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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虛擬生物的模擬技術，有助於降低電腦動畫
應用的製作成本，並可創造出教育價值高的娛樂
應用。文獻中有關虛擬生物的模擬，對蜘蛛之類
的節肢動物的運動規劃，卻並不多見。本論文嘗
試以程序性動畫設計法則，研究模擬蜘蛛網的建
構及虛擬蜘蛛在蜘蛛網上自動規劃行走運動。根
據生物學文獻及實際觀察，我們將蜘蛛網的結網
規則建立模擬程序，並透過幾何及偏好參數的設
定建構蜘蛛網。而蜘蛛在網上的步行模擬，則是
根據蜘蛛網的結構及移動的目標，透過路徑計畫
演算法搜尋合法的路徑。本系統建造蜘蛛網的部
分已經可以成功的模擬出蜘蛛網的型態，也能夠
自動規劃蜘蛛在蜘蛛網上的運動路徑。透過互動
式的人機界面，使用者可以動態的破壞蜘蛛網結
構，並設定獵物位置，然後交由系統產生可行的
蜘蛛運動模擬，並以 3D 即時動畫的方式呈現。

1.

圖一：最粗的線條是外框，輻射狀的普通粗線是輻射
絲，螺旋狀的細線是螺旋絲。擁有黏性的絲線只有螺
旋絲。

簡介

製作電腦動畫的方式主要有動作擷取(Motion
Capture)和取動作關鍵格(key-framing)以及程式自
動產生動畫這三種方法。一般製作動畫主要是利
用動作擷取和取動作關鍵格這兩個方式產生動
畫。動作擷取的特點是利用真人演員的表演動
作，讓電腦讀取後產生虛擬演員的動作。其優點
是可以得到看起來很自然的動作模組，但是要把
動作套到虛擬人物的時候，仍然需要做關節間距
的調整，而且得到的動作不能適應其他環境或是
地型的變化。取動作關鍵格的方法常見於坊間的
3D 動畫製作軟體，使用者可以將做好的模型依照
時間先後，每間隔一段時間調整模型在該時間點
要擺放的位置，此動作就是在設定模型的動作關
鍵格。之後，讓軟體利用內插法(interpolation)產
生關鍵格與關鍵格之間連接的動作。而程式自動
產生的動畫可以做到動作擷取美中不足的地方。
此方式又稱「程序性動畫」，係根據運動原理及
規則，以程序性演算法模擬動作，優點是重複性
及適用性高。此方法的缺點是不同動作所需的演
算程序多不相同，因此要設計通用的程序，或要
收集到豐富的模擬程序並不容易。

圖二：蜘蛛網的建造順序是外框-> 輻射絲 -> 螺旋
絲。圖片來源出自[5]。

在互動的層面上，除了虛擬蜘蛛網可以由使
用者給定外框後自動產生蜘蛛網，也可以藉由參
數控制板上的滑桿調整蜘蛛網的屬性。在與蜘蛛
機器人的互動上是在於使用者可以利用放置獵物
促使蜘蛛機器人從現在位置走向獵物所在地。這
一點與[10]提過的三層自主式機器人溝通的中階
溝通也就是指定終點令蜘蛛自動感測週遭環境再
自動找出路徑與步行的規劃，都是通知機器人要
移動到哪個地方的工作目標導向的命令。

我們的目標在於以程序式動畫的方式，自動
模擬蜘蛛網與蜘蛛在蜘蛛網上的行走模式。而此
研究的應用目標包含兩點，第一是在教育與娛樂
的應用。藉由程式模擬蜘蛛的行為，讓一般人可
以藉由虛擬的方式，觀察蜘蛛的行為與蜘蛛網的
構成，不需到野外捕抓蜘蛛也不會破壞生態。能
藉由模擬系統來讓一般人了解蜘蛛結網的行為以
及結網的規則和特性；另外使用者可以和虛擬蜘
蛛互動，決定蜘蛛在蜘蛛網上行走的終點，藉以
觀察蜘蛛在蜘蛛網上的步行達到育教娛樂的效
果。第二點是提供電腦動畫或電影特效的製作工
具。本研究所設計出的系統提供出一個基本的架
構給想要做出蜘蛛網或是蜘蛛爬行運動的動畫應
用。設計者利用此程式即可產生出動畫雛型，加
以修飾後即可呈現出客製化的蜘蛛網效果及蜘蛛
爬行動畫。

在虛擬生物的方面來說，分成模擬現實世界
存在的生物與完全虛構的生物這兩種。在模擬現
實世界的方面來說有[11]模擬真實魚的運動。其
他常見的模擬生物也有像是[10]模擬狗與人類的
互動。而我們論文所提出的模擬蜘蛛也是屬於模
擬真實生物的範疇之中。在虛構生物的方面，有
[12]所提出的利用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從
簡單的肢節構造繁衍出複雜型體的生物與該生物
的運動行為，像是跑、跳和游泳。以及[13]給定
虛擬生物一些常識讓牠們在環境中做出合於常識
判斷的行為。但過去這些生物模擬系統都未曾以
蜘蛛做為模擬的主題。

因此，本論文所描述之系統包含兩個目標：
第一點是藉由使用者指定蜘蛛網的外框讓程式自
動產生虛擬蜘蛛網的架構。圖一即是擷取自我們
的程式自動產生的結果，其中最粗的線段代表的
就是外框，輻射絲和螺旋絲的部分就由程式依據
給定的規則自動產生。第二點是模擬蜘蛛在蜘蛛
網上的行走運動規劃，其行走的環境也就是之前
第一點產生的虛擬蜘蛛網。

3.

3.1. 環境定義

在第二單元會簡單介紹過去相關研究，其中
包括多腳機器人和模擬蜘蛛網的部分；第三單元
會提到關於蜘蛛網的建構規則以及虛擬蜘蛛機器
人的身體構造定義；第四、五單元會探討蜘蛛網
建構以及蜘蛛步行產生的演算法，第六單元討論
實做方法及實驗結果，第七單元是未來發展與結
論。

2.

問題定義

蜘蛛網分成立體網和平面網，立體網像是比
較著名的黑寡婦，就是利用類似垂簾的網子捕捉
獵物，甚至也有地洞型的陷阱網。這些構造複雜
的網可以相當有效率的捕捉到獵物，不過構造比
較簡單的平面網除了有花費的絲線量比較少的優
點之外他的捕捉獵物的功能也不遜於立體網的效
果。平面網又有分成圓形網及不規則型的網子，
不規則的網子結網規則不容易歸納出來，不同的
品種也有其不同的規則，就算是同種的蜘蛛也可
能會因為壓力、天氣、溼度等變因影響網子的結
構。我們著重的目標是針對平面圓網型的蜘蛛網
進行模擬。

相關研究

關於蜘蛛網的模擬已經有人[1]作出蜘蛛結網
歸納出一般性的規則，但是它所用的方法是先給
予一些建造網子的規則以及一些變數，再利用基
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和評估蜘蛛網的真似
程度的評估程式來調整衍生出的蜘蛛網。而我們
的目標也以他們歸納出來的蜘蛛網架構為主要參
考原則來建立蜘蛛網。但是我們不同於[1]的地
方，在於我們的蜘蛛網產生出來之後必須成為蜘
蛛機器人行走的環境。他們的結果是最終產生的
蜘蛛網要用來和真實世界的蜘蛛網做比較，其目
標在於蜘蛛網的擬真程度。至於蜘蛛或多腳機器
人步行的模擬目前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
[2,3,4,8]，但絕大多數的研究目標都是把焦點放在
行走於平面或崎嶇的環境上，目前尚未有人研究
蜘蛛在蜘蛛網上行走的模擬；並且，不論在蜘蛛
腳關節的自由度上或是腳的數目上以及行走的步
伐模式，都不是在模擬真正蜘蛛的八隻腳構造，
最常見到的是四隻腳以及六隻腳的蜘蛛機器人
(spider robot)。

首先我們先介紹蜘蛛網的特性。就外觀而
言，它主要分成三個部分，外框、輻射絲、螺旋
絲。外框幾乎都是由凸多邊形組成的，內部則有
輻射絲與螺旋絲如圖一。在模擬蜘蛛網之前，我
們先說明真正的蜘蛛是如何建造網子。不論在國
外或國內學界都有一種通用的程序來描述一隻織
平面圓網的蜘蛛，如圖二。建造網子的順序是先
建構出外框(圖二步驟 A-C)再以此為支架架設輻
射線(radii line) (圖二步驟 D-I)，這時就可以開始
製造輻射線了。值得觀察的一點是，有些品種的
蜘蛛在建完輻射線之後會先架起鷹架再建螺旋
線。所謂鷹架指的是蜘蛛會由內向外大略織出間
距相當寬且不愈黏性的輻射絲，建置完成之後再
由外而內織間距較小且具黏性的輻射絲。依我們
的推測有可能是因為蜘蛛有偏好走線與線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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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蜘蛛可以踩的範圍。

要有個別的自由度和關節彎曲度的限制，單單一
隻腳的計算複雜度及各個關節點的位置判斷就非
常複雜。既要簡化腳的關節但又要兼顧真實性，
我們的做法是將彎曲度較不顯著的關節和其他關
節簡化，並使得簡化過的那一段腳有較大的自由
度以模擬原本的腳可以踩到的範圍。所以目前在
這裡定義出的虛擬蜘蛛的身體結構有八隻腳，每
隻腳有各分有上下兩段，也就是兩個自由度兩個
關節。事實上，我們可以用肉眼可以看出蜘蛛的
腳分為三段，但是我們可以用兩段來模擬三節的
腳，也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每隻腳我們設定相
同固定的長度，並且每隻腳都是以身體中心為原
點。

圖三：蜘蛛的正面圖與俯視圖。

交叉點的結果，因為這樣的走法比較穩固，舖出
來的絲線也可以比較精準整齊。有關蜘蛛的行走
偏好，在下一個小節會有更詳盡的解釋。在我們
這個研究中會跳過這個搭鷹架的步驟，直接搭建
輻射絲，因為這個行為只是蜘蛛自己為了建出整
齊的絲線而做的行為，也有相當多的蜘蛛也跳過
了這個步驟。附帶一提，在 Samuel Zschokke 的網
頁中[5] 有錄下花園十字蛛(Araneus diadematus)整
個結網過程的影片，我們也有參考這個影片所呈
現的現象，並且藉由這個影片做為定義蜘蛛網規
則的參考根據。

關於身體的部分，真實的蜘蛛身體分為兩
段頭胸部和腹部，腳都分布在頭胸部的部分。在
這邊的定義則是簡化為一個球體並有自己的座標
以及旋轉的角度，這三個元素加起來就是身體的
組態(configuration)，如圖三所示。身體後方的橢
圓只是為了外觀上的完整而加上的，不具特別的
意義。我們假設蜘蛛的腳有內外關節的限制；所
以向內向外可以踏的範圍有限制，所以我們把這
個範圍畫成一個甜甜圈型如圖四，以身體中心為
圓心的灰色甜甜圈就是蜘蛛可以踩的範圍。

因此我們所模擬的蜘蛛網除了根據[1]的原
則之外，也有參考生物學上的定義而組成現在的
虛擬蜘蛛網。在稍後演算法的部分會詳盡的說明
如何產生出蜘蛛網的過程。

3.2. 蜘蛛構造定義

4.

現在我們知道了有螺旋蜘蛛絲是有黏性的，
我們就可以大致決定蜘蛛可行走的區域就是輻射
絲。不過值得注意的一點，真實世界的蜘蛛的腳
是不會被自己的絲黏到的，因為它們的腳底有特
殊的油脂並且接觸面積也小。不過他們還是比較
不偏好走螺旋線，因為會減低黏絲的黏度，也會
減少能困住獵物的時間。並且在觀察實際蜘蛛爬
行時我們發現到蜘蛛在已搭建完成的網子上，對
於螺旋線和輻射線上的交點也有者相當高的偏
好。

虛擬蜘蛛網的建造規則

我們以 Rule-base 的方法，依據自然界的原
則[5] (如圖五)來建造蜘蛛網。圖五中的步驟是由
上而下的順序先後建出蜘蛛網；規則可以分成兩
類 ， 第 一 類 是 建 造 輻 射 絲 的 原 則 (Radii Line
Rules)，這一類的規則在使用者定義完外框之後
就可以開始實做建造輻射絲。第二類螺旋絲建造
原則(Spiral Line Rules)是做完第一類的規則之後
才能實做螺旋絲。完成以上兩類規則就可以製出
蜘蛛網。只要使用者輸入的外框是凸多邊型就是
合法的，我們就可以使用以上兩類規則產生虛擬
蜘蛛網。除了給定外框外，我們還需要指定四個
參數來產生蜘蛛網，關於這四個參數請詳見下
節。接下來針對這兩類規則中的細部規則做更詳
細的敘述。

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可能是源自於結網的蜘蛛
因為在網上移動最主要的感官是觸覺以及本體感
覺來預測腳的落點，由於結網蜘蛛的視覺相當弱
只能感測光線而非像人類一樣可以利用視覺的判
斷，所以大致上牠們會有腳向前伸再往後勾線類
似摸索的一個動作，這樣的結果也就會很自然的
讓腳站在交點上。所以我們在虛擬蜘蛛如何選擇
落腳點的偏好也有提高這一方面的喜好程度。

4.1.

輻射絲規則(Radii Line Rules)

使用者傳入的參數中與輻射絲的建構有關的
兩個。一個是調整輻射線的數目，輻射線的架設
就是取決於蜘蛛的測量與蜘蛛的腳長有關，因為
蜘蛛會用自己的腳像是尺量看看兩條輻射線的距

真實的蜘蛛有八隻腳，每隻腳各有七個關
節。這在模擬上有相當大的困難由於每個關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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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蜘蛛網的建構原則
圖六：當外框是狹長型的情況，蜘蛛會想辦法填滿網
子，利用每一個角落。陰影的部分就是補線

離是否太寬。如果太寬的話再多加一條輻射絲，
所以簡單的說腳越短的蜘蛛在相同面積的網子上
做出的輻射線會越多。另一個是螺旋線之間容許
的角度誤差值；蜘蛛不會做出非常精確平均分配
輻射線之間夾角的蜘蛛網，所以需要誤差值來讓
網子看起來比較自然。這問題其實並沒有確切的
數據可以告訴我們，就算是同品種的蜘蛛也會因
為不同的個體依照不同的習慣去做出不同的網
子，所以這方面算是蜘蛛本身的偏好。關於演算
法部分，首先在得到外框和參數之後，依照第一
類規則(Radii Line Rule)的第一項朝特定方向建造
的第一條輻射絲(First Radii Line Rule)。再依據第
二項規則(Next Radii Line Rule)及使用者給定的兩
個參數，得到下條輻射絲所在的地方。重複第二
項規則直到沒有空間放輻射絲或是輻射絲的數目
到達使用指定的數目。

4.2.

較快。因此我們會把蜘蛛網的中心向上偏移的現
象也加入這個模擬程式，不過跳躍的行為並不列
入這次的模擬。
我們取得 hub 的參數之後就可以放置螺旋
線。我們放置蜘蛛絲的做法是先決定好在那一條
輻射絲開始放螺旋絲，開始用第二類第一項規則
(First Loop Rule)。在螺旋線繞完一圈後回到開始
蜘蛛絲放置的螺旋線上的，其距離中心點是使用
者設定的參數「輻射線之間的寬度」加上 hub 的
距離。接這就進行第二項規則(Next Loop Rule)，
依照使用者輸入的寬度和上一圈的螺旋絲保持距
離產生絲線。當蜘蛛重複做螺旋絲的動作做到無
法輻射線與外框之間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以放螺旋
線的時候，就開始遵照第三項規則(Reverse Rule)
反向再做第二項規則(Next Loop Rule)的動作。最
後再檢查是否有把整個蜘蛛網填滿。所謂”填滿”
的意義是，真實的蜘蛛不會讓最外圈的輻射絲到
外框之間有太大的空隙，因為這樣浪費了蜘蛛網
的空間，讓能獵補的空間少了許多，所以他們會
盡量把螺旋線填滿任何一個可用的角落，如圖五
所示。這就是最後一項規則(Complete Rule)。

螺旋絲規則(Spiral Line Rules)

使用者指定的另外兩個參數與螺旋絲的規則
有關。一個是指定螺旋絲之間的寬度，就是圖五
中的粗邊矩形中兩條細線的間距。螺旋線的寬度
也是取決於蜘蛛的腳長，螺旋線之間的寬度絕對
不會大於蜘蛛橫向的身長。這是因為在建造螺旋
線時蜘蛛是一邊沿著已經建好的螺旋線一邊量距
離一邊搭線，並由實際觀察的結果也能證明此原
理。另一個參數是離中心點多遠才開始放置螺旋
線的距離，這裡我們將中心點到最內圈螺旋線之
間的部分叫做中心網(hub)，這點也是因為蜘蛛的
偏好而決定的。接下來就是螺旋線的演算法部
分。一般來說，蜘蛛會離中心軸一段距離才開始
放有黏性的螺旋絲，我們可以從剛剛使用者指定
的參數得到數值。依照實際觀察，通常蜘蛛網的
輻射絲中心會在比較偏高，原因是因為蜘蛛通常
在中心網(hub)的地方等待獵物，並且他往下衝的
速度比往上爬的速度快了許多。此現象除了是因
為地心引力的關係外，也是基於蜘蛛行走的特
性。蜘蛛一般由上向下快速移動時會將自己的絲
線一端黏在現在的位置上，再往下一跳助跑再爬
行，所以蜘蛛在蜘蛛網上或其他地形向下跑會比

4.3.

特殊狀況及實做考量

關於設定外框，本系統不同於過去其他研究
的做法在於我們允許使用者自由設定蜘蛛網的外
框，而外框的形狀一定要是凸多邊形。需要此強
制要求的原因是蜘蛛一般不會把網子的形狀編成
凹多邊形。因為一來這樣的網子不如凸多邊形可
以有效的利用每一個角落而會有浪費空間的現
象。二來凹多邊形的形成有可能是因為外圍支架
的張力不均而導致網子比較容易纏在一起。所以
我們假設外框皆為凸多邊形。由於周遭地型的關
係，蜘蛛所搭建的外框不一定會是完整的圓型，
而是以長型居多。長型的外框會使得上下兩側最
接近外框的螺旋絲的距離變遠。因此都需進行螺
旋絲線的折返修正，以填補空隙，讓做出的網子
與真實蜘蛛網更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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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左圖)蜘蛛需要踩在每個象限的其中一個立足點
這樣才能算是平衡。(右圖)X 代表蜘蛛周圍八個空位代
表蜘蛛下一步可可能選擇的方向。

圖八：甜甜圈中的四個小黑點是蜘蛛的立足點，灰色的
軸上的黑圓是蜘蛛頭朝向的方向，左邊是合法的站位，
右邊是不合法的，因為在四個象限的站立點有兩個象限
是空的。在相同的(X,Y)座標位置會得到相同的立足
點，但是會因為蜘蛛的朝向角度的不同，可能會產生合
法或不合法的組態。

雖然透過誤差值參數的設定，每一次的編
織出來的蜘蛛網都不盡相同，但要考慮所有可能
的變因，以模擬完整的蜘蛛網建構過程，仍是一
件困難的工作。例如，部分蜘蛛網會有殘缺的情
形發生。對這些不易掌握的變因，我們以提供人
機界面的方式，讓使用者能以做部分的修改。例
如，我們在程式中增加了”剪線”的功能，也就是
把網子弄得殘缺再讓蜘蛛行走，做法就是藉由點
選螺旋絲的線段移除該線段。一般蜘蛛在獵補蟲
子時會趁獵物在蜘蛛網上掙扎的時候衝到他面前
再用自己吐出的絲和部分的網子將獵物打包好，
所以會有出現網子殘缺的現象，在實際上有些蜘
蛛會忍受殘破的網繼續待下去，也有些蜘蛛會補
網。補好的網子會和原先的網子又些不同，在螺
旋線的部分就會在破掉的區域來回折返由內側補
到外圍。

前往的目標地點。本論文的重點將放在全域路徑
的規劃上，至於區域運動的規劃，由於環境中暫
時無突出的障礙物，因此在全域路徑找到以後，
蜘蛛的腳如何移動將是較簡單的關鍵格內差問題
而已。因此，以下將以介紹全域路徑的規劃方法
為主。

5.1.

在開始規劃蜘蛛路徑之前，我們必須對蜘
蛛的行動能力與限制，進行瞭解及問題的定義。
根據第 3.2 節的定義，我們假設蜘蛛的腳所能採
到的範圍，是一個以蜘蛛中心為圓心的甜甜圈區
域。而落在此區域的蜘蛛網節點，便是蜘蛛能落
腳的落腳點。我們將此類合法落腳點的集合記為
H(q)。

整體而言，虛擬蜘蛛網和真實的蜘蛛網像不
像的評估工作，由於缺乏生物學上的統計資料，
我們只能交給使用者來做主觀的評估，而非像[1]
利用和真實蜘蛛網的上下左右的絲線總長度來制
訂基因演算法中的適應函數，以比較評估來決定
是否產生出理想的蜘蛛網。儘管如此，我們覺得
目前透過系統控制版的參數調整，我們可以找出
一個滿意的答案，並且也可以製造出一個適合蜘
蛛機器人行走的環境。

5.

蜘蛛在蜘蛛網上的合法落腳點

一個合法的蜘蛛組態 qvalid，除了必須不能
與環境中的障礙物碰撞外，還必須能穩定而平衡
的站立。根據三腳架的原理[4]，以身體中心為原
點可畫出四個象限，只要讓蜘蛛的其中四隻腳在
個別不同的四個象限（如圖七所示），我們就可
以確定蜘蛛是在平衡的位置。雖然這只是個充分
而非必要的條件，但與一般蜘蛛所使用的原則十
分相近，因此我們以此簡化的原則定義蜘蛛站立
的合法性。根據這個原則，一個合法的蜘蛛組
態，必須讓蜘蛛能在這四個象限中找到至少一個
點落腳。值得注意的是，對相同的甜甜圈區域，
由於蜘蛛面向角的不同，其合法性有可能產生不
同的狀態。例如，蜘蛛在旋轉的時候是以身體中
心為圓心做旋轉，但在旋轉過程中同一組落腳點
可能由合法的站位變成不合法的。圖八中落腳點
便是一個的例子。

計畫及模擬蜘蛛的運動

在[2]中將蜘蛛機器人（在機器人學中將規劃
的本體統稱為機器人）的運動規劃分為全域
(Global)和區域(Local)兩種規劃方式(planning)。全
域規劃(Global planning)不考慮機器人是如何移動
腳步，而只考慮如何將機器人身體從起點移到終
點，且不會碰到障礙物的規劃。區域規劃(Local
planning)則是考慮腳步的移動，以從目前的站位
走到下一個站立的位置，達成全域運動的目標。

5.2.

假設我們目前考慮的是平面的蜘蛛網。因此全域
規劃所使用的組態空間(Configuration Space)是一
個包含蜘蛛 X 和 Y 軸座標及旋轉角度θ的三維空
間。因此，我們將機器人的全域組態表示成 q= (X,
Y, θ)。全域路徑規劃的目的在將蜘蛛從目前的位
置，找到一條合法的路徑，讓蜘蛛可以到達所欲

蜘蛛移動的合法性

接下來要解決的問題是蜘蛛如何在網上移
動。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知道蜘蛛腳與落
腳點的配對以及蜘蛛如何前進與換腳。
我們依照實際觀察，得知蜘蛛的行走模式是
用左邊第一、三隻腳和右邊第二、四隻腳一起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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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蜘蛛如何利用甜甜圈的可踩範圍取得下一步的
資訊。

圖十一：在 3D 環境中的蜘蛛

圖十：顯示蜘蛛經過程式計算後產生到終點的路徑。粗
線代表的是蜘蛛從起點到終點的路徑，圓點是終點。

動之後再讓左邊第二、四隻腳和右邊第一、三隻
腳移動。蜘蛛便是重複著這兩組的模式進行身體
的移動。因此我們採用的模擬方式即是以四腳為
一組的方式交互運動。由於我們設定蜘蛛的每隻
腳都有其關節旋轉程度的限制，我們可以計算出
蜘蛛會選擇用哪一隻最適合的腳站在上面。

圖十二：立體蜘蛛器人與蜘蛛網

居組態。每一個組態都會記錄蜘蛛上一個位置是
從哪裡移到目前這個組態，如果走到無法再移動
的時候，就追溯回去以前的組態，對於還沒走過
的組態再進行搜尋。圖十中的範例，便是以此演
算法所規劃出的路徑結果。

接下來要決定的是蜘蛛如何合法行走前進。
換言之，我們要決定蜘蛛如何移動身體重心至新
的組態，並進行換腳。一個合法的下一步，必須
是現在的落腳點能延伸到的蜘蛛組態。而此新的
組態必須能提供另一組合法的落腳點，供另外四
隻腳進行區域運動的替換。如圖九所示，黑點是
目前站立的點，淺色甜甜圈是它目前身體位置的
腳可到達範圍，深色甜甜圈是身體位置向前移動
但不動腳可到達的範圍。所以黑色的點一定落在
兩個甜甜圈交疊的範圍。再來就可以決定新的腳
的落點了也就是白色的點。

5.3.

6.
6.1.

系統實做與實驗結果
系統實做

本系統立體化的實作與介面是使用 IMLAB
(Intelligent Media Lab)所開發的環境 IMBrowser 來
進行 3D 化的呈現，以及動畫的撥放。人機介面
包含 2D 與 3D 的呈現部分，使用者在 2D 的環境
控制參數產生蜘蛛網與蜘蛛機器人互動，然後透
過 3D 的場景呈現成果。要將 2D 資料還原成 3D
動畫，我們需要對蜘蛛的運動，做進一步的計
算。例如，我們把蜘蛛步行時一隻腳的挪動看成
是一個面的挪動。如圖十一所示，淺色的腳是之
前的位置，深色是現在腳的位置。在一隻腳的平
面上，我們可以用反向動力學(Inverse kinematics)
的公式及腳的落點，反推出所有關節點的位置，
而蜘蛛的 3D 資料也就能進一步還原。

蜘蛛路徑的規劃

根據上述兩小節有關組態合法性及移動合法
性的定義，我們可以開始進行蜘蛛身體移動的規
劃。我們所使用的演算法是低維度運動規劃問題
常用的最佳優先搜尋演算法(Best-First Search)。在
此搜尋法則下，蜘蛛可以朝八個方向移動(如圖七
右圖)，每一格代表的一個單位座標長度。從八個
候選位置中篩去不合法的組態，再從剩下的找出
距離終點最近的點移動。只要違反上兩小節所述
有關組態或移動的合法性，便是一個不合法的鄰

在蜘蛛網的實作上，我們在所定義的 2D 蜘
蛛網座標上，多加一個高度的參數值，以算成 3D
座標。實際程式的結果在圖十二，右邊的控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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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粗線為蜘蛛規劃出來的路徑。我們把右邊的蜘
蛛網部分的螺旋絲刪除，改變蜘蛛行走的環境，蜘蛛規
劃的路徑也會因此改變。

蜘蛛規劃出的路徑會因為環境的改變而有不
同的結果。如圖十四，左圖是完整的蜘蛛網，由
於可以踩的踏腳點有很多且分布平均，所以蜘蛛
前進的方向幾乎是以直線到達獵物所在地。右圖
的蜘蛛網是經過使用者剪裁過的，可以讓蜘蛛踩
的踏腳點也會因此減少，導致蜘蛛必須搜尋其他
要繞過這個障礙的路徑到達終點。從這個例子可
以了解系統可以適應地形的改變，產生到終點的
路徑。

圖十三：程式產生的蜘蛛網範例。最上排的表示系統可
以適應不同的外框，產生出結果。中間一排是相同外框
加上不同參數產生的結果。最下方的是相同外框與相同
參數可以產生不同的結果。

板是之前的產生蜘蛛網與蜘蛛步伐的程式與 2D
部分的呈現，左邊面板是呈現蜘蛛與蜘蛛網的立
體化結果。
利用上一段提到的反向動力學決定腳擺放的
姿勢與關節角度的計算後，我們透過 IMBrowser
所提供之動畫劇本輸入格式(XAML)，將計畫出
的蜘蛛步伐以關鍵格(key frame)的方式，指定蜘
蛛的組態，再利用 IMBrowser 的內插功能將 3D
動畫播放出來。

6.2.

7.

結論與未來發展

這篇研究的獨特性在於模擬蜘蛛在蜘蛛網上
的行走規劃及讓使用者能以互動的方式影響蜘蛛
和蜘蛛網的模擬結果。蜘蛛網的構造及設定上都
是經由我們從自然界的觀察所歸納出來的結果進
行模擬。
之後我們希望利用目前做的結果作為基礎，
發展更進一步的模擬。例如在蜘蛛網的方面，增
加修補網子的功能，改變蜘蛛在蜘蛛網上的立足
點，使搜尋路徑的變化程度增高。在互動性的部
分，我們將來預計讓使用者可以動態的改變蜘蛛
要到達的目的地，也就是可以隨時在蜘蛛正在朝
目標移動的時候即時改變終點的位置。另外，我
們希望未來能更簡化參數值的設定，讓使用者直
接設定蜘蛛的大小和腿長這兩個參數，就可以得
到相對的蜘蛛網；也就是利用更高階的參數設定
取代目前直接影響網子的低層參數，達到更直覺
方便使用者的參數設定。

實驗結果

6.2.1. 蜘蛛網
蜘蛛網的組成是由外框、輻射線、螺旋線所
組成的；在使用者定義好外框之後，再透過系統
所提供的參數調整，系統便可依據前節定義的規
則，計算出蜘蛛網其餘的部分，得到各式各樣的
蜘蛛網。由於誤差值的設定，包含亂數的計算，
因此就算是相同的參數設定，也會產生不同的蜘
蛛網結果。
在這個單元中，我們會針對系統適應外框的
多變性、相同外框面對不同的參數值和相同外框
面對相同的參數值這三種情況進行實驗和評估。
而圖十三便是將這三種狀況呈現出來；最上一排
的三張圖分別用不同的外框配合相同的參數產生
出的結果。本系統只要是凸多邊形的外框就可以
視為合法的外框，不但具有適應性也有依照結網
規則做出符合定義的蜘蛛網。中間一排三張圖代
表用相同外框不同參數產生的網子，在螺旋絲之
間的寬度和輻射線的數量上都有明顯不同的設
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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