讓使用者得以少許的高
階輸入，便能達到參觀瀏覽的目的。此研究的
主要成果有三：一、設計出一套可自動產生導
覽員及視點（照相機）運動的虛擬實境導覽系
統；二、設計一套能模擬汽車停車運動的非完
整路徑計畫軟體；三、設計一個可將碰撞偵測
的效率提昇約80%的漸進式演算法。本計畫的
實驗結果說明了以機器智慧類的演算法融入
虛擬實境系統中，將有助於此類系統可用性的
提升。

關鍵詞：網路虛擬實境、虛擬實境建模語言、
運動計劃、自動導覽、人體運動模擬、非完全
運動、碰撞偵測、電腦動畫

Abstract
Experiencing Virtual Reality (VR) on a

regular personal computer is no longer a problem.
Especially when the Internet is becoming mature,
networked VR systems are becoming prevalence.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difficulties on software
technologies that prevent the results from being
more fruitful. For example, it is a challenge for a
novel user to use a 2D mouse to control and
navigate through a complex 3D virtual scene.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apply the motion
planning techniques originally developed for

robotics applications to automatically generate
motions for VR applications. We hope that with
this system, the user can navigate through a
complex virtual scene with only a few high-level
directives. Three main contributions result from
this research project. First, we designed a net-
worked virtual reality system capable of gen-
erating motions for a tour guide and a corre-
sponding tracking viewpoint. Second, we have
designed a nonholonomic path planner that is
connected to a car parking simulation system.
Third, we have design an incremental collision
detection algorithm whose efficiency is improved
by about 80%. Experiments of this research have
shown that usability of virtual reality systems can
be greatly enhanced by incorporating appropriate
machine-intelligence algorithms.

Keywords: Networked Virtual Reality, VRML,
Motion Planning, Automatic Tour Guiding, Hu-
man Motion Simulation, Nonholonomic Motion,
Collision Detection, and Computer Animation.

二、緣由與目的

虛擬實境的應用日趨廣泛，特別是在硬體
計算速度日新月異的情況下，以往必須在特定
高階電腦上才能體驗的虛擬實境系統，現在已
能在一般的桌上型個人電腦體驗。但是要以一
般個人電腦的設備，例如平面滑鼠及鍵盤，操
控複雜的3D虛擬場景，並非一般使用者所能輕
易上手的。使用者對3D場景的要求通常會隨著
電腦速度的提昇而升高，以致3D顯示的速度始
終不易達到輕鬆互動的需求。本研究所提出的
解決方案，便是透過各種運動計畫演算法的幫
助，讓使用者得以少許的高階指示，便能由軟
體程式產生虛擬實境系統中所需的細節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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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計算物體避碰運動的演算法，過去多
應用在計算機器人的運動上。例如，在計算汽
車類物體的移動路徑、自走機器人於建築物內
的運動路徑、及追蹤移動物體的視點運動計
畫，均已存在有效的演算法，可以在次秒至數
秒的範圍內將運動計算出來[2][4] [5][6]。而本
計畫的目的，便是實做這些演算法、並將之整
合在以VRML為主的網路虛擬實境系統中，以
達到有效瀏覽複雜3D虛擬場景的目的。

三、結果與討論

我們將本計畫執行的結果分「系統架構」
及「軟體模組」兩方面來報告：

1. 系統架構：

本計畫是以設計一個具有導覽功能的網
路虛擬實境系統為目標，並以政大資科系系館
為實做的範例。最後實做出的系統由下列五個
軟體模組所構成：(1) VRML瀏覽器、(2) 汽車
類運動計畫器、(3) 導覽路徑計畫器、(4) 人體
下半身走路動作產生器、及 (5) 視點運動計畫
器；各模組間的關係如圖一所示。其中，3D模
型及人機介面皆以網際網路上通用之虛擬實
境建模語言（Virtual Reality Modeling Language,
VRML）[13]為設計的標準，而其他運動計畫
或模擬之模組則以Java語言實作。模組二（汽
車類運動計畫模組）及模組三（導覽路徑計畫
模組）各另以Applet的方式呈現對應的2D俯視
圖介面，並透過VRML瀏覽器的外部介面(Ex-

ternal Authoring Interface, EAI)控制VRML瀏覽
器中3D物體（包括汽車、導覽員、及視點等）
的運動。而其他模組，則透過瀏覽器的Scripting
介面互相註冊並溝通。

此系統運作時依場景的不同，分成建築物
外的自動停車功能、及建築物內的自動導覽功
能。在建築物的外部，使用者只需在2D介面上
將汽車指定至所欲前往的停車位上，系統就會
計算出一段符合汽車運動限制的避碰路徑，並
導引VRML瀏覽器中的汽車模型前往；而使用
者可以用第一或第三人稱的方式觀察，圖二所
示之範例即是在模擬停車過程中經由兩個不
同視點所看到的場景。在建築物之內，使用者
則只需在建築物的平面圖上點選有興趣的參
觀點，並指定參觀順序等參數，系統便可於線
上(on-line)計算出適合的參觀路徑，並由導覽
員帶領，前往這些參觀點。此使用者介面的範
例如圖三所示。

2. 模組實做：

本節中除對上述五個軟體模組作簡要的
描述外，亦報告VR核心避碰模組的研發成果。

l物體模型的建立：包括本系系館建築隔
間、內部擺飾、及人體的立體VRML幾何
模型等。這些模型均可單獨在一般VRML
瀏覽器中觀賞使用。

圖一: 軟體模組及系統架構

圖二：汽車類運動計畫之使用者介面範例

圖三：導覽路徑自動產生之使用者介面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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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汽車運動計畫器之設計：此模組是以La-
tombe所提出的方法，實做出一個計畫器。
此方法先算出汽車的完整(Holonomic)路徑
後，再以Reed and Shepp曲線逐段將此路徑
換成非完整(Nonholonomic)的路徑[5]。而
所算出的路徑則直接以EAI的方式輸出至
VRML瀏覽器中，以模擬建築物外汽車之
停車運動。

l導覽路徑計畫器之設計：此模組先將輸入
的平面圖換成Bitmap後，再以數值方式算
出Voronoi Diagram，以作為參觀路徑的骨
架。依照使用者線上指定的參觀點，以
Best-First Search及Greedy的演算法，找尋
通過這些參觀點的有效參觀路徑[4][7]。此
計劃器所需的線上計算時間約在次秒至數
秒的範圍內。所計算出的參觀路徑為導覽
員所需遵循的帶領參觀路線，亦是「視點
運動計畫器」及「人體運動模擬器」做進
一步處理的資料來源。

l人體下半身運動模擬器之設計：我們以參
觀路徑所規劃出的導覽員運動（一序列間
格不等的腳印位置），輸入此模擬器中，以
算出符合指定腳步長度的人體下半身關節
的運動，範例如圖四[12]。此模組所使用的
人體關節模型，符合VRML及MPEG4 Hu-
manoid Animation的標準規格[14]，因此導
覽員模型可輕易替換成其他符合規格的3D
人體模型。

l視點(Viewpoint)運動計畫器：根據輸入的
導覽員路徑，此模組計畫參觀者（由照相
機視點代表）的運動路徑[2][6]。此路徑不
需與導覽員的路徑相同；反之，使用者可
指定跟隨的方式，在視線不離開導覽員的
前提下，用以逸待勞的方式參觀景點。此
模組的範例如圖五所示。此模組與文獻上
類似之研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演算法的
設計著眼於線上計算的有效性。而對大部
分的實驗範例而言，此計劃器多能在次秒
的範圍內找出可行的路徑[9]。

l階層式3D碰撞偵測模組之設計：由於碰撞
偵測在運動計劃器或虛擬實境系統中均屬
關鍵模組，故改進此模組亦可相對的提昇
這些軟體的效率[1][8]。目前國內外的相關
文獻顯示，效率最好的3D碰撞偵測演算
法，其內部資料結構皆為階層式的資料結
構[10][11]。本研究針對互動式3D繪圖中物
體運動多為連續的特性，設計出一個漸進
式的演算法，可將一般階層式碰撞偵測演
算法增快約80%。目前我們正將此成果整
合至VRML瀏覽器中。

（二）討論：

以下僅就本研究計畫的結果及後續延伸提
出討論。

l互動式3D圖像在電腦硬體日新月異的情況
下，即將成為下一代的人機介面，但我們
認為如要增加此類介面的可用程度，不是
加快繪圖速度即能達到目的，還需提高使
用者下達指令的層次。本研究的目的便是
將機器人學中所研發的運動計畫演算法，
應用在虛擬實境的導覽系統中，以藉由機
器智慧的輔助，提升使用者的命令層次，
自動產生適當的導覽路徑。但導覽的目
的，通常不只是帶領使用者通過參觀點而
已，更需於適當的位置加入視覺或聽覺上
的說明；這將是我們未來研究的方向之
一。

圖 四: 人體下半身走路之運動模型

圖五：視點運動計畫之範例

(a) (b)

(a)(b)(c)(d)(e)(f)(g)(h)(i)(j)(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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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本研究所採用的運動計劃演算法，在機器
人學中已被證明是計算複雜度非常高的問
題[3]。但是我們在此研究中以實例證明，
透過適當的問題形成模式 (Problem For-
mulation)及合理的簡化，許多困難的計算
問題在短時間內皆可得到合理的解答，以
作為線上或即時(Realtime)之應用。

l本研究所提出之3D碰撞偵測效率的提升，
將有助於許多需與使用者互動的模組之發
展。但如何將之整合入流行的VRML瀏覽
器中，卻是一個具挑戰性、亦有待努力的
問題。

l本系統對VRML瀏覽器中物體運動的控
制，多透過其EAI的外部介面。然而，目前
通用之VRML瀏覽器對此介面的支援與執
行效率，仍有待加強。例如，以EAI同時控
制多個運動參數（例如人體關節）時，系
統的效率會明顯下降。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劃在申請時所預期的工作項目，均已
按既定的步驟及預定的進度完成，而研究成果
包含了範例資料的建立及各軟體模組的設計
與實作。在資料建立方面，包含了物體立體幾
何模型、機構學模型等資料。在軟體模組的設
計上，則有戶外汽車自動停車的運動計畫、建
築物內自動導覽路徑的產生、人體走路的運動
模擬、及視點運動的計畫等。在3D核心技術
上，則有加速之碰撞偵測演算法之設計及實
做。

本計劃在學術上所獲得的各項成果，已逐
步整理成論文，發表在國內外學術期刊或研討
會；預計共有三篇以上的論文發表，目前有兩
篇已發表[7][8]，另一篇正投稿中[9]。由此研
究計畫所延伸而出的研究主題，例如虛擬工廠
的自動導覽系統，已在後續計畫持續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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