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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能量觀點並透過針對能量修正的螞蟻演算法來進行最佳路

徑路徑規劃。因應電動車在道路上行駛可能面臨爬坡或是各種材質不同的

路面，最短路徑並不一定等於最節省能量的路徑，故定義出能量消耗的公

式，結合網頁伺服器的運算，如此就讓使用者在行駛中透過可攜式行動裝

置得知目前考量最佳能量路徑之下的結果。演算法以 Javascript 實作，結

合 Google Map 的地圖資訊，使其能夠應用在網頁顯示並做出路徑規劃。

並且為降低瀏覽器的運算壓力，將巨量的運算交給雲端伺服器處理。最後

透過實際載具的道路行駛數據，驗證其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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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introduces an energy-based algorithm of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The algorithm was implemented in Javascript code. Combining with Google Map 

informations, it can be used for real-road path-planning through a web page. The 

algorithm computation was moved to cloud-computing by using Node.js server, 

which is able to run javascript algorithm in server-side, to decr- ease the pressure 

of browser. Moreover, we examine its accuracy by actual on- road driving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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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今社會，工商業高密度的發展，人類不惜破壞自然生態，以爭取土

地開發，使得全球氣候變遷，聖嬰現象，溫室效應問題漸趨嚴重。石油的

發現，帶動了工業革命，從十八世紀至今，仍然是重要能源來源，然而，

被人類過度開採的石油，科學家估計也將在百年內竭盡，為此，科學家們

不停地尋找能源替代方案，各式的發電方法，風力、火力、潮污發電及核

能發電因應而生。 

 

而車輛的能源，大多數仍然是以石油為主，在人口爆炸的現代，車輛

也隨著人口數不斷的增加，大量消耗石油的同時，也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

碳，影響空氣品質，同時引擎的運轉也產生了噪音的汙染。近十年來，環

保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各國逐漸提倡節能與環保，例如荷蘭的主要交通工

具是腳踏車，我國則從首都台北市開始建置腳踏車的租借服務，可見大眾

運輸環保的重要性。 

 

腳踏車、滑板車等人力交通工具固然環保，但在距離及時間因素考量

下，電動運輸工具成為了折衷的首選，它截長而補短，使用再生能源將汙

染降低，亦將腳踏車等人力交通工具在距離上的限制及不便減少。在上述

各種因素考量下，電動車的推廣使用，成為現今地球資源枯竭匱乏下，不

容忽視的課題，加上科技進步，技術得以突破，電動車的相關技術漸趨成

熟，造就出各種不同型態、功能的電動載具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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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電動載具在市場上來說接受度並不高，多數人仍選擇購買汽油車而

非電動車，兩者比較原因不外乎有： 

1.電動車相關產業發展較晚，性能表現不彰。 

2.儘管電力能源價格比汽油便宜，但造價相對昂貴。 

3.充電站不夠普及與續航力不佳。 

4.電量比汽油量的分析複雜許多，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任何人都不 

  想在半路上沒電、拋錨，而陷入需要推車的窘境。 

 

針對以上後兩點加以分析，電動車與汽油車，最大的差異便是能量來

源，汽油是屬於消耗性能源，必頇不斷補充，而電動車使用可充電電池是

非消耗性，體積大重量重且固定無法攜帶，兩者一旦發生半途能源耗盡問

題，汽油車最嚴重就是走路到最近的加油站買一桶油罷了，電動車卻只能

望洋興嘆，動彈不得。 

 

因此，比起傳統汽油，電動車的剩餘電量、可行走距離估測的準確度

是更加的重要，其二，既然不能開源，那就想辦法節流，電動車沒有汽油

車引擎怠速消耗的問題，主要的消耗都在車輛的移動，路徑的選擇決定了

能量的消耗的多寡，不論學術界、產業界的論文，最佳路徑不外乎最短距

離計算、最短時間分析，而針對能量為探討角度的文章卻是不多，因此，

提出一套有系統的節能路徑規劃演算法，增加電動車能源的使用效率，以

及如何有效的引導駕駛最佳節能的路徑，並為其規劃可使用距離、時間、

離充電站距離，讓使用者不用煩惱電池半路沒電，進而促進使更多使用者

安心的選擇電動車，促進社會對於綠色能源的推廣便成了本論文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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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能量的角度重新定義螞蟻演算法的公式，先根據公式進行

相關數據模擬，及參數調整，以驗證其可行性與效果，再透過實際量測的

方式，針對與不同路段，求出其對應之能源參數，並紀錄各狀態能量消耗

量，同時儲存於雲端資料庫。 

 

在騎乘時，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呼叫雲端系統計算的方式，依照使用

者不同的需求，提供最佳節能路徑或最短路徑分析，亦可下載能源資料離

線運作，或是上傳自身電池狀態，由伺服器判斷老化程度以更新雲端數據

庫。 

 

在本文實驗中，我們將以一台兩輪帄衡載具作為實驗對象，其上配備

了自行設計的量測模組，能夠將載具資訊以藍芽串列的方式傳送至

Android 手機，同時為其開發手機應用程式，使其能透過網路與雲端系統

進行通訊，上傳載具資訊，並下載路徑資料，同時作為媒介，提示使用者

殘餘電量、可行走距離與建議是否前往充電站。 

 

此系統演算法實作在雲端伺服器中，使用 Node.js 作為伺服器語言，

並結合 Google Map 的地圖資訊，以網頁的方式呈現，讓使用者可以同時

針對地圖設定起點終點做路徑規劃，並且能夠跨帄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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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提出一套使用能量觀點的最佳節能路徑演算法，

並開發出一套完整的電動載具路徑規劃系統，包括載具搭載的電池狀態監

控系統，雲端運算所需要的資料庫及數據傳輸介面，作於分析資料、數據

建模，並利用雲端資料庫可擴充的特性，使本系統具有動態更新的能力。 

 

新的載具資訊可以加入資料庫，新的節點資訊與能量消耗量也能不斷

擴充，隨著載具數量與節點數量的上升，系統儲存的巨量能量資訊建構出

一張能量地圖，並透過能量螞蟻演算法，使本系統能針對使用者的需求，

給予其最適當的路徑。 

 

而每當使用者騎乘時，能量與路況資訊也會自動上傳至雲端資料庫，

透過即時能量的分析，不僅能避免載具因電力用盡而拋錨，更能確保使用

者的安全性與便利性，以增加使用者使用電動載具的意願，更進一步提升

大家對於使用電動載具的意願，以推廣再生能源，促進節能與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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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章節簡述 

本論文總共分為五個章節，主要內容包括： 

第一章 緒論：敘述該研究的背景、動機、方法、目的以及章節簡述。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回顧：介紹路徑規劃問題與傳統的螞蟻演算法。 

第三章 基於能量螞蟻演算法：提出基於能量之螞蟻，並說明其原理與實

作方法、程式的架構，設計一個針對此演算法的模擬帄台，並透過

模擬驗證其效果與優點。 

第四章 實驗與結果：將演算法的模擬結果配合實際的道路實驗做比較，

詳細說明並部分所用的工具，與呈現實驗的結果。 

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總結本論文重要的結論並提出未來研究發展方

向以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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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回顧 

2.1  路徑規劃 

2.1.1 路徑問題 

路徑問題最早可以追追朔至 18世紀的瑞士數學家歐拉(Leonhard Euler)

提出的《柯尼斯堡的七橋》問題[1]，根據當時存在的七座橋，能否有一路

徑，使的能走完七座橋，並且走過的橋不能重複走，而後來歐拉證明了這

條路徑並不存在，也帶動了其他學者開始研究這類型的議題。 

 

圖 2-1 歐拉的七橋問題 

(製圖參考來源：[1] ) 

在幾何學中，這是一種遍歷的概念，歐拉解決的方法，是先把各點的

分支數列出來，藉由各點的分支連線，藉此找出規律。 

 

圖 2-2 分支法示意圖 

這是一種窮舉的方法，將圖形問題轉換為數學模型，找出所以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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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隨著電腦的發明，取代了人力計算，解決的大量運算的問題，許多

的數學問題也逐漸找出解答。路徑最佳化問題，也是使用分支點的概念，

把所有可移動節點列出，透過程式不斷的擴散分支，可以找出最短路徑，

也就是著名的 Dijkstra 演算法( Dijkstra's algorithm ) [2]。 

 

2.1.2 Dijkstra 演算法 

也就是俗稱的暴力法，運算量大，可以保證找到最佳路徑解，然而，

路徑的問題也越來越複雜，Dijkstra 演算法的運算量太大，速度太慢是其

缺陷，因此有了 Dijkstra 演算法的改良版─A*演算法[3]的出現。 

 

         
         
         
         
         
         
         
         
         

圖 2-3 Dijkstra 演算法路徑擴散示意圖 

 

2.1.3 A*演算法 

A*演算法是一種基於 Dijkstra 演算法的貪婪法搜尋觀念，主要原理乃

針對路徑的特性，通常最佳路徑的前進方向與終點的方向相近甚至相同，

A*演算法利用此特性加入方向權重的觀念，先往終點的方向搜尋路徑，以

減少運算的數量，所找到的路徑，不一定是最短路徑，但是非常接近最短

路徑，並且能夠大幅降低搜尋時間，因此也被套用在電玩遊戲中，遊戲腳

色的移動路徑，多利用此演算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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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Dijkstra 與 A*路徑搜尋示意圖 

(製圖參考來源：[4] 表 1.2) 

 

很顯然，A*的基礎原理還是窮盡法的加速，並且若違反貪婪的條件，

當目標方向與路徑方向不一致時，加速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並且由於各

方向除了權重，其搜尋規則有固定的順序，換句話說，當兩條路徑權重相

等時，A*演算法與 Dijkstra 演算法都會固定選擇特定的方向。如圖 2-5 所

示，A、B 兩條路徑的長度一樣，但是被選中的路徑依照判斷的順序，不

管重複幾次運算都會是同一條。 

 

       

 S B     

 A      

       

       

     T  

       

圖 2-5 A*路徑固定選擇方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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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基因演算法 

或稱為遺傳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GA )[5]，利用生物進化的特徵，

亂數產生隨機的的染色體，代表不同的路徑，從中挑選出優秀的解，加上

突變的影響，互相交配，產生一代比一代更好的解，同時也能淘汰掉較不

好的解。不同與 Dijkstra 與 A*的一成不變，GA 的結果如同生物演化的特

色般，非常的多變。 

 

圖 2-6 基因演算法流程圖 

(來源：[6]) 

 

上圖說明遺傳演算法的流程圖，基因演算法能夠解決各種複雜的最佳

化問題，例如應用在電玩遊戲中怪物的移動，使得其同有思考能力一般的

逼真。近年來，隨著各種資訊的數位化，人工智慧也開始流行，人們對電

腦做出的決策越來越要求，不僅計算結果要正確，還要快速，甚至還要擬

人化，因此各種從大自然現象出發的演算法越來越流行，常見的演算法除

了基因演算法尚有螞蟻演算法，也就是本篇論文的重點，將於 2.2 節開始

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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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螞蟻演算法 

2.2.1 螞蟻演算法起源 

自然界中的螞蟻，在覓食的過程中，會沿途分泌一種化學物質─費洛

蒙，費洛蒙的氣味可以提供其他螞蟻作為找尋食物的依據，並且其濃度會

隨時間逸散，因此對一趟螞蟻覓食產生的費洛蒙來說，路徑長的螞蟻花的

時間較久，遺留下來的費洛蒙濃度較低，而路徑短的則留下濃度較高的費

洛蒙，因此下一隻螞蟻會被濃度較高的費洛蒙吸引，進而促進蟻群選擇較

短的路徑找到食物。 

 

  

圖 2-7 蟻群的路線選擇流程 

(資料參考來源：[7]) 

 

如上圖 2-1(a)所舉例，路線 BCE距離短，而 BDE距離較長，第一代的

螞蟻並無任何費洛蒙依據，因此圖 2-1(b)兩路線呈現螞蟻數量呈均勻分布，

隨著費洛蒙的遺留，造成圖 2-1(c)BCE路徑留下較高的費洛蒙量，因此下

一代(圖 2-1(d))有較多的螞蟻選擇路徑 BCE。 

 

螞蟻演算法最早的出現名詞是螞蟻系統(Ant System ,AS)，是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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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go 等人[7]發表的期刊中，根據利用螞蟻群體合作找尋食物的方法，設

計出用以處裡最佳化問題的演算法。並將其發展成演算法並成功應用在解

決旅行銷售員問題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TSP)[8]、零工型排程問

題(Job-Shop Scheduling Problem，JSP)[9]，TSP 與 JSP 的問題本質上有所

不同，但透過可見度參數變換的方式，螞蟻演算法可以在相同步驟與原理

的前提下，給出最佳化解答，可見其解決各種不同的問題的有效性與價值，

並證明螞蟻演算法是一種具有模擬生物進化的新型有效方法。 

 

2.2.2 初始化路徑問題 

螞蟻演算法的核心在於如何使用程式模仿螞蟻追隨前者費洛蒙的覓

食行為，再透過電腦的強大計算能力，進行反複迭代找到最短路徑。首先，

將螞蟻覓食路徑的問題轉換為數學形式的地圖網路格點如圖 2-8 所示 

 

      

      

      

     T 

S      

圖 2-8 螞蟻覓食路徑網格示意圖 

 

圖 2-8 說明，螞蟻欲由地圖左下角 S 點移動到 T 點找到食物，而搜尋

路徑的螞蟻一開始並不知道食物的位置與中途是否有障礙物。 

 

2.2.3 路徑的選擇 

螞蟻的路徑是使用隨機選取的方法，根據費洛蒙的多寡，決定下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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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率大小，當螞蟻 S 由 i 點移動往下一節點 j 的機率 S

ijP 可以表示如 2-1

式 

 

( )

[ ( )] [ ]
( )

[ ( )] [ ]( )

0

s

ij ij

s
S

ik ik
ij

k J i

t
if j J i

tP t

others

 

 

 

 


 
  





 

(2-1) 

( )ij t 代表路徑 ij 在時間 t 時的費洛蒙濃度，費洛蒙濃度較高的路徑有較高

的機率被選中，α 是費洛蒙對於路徑選擇機率的相關性參數，
ij 代表路徑 

ij 的可見度(visibility)，或解釋為該段路徑的重要性，Dorigo 在 TSP 問題中

令 

 1
ij

ijd
   (2-2) 

解釋為距離的倒數，意味著點 ij 之間的距離越短，重要性越高，被選

中的機率越高，因此在 TSP 問題中，β會值會設定比α高一點，β是對於鄰

點可見度對於路徑選擇機率的相關性參數。 ( )sJ i 表示螞蟻 S 在節點 i 上所

有可行走且尚未經過之節點集合，這表示，螞蟻不能選擇重複先前的經過

的點，而當螞蟻無路可走時，視為未能達成覓食任務。 

 

      

      

      

     T 

S      

(a) 螞蟻重複先前經過的點 

 

      

      

      

     T 

S      

(b)螞蟻走到無路可走 

圖 2-9 無法達成覓食任務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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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費洛蒙更新 

在所有虛擬螞蟻走完一次路徑之後，程式要對費洛蒙的濃度做更新，

以模仿真實螞蟻世界的資訊傳遞，費洛蒙的更新分為兩個部分： 

1. 遺留(laying)： 

每個螞蟻走過的路徑都留下了費洛蒙，所以越多螞蟻經過的路徑

濃度越多，總路徑越長的螞蟻留下的濃度越淡。 

 

1

m
k

ij ij

k

 


    
(2-3) 

 

ij 表示所有螞蟻在 t 到 t +1 秒內 m 隻螞蟻所留下的費洛蒙總和 

 
k

ij

k

Q

D
   (2-4) 

 

而每隻螞蟻所留下的量則反比於其總路徑長 kD ，Q為一常數 

2. 蒸散(evaporating)： 

路徑上的費洛蒙也會隨時間的增加而不斷地減少。 

 ( 1) (1 ) ( )ij ijt t      (2-5) 

  代表費洛蒙蒸散比例， 0 < < 1。 

 

結合以上兩個機制，費洛蒙的更新公式為 

 ( 1) (1 ) ( )ij ij ijt t        (2-6) 

 

初始費洛蒙所有路徑都設定為一極小的值，以利程式進行機率運算，

隨時著時間的增加，費洛蒙開始有所增減，可以觀察到蟻群明顯地向費洛

蒙濃度高的地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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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3 3   1 1 

2 4   2 T 

S 10 5 5 5 3 

圖 2-10 費洛蒙累積示意圖 

  

如圖 2-10 所示，數字與顏色深度代表費洛蒙的濃度，如此反覆迭代多

次之後，費洛蒙的濃度逐漸收斂到一條最佳的路徑上。 

 

2.2.5 螞蟻演算法流程圖 

結合本章以上個小節，可以歸納出螞蟻演算法的基本流程圖如圖

2-11。 

 

圖 2-11 螞蟻演算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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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螞蟻演算法改良版 

螞蟻演算法發展至今，已有十幾年歷史，針對各種問題提出改良公式

的論文，包括創始人 Dorigo 作者也在 1997 年提出改良方案[10]，根據

Duc-Hien Nguyen and Jyh-Ching Juang [11]所發表的論文中，整理出以下幾個

較具代表性的螞蟻演算法改良版，並簡單說明之。 

Ant Colony System(ACS)： 

加入一個隨機數 q ( 0 1q  )常數，若 0q q  (Dorigo 在論文中 0q 使

用 0.9 作為例子)，則螞蟻直接選擇最高機率的節點，反之則與 AS 使

用一樣的公式計算機率。此外，只有表現最佳的那隻螞蟻能留下費洛

蒙。 

Elitist Ant System (EAS)[12]： 

只有表現前幾名的螞蟻，能留下費洛蒙，與 ACS的概念類似，都

是一種篩選精英的概念。 

Rank based Ant Algorithm (AS*)[13]： 

對每隻螞蟻的路徑長短給予排序，並依照權重賦予費洛蒙的量。 

Best-Worst Ant System(BWAS)[14]: 

表現最好的螞蟻當作正回授，留下費洛蒙，表現最差的，使其成

為負回授，減少該路線的費洛蒙值。 

 

以上各種版本，都是屬於蟻群最佳化法(Ant Colony Optimization, 

ACO)的範疇，是各個專家分別針對不同因素狀況考量，做出的改良，方法

不外乎在於修改費洛蒙的機制，加速其收斂速度，孰優孰劣，本論文並非

著重於探討 TSP 問題，議題不同難以比較，且加快收斂速度亦不在本論文

討論範圍，因此，本文章基於最原始的 AS系統，提出能適應能量觀點的

螞蟻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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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於能量螞蟻演算法 

 

在本章節中，將提出基於能量的螞蟻演算法公式，並透過各個參數的

模擬，比較各參數並驗證其可行性。 

3.1  傳統路徑演算法缺點 

在大多數的路徑演算法中，路徑的長短，決定了一條路徑的價值，因

此演算法針對路線長短做最佳化，而往往現實道路的情況是，除了路徑長

度，還有路面資訊與電池因素，路面資訊包括： 車輛擁擠程度、路面坡

度、顛簸度…等等；電池因素包括：電池殘電量狀態，例如電池在低電量

狀態時，大量的電流負載，將比電池在滿電量狀態時，產生更多的內耗，

換句話說，路徑相同，先後順序不同，能耗有可能也不同，又例如，兩台

不同的載具，A 車輕而直線前進時比較節能，B 車則在彎道時能用更小的

角度過彎而耗能較低，兩車路徑的選擇上，彎道的多寡也影響著能耗量。 

 

諸如以上各種不同的因素，且現在電動車越來越多樣化，有各種不同

的型態，同時道路狀態也比過往複雜，高架橋、地下道，有各種無法具體

量化的數據，在路線規劃的議題上，勢必要考慮的層面必頇更廣泛，這些

資訊，過去在數學的觀點並不那麼的被重視，但在未來智慧節能將大行其

道，路徑議題將受到關注。 

 

因此，本論文提出一改良的公式，以能量作為觀點，把所有路面資訊

使用一個能量的公式取代，並以螞蟻系統演算法為例子，將路徑問題導向

能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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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於能量的路徑選擇公式 

在螞蟻演算法中，費洛蒙比率與路徑可見度的乘積決定了各點的機率，

根據能量的觀點，重新定義路徑可見度 

 1

( )
ij

ijE t
 

 (3-1) 

( )ijE t 代表移動載具在時間 t 由 i 點移動至 j 點，所需要消耗的能量，

其影響主要成分有：i j 間的距離
ijd 、高低差造成的坡度

ij 、i j 間的路面狀

況因素
ij ，以及電池電壓、電流、溫度、放電狀態 ( )soc t ，若僅考量這些

因素， ( )ijE t 可以表示成 3-2 式 

 ( ) ( , , , ( ))ij ij ij ij socE t f d t    (3-2) 

其中電池放電狀態 ( )soc t 與時間有關，為時變函數，而基於能量的演

算法路線選擇公式則表示為 

 

( )

[ ( )] [ ]
( )

[ ( )] [ ]( )

0

s

ij ij

s
S

ik ik
ij

k J i

t
if j J i

tP t

others

 

 

 

 


 
  





 

(3-3) 

   

影響能量變化的因素非常地多，並且也非線性，難以用數學式子客觀

的描述，因此本論文在第四章實驗部分，將採用實際量測的方式，根據不

同路況，透過自行設計的量測模組，取得載具騎乘的能量數據，作為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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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能量公式 

而在演算法的模擬驗證中，仍然需要一個通用計算能量的式子，才能

驗證此演算法的效果，為此，本論文將針對前小節介紹的各種因素，取其

最大影響的因子，盡可能地找出可以近似能量 ( )ijE t 的數學描述式，具體的

做法如下： 

 

高低差造成的坡度
ij ： 

行走於有高低差的路線，在相同距離下，所花費的能量與帄緩的

地面(
ij = 0 )比較，因為角度的不同，會有所增加或減少，故定義一個

ij 的函數 ( )h ijf  ，來表示因應不同的載具特性，有不同的特性曲線。 

 

單位距離所需能量 ： 

 

定義為車輛移動的單位距離所花費能量，可以透過電壓電流的

量測計算求得出移動每單位距離所需能量。  

 

對於路面狀況因素
ij ： 

路面狀況因素泛指所有移動過程中，除坡度外的各種造成額外能

量變動的因素，例如：柏油路的帄滑程度、地面是否有小凹洞、路口

轉彎停留時間、轉彎路徑長度等等。與坡度因素不同的是，坡度是用

整段路線，因此是距離的倍數關係，而路況因素不見得發生於整個路

 
0

( ) ( )
t

v t i t dt

d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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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每個點，並非距離的倍數關係，因此用累加的方式，加總於路徑

能量。 

 

綜合以上的條件，得到能量的近似函數可以表示為 

 ( ) ( )ij h ij ij ijE t f d     (3-5) 

 

3.4  能量費洛蒙更新 

在螞蟻演算法中費洛蒙的公式為 

 ( 1) (1 ) ( )ij ij ijt t        (3-6) 

 

 為費洛蒙蒸散比例。 

 

1

m
k

ij ij

k

 


    
(3-7) 

 k

ij

k

Q

D
   

(3-8) 

3-6~3-8式代表所有路徑上費洛蒙的變化量，3-7式代表所有的路徑總和，

3-8式表示增加量為距離的倒數乘上常數Q值，配合能量的路徑選擇公式，

本論文針對能量的費洛蒙公式定義如 3-9 式 

 k abs
ij

k

d

E


 

 
(3-9) 

absd 代表起點到終點的直線距離，可以透過經緯度公式計算，為一常

數，乘上單位距離所花費能量 ，可得分子為直線路徑的所需能量值。 kE

代表此路徑花費的總能量。因為 abs kd E  ， k

ij  小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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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演算法虛擬碼 

參考[7]的演算法表示，能量的螞蟻路徑演算法的步驟如下： 

1. Initialize: 

Set d = destination     {selected by user} 

Set s = source       {selected by user}   

For every edge ( i , j ) set an initial value of pheromone ( )ij t  =  c. 

For every node set its next node  {selected by user} 

Set E = 0      {Energy consumption}  

Place m ants on s 

2. For  n = 1  to  m  do : 

Repeat until nTR ( trail of nth ant ) contains d 

Choose the next node j from available nodes list with probability 

S

ijP  given by eq.3-3  

If no available nodes  

Then  

Fail 

Else  

Insert j to nTR  

Set nE = nE + Eij 

3. Sort ants by Enegry consumption 

4. For every ants (m ) compute ( )ij t  according to equaltion 

( 1) (1 ) ( )ij ij ijt t           

5. Found least energy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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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雲端模擬環境建置 

3.6.1 Google Map 與程式語言選用  

為了建立能應用在實際道路的路徑規劃系統，需要載入地圖的資訊，因

此選用 Google Map API V3(以下簡稱 GMAP)作為地圖資料庫，GMAP 是

Google 公司免費授權的地圖資源，GMAP 使用 javascript 語法作為媒介，

將使用者所需要的地圖資訊，繪製成動態圖形，並於網頁瀏覽器上顯示。 

 

為了配合 GMAP 的設計，本論文將以 HTML 網頁作為介面，將所提出

之演算法以 javascript撰寫，並且選用能夠支援 javascript語法運算的 node.js

做為網頁伺服器，藉以實現以同樣的演算法程式碼，不僅能夠在網頁瀏覽

器中運算，也能夠在伺服器端做運算，避免大量計算時導致的效能降低問

題，也達到雲端計算的目的。 

 

3.6.2 網頁環境 

一個完整的網頁環境包括三個部分，伺服器端(Server Side)、資料庫端

(Data Base)與使用者端(Client)，伺服器的選擇，會影響周邊對應的架構，

目前常見的伺服器作業系統主要有 Micorsoft Windows Server 和 Linux 的

系統，前者主由 Micorsoft 主導與制定標準，提供一套制式化的規範，而

Linux 系統由於開放原始碼的關係，已經出現各種套件，使其上能夠運行

各個伺服模組，來完成伺服器工作，例如 Apache 、Java、Python、Perl、

Ruby…等等，其中 Apache 與 JAVA 又占了大多數，此外 Node.js 是一套近

年來新開發出來的 server 語言，是 2009 年由 Ryan Lienhart Dahl 提出，基

於 Google V8 引擎，不同於一般執行在 Client 網頁上的 Javascript，Node.js

是一套可以執行在 server 端的語言，並且擁有 Javascript 事件驅動的特性，

使得 Server 執行速度比起常見的 PHP 語法有大幅度的提升，同時泛型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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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系統，也使得程式碼更自由簡潔，本論文將使用 Node.js 運行在 Linux

作業系統的方式作為伺服器，提供直覺而方便的介面提供實作。 

 

3.6.3 地圖節點的建立 

 

首先在 GMAP 中設定道路可移動的範圍，以人工的方式，在指定的區

域內，設計可行走路線。 

 

圖 3- 1 地圖節點的建立 

 

 

圖 3- 2 完成的路徑網路地圖與整體介面 

如圖 3-3，是一個 400 節點的地圖網，使用者可以任選起點與終點，並調

整演算法參數，以計算出路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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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能量螞蟻演算法實作架構與 API 設計 

以 javascript 語法實作一個類別，並命名為 ClassACO，可以給予其一

組地圖資料得到路徑規劃的結果，類別成員以表格條列如表 3-1： 

 

表 3- 1 能量螞蟻演算法類別成員說明表   

名稱 型態 說明 

startAt 含有經緯度及高度

的節點資訊 

路徑的出發點。 

end 含有經緯度及高度

的節點資訊 

路徑的終點。 

mode 布林數 演算法使用的模式 

1 代表使用能量方式分析 

0 代表用路徑長短分析 

directDistance 浮點數 起點到終點的直線距離。 

initial_pheromone_

value 

浮點數 費洛蒙的初始值。 

pheromones 浮點數二維陣列 儲存各節點間的費洛蒙量 

例如： pheromones[8][9]代表

第二個節點到第三個節點之

間的費洛蒙量。 

points 含有經緯度及高度

資訊的一維陣列 

地圖上的所有節點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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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所提供的函數(API)與其對應功能如表 3-2： 

表 3- 2 能量螞蟻演算法類別函式說明表 

名稱 說明 

ClassACO() 類別建構子。 

initial() 陣列初始化。 

initPheromeFromInput(points) 對於輸入的一維節點陣列，產生對應數量

的二維初始費洛蒙集合。 

getPheromes() 回傳費洛蒙。 

removeElement(e,array) 將 array 陣列中的 e 刪除， 

array 是螞蟻當下可移動的周圍節點陣列 

此函數用來逐一刪去已經走過的節點 e，禁

止螞蟻走過重複的節點。 

randomTarget(ant) 此函數能根據費洛蒙資訊與機率函數返回

該螞蟻 ant 的下一個節點，若已無可走節點

則返回 0 

antMove(ant) 是一個遞迴函數，不斷遞迴直到達到終點

或無路可走，最後此函數反回一隻螞蟻的

完整移動過程，包含所有經過的節點。 

antsMove(number) loop 執行 number 數量的 antMove(ant) 

並返回蟻群集合 

disPh() 使費洛蒙蒸散而減少。 

addPH(src,dest,val) 對節點 src,dest之間的費洛蒙增加 val的量。 

leavePh(ant) loop 螞蟻 ant 所走過的所有路段，逐一呼叫

addPH(src,dest,val)。 

leavePHForAnts(ants) loop 對所有 ants 蟻群，呼叫 leaveP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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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IndOfPoint(id) 每個節點有其獨一的 ID 作為辨識，此函數

返回該 ID 的節點的陣列索引值。 

getDistance(lat1,lng1,lat2,lng2) 計算兩節點之間的距離，計算方式參考

Google Map 的使用的大圓球體公式，輸入

兩組經緯度，可以得到直線距離(單位：

km)。 

calDistance(latLng1,latLng2) 將兩組經緯度拆成四個變數以呼叫

getDistance()。 

calEnergy (src,dest,pre) 計算從節點 src 移動至節點 dest 的能量，方

法如前一小節說明，其中包含計算坡度與

轉彎加成，參考 pre 前一節點計算轉彎角度

與方向。 

 

完整程式碼收錄於文末附件。 

3.8  能量螞蟻演算法實作驗證與參數校調 

為了驗證此演算法的實作結果正確，能符合理論，且能與傳統依照距

離的演算法做比較，將先以最簡單的例子作為測詴樣本。 

 

3.8.1 地圖節點選定 

選定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電機工程系附近，取 21 個道路交叉路口，

並設定相互節點連接關係，做為模擬節點，並設置其相對節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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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自定義節點示意圖 

 

圖 3- 4 自訂路徑連接示意圖 

3.8.2 對照組：統一高度路徑分析 

首先使用第一階段不設定高度落差作為對照組，亦即所有節點都是帄

面，模擬中演算法所使用參數，由地圖上 A 點規劃至 T 點，並設定蟻群數

量為 15 總共迭代 80 代，α = 1 、 β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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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第一代最佳路線解 

 

圖 3- 6 第 80 代(最終)解最佳路徑 

 

圖 3- 7 對照組所有路徑帄均能量收斂圖 

3.8.3 實驗組：含高度變化路徑分析 

針對途中一點 J，給予十公尺高度落差的設定，重新進行模擬路徑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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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 實驗組高度設定示意圖 

 

圖 3- 9 實驗組路徑分析結果圖 

 

圖 3- 10 實驗組所有路徑帄均能量收斂圖 

 

3.8.4 結果比較與說明 

比較以上兩個結果，可以整理差異如表 3-3 



 

29 

表 3- 3 能量螞蟻演算法驗證比較表 

 對照組 實驗組 

地面資訊 帄地 中間有高起點 

最佳路徑能量 低 高 

收斂速度 快 慢 

 

兩組模擬分析中，僅第一次迭代會出現螞蟻走到死路的情況，在第二

代之後，有了費洛蒙的參考資訊，都沒有走失敗的情況。對照組的路徑是

帄地，因此最佳路徑為全域路徑最短解，而實驗組則故意挑選對照組最佳

解必經過之一點 J，設定為有高度的點，因此可以看到實驗組的能量最佳

解中則繞過了該高點 J，並且帄均能量消耗略大於對照組的結果，在實驗

組中，可以觀察到收斂的速度非常快，且不太震盪，其原因就是因為能量

明顯差異造成費洛蒙濃度明顯變化，反之，在對照組中，路徑的差異不大，

收斂情形也較慢。 

 

3.8.5 本節小結 

根據本章理論與以上模擬結果，說明此演算法能針對道路狀況，使用

能量的方式，計算出最佳能量路徑，藉由觀察費洛蒙收斂的情形，證明演

算過程的正確性，此能量演算法將於 3.9 節，針對不同的路線，有更深入

的探討，並將其應用在實際道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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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能量螞蟻演算法道路分析模擬 

本節主要將演算法的實作結果應用在實際道路上作為分析，並藉由實

例說明，此演算法應用在道路的可行性。 

 

3.9.1 地圖點選擇 

在 GMAP 上選取台北市區南起忠孝東路至民權西路，西起中山北路至

敦化北路，所形成的四方型區域，作為分析用的地圖，並將區域內各主要

路口，設定為節點，一共 400 個節點，並依照主要道路分布，設定節點與

節點之間的連結關係。 

 

 

圖 3- 11 道路分析地圖點 

 

3.9.2 模擬參數說明與比較方法 

 

所模擬載具對象： 

本論文的實驗對象是一兩輪自我帄衡的電動載具，在本論文第四

章中有其詳細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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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差造成的坡度
ij ： 

行走於有高低差的路線，在相同距離下，所花費的能量為相較帄

緩的地面(
ij = 0 )的 倍，依照過去實驗收集的數據，整理得到 3-10

式的近似公式：  

 

3 2

10 10

0.0023 +0.0326 +0.23 +1.068
( )

9 10

0.15 9

ij

ij ij ij

h ij

ij

ij

where

f
where

where



  






 



 
  


 

 

(3-10) 

 

圖 3- 12 坡度影響能量倍率圖 

 

即上坡時，5 度的坡度需要造成 3.32 倍的能量，10 度需要 10 倍的

能量，考量實際載具爬坡能力不足，與真實路況情形少有超過 10 度的

坡，大於 10 度的坡視為無法行走，不列入計算。下坡坡度 5 度時所需

能量約為 48%，下坡 7 度以上時，靠慣性滑行，所需能量約為 15%，

此 15%大約等同維持車輛電子零件運作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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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路面狀況因素
ij ： 

路面的變化相當難以計算，地面帄滑程度更是難以預料，因此僅

取轉彎行為作為路面狀況因素的代表，在車輛行駛的過程中，經過路

口可能會碰到需要轉彎的情況，比起直線行走，左右轉彎有額外的能

量耗損，且左轉與右轉的能量也不相同，以台灣為例，因為車輛靠右

行駛，右轉的路徑短，而左轉則要跨越對向車道，消耗比較多的能量。 

 

圖 3- 13 不同轉彎的能量差示意圖 

 

  在模擬與實驗的車輛中，根據過去實驗數據可以假設轉彎造成的

額外能量如 3-11 式 

 350 30

650 30

100

ij

right turn

left turn

otherwise



 


 



 

(3-11) 

 

 單位距離所需能量 ： 

假設車輛行駛於定速，且載具電壓與電流為定值，則 可以簡化

為一固定常數，而能量與位移量成正比，因此可以透過計算功率求得

出單位距離所需能量，根據數據量測的結果得到載具的帄均電壓約為

24.5V，帄均電流約為 3.2A，帄均秒速約為 1.312 m/s (4.72 km/hr)，故

可求得單位距離耗能量約為 59.76(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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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的條件，得到能量的近似函數可以表示為 

 

1

( ) 59.76 ( )
m

k

ij h ij ij ij

k

E t f d 


   (3-12) 

代表路徑 ij 在中經過了m個轉彎路口。 

基於能量的螞蟻演算法的參數設定如 3-2~3-4 節所述： 

1. 所有費洛蒙初始值為 0~1 的亂數，以利演算法計算。 

2. 費洛蒙揮發量為 0.7。 

3. 所有成功抵達終點的螞蟻都留下費洛蒙。 

4. 路徑選擇權重參數 α=1, β=0。 

 

對於一組設定的起點與終點，將同時以能量演算法(實驗組)與傳統使

用距離演算法(對照組)分析，並以不同顏色的路線作為結果，並製作

成圖表，觀察其能量與距離收斂情形，以作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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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模擬 A 

選擇約一公里的短距離目標，由於距離短，螞蟻的數量不需要太多。 

 

表 3- 4 模擬 A 參數設定表 

直線距離 0.97km 

螞蟻數量 50 

迭代數 10 

 

模擬結果如圖 3-14~3-15、表 3-5 

 

圖 3- 14 模擬 A 實際結果圖 

 

圖 3- 15 模擬 A 路徑與能量收斂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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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模擬 A 結果數據比較表 

 傳統距離方法 能量演算法 相差百分比 

最佳解距離 1.366km 1.374km 0.57% 

最佳解能量 146.571kJ 142.566kJ -2.73% 

 

說明： 

 以距離來說，兩種演算法都沒有多餘的繞路，已經是距離最佳解，而

對照組找到了一條路徑中有一段斜切的路線，故相對距離略少於實驗組，

不過整體路徑太多轉彎，在轉彎上消耗得能量的反而多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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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模擬 B 

選擇約一公里的中距離目標。 

表 3- 6 模擬 A 參數設定表 

直線距離 2.0123km 

螞蟻數量 96 

迭代數 28 

 

模擬結果如圖 3-16~3-17、表 3-7 

 

圖 3- 16 模擬 B 實際結果圖 

 

圖 3- 17 模擬 B 路徑與能量收斂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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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模擬 B 結果數據比較表 

 傳統距離方法 能量演算法 相差百分比 

最佳解距離 2.520km 2.535km 0.2% 

最佳解能量 289.246kJ 284.104kJ -1.78% 

 

說明： 

與模擬 A 類似，可以找到以距離的增加，換取較多的能量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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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模擬 C 

選擇約以高架橋附近的路段作為目標。 

表 3- 8 模擬 A 參數設定表 

直線距離 2.0123km 

螞蟻數量 96 

迭代數 28 

 

模擬結果如圖 3-18~3-19、表 3-9 

 

圖 3- 18 模擬 C 實際結果圖 

 

圖 3- 19 模擬 C 路徑與能量收斂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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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 模擬 C 結果數據比較表 

 傳統距離方法 能量演算法 相差百分比 

最佳解距離 1.529km 1.529km 0% 

最佳解能量 198.24kJ 198.24kJ 0% 

 

說明： 

這組實驗中，兩個演算法雖然起始路徑分布不同，但最後都不約而同

地選擇了高架橋道路，這說明市區高架橋的設計不論對於距離以及能量皆

有所節省，因此套用能量演算法也無法找到更加節能的路徑，也證明此演

算法應用於實際道路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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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模擬 D 

選擇一個較長距離的終點做為目標。 

表 3- 10 模擬 A 參數設定表 

直線距離 2.646km 

螞蟻數量 290 

迭代數 28 

 

模擬結果如圖 3-20~3-21、表 3-11 

 

圖 3- 20 模擬 D 實際結果圖 

 

圖 3- 21 模擬 D 路徑與能量收斂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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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 模擬 D 結果數據比較表 

 傳統距離方法 能量演算法 相差百分比 

最佳解距離 3.67km 3.773km 2.8% 

最佳解能量 351.28kJ 333kJ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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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與結果 

 

在本章節中，將介紹如何將前章節的演算法，以實際電動載具作為實

驗對象，在不同的路線下取得的各項真實數據，在與模擬的結果作比較，

驗證演算法的準確性。 

 

4.1  實驗帄台介紹 

本實驗使用的是兩輪自我帄衡載具[15]，其數學模型為倒單擺的控制系

統架構，當車身向前傾斜時，馬達必頇同時向前轉動，以產生向後提的反

作用力抵銷車身傾斜，同理向後傾斜，則馬達需要往後方轉動。透過感測

器可以測量載具的傾斜角度與傾斜方向，並藉由微控制器上的 PID[16]運

算，使系統達到一個動態帄衡，與人體傾斜的操作合而為一。 

 

 

圖 4- 1 自我帄衡載具控制圖 

(參考來源[15]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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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實驗載具實體照片 

4.2  數據量測方式 

載具內部安裝了各種自製的量測模組[20]，用以記錄電池電壓、電流、

溫度、時速、車輛移動傾斜程度…等等，為了量測能量，需要用到電壓與

電流感測模組，同時為了與模擬的結果做比較，也需要馬達的編碼器，紀

錄行駛的里程，以確保模擬路線與實測路線的距離差，以及比較單一路線

多次行走的誤差範圍。所有的感測器，透過單晶片讀取後，以長字串文字

的方式，統一經由 UART 輸出，而單晶片的 UART 接口，則裝上藍芽模組，

藍芽通訊協定規範下的Serial Port Profile (SPP)，可相容於UART通訊協定，

因此，任何一個支援藍芽 SPP 的裝置，只要與該藍芽 IC 配對並連線，都

當作無線的資料收集裝置，如：筆電、智慧型裝置。本論文選用 Android

帄板作為接收裝置，並放置於電動載具的把手處，使駕駛可以安全地騎乘

並記錄下行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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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ndroid 應用程式撰寫 

量測用的 Android 應用程式必頇要有以下的功能： 

1. 透過藍芽接收資料。 

2. 以檔案的方式記錄原始資料。 

3. 即時對數據做計算。 

4. 透過 HTTP 將資料上傳至伺服器。 

5. 有類似碼錶的設計，透過按鈕控制錄下一段路徑間的數據資料另外

儲存。 

透過此 APP，可以針對每條路徑，紀錄其每秒的功率以計算能量，行

走時間與行走距離，整體的操作介面如下圖所示： 

 

  

圖 4- 3 APP 實作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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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實驗步驟與載具詳細參數  

首先在設定好的起終點之間取三條路徑，三條路徑中有一條為實驗控

制變因，而另外兩組為對照組，先透過前章所述的模擬系統做出分析，比

較這三條路徑的優劣，接著以實際騎乘的方式，對每條路徑重複走三次求

帄均值。 

 

圖 4- 4 實驗駕駛與載具圖 

 

表 4- 1 實驗駕駛與載具參數表 

 

 

 

 

 

 

載具高度 120cm 

載具寬度 70.3cm 

駕駛離地高度 22cm 

載具重量 46.2kg 

駕駛重量 63.4kg 

總重量 107.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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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實驗甲─轉彎能耗實驗 

4.5.1 實驗地圖選擇 

選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作為地圖，並且依照中途轉彎的次

數不同，分為三條路線。 

 

 

圖 4- 5 實驗甲地圖示意圖 

4.5.2 路徑說明 

路徑 A：全程僅一個轉彎，路徑長度最長。 

路徑 B：全程包含 5 個轉彎(左 3 右 2)，路徑長度最短。 

路徑 C：全程包含 6 個轉彎(左 3 右 3)，中途穿越花圃。 

 

表 4- 2 實驗甲路線說明表 

路線代號 路徑距離 轉彎次數 

A 216.6m 1 

B 197.2m 5 

C 197.0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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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路徑模擬結果 

將地圖此組的路線設定，可以得到分析的模擬結果。 

 

 

圖 4- 6 路徑 A、B 模擬結果圖 

 

 

圖 4- 7 路徑 C 模擬結果圖 

   

模擬路經規劃的結果最短路徑為 B，最低能量路徑是 A。模擬的結果

將與實測的結果將於 4.5.4 節列表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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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結果與說明 

 

路線 A 的三次量測結果如圖 4-8 

 

  

圖 4- 8 路線 A 量測結果圖 

 

路線 B 的三次量測結果如圖 4-9 

 

 

圖 4- 9 路線 B 量測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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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C 的三次量測結果如圖 4-10 

 

  

圖 4- 10 路線 C 量測結果圖 

  

 三組路線各取帄均，整理成圖表 

 

  

圖 4- 11 實驗甲三組路線量測帄均結果圖(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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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 實驗甲三組路線量測帄均結果圖(E/s) 

 

以上實驗結果整理如表 4-3 

 

表 4- 3 實驗甲模擬與實測比較表 

 模擬距離 

(公尺) 

實測 

帄均距離 

(公尺) 

距離誤差 

(百分比) 

模擬能量 

(焦耳) 

實測 

帄均能量 

(焦耳) 

能量誤差 

(百分比) 

A 216.6 215.7 -0.42% 13596 13002 -4.37% 

B 197.2 188.2 -4.56% 14332 14694 2.53% 

C 197.0 200.4 1.73% 15020 15948 6.18% 

母體標準差 2.61%  4.37% 

 

 結果說明： 

根據實測的圖表可以看出，橫座標代表各路線的長短，縱座標代表各

路線的能量疊加，三組路線各有一組最短行走距離，與最少能量消耗，並

且結果與模擬結果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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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實驗乙─爬坡能耗實驗 

4.6.1 實驗地圖選擇 

選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作為地圖，並且其中一條路線選擇

經過殘障坡道，作為有高度變化的實驗組。 

 

 

圖 4- 13 實驗乙地圖示意圖 

4.6.2 路徑說明 

路徑 D：路徑包含 2 個左轉，和約五公尺的上坡與下坡(約 5 度)，路

徑長度最短。 

路徑 E：路徑包含 2 個左轉。 

路徑 F：路徑包含 2 個左轉，路徑長度最長。 

 

表 4- 4 實驗乙路線說明表 

路線代號 路徑距離 轉彎次數 

D 153.0m 2 

E 169.8m 2 

F 182.6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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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路徑模擬結果 

將地圖此組的路線設定，可以得到分析的模擬結果。 

 

 

圖 4- 14 路徑 D、E 模擬結果圖 

 

 

圖 4- 15 路徑 DF 模擬比較圖 

   

模擬路經規劃的結果最短路徑為 D，最低能量路徑是 E。模擬的結果

將與實測的結果將於 4.6.4 節列表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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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結果與說明 

路線 D 的三次量測結果如圖 4-16 

 

  

圖 4- 16 路線 D 量測結果圖 

 

路線 E 的三次量測結果如圖 4-17 

 

 

圖 4- 17 路線 E 量測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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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F 的三次量測結果如圖 4-18 

 

  

圖 4- 18 路線 F 量測結果圖 

  

 三組路線各取帄均，整理成圖表 

 

  

圖 4- 19 實驗乙三組路線量測帄均結果圖(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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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 實驗乙三組路線量測帄均結果圖(E/s) 

以上實驗結果整理如表 4-5 

表 4- 5 實驗乙模擬與實測比較表 

 模擬距離 

(公尺) 

實測 

帄均距離 

(公尺) 

距離誤差 

(百分比) 

模擬能量 

(焦耳) 

實測 

帄均能量 

(焦耳) 

能量誤差 

(百分比) 

D 153.0 155.2 1.44% 14170 13877 -2.07% 

E 169.8 172.7 1.71% 11388 12016 5.51% 

F 182.6 182.8 0.11% 12756 13238 3.78% 

母體標準差 0.70%  3.24% 

 

結果說明： 

根據實測的圖表可以看出，橫座標代表各路線的長短，縱座標代表各

路線的能量疊加，三組路線各有一組最短行走距離，與最少能量消耗，並

且結果與模擬結果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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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5.1  結論 

本研究提出的演算法，使得路徑規劃能採用能量的方式計算，並且從

模擬與實作的結果可以說明，最短路徑與最低能量消耗路徑不見得是同一

條，儘管目前大多數的演算法主要是針對路徑的長短，與行駛時間作為選

擇因素，而未來節能與環保的不斷提倡下，電動車將帶起新一波的風潮，

如何有效的運用能源，會是下一個首要的目標。 

5.2  未來展望 

以能量的觀點套用在螞蟻演算法上，讓演算法能有除了距離以外的搜

尋目標，同時藉由代入不同能量的參考條件，能使得此演算法有廣泛的延

伸性，實作演算法之所使用 javascript 的方式撰寫，網頁的方式呈現，便是

期望能更容易地被應用各種場合，而不侷限於特殊帄台、特殊編譯環境。 

 

本論文的期望未來能夠加入更多各種不同因素，加強能量預估的精準

性，例如電池的健康條件、電池內耗因素，或針對路況因素，加入各種比

較，例如紅綠燈的時間長短、路面的帄滑程度，期望能提升預測的準確度，

以應用在未來的電動車上，除了能量最佳路徑外，為其提供電動車充電站

的路徑指引，又或者應用在多車輛派遣的規劃，達到真正智能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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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實作演算法類別程式碼 

1. var ClassACO=function(){   

2.   this.initial();   

3. }   

4. ClassACO.prototype = {   

5.   startAt:'',   

6.   end : '',   

7.   mode : 0,   

8.   initial_pheromone_value : 0,   

9.   directDistance:0,   

10.   pheromones:[],   

11.   points:[],   

12. }   

13. ClassACO.prototype.initial=function(){   

14.     this.initial_pheromone_value=Math.random()   

15.     this.pheromones=[];   

16.     this.points=[];   

17. }   

18. ClassACO.prototype.removeElement=function (arr){   

19.   var what, a = arguments, L = a.length, ax;   

20.   while (L > 1 && arr.length) {   

21.   what = a[--L];   

22.     while ((ax= arr.indexOf(what)) !== -1) {   

23.       arr.splice(ax, 1);   

24.     }   

25.   }   

26.   return arr;  // pop a value from a array   

27. }      

28. ClassACO.prototype.randomTarget = function(ant){   

29.   var index=this.getIndOfPoint(ant.nowAt);   

30.   var dests=[];   

31.   var dest_probs=[];   

32.   var p_sum=0;   

33.   var _thisP = this.pherom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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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var _this = this;   

35.   _thisP[index].forEach(function(val,ind){   

36.     dests.push(val.dest);   

37.   });      

38.   ant.trail.forEach(function(text,ind){   

39.     _this.removeElement(dests,text);   

40.   });   

41.   if (!dests.length)return 0;    

42.   //console.log(ant.preAt);   

43.   dests.forEach(function(val,ind){   

44.     _thisP[index].forEach(function(v,i){   

45.       if(v.dest==val){   

46.         var t={   

47.           dest:v.dest,   

48.           src:v.src,   

49.         };   

50.         var alpha = 1;   

51.         var beta = 0.11;   

52.         var energyInverse = 1   

53.         if(ant.preAt)energyInverse = 0.001/_this.calEnergy(ant.nowAt,v.dest,ant

.preAt)   

54.         var property = Math.pow(v.pheromone_val,alpha)*Math.pow(energyInverse,b

eta);   

55.         t.pheromone_val= property +p_sum;   

56.         dest_probs.push(t);//val=v;   

57.         p_sum+= property ;   

58.       }   

59.     });   

60.   });   

61.   var rand=Math.random()*p_sum;   

62.   for(var d in dest_probs){   

63.     if(dest_probs[d].pheromone_val>rand)return dest_probs[d].dest;   

64.   }   

65. }   

66. ClassACO.prototype.antMove = function(ant){   

67.   var newDest=this.randomTarget(ant);   

68.   var pre = ant.trail.slice(-2)[0];   

69.   if(newDest==0)return 0;  //  went to dea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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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lse if(newDest==this.end){  //  to the end   

71.     ant.energy+=this.calEnergy(ant.nowAt,newDest,pre);   

72.     ant.distance+=this.calDistance(ant.nowAt,newDest);   

73.     ant.trail.push(this.end);   

74.     ant.preAt=ant.nowAt;   

75.     ant.nowAt=this.end;   

76.     return ant;   

77.   }   

78.   else {   

79.     ant.energy+=this.calEnergy(ant.nowAt,newDest,pre);   

80.     ant.distance+=this.calDistance(ant.nowAt,newDest);   

81.     ant.trail.push(newDest);   

82.     ant.preAt=ant.nowAt   

83.     ant.nowAt=newDest;   

84.     return this.antMove(ant);    

85.   };   

86. }   

87. ClassACO.prototype.antsMove = function(number){   

88.   var Ants=[];   

89.   var _this=this;   

90.   for (var a=0;a<number;a++) {   

91.     var ant ={   

92.     trail:[_this.startAt],   

93.     energy:0,   

94.     distance : 0,   

95.     preAt:'',   

96.     nowAt:_this.startAt   

97.     }   

98.     var v=_this.antMove(ant );   

99.     Ants.push(v);   

100.   }   

101.   return Ants;   

102. }   

103. ClassACO.prototype.disPh= function(){   

104.   var dis_para=0.3;   

105.   var _this=this;   

106.   _this.pheromones.forEach(function(phForm , i){   

107.     phForm.forEach(function(phT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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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phTo.pheromone_val*=dis_para   

109.     })   

110.   })   

111. }   

112. ClassACO.prototype.leavePHForAnts = function (Ants){   

113.   var _this = this;   

114.   var bestNumber = Math.floor(Ants.length*0.6)   

115.   var ants = Ants.slice(0,bestNumber)   

116.   Ants.forEach(function(ant,ind){   

117.     if (ant.nowAt==_this.end){   

118.       _this.leavePh(ant);   

119.     }   

120.   });   

121. }   

122. ClassACO.prototype.leavePh=function(ant){   

123.   var p=ant.trail.slice(0);   

124.   var p_ini=p.shift();   

125.   var p_to;   

126.   while (p_to=p.shift()){   

127.     if(this.mode>0)   

128.       this.addPh(p_ini,p_to,59.76*this.directDistance/(ant.energy*ant.trail.len

gth));   

129.     else    

130.       this.addPh(p_ini,p_to,this.directDistance/(ant.distance*ant.trail.length)

);   

131.     p_ini=p_to;   

132.   }    

133. }    

134. ClassACO.prototype.addPh=function(src,dest,val){   

135.   src=this.getIndOfPoint(src);   

136.   this.pheromones[src].forEach(function(v,i){   

137.     if(v.dest==dest){   

138.       v.pheromone_val=v.pheromone_val+val;   

139.     }   

140.   });   

141. }   

142. ClassACO.prototype.getIndOfPoint=function(v){   

143.   var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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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this.points.forEach(function( point , key ) {   

145.     if(v==point.text)op=key;   

146.   });   

147.   return op;     

148. }   

149. ClassACO.prototype.getDistance = function( lat1,  lng1,  lat2,  lng2){   

150.   var rad = function(d){   

151.     return d * Math.PI / 180.0;   

152.   }   

153.   var radLat1 = rad(lat1);   

154.   var radLat2 = rad(lat2);   

155.   var a = radLat1 - radLat2;   

156.   var b = rad(lng1) - rad(lng2);   

157.   var s = 2 * Math.asin(Math.sqrt(Math.pow(Math.sin(a/2),2) + Math.cos(radLat1)

*Math.cos(radLat2)*Math.pow(Math.sin(b/2),2)));   

158.   s = s * 6378.137;  //EARTH_RADIUS;   

159.   s = Math.round(s * 10000) / 10000;   

160.   return s;   

161. }   

162. ClassACO.prototype.calDistance=function(src,dest){   

163.   src = this.getIndOfPoint(src);   

164.   dest= this.getIndOfPoint(dest);   

165.   var length = this.getDistance(this.points[src].x,this.points[src].y,this.poin

ts[dest].x,this.points[dest].y);   

166.   return length;   

167. }   

168. ClassACO.prototype.calEnergy=function(src,dest,pre){   

169.   var degEnergy = function(deg){   

170.     if(deg<(-6))return 0.3;   

171.     else if(deg<0)return 1-0.0194*Math.pow(-deg,2);   

172.     else if(deg<10)return 1+0.15*Math.pow(deg,1.7);   

173.     else return 9;   

174.   }   

175.   src = this.getIndOfPoint(src);   

176.   dest= this.getIndOfPoint(dest);   

177.   pre = this.getIndOfPoint(pre)   

178.   var dh=this.points[dest].h-this.points[s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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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var length = this.getDistance(this.points[src].x,this.points[src].y,this.poin

ts[dest].x,this.points[dest].y);   

180.   var deg=Math.atan(dh/length)*360/3.14;   

181.   var v2x = this.points[dest].x-this.points[src].x   

182.   var v2y = this.points[dest].y-this.points[src].y   

183.   var v1x = this.points[src].x-this.points[pre].x   

184.   var v1y = this.points[src].y-this.points[pre].y   

185.   var ACorssB = v1x *v2y - v1y* v2x   

186.   var left = ACorssB < 0    

187.   var lengthAC = this.getDistance(this.points[dest].x,this.points[dest].y,this.

points[pre].x,this.points[pre].y)   

188.   var lengthAB = this.getDistance(this.points[src].x,this.points[src].y,this.po

ints[pre].x,this.points[pre].y)   

189.   var lengthBC = length   

190.   var theta = lengthAB*lengthAB +lengthBC*lengthBC - lengthAC*lengthAC   

191.   theta = theta/ (2*lengthAB*lengthBC)   

192.   theta = Math.acos(theta) *180/Math.PI   

193.   theta = 180 - theta   

194.   var ret = 0;   

195.   if(pre==src)ret+=0//  //  start   

196.   else if(theta<20)ret+=0;//0.15   // straigt   

197.   else ret+=(left?0.6:0.35)   

198.   ret = ret + 59.76*length*degEnergy(deg);  //where 59.76 is the energy per met

er   

199.   return re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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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 

本人孫仕勳，是在苗栗鄉下出生的小孩，鄉下住的是三代同堂的大家

庭，隔壁鄰居就是叔公一家三代，這樣的家庭環境下，使我需要將家庭所

需的團隊時間擺在第一位，因此，善用及管理剩餘的自我時間，對我來說

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個性活潑外向的我有著很好的人際關係，因為

我知道從交友中我能學到更多課業上學不到的事和待人處事的道理。 

  

就家庭輩分而言，我是同輩中最年長的，長輩們對我的冀望總是特別

高，除了少許玩樂的時間外，大多數時候就是不斷地要我加強課業，充實

自己，因為鄉下比起都市的資源是少之又少，若不加倍努力如何與之競爭，

這樣的管教方式也造就了我獨立自主、認真負責、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

因此，我除了多方面涉獵新知，更有好的恆心和毅力解決更多事情。 

 

由於知道在鄉下環境競爭力較差，國中畢業後，學測考上了新北市中

和高中，獨自一人來到台北求學，寄住在阿姨家，並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

課業上，一直都維持著良好的成績，因而考上了國立師範大學(應用電子

科技系)，希望以後能當個教職人員。 

 

大學時我有了很不一樣的人生，因為家裡弟妹也長大念書需要學費，

我必頇打工賺自己的生活費與學費，使我課業時間受到壓縮，而大學班上

有一半同學來自於高職電子或電機科，比起來，念普通高中的我，對電子

電路只有基本串並聯的概念，基礎不好使我很無法接受系上各種專業的課

程內容，使我得成績非常不理想，不論再怎麼努力，就是追趕不上別人，

也令我非常受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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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不斷的努力與加強，我才勉強從廣大的電子領域中，吸收到一點

皮毛，順利完成所有學業課程，期間的過程，披星戴月，過關斬將，對我

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所幸，有失必有所得，儘管我是"時"倍功半，但

花下大把時間後，我對電子領域的收穫，不僅僅是一個學分的 PASS而已。 

 

即將完成碩士的學業，踏入職場，也代表人生要將進入新的旅程，過

往二十多年求學的成果，將在此刻得到驗收，不論結果是肯定還是挫折，

我都將以最謙卑的心，配上十二萬分努力的精神，以及活到老學到老的精

神，為未來人生創造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