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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中文摘要 

本計畫為”微型仿生生物體之研發”整
合型計畫之子計畫三，本子計畫主要研究

目標在探討有限感測能力下，仿生昆蟲之

行為反應模式設計及所能達成之預期工

作目標，研究重點在於感測系統之建立及

智慧型感測訊號處理與行為反應。本子計

畫第一年度主要的執行內容包含兩主

題，氣體擴散環境的建立以及氣味追蹤演

算法在氣味來源定位的應用。在過程中，

為氣味來源定位問題提供詳細的解析，從

一般的搜尋方式到建立一套有系統有效

率的氣味搜尋演算法；其中，仿生生物行

為的靈感激發給了我們演算法很大的助

益。 
關鍵字：微型機器人、仿生體、氣味來源

定位、氣味追蹤、即時預測 
 
Astract 

This project is one of the sub-projects 
of the main project “The development of 
Biomimetic Micro-robot”.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ub-project in this year 
contains two principal themes. We present a 
methodolog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cent 
distributi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a 
search algorithm for odor localization task. 
In this report, we provid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odor localization problem, ranging 
from a treatment of a general search task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mmon qualities of 
efficient odor sources search algorithms. 
Inspiration from biological systems plays a 
role throughout, reflecting the belief that the 
imitation of natural systems, when applied 

in the proper context, can be useful to an 
engineer. 
 
Keywords ： Micro Robot, Bio-mimetic 
Robot, Odor Localization, Odor source 
tracking, Real-time Prediction 
 
二、 計畫緣由與目的 

微型機械具有感測周圍環境的刺激

以及產生相對應的行為，可用在無人監督

情況下幫忙人類完成許多工作，包括許多

重複性以及危險性的工作如救災、搜尋有

毒氣味來源，以及應用於生產線增加生產

力等等。其中，建立一套感測系統能讓微

型仿生機械體有能力去尋找及定位一個

或多各氣味來源，尤其是吸引我們在氣體

感測的領域裡做相關及深入的研究。因為

此類應用被高度需求在瓦斯漏氣偵測、氣

體污染源的追蹤以及救災救難中失火的

起始點。 
本子計畫完成一套氣味追蹤演算

法，讓帶著氣味感測器的微型仿生機械有

能力去搜尋及定位氣味來源，而國外

Russell et al.也有類似系統的發展[1]。本計
畫的演算法主要部分是基於一種概念”氣
味指南”也就是利用單一感測器可以指引
微型仿生機械到氣味來源的附近領域

[2]。而本計畫提出一種新的氣味來源定位
演算法，讓微型仿生機械可以在離氣味來

源較遠的區域先行預測離自己近的氣味

源的位置，當微型機械作一各固定模式的

運動時，將氣味感測器感應的數值帶入氣

味直接擴散的模型；因此將兩者做類似擬

合動作，可以先行預測氣味來源的方位。 
 

三、 氣味感測系統的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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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動物在尋找資源如食物等來源

大多是靠嗅覺來指引他們的行為動作。這

類的行為常出現在鳥類或魚類上，但是大

部分我們是在昆蟲上觀察到所需要的知

識以及行為尤其是在蛾身上。蛾在氣味追

蹤方面的行為主要是藉由”嗅”得異性所遺
留下來的費洛蒙而找到彼此。為達到這樣

的目標不但需要嗅覺感測器來使自己位

於費洛蒙擴散的區域，也須要有風向感測

器以至於能在有風的環境下去追尋到同

伴的位置。 
而空間中氣體擴散的模型建立主要

是根據環境的流體力學，這深深地影響昆

蟲的行為。 因此，動物(或者仿生生物體)
的搜尋方式之成功被定義在感測器輸入

與產生相對應行為間相互作用的確定性。 
我們藉由具有氣味調節的蛾飛行的行

為，來理解氣味刺激的特性和行為反應系

統相互作用進而完成完整的氣味源定位

問題。  
近來生物行為仿生已經被應用在氣

味來源定位以及追蹤，如在蛾的研究裡發

展的費洛蒙氣味追蹤[8],[9]以及老鼠藉由
空氣中的氣味找尋食物[10]，以及龍蝦藉
由釋放在水中的氣味做追蹤[11], [12]。生
物學利用嗅覺來完成多種的任務包括找

到相同的種類中、同伴間的通訊和行為修

正、避開敵人並且尋找食物來源。 生物
結合硬體(感測器)及軟體(行為的演算法)
來找尋和定位氣味源。氣味來源的定位本

質上是隨動物而不同的行為的問題；如之

前提到過的龍蝦利用水中特殊的液體或

者螞蟻藉由地上的遺留的殘渣，蛾在空中

能跟蹤氣味或者複雜一點如狗使用各類

訊息的結合。由工程觀點來看，將微型仿

生機械與氣味追蹤行為結合能帶給人們

很大的助益，例如在化學氣體漏氣的偵測

和危險的廢棄場所的地理環境繪圖[13].  
要完成像氣味來源定位以及辨識氣

味來源這樣的工作必須將氣味追蹤演算

法、各種感測器模組(氣味、風向及超音波
等)結合在微型仿生機械上。這種系統的建
立已有許多人投入研究[14], [15], [16], 
[17]。雖然到目前為止這些研究展現的成

效被可靠性、感測器的暫態特性和敏感性

給限制了[18]，雖然將微型機械緩慢地移
動並且利用連續取樣氣味的方法，能降低

環境雜訊[14],[17]。但是環境和行為限制
條件(例如,氣體濃度太低過於分散以及時
間延遲問題)仍舊降低了系統的效能 [19]. 
氣味追蹤演算法根據前人的研究是利用

從多個氣體感測器來計算所在位置的氣

體濃度梯度值進而往濃度高的方向移動

[20],[14]然而微型機械的面積縮小時，氣
味濃度的梯度值會受限於氣體感測器的

精確度，但前人的這些努力已算成功地利

用移動的機器人證明氣味來源定位的可

行性。 
 
四、 研究內容 
1. 氣味搜尋系統的建立與設計 

微型機械的搜尋氣味源或者搜救工

作可藉由單一或是群集的機械蟲來完

成。本子計畫首先著眼於單一個體能完成

的工作；為達到最佳的搜尋方式，微型機

械必須作用於有效的搜尋方式。在本節，

我們提出一個階段整合的氣味引導演算

法以及氣味補償方式，目的在於能利用微

型機械較低的人工智慧能力在未知的環

境裡去”嗅”出氣味來源位置。此演算法獨
特之處在採用新型的階段整合氣味追蹤

和點氣味源消去法，來尋找單一或多個氣

味來源。 
在本子計畫中，因為要縮小微型機械

的體積，我們假設機械蟲的運算能力受到

限制；因此我們採用反應式的氣味引導演

算方式。其中偵測到的氣體濃度的位能場

是因為氣體在環境中擴散的緣故，所以氣

體擴散的形成跟位能場的建立是類似

的。所以，我們的微型機械並不需要事先

知道環境的資訊如障礙物的位置以及氣

味來源的位置，藉由解決位能場的問題可

以幫助微型機械找到氣味來源的位置。 
總而言之，我們提出一個不需要高度

計算能力、結合階段性且能夠整合於微型

機械的演算法。在接下來的章節我們會詳

細介紹氣味追蹤的任務和環境系統的問

題，這是我們所主要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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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氣味來源定位系統方塊圖 
 

 
Fig.1 搜尋氣味來源的系統方塊圖 

在本子計畫中氣味來源定位的工作

被分為如 Fig.1.四個方塊，其各部功能如
下： 
A. 氣體擴散模型建立 
  在此方塊中所需的資訊是微型機械蟲
所在的位置，之後根據這個位置相對於

環境中氣味來源點以及障礙物所在的

位置去推算在這個位置的氣味濃度值。 
B. 氣體濃度偵測補償演算法 
  一旦微型機械找到並宣告一個氣味來
源點，之後氣體感測器所讀到的濃度值

必須加以補償修正，而點氣味源消去法

是我們用來計算所需要補償的氣味濃

度。 
C. 氣味引導和追蹤演算法 
  當微型機械蟲被置於一個氣體擴散的
環境當中，此方塊的功用便是引領它走

向氣味來源點以及在行走的過程中避

開障礙物。 
其中氣味搜尋的演算法可以大致分成

三個工作，包括 
– 氣味偵測: 偵測漸漸增加的氣味濃

度。 
– 氣味追蹤:藉由氣體濃度梯度或其他

演算法引領微型機械

走向氣味來源。 
– 氣味來源宣告: 決定微型機械蟲所在

的位置是否是氣味來

源點。 
各部細節將會於下面章節中介紹諸如點

氣味來源消去演算法。 
 
3. 氣體擴散模型建立 

 
Fig.2 包含氣味來源、障礙物和微型機械的環境 
 

根據波以松波動方程以及假設在障 
礙物的表面，垂直於表面的氣體擴散速度

為零如 Fig.2.因此，如果 n  是障礙物表面
的法向量， n和 )(rφ∇ 的內積為零. 而氣
味擴散模型的推導如下 [21]: 

 
經過計算，最後我們得到氣味的濃度 )( orφ

在環境中任何一點 or  為 

),(QH)I
2
1(H)(

1i

1- ∑
=

++−≈
s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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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式子中，矩陣 H是障礙物表面點對
點彼此造成濃度影響的矩陣和氣味源無

關. 
 
4. 氣味引導和追蹤的演算法應 
用於氣味源的定位  
在這節我們將分別介紹這個演算法

的三個部分： 
首先介紹階段整合的氣味追蹤，依照

偵測到的氣味濃度作等級區分，可以從

Fig.3中看出來接進氣味來源點的氣體濃
度分佈是隨著遠離來源點而驟降的；而在

整各環境中氣味濃度的分佈大概在0.1左

)()(2 ∑ −=∇ s

j

n

j sj rrQr δφ

)( rv φ∇=
0)()( =

∂
∂=∇⋅= r
n

rnvn φ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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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根據這樣的濃度分佈，我們將氣味搜

尋的供作分成三各階段。分別是 spiral 
surge, zigzag 路徑以及氣味梯度方式搜
尋，這三各階段形成本演算法的主要模

型。 
第二，介紹氣味來源宣告的方法以及

氣味補償的演算法，這部分主要為了讓微

型仿生機械可以尋找不只單一個氣味源

而且是多個氣味來源。 
最後，介紹一個簡單的避開障礙物的

方法，用來幫助微型仿生機械可以在氣味

追蹤的路途中避開障礙物。 

 
Fig.3 氣味追蹤演算法的分級及氣體擴散的環境 
 
4.1 氣味搜尋演算法 

這一小節先介紹不同階段的氣味搜

尋方式可以讓微型機械解決氣味來源定

位的工作(Fig.4)。 

 
Fig.4 氣味搜尋演算法的個各階段間的關係 

 
階段1: 螺旋式搜尋(Spiral search) 

一個臨界值, 1thS  ,被設定在 0.03 用
來消除氣體感測器的初始臨界點，在氣體

感測器偵測到的濃度值大於 0.03時，才算
真正感測到氣體。在這之前氣味來源的搜

尋一開始先讓微型機械作 Spiral search的
運動路徑，這個路徑是一開始由內向外螺

旋旋出, [6], [7] (Spiral Gap)。這樣可以大
致覆蓋到所在位置的周圍區域，如果搜尋

的範圍過於龐大，一開始可以讓微型機械

作較大 Spiral Gap的運動，這種運動方式
在尚未偵測到氣體前算是一種不錯猜測

的搜尋路徑。  
階段 2: Zigzag walking (延伸的卡爾曼濾
波器) 

當氣體感測器偵測的濃度值大於初

始臨界點, 1thS ,微型機械將進入第二階段
的氣味追蹤方式。這樣的氣味追蹤方法是

啟發於大自然中蛾的行為模式 (Bombyx 
mori) [3],[4],[5]。將此種行為模式應用到
微型機械的氣味追蹤，一開始先讓微型蟲

作一連串固定方向的 Zigzag路徑行走；相
對於整體前進的方向，每個 Zigzag轉角大
約在 60 度，之後將這個路徑上取樣的微
型機械相對位置以及對應的氣體濃度，帶

入延伸的卡爾曼率波器，則可以預先估算

出氣味來源的位置[22],[23](Fig.5)。之後微
型機械開始作 two zigzag turns的運動，不
同的地方在於這一次 two zigzag turns的運
動，其整體前進的方向是根據前面估算出

來的氣味來源位置，同時也將此次運動獲

得的資訊帶入濾波器中作估算；此後，繼

續做重複的 two zigzag turns運動，也一直
改變其整體的行進方向。如此可將預估的

氣體來源的位置不斷的作修正，進而引導

微型機械到達氣味元附近。 

 
Fig 5 第一次的Zigzag 運動路徑示意圖 

 
Fig. 6 則呈現延伸的卡爾曼濾波器在處理
所獲得不斷進來的資訊的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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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延伸卡爾曼濾波器方塊圖 

 
一般而言，一個微型機械帶著一個氣

體感測器，要來預估氣味來源的位置 
( ss yx , )，單存從代數的觀點來看似乎是不
太可能；然而藉由延伸的卡爾曼濾波器可

以解決這樣的問題，如同之前所說微型機

械蟲沿著 zigzag的路徑行走，在路徑上依
序取樣相關資訊就可以造成多個式子來

解這兩個未知數。或許會問為什麼不用曲

線擬合的方式來求解，問題在於曲線擬合

所需耗用的計算資源過於龐大，計算時間

也須較長；而延伸的卡爾曼濾波器可以解

決計算時間較長的問題進而做到即時計

算的效果。 
利用延伸的卡爾曼濾波器來預測氣

味來源的位置，我們首先要計算的是卡爾

曼增益，卡爾曼增益其實與 Riccati式子有
密切的關係；因為沒有進程噪音，我們根

據 zigzag 所獲得的資訊足夠讓我們來解
Riccati式子，其式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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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 kP 是一個協方差矩陣代表在卡爾
曼增益更新後的誤差而 kM 是一個協方差

矩陣代表再卡爾曼增益更新前的誤差，誤

差一開始是指預測的氣味來源位置與一

個初始隨機位置的差距，之後隨著 Riccati
式子的計算而更新。因為 kΦ  和H  是非
線性的函數關於氣味來源位置狀態的預

測，所以線性的卡爾曼濾波器不適用於

此，必須用延伸的卡爾曼濾波器。 
協方差矩陣 kP 不只可以用來計算卡

爾曼增益也可以提供誤差相對於氣味來

源位置狀態的預測。由上列式子可知，基

本矩陣 kΦ 和量測矩陣H祇適用來計算卡
爾曼增益而已。在延伸的卡爾曼濾波器

中，新狀態的預估是由舊狀態的預估投影

過來加上卡爾曼增益乘以餘數(Fi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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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基本矩陣經過計算是單位矩陣，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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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微型機械到最接近的氣味來源的

投影範圍為 
22 )()( kmkkmkk yyxxr −+−=  

而餘數的計算其實很簡單，就是量測到的

氣體濃度帶入直接擴散的氣體模型所推

算的距離
∗

kr  減掉由濾波器所推算的投影

距離 kr  

kkk rrs −= ∗Re  
最後，延伸的卡爾曼濾波器的狀態更新式

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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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3: 梯度追蹤演算法 
當微型機械蟲藉由 zigzag運動往氣味

濃度高的地方行走時，如果到達一個區域

使得偵測到的氣體濃度值大於第二個臨

界點, 2thS ,0.08 ；則進入第三各階段的氣味
追蹤演算法---梯度追蹤演算法。假設微型
蟲身上還有其他的氣體感測器，藉由這幾

個感測器的相對位置可以去推算氣體濃

度的梯度值，進而直接指引到氣味來源的

位置；至於為什麼要在濃度高的時候才用

梯度演算法？因為微型機械的體積過

小，導致在濃度低時的感測值都幾乎依

樣；在濃度高的時候，其差異性才會變

大，並計算出所在位置的濃度梯度值。  
 
4.2 氣味來源宣告及氣味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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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機械蟲的目標在於找到氣味來

源。如果微型蟲身體的體積夠大，可以身

上所裝備的氣體感測器彼此有足夠的距

離。則氣味來源的宣告可以簡化為當氣體

濃度梯度在四個方向都是負的時候，微型

蟲就是在氣體來源的位置。然而如果微型

蟲的體積太小，當靠近氣味來源時微型蟲

利用此法則會在氣味來源附近徘徊不

前。此時我們必須將氣味宣告的方式作修

正，如下  





+=
−<∇•∇ −

1
999.01

countsccountsc
kk φφ

 

kφ  是氣體感測器的濃度值在時間 k，而
微型蟲所在位置 ),( kk yx 。當計數的變數

countsc大於某個固定的數值時，微型蟲便
宣告氣味來源的位置。 
    一旦找到一個氣味來源點後，微型蟲
必須氣體感測器讀到的濃度作補償。這樣

可以使微型蟲去找尋環境中尚未被找到

的其他氣味來源點。根據之前推導氣味擴

散的公式如下 

),(QH)I
2
1(H)(

1i

1- ∑
=

++−≈
s

i

n

soioo rrGQrφ  

 
 
氣體擴散的式子主要可分為兩項;一

項是由直接氣味源擴散所造成,B，另一項 
是非直接氣味源擴散項,A。A和環境中障
礙物的地理位置有關係，假設微型蟲事先

並不知道所在環境的相關資訊，因此 A這
項不能被消掉，所以我們作補償僅能消掉

已宣告氣味來源的影響，補償如下 
 
 
   這種氣味補償方式是所謂的點氣味源
消去法[21]。 
 
4.3 避開障礙物 

避開障礙物的方式其實就是當微型

機械蟲靠近障礙物時，給它一個排斥的力

場。讓它沿著障礙物的邊緣行走直到繞過

障礙物[21]。如同 Fig.7所示，障礙物的表
面可離散成很多固定的點；假設微型蟲具

有超音波感測器，能感測這些鄰近的點到

本身位置的距離。如果 ),(
minmin kk ww yx  是障

礙物位置中最接近微型蟲的，則最小距離

如下 
22 )()(

minmin kk wrwr yyxxd −+−=  
蟲的位置相對於此點的角度下 

{ })/()(tan
minminmin kk wrwrk xxyya −−=η . 

利用這些資訊以及下列的邏輯我們可以

引領微型蟲安全的避開障礙物 

T
wrk

T
kkwrk

k

k

XXW
else

bvXXW
then

ddif

]0,0,0,0[),(         

]cos,0,sin,0[),(         

  

minminmax

min

=

−=

<

ηη  

上面這組邏輯是用於遇到障礙物時會固

定左轉沿著障礙物表面走的路徑。 
 

 
Fig 7.微型蟲接近障礙物時的示意圖 

 
五、 模擬及結果 

Fig.8 呈現氣體在兩個平行的障礙物
中的擴散分佈。紅色的軌跡代表微型機械

蟲的搜尋路徑，在這個模擬中僅使用濃度

梯度追蹤演算法來做氣味原定位。當然也

加入了點氣味源消去法的演算法，來找尋

不只一個氣味源的環境。 
Fig. 9 呈現隨著氣體感測器讀到不同

的濃度值所產生不同階段性的氣味追蹤

法則。在這個模擬當中，一開始所在位置

的氣味濃度便大於初始臨界點, 1thS 。所以

微型蟲直接進入第二階段的氣味追蹤方

式---Zigzag 路徑運動。當漸漸地進入到高
濃度區域，便進入第三階段的追蹤方式---

A B

),()()(
jsojooc rrGQrr −≡ φ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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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追蹤。之後微型蟲找到並宣告氣味來

源的位置，並進行氣味補償。補償後的濃

度小於初始臨界點, 1thS ，所以微型蟲作

spiral surge的運動試著去搜尋其他的氣味
來源。 

 
Fig 8.氣味擴散的等高線圖以及氣味追蹤演算法只
利用氣體濃度梯度追蹤 
 

 
Fig. 9 階段性氣味追蹤的示意圖 

 
Fig.10 呈現完整的氣味來源定位工

作。一開始微型蟲的位置置於(3, 1)，其

中綠色的路徑被標記為在作spiral surge

的運動。如果在路途中有障礙物的話，避

開障礙物的演算法將指引它沿著障礙物

邊緣走；在繞過障礙物之後，微型蟲作

zigzag的行走去預測接近自己的氣味來

源位置。最後，同樣經過梯度追蹤以及氣

味來源宣告，微型蟲找到氣味來源並透過

補償而找到另一個氣味來源點。Fig.11是

在 Fig.10 中隨著不同的時間點不同的位

置，氣體感測器在路徑中所讀到的濃度

值。注意的是，圖中兩個突波是指出微型

蟲的確找到模擬環境中的兩個氣味來

源，並宣告其所在位置。 

 
Fig. 10 完整的氣味來源定位及階段性的追蹤方式

 
Fig. 11 氣體感測器在 Fig.10中對時間的濃度值 

 
Fig.12 呈現微型蟲作 zigzag 運動而

漸漸朝向預測的氣味來源位置。此 zigzag 
運動軌跡與預測的氣味來源方向維持 60
度的角度為了幫延伸的卡爾曼濾波器蒐

集最新的資訊，來作為參數的更新。所預

測的氣味來源方向亦呈現在 Fig.12，右邊
的箭頭指向預測氣味源的方向。雖然剛開

始預測的誤差相當大，但是隨著取樣點數

的越多，微型蟲預測的氣味源方向會越接

近實際的位置。 
我們模擬這樣的情形以及結果如 Fig.13；
可以看到的是在所宣告的氣味來源的位

置與實際上較靠近自己的氣味源的位

置，其誤差在 68%的時間之後將降到合乎
理想的協方差限制內。告訴我們，延伸的

卡爾曼濾波器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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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2.Zigzag運動由模擬呈現的結果 

 
Fig. 13 延伸的卡爾曼濾波器顯示正常的操作在氣

體來源點的預測 
 

六、 結論和成果自評 
在本年度計畫之計畫成果可總結如下:  

1. 初步研究關於昆蟲的氣味感測與反應
行為。 

2. 了解環境、昆蟲行為以及目標物之間
的關聯。 

3. 建立氣味擴散模型，並發展一套完整
的氣味追蹤演算法去模擬一隻微型機

械蟲可以使用此階段式的搜尋追蹤方

式，在未知的環境裡完成有效率的搜

尋；並引進點氣味源消去法來尋找環

境中其他的氣味來源點。 
4. 延伸的卡爾曼濾波器是有效的方法來
預測接近微型蟲的氣味源的位置。 

下一年度將持續進行之工作包括: 
1. 加入氣體感測器的動態模型，考慮實
際上感測器會有延遲以及其他的特性

性。 
2. 將演算法作得更完善諸如利用延伸的

卡爾曼濾波器來考慮氣味源的強度以

及環境中的雜訊問題。 
3. 將建立的演算法整合於晶片中，以期
達到硬體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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