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名稱 

服務型智慧機器人之人臉辨識及同步定位與地圖建置 

一、 摘要 : 

本計畫研究方向主要於智慧型自動化的關鍵科技，並以下列科技研究為主

軸：運動規劃控制、快速場景識別與註冊、智慧型手機輸入介面，其中運動規

劃及運動控制方面將建立輪型機器人驅動控制、建立路徑規畫，並發展同時建

地圖定位系統 SLAM 方法，重建環境資料，而快速場景識別與註冊通過對齊機

器人與子地圖的點雲場景來解出機器人在地圖中的姿態，該技術將實施在不同

的建築物進行廣泛的測試，其中包含以下技術：基本運動控制、避障功能、路

徑規畫、機器人自我定位、機器人環境建構、增量啟發搜尋法、採樣演算法;另

外智慧型手機輸入介面，乃透過智慧型手機此一現代相當普遍的個人行動裝

置，可將機器人輸入介面延伸至其上，便可增加機器人控制上的便利性;本計畫

所欲發展之相關技術，皆為服務型機器人之核心關鍵技術，機器人及自動化產

業能帶動其他產業智慧化發展，期盼通過這些關鍵技術的研發，為國家競爭力

提升盡一分心力。 

 

二、 前言與目的： 

 多重感測器融合與整合的技術已經廣泛應用在自動化工業的生產與組裝、

軍事用途、機械人追蹤與太空探險以及醫療工程等方面，運用這類型技術具有

加強系統穩定度及強健度、擴充架構可信度及解析度、和增加量測涵蓋範圍及

縮短反應時間等優點。本計畫前期進度為實驗平台機器人機構設計與製造，目

前已經設計完成一機器人具彎腰功能，全自動移動實驗平台，並且用此一平台

開發多項技術，主要研發包含服務型機器人之運動規劃控制、快速場景識別與

註冊、這些技術皆為服務型機器人在居家、公眾場合與辦公環境中相當重要的

相關核心技術。 

 

三、 結果及討論 : 

 3.1. 快速場景識別與註冊 

  本研究提出了一種有效估算機器人姿態的定位演算法。當給予一個大

規模的點雲 (Point-Cloud) 數據地圖，此演算法能計算出機器人在點雲地圖中 6

維自由度的姿態並且無需事先得知初始位置。我們引入了“快速場景識別與對

準 (Fast Scene Recognition and Registration) ”演算法通過只匹配機器人與子地

圖 (Sub-Map) 的點雲場景，以減少匹配的運算時間。此演算法索取子地圖的多

種描述符 (Descriptor) 並把它門串聯起來進行相似度學習 (Similarity learning) , 

以提高場景辨識的準確度。最後，我們通過對齊機器人與子地圖的點雲場景來



解出機器人在地圖中的姿態。我們的技術已被實施，並在不同的建築物廣泛的

測試。實驗結果表明，我們的“快速場景識別與對準”系統可以在各種大型三

維點雲數據地圖中有效定位移動機器人。 

 

本研究的目的為機器人在未知初始位置的情況下透過 RGB-D 感測器在點雲地圖

中進行定位。本研究所提出的演算法架構如圖 1 所示，其程序分為離線階段與

在線階段。 

 
圖 1. An overall system of Fast Scence Recognition and Alignment algorithm 

approach. 

在離線階段 (Offline stage) 過程中，資料庫會事先儲存 n 一幅地圖，這是因為

現實環境將會存在變動的元素。我們使用最先進的 RGBDSLAMv2 進行點雲地圖

建設。每幅地圖都是從同個初始點開始建設，因此每幅地圖將會有共同的世界

坐標系 (world coordinate frame)。Pre-process 是將建好的地圖降維採樣並且消

除雜訊。我們接著把地圖切割成 k 個子地圖。接著我們索取每個子地圖的描述

符，主要目的在於對環境進行相似度學習。在同一個區域中子地圖，在相似度

運算中，我們期望最小化馬氏距離 (Mahalanobis-Distance) ，反之則是最大化

馬氏距離。離線階段在存取每個子地圖、描述符以及經學習的馬氏距離矩陣後

就終止。 

 

在在線階段(Online stage)過程中，移動機器人會從 RGB-D 感測器索取點雲資

料。所得到的點雲資料將會如同離線階段一樣去索取點雲資料的描述符，並進

行相似度搜索(Similarity search)以檢索與機器人感測到的點雲場景最相似的子地

圖。所檢索的子地圖將會與機器人感測到的場景進行點雲特徵匹配對應 

(Feature correspondences matching)，並解出對應的轉換矩陣。最後再使用迭代

最近點(Iterative closest point)提煉出最佳重疊的轉換矩陣，此轉換矩陣即是機器

人在地圖中所表示的姿態。 

 

為了辨識機器人感測器所得到的場景，特徵描述符是個有效的方法用於比較場



景與子地圖的相似程度。全局描述符 (Global descriptor) 是表示物件的幾何模

式，而好的全局描述符除了需應付雜訊、不同解析度等問題，也需有要有良好

的分辨率。在這個部分，本演算法使用 OUR-CVFH 與 ESF descriptor 作為描述

地圖片段的幾何特性。在色調方面，我們使用 HSV 之 Hue 頻道來描述地圖片段

的彩色特性。最後，我們把這三種特徵串接起來並進行相似度學習。 

 

本研究所涵蓋的視覺場景辨識演算法必須有效應付環境變動的情況。而相似度

學習是一種監督機器學習的方法並非常適用於資訊檢索的秩序。我們使用距離

度量學習 (Distance-Metric learning) 去訓練使其在同一個區域中的子地圖，最小

化馬氏距離 (Mahalanobis-Distance) ，反之則是最大化馬氏距離。Eq. (1) 為距

離度量學習的優化問題。 

 

xi 與 xj 為離線階段索取的描述符，每個描述符共有 d 維度。(xi, xj ) ∈ S 當 xi 與 

xj 相似, 反之則 (xi, xj ) ∈ D，若它們倆不相似。這部分我們使用 Information 

Theoretic Metric Learning algorithm (ITML)進行學習，主要目的為訓練出 A ∈ Rdxd

的馬氏矩陣。一旦馬氏矩陣訓練完畢後，相似度距離在 Eq. (2)可求出。 

 
在這裡，dA(q, x)定義為兩個場景之間的相似程度。若在比較過程中的兩個場景

非相似，他們的距離將會非常大。q 為查詢描述符 (query descriptor)，是在在

線階段感測器偵測場景的描述符。而 x 為資料庫中子地圖的描述符。因此，相

似度指數 Is 可以在 Eq. (3)中求得。 

 
實際上，馬氏距離矩陣會將環境中所經歷過的元素學習在內。儘管環境中的場

景有部分的變動，如椅子、箱子或桌上的物品是我們常移動的物品，但場景中

重要的結構 (如建築或家具特徵) 是不變的，其做法在於學習區域內不常變動的

元素。圖 2 展示了學習後的結果。我們分別在同一個環境但不同時間內建立了

5 副地圖，每個地圖切割成 20 個片段。接著我們隨意放置感測器在該環境內，

並且算出感測場景與子地圖的 dA(q, x)。紅色數據為基礎實況 (Ground truth) 。

可以見得經過學習後的相似度距離有明顯的差異，且與場景最相似的子地圖所

運算出的相似度距離會處於最小的狀態，由此證明此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本研究進行了一項實驗以評估所提出的演算法。如圖 3 所示，我們在 2 個不同

的環境裡使用 RGBD-LAMv2 建構了分別為 ED-A 與 ED-B 的點雲地圖。ED-A 地

圖為 385m2，共有 3,396,150 點的資料。而 ED-B 地圖為 523m2，共有

5,620,598 點的資料。每幅地圖降維至 3x3x3 cm 的密度取樣。所有的數據集是

採用外接的 Kinect 感測器所建立。而實驗所使用的處理器為 Intel Core i7 

4720HQ 2.6GHz。 

 

本研究方法是經由檢索得到的子地圖與感測器之場景快速匹配求得機器人姿

態。因此，檢索的精確度對定位效果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因為檢索過程誤判 

(false positive) 將會使得匹配無效。我們準備了 ED-A 與 ED-B 各 5 幅全局地

圖。接著套用本演算法將地圖切割後進行相似度學習。接著我們在地圖的不同

區域將感測到的場景進行子地圖檢索來評估正確率。圖 4 所顯示的混合矩陣 

(confusion matrix) 證明該方法經學習後的精準度有效提升，得出良好的場景辨

識效果。 

 



此外，我們在 ED-A 與 ED-B 的各四個區域中測試本研究方法定位後的誤差值，

每個區域共測試 5 次並計算誤差平均值。圖 5 為該實驗的均方根誤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此測試誤差涵蓋 RGBD-SLAMv2 演算法的誤差。實驗所得

出的機器人姿態誤差在大範圍裡的環境是可容許的。 

 
圖 5  The evaluated robot pose RMSE in ED-A and ED-B areas 

我們將本研究演算法的實驗結果在 ROS (Robot Operating System) 上顯示。圖 6 

為移動機器人於套用該演算法後在點雲地圖中所顯示的定位效果。再次證明了

該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3.2. 機器人定位與導航技術 

  本計畫在機器人定位與導航技術中，為了要解決機器人在服務過程中

可能發生的綁架問題，發展了一系列的演算法，透過 GSFH 描述子如下圖所

示，可以用來建立稍後用於比對的資料庫，首先必須先隨機取出部分粒子於

Particle Filter 中，並將每個取出的粒子對應於內部的地圖產生相對應知觀測值，

便可以藉由這些資料產生 GSFH 描述子資料庫。 

 

圖 7.  建構 GSFH 描述子 

透過結合現代機器學習法 FLANN 與傳統蒙地卡羅定位法，我們大大降低了蒙地

卡羅的計算負擔，並與提高計算效率。讓機器人綁架問題得以解決。 

 
(a)                               (b) 

圖 8.  Y軸為 Particle filter中粒子數由 8,000到 80,000，(a)為平均位置

誤差(b)平均收斂誤差 

 

圖 7.和圖 8.顯示了三個演算法(Standard MCL, Optimal Sampling MCL, Our method)

對於解決機器人被綁架問題的能力。實驗結果以及顯示了我們的方法的有效解

決機器人綁架及自動回復到達原目標問題。 



3.3. 自主導航 

 當自動化載具，或機器人，處在動態環境中，即障礙物是可以被重新

置放的，或者有人在其中行走移動，那麼我們就不能夠預先計算整條路徑。於

是每次機器人偵測到環境改變時，就必須重頭再做一次重新規劃（Replan），導

致花費更多運算時間與資源，因此近代的演算法都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並提出

最佳化的方案。 

 

路徑規劃除了用於自主導航領域外，也常被使用於積體電路佈線設計，以及最

主要的，電動遊戲的人物行走的軌跡規劃。但由於真實世界中，並非隨時能取

得完整探索過的區域，也意味著不完整的地圖與不可預期的突發狀況，因此在

真實情境下操縱著機器人的導航機制需要格外考量這種高度不確定性本質，也

因此我們提出了即時動態採樣路徑規劃法，賦予路徑規劃更快的運算速度，並

以最低的運算成本規畫出最佳移動路徑。 

 

另一方面，由於服務型機器人將運行於室內，並在可預期的未來，與人類有密

切的互動，因此我們提出的導航機制也具備社交距離的感知。機器人有能力根

據偵測到的人之位置，作適當的移動。根據社交規範，除了給予需要的協助

外，也盡量不打擾到他人。 

 

  增量啟發搜尋法 (Incremental Heuristic Based Approach) 

  其中一個解決路徑規劃的方法，便是把地圖畫分成棋盤狀的格式，將

環境簡化成組態空間 𝒞（Configuration Space），因此每個位置或狀態（state）便

可被視為一格（grid）。至此，令開始位置 sstart、目的地 sgoal，當下位置 si，

三者皆在狀態集 S 內。也有將三者寫作 s, s′, s′′ 的標示法。增量蒐尋法

（Incremental Search）便建構在這個架構上，也是路徑規劃法中最初且被研究最

久的一個分支。其中最家喻戶曉的，當 Dijkstra 與 A*莫屬。兩者雖然都能解出

最佳路徑並保證歸結及概率完整性（resolution and probabilistic completeness），但

後者保證最低啟發成本（heuristic cost）。這幾個保證都假設在擁有完整地圖的情

況下，但在動態環境且有限運算資源的情況下，兩者將無法勝任即時重新路徑

規劃的需求。因此最著名的改進便是 D*和基於 Lifelong Planning A* 的 D* 

Lite。由於演算法較為簡潔，運算耗時也較短，因此 D* Lite 並廣泛應用。 

 

D* Lite 較相似於 backward A*，或者可視為 backward lifelong planning A*，從目

的地往起點搜尋，解出兩點之間最低成本之路徑。此外，新拓展的狀態加上之

前的路徑的啟發成本要低於整體路徑啟發成本，因此整體路徑規劃便被設了上

界 

h(s) ≤ c(s, s′) + h(s′) ∀s ∈ S; s′ ∈ Succ(s); s ≠ sgoal (1) 

 



c(s, s′)即為當下狀態到下一狀態的成本，Succ(s) 即為下一狀態。此外，D* Lite

也延伸了 A* 中的 f-value，變成下一步預看值（one-step value）rhs(s)， 

rhs(s) = {
0                       𝑖𝑓 𝑠 = 𝑠𝑔𝑜𝑎𝑙

min
𝑠′∈𝑆𝑢𝑐𝑐(𝑠)

(𝑐(𝑠, 𝑠′) + 𝑔(𝑠′)) 𝑜𝑡ℎ𝑒𝑟𝑤𝑖𝑠𝑒     (2) 

因此總體成本便標示成： 

k(s) = [
𝑘1(𝑠)

𝑘2(𝑠)
] = [

min(𝑔(𝑠), 𝑟ℎ𝑠(𝑠)) + ℎ(𝑠, 𝑠𝑠𝑡𝑎𝑟𝑡) + 𝑘𝑚

min (𝑔(𝑠), 𝑟ℎ𝑠(𝑠))
]    (3) 

驗算法驗證目前路徑與原本路徑是否有差異，若因障礙物產生了變化，演算法會

試圖針對下一狀態的該段路徑重新規劃，使整體的路徑啟發成本不會超出總體啟

發成本，以此達成即時重新規劃的目的。 

 

另外一個研究的分支致力於找出在複雜環境中且有限規劃時間內，得出一個能接

受的軌跡。這類演算法被稱為  Anytime Repairing A*(ARA*)。這類演算法給

Weighted A*一個上界，如下： 

key(s) = g(s) + h′(s) = g(s) + ϵ ∙ h(s) ; 𝜖 > 1    (4) 

 

以及下界 key(s) ≤ ϵ ∙ c∗(𝑠, 𝑠𝑔𝑜𝑎𝑙) 。如此，ARA*藉由限制 ϵ 的值，並給一個數

值較大的初始值ϵo，隨著每次搜尋迴圈的演進，成本會逐步遞減，從初始的次佳

路徑，在時間限制內，逐步給出最佳路徑。 

 

假設機器人位於複雜且高度動態的環境中，則可結合前述兩類路徑規劃演算

法。Anytime Dynamic A* (AD*)由此誕生。有趣的是，有時直接將搜尋樹移除並

重新規劃，可能比調整 ϵ 還要來得省時與資源，不過這就得看應用的範疇與情

境來決定何時該選擇使用何種方法。 

 

採樣演算法（Sampling-based approach） 

採樣規劃法是路徑規劃法中較為新興的研究分支，但由於其簡單的演

算架構，並可輕易於短時間內於高維度空間中規畫出一條路徑，因此相當受到

歡迎，尤其是在機械手臂，或者無人飛行器的路徑規劃上，效果更明顯。近年

來也開始引入至平面車輛的應用，逐步得能與啟發搜尋規劃法平起平坐。 

 

採樣規劃法又分為單樹與多樹搜尋法（single query and multiple query search based 

approach）。我們使用的演算法為前者，代表的演算法為快速擴展隨機數（Rapidly 

exploring Random Tree, RRT）以及該演算法的延伸演算法 RRT*。 

 

隨機採樣法在起點 qinit 與終點 qgoal 之間的空間中均勻且隨機取樣，會逐漸形成

一從起點延展出來的搜尋樹 𝒯 ，載每次遞迴搜尋中，一個任意狀態 qrand 會在



自由空間中被採樣，如果這個任意狀態離當前狀態最近，則會被視為最靠近的組

態 qnear ，接著就會試著將最近組態聯接至下一個隨機組態，若這個新組態被不

會造成障礙物的碰撞，則會被加入並成為搜尋樹的一員。儘管這樣的搜尋方式很

簡單，但無法收斂至最佳解，RRT* 便改善了這個難題，並保證可找到收斂最佳

解，因此可在短時間內解出路徑。RRT 和 RRT*的演算法結構相近，但後者又添

增了 Nearest vertices 和 rewire 兩項要素。若隨機採樣的狀態落在 qnear 半徑為組

態空間 k 的圓內，k 為節點數量 n、視環境而定的參數 γ 、以及組態空間維度 

d 的函數： 

k = γ (
log (𝑛)

𝑛
)

1
𝑑

 (5) 

 

則可被加入搜尋集 Qnear，並重新排列 Qnear 內的整體路徑。 

 

ARA*的特點也可以在採樣搜尋法上實現。與其在自由空間中平均採樣，我們可

加權某些狀態，使得搜索能更有效率。起初的搜尋無任何成本，當算出成本為 𝒞s

後，之後遞迴搜尋回傳的成本必須低於之前狀態的成本，並且加上一個改善因子

ϵf 使得 𝒞s 能有一個上界 (1 − ϵf)，確保下一個解的成本比上一個的代價低 ϵf倍。

此外，也定義一個從起點到目標點 qtarget 的啟發成本 h(qinit, qtarget)，以及目標

點至終點的啟發成本 h(qtarget, qgoal)，兩者的加總得出總體成本的下界。這樣便

構成了類似 ARA*的架構邏輯。每次的迭代的篩選準則會從一開始距離遠近到後

期單純根據成本作運算，逐步得出次佳到最佳解，用以下篩選成本函數： 

 

SelCost(q) = db ∙ 𝐷𝑖𝑠𝑡𝑎𝑛𝑐𝑒(𝑞, 𝑞𝑡𝑎𝑟𝑔𝑒𝑡) + 𝑐𝑏 ∙ 𝑐(𝑞𝑠𝑡𝑎𝑟𝑡, 𝑞) (6) 

 

每一次成功的搜尋後，權重參數 db 和成本權重參數 𝑐𝑏 皆會減少 δb 和 δc 。得出

的解之成本不會超出上界，每一次迭代，當下的成本也會比上一個低(1 − ϵf)倍。

另外一個方法，是在使用者定義的時間限制範圍內，週期性的將超出上界成本的

狀態節點去除掉。兩種方法皆達到了 Anytime approach 的效果。 

 

至於若要實作 D*的效果，則只需將延展進障礙物空間的節點去除掉，並由自由

空間中的節點繼續延伸搜尋即可。 

 

Anytime 和 D* 效果的採樣演算法集結合上述兩類的架構。既擁有重新規劃的特

點，又擁有快速逐步改進路徑的能力。但是這些研究都只在 RRT 上實作，現在

將其替換為 RRT*，以期達成規劃最佳化。但由於 RRT* 較適合用於全向載具，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控制器的輸出上做調整，才能將路徑改成符合非全向載具運

動學的路徑。 

 



首先，必須將直角作標系轉換成非全向之自我中心極坐標系。令載具至目標之相

對距離 r、目標方向ϕ、和載具方向δ，角度從載具面向之方向直到目標狀態 po ，

而載具位置或狀態為 p = (x, y, θ)T。轉換關係式為： 

𝔗po: (𝑥, 𝑦, 𝜃)𝑇 ↔ (𝑟, 𝜙, 𝛿)𝑇    (7) 

因此，在極坐標系內的運動方程式為 

(
�̇�
�̇�

) = (
−𝑣 cos 𝛿

𝑣

𝑟
sin 𝛿 )    (8) 

 

�̇� =
𝑣

𝑟
sin 𝛿 + 𝜔    (9) 

(8)為位置子空間下載具的動力學狀態，(9)則描述轉向子空間中的動力學狀態。

因此我們得到一從起點到目標點之間的非全向距離函式 

Dist(p, po) = l (𝔗po((s, y, θ)T))   (10) 

並以控制李亞普諾夫函數（Control Lyapunov function, CLF） 

l(r, ϕ, δ) = √𝑟2 + 𝑘𝜙
2 𝜙2 + 𝑘𝛿|𝛿 − 𝛿[ ]

∗ (. )|    (11) 

求系統穩定解。並且，已證明在非零正速度下，以下均衡點為李亞普諾夫穩

定： 

δ𝑠
∗(𝜙) = atan(−𝑘𝜙𝜙) 

              δ𝑔
∗ (𝑟, 𝜙) = atan (−𝑘𝜙

2 𝜙/𝑟2 )    (12) 

(12)中的所有參數也皆是正數，如此方能使載具向前行。若 p 和 po 皆轉 180

度，則意味著載具會向後退。此外，距離函式(10)並非對稱。回饋式運動控制可

以被比擬為連接一系列漏斗型速度函式，把載具帶到終點。這種漏斗法可以更

有彈性且更穩健的進行運動控制。這邊使用 δ[.]
∗ (. ) 作為轉向控制，(11)作為

RRT*的距離與代價函數。 

 

圖 9. 使用 Rao-Blackwellised Particle Filter, RBPF 定位與建圖 

 



 
圖 10. 分成三階段建圖與定位，途中粉紅色與青色的線是以視覺里程計計算出

相機經過的路徑 

 

 
圖 11. RBPF 及 RGBD SLAM 建構出一間房間的立體鳥瞰圖. 

 

表 1.   RRT/RRT*和 ADRRT/ADRRT*之計算成本與時間比較 

 



 
圖 12. (a) 和 (c) 為 A* (AD*)產生的路徑, 而 (b) 和 (d) 為 Anytime 

Dynamic RRT* (ADRRT*)所計算得出的. 後者比前者耗時更短，且能在逐步迭代

中取得更佳解，所需成本可能也比前者一樣或更低。. 

 

除了模擬驗證外，我們亦將成功實際應用於實際機器人上，下圖為實際機器人

執行狀況，可觸控輸入目標點，動態規畫可行路線，並確實執行。 

  

(a)觸控輸入目標點 (b)機器人收到目標點後，動態規劃控制差速

輪 

  

(c)正確抵達輸入目標 (d)輸入另一目標點，機器人亦正確執行 

圖 13. 動態路徑規劃實現 



雙手輪型服務型機器人 

  我們利用基於 Point Cloud Library 的物體辨識演算法，以及機器人上半

身包括雙手、夾爪及頭部共 14 個馬達的運動控制，實作出一辨識並夾取特定物

品的應用，並且成功實現於實驗室既有的服務型機器人上。該機器人利用裝於

其頭部的 Xtion 偵測器辨識擺放於桌上的物品，計算出要夾取的兩項物品的位

置之後，使用其雙手的自由度繞開桌緣、將兩個物品依序夾起。整個過程會運

用到上半身所有馬達的速度以及位置控制，以及更上層的運動控制及軌跡規

劃。過程如下分解圖所示： 

  

1. 機器人首先低下頭部，辨識桌上的物品 2. 確定物品位置之後，機器人首先用右手

將右側物品夾起。 

  

3. 接著用左手夾取左側物品；在夾取的過

程中，軌跡規劃會讓其繞開桌緣的障

礙。 

4. 夾取完畢，機器人將兩項物品抬離桌

面。 

圖 19. 物體辨識及夾取 

1. 物體辨識演算法中，我們使用了 Point Cloud Library。這種辨識演算法的特

色在於利用物體的深度資訊來建構物體模型，而不像傳統上利用顏色來分別物

體；也因此光影對此演算法的影響較小，顏色相近的物品也不會互相干擾。 

2. 馬達的速度以及位置控制相當精準，因而能夠準確的讓手臂末端夾爪移至

辨識演算法計算出的物品位置；且各軸馬達的轉動速度相當快，整個夾取過程

可用僅僅十數秒完成，並且不會有震盪或不穩的情況發生。 

3. 夾爪可負荷相當的物品重量，而非只能夾取小型物品。如上圖中所示，右

手夾取的寶特瓶內有裝八分滿的水，而夾爪在此種抓取條件下，最多能負荷

700 公克的物品。 



結論 : 

 本計畫主要目標為研究多向智慧型服務型機器人於居家與辦公環境的核心

關鍵技術，包含運動規劃控制、快速場景識別與註冊、智慧型手機輸入介面，

其中運動規劃控制方面將建立輪型機器人驅動控制技術、路徑規畫與導航，並

同時建立地圖定位系統 SLAM 方法，進而重建環境資料，此關鍵技術為快速場

景識別與註冊，通過對齊機器人與子地圖的點雲場景來解出機器人在地圖中的

姿態，該技術將實施在不同的建築物進行廣泛的測試，其中包含以下技術：基

本運動控制、避障功能、路徑規畫、機器人自我定位、機器人環境建構、增量

啟發搜尋法、採樣演算法;另外智慧型手機輸入介面，乃透過智慧型手機此一現

代相當普遍的個人行動裝置，可將機器人輸入介面延伸至其上，便可增加機器

人控制上的便利性。 

在結果方面，快速場景識別與對準系統可以在各種大型三維點雲數據地圖中有

效定位移動機器人，並成功解決機器人在服務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綁架問題，而

物體辨識演算法可應用於機器手夾取，不像傳統上利用顏色來分別物體，因此

光影對此演算法的影響較小，顏色相近的物品也不會互相干擾。 

本研究計畫的年度進度與計畫書所規劃的進度符合，同時定位與地圖建置系統

完成，機器人實驗平台架設完畢，最後整合測試本計畫各項技術於既有實驗室

智慧型服務機器人平台，此平台是靠差速輪做移動的控制，主要有兩個動力輸

出輪，以及兩個全向輪作為惰輪，此平台上亦成功開發與實現多種演算法與應

用，如基本運動控制、定位與導航、動態路徑規劃法、避障功能、機器人環境

建構、增量啟發搜尋法、採樣演算法、機器手臂物體夾取等，確實實現計畫當

初設計目標，這些技術皆為服務型機器人在居家、公眾場合與辦公環境中相當

重要的相關核心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