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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報序 

    溽暑之時，夏蟬競鳴，《健行學報》第三十六卷第三期業已付梓，

感謝眾投稿者之踴躍支持，使學報能準時出刊；也感謝百忙之中的審

查委員撥冗審查，並給予專業意見；更感謝編輯委員們的大力協助，

使我們能順利完成出版事宜。 

    本期共有五篇論文通過審查，計有電資類三篇、工程類一篇、社

會人文類一篇，以下則將論文大要簡單介紹： 

    電資類方面共收有三篇，第一篇為鄧安文、郭枝盈之〈四項次遞

迴平行計算 Zernike 矩〉，本論文探討高階 Zernike 矩的平行計算，

提出兩種平行化的演算法是基於 Zernike Radial 多項式上的四項次

遞迴式與結合平行化的技術。 

    第二篇為李岳軍、劉智群、陳惠娟、葉官俤、林定緹、余自明、

李勇昇等七人之〈應用衛星影像分析熱帶性低氣壓與雙颱娜克莉與海

龍(2014)間之交互作用: 環繞與沒入〉一文，本論文應用遙測影像與

影像處理技術，分析熱帶性低氣壓與兩個颱風之間的作用。以熱帶性

低氣壓位於娜克莉與海龍兩個颱風(2014)之間的實例，分析熱帶性低

氣壓與兩個颱風之間的作用，研究結果顯示在獲得瞭解熱帶性低氣壓

與兩個颱風之間的作用之後，將可增進氣象預報的準確度。 

    第三篇則為曾炳豪、尹紹立、朱浩奎、劉智群等四人合作之〈應

用於 4G 通訊之共平面結構手機天線設計〉，本文提出了一種適用於

4G 手機的共平面天線。此天線是在介電常數 εr = 4.4、板材厚度為

0.8 mm 的玻璃纖維基板(FR4)上進行設計，天線結構是由一個倒 Г 型

微帶線來耦合不同長度的微帶線分支所組成，採用分支接地與接地面

開槽結構方式來擴展頻寬。本研究明確呈現出該天線設計可以滿足

4G 手機工作需求。 

    工程類方面收有石顏彰、簡宜興、許陳鑑、王偉彥等四人研究之

〈特徵提取型同時定位與建圖演算法及其在 FPGA 之實現〉一文，本



文利用傳統FastSLAM與本論文所提出之特徵提取型SLAM以不同地圖

進行模擬並比較其結果。同時也使用 FPGA 晶片將此改良型同時定位

及建圖方法，實現於硬體電路以縮短運算時間，並增加其演算法之運

用性。 

    而在人文社會類方面，收有古涵詩〈中美和東協在南海之角力〉

一文，本研究以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就南海問題在核心利益與國家利

益上的角力，牽動東亞暨亞太區域安全情勢的未來發展為主軸，分別

以美國及大陸為分析對象，針對大國政治滲透到區域整合的結盟對作

情勢進行研究。 

    綜上，五篇論文之送審內容，皆見學術性及實用性，足見本學報

之學術水準日受肯定。歡迎校內外師生踴躍賜稿，期使《健行學報》

更加茁壯！ 

 

 

                           健行學報編輯委員會 謹識 

    

                        中華民國一○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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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Zernike 矩是由正交性的 Zernike 多項式運算產生，矩與矩之間不會有訊息的

重疊，同時 Zernike 矩也有旋轉不變的特性，使得 Zernike 矩被廣泛應用於圖形識

別與影像分析等研究領域。然而運算 Zernike 矩是極為複雜的程序，尤其計算高

階矩時更為耗時，導致高階 Zernike 矩的使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本論文探討

高階 Zernike 矩的平行計算，提出兩種平行化的演算法是基於 Zernike Radial 多項

式上的四項次遞迴式與結合平行化的技術。這兩種以執行緒為基礎(thread-level)

的平行演算法，其一為，平行化使用同步化的技術，適用於階數高於 350 的 Zernike

矩。另一則為，平行化是透過 Reduction 法，適用於階數介於 10 至 350 的 Zernike

矩。根據實驗結果，在配以 intel i7 四核心 CPU 的電腦，大小為 512x512 的灰階

圖，執行計算所有階數小於等於 500 的 Zernike 矩，僅需時 1.595 秒。這樣的速度

是 q-recursive 法的 51.88 倍。本論文以眾所周知的 10 張灰階影像為測試，實驗數

據證實本方法計算高階 Zernike 矩時，在執行速度以及精確度具有優於其他方法

的實現。 

 

關鍵詞：Zernike 矩、Zernike Radial 多項式、平行化、四項次遞迴式、q-recursive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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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ernike Moments are broad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image 
analysis due to their orthogonality and rotation invariance property. However, the 
computation of these moments is extremely time-consuming especially at high order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pose two parallel algorithms for computing high-order 
Zernike moments. Two kinds of thread-level parallelization are discussed based on a 
four-term recurrence among Zernike radial polynomials. The parallelization by 
synchronization is applicable to greater than 350 order Zernike moments calculation. The 
other parallelization through the reduction method is suitable for computing Zernike moments 
order between 10 and 350.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only 
took 1.595 seconds to compute all Zernike moments up to order 500 of a 512x512 pixels 
image with an Intel i7 quad-core CPU. This is 51.88 times faster than the q-recursive method. 
In the experiment, ten well known testing images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peed and accurac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words: Zernike Moments, Zernike Radial Polynomials, Parallelization, Four-Term 

Recurrence, q-recursiv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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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Zernike多項式是由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F. Zernike所提出的(Zernike, 1934)。Zernike
多項式以及Zernike矩的應用非常廣泛，這在多不同的應用，都可以看到其蹤影，如影像

分類、形狀或物件辨識(Belkasim, Shridhar, & Ahmadi, 1989; Broumandnia & Shanbehzadeh, 
2007; Kan & Srinath, 2002; Khotanzad & Lu, 1990)、影像重建(Liao, 1993; Pawlak, 1992; 
Singh, 2006)、邊緣偵測(Ghosal & Mehrotra, 1994; Qu, Cui, Chen, & Li, 2005)、影像分割

(Ghosal & Mehrotra, 1993)、角膜表面建模(Iskander, Collins, & Davis, 2001; Iskander, 
Morelande, Collins, & Davis, 2002)、人臉辨識(Farokhi, Shamsuddin, Sheikh, Flusser, 
Khansari, & Jafari-Khouzani, 2014; Haddadnia, Ahmadi, & Raahemifar, 2003)、數位浮水印

之應用(Elshoura & Megherbi, 2013; Wang, Ma, & Niu, 2011; Yuan, Pun, & Chen, 2013)、影

像檢索(Chen, Shu, Zhang, Chen, Toumoulin, Dillenseger, & Luo, 2012; Singh & Pooja, 2011)
與掌紋辨識(Deepika, Kandaswamy, Vimal, & Satish, 2010; Nigam & Gupta, 2015)。Zernike

多項式滿足正交性，因此所有計算獲得的Zernike矩相互之間沒有重疊的冗餘信息。另外，

Zernike矩的幅值(magnitude)在任意角度的旋轉下是一個不變量，因此非常適用於影像物件

的輪廓描述，進而在不同旋轉角度的圖像得以執行圖像匹配和識別。 
    囿於演算法的效能，一般的應用大多聚焦於低階Zernike矩的計算，這是低頻的資訊。

然而一般而言，低頻的資訊可以描寫輪廓，而高頻的資率，則可以描述細節。而高頻的

Zernike矩資訊，就是來自高階Zernike矩。而高階Zernike矩的計算上，卻會面臨兩個需

要突破的瓶頸。一個是因為Zernike多項式的定義用到階乘函數，以及三角函數，這在計

算上太過耗時。二是，計算誤差累積太快，到一定階數後根本無法應用。事實上，直接

採用定義算，所謂的直接法（direct method），數值採用64位元的double型態來計算，頂

多也只能算到45階，之後的數值，由於誤差累積太多以致無法應用(Deng, Wei, & Gwo, 
2015)。 

    比較好的方式，是採用Zernike Radial多項式之間的遞迴公式，如所謂的q-recursive
法(Chong, Raveendran, & Mukundan, 2003)、Kinter法(Kintner, 1976)或是改良的Prata法

(Prata & Rusch, 1989; Chandan Singh & Upneja, 2012)等。這些方法，誤差累積比較慢，

通常在高階的Zernike矩的計算，會有較為精準的結果。也因為利用遞迴關係式，序列方

式計算Zernike矩的計算時間複雜度上，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雖然採用良好的遞迴關係式，可以又快又精準地計算高階 Zernike 矩，但是由於計

算量還是龐大，如果能夠透過平行演算加速，還是可以更進一步加速，那當然更好。如

(Qin, Qin, Xue, & Yu, 2012)，就有以 matlab 實作向量化版本 Zernike 矩計算。如(Ujaldon, 
2009)，就考慮以 GPU 加速計算為架構，以 cuda C 程式改寫已知的演算方法，然而當中

的結果也卻是僅考慮低階 Zernike 矩的計算。 
    有鑑於高階 Zernike 矩的平行計算，不論是理論上探討，或是未來因演算法改善而

才有的應用可能，都會是一個要面臨的課題。本文主要是根據 Zernike Radial 多項式上

的四項次遞迴式(Deng, Wei, & Gwo, 2016; Shakibaei & Paramesran, 2013)，並且結合平行

化的技術，加上二體群 D4 作用所產生的八個對稱，在一般多核心 CPU 執行所提出以執

行緒為基礎的平行演算法，能夠達到最高效能，作為主要考量的主題。我們所提出的演

算法，無論是在執行速度上，或是重組還原圖的表現上，都是非常優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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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Zernike 多項式與 Zernike 矩 

一、Zernike 矩 

    Zernike 多項式在單位圓盤 D 上的複數 L2 空間中形成一組正交基底。明確地說，當

複數 i iz x y re    ，（x, y 為實數， ( , )r  為其極座標， i 1  為純虛數）Zernike 多項

式定義為 

 ( ) ( ) ( )(cos( ) i sin( ))im
nm nm nmV z R r e R r m m       (1) 

其中 ( )nmR r 為 Zernike 多項式，階數 n 為非負整數，重複數(repetition) m 為整數滿足 | |n m

為偶數且 | |m n 。而 Radial 多項式 ( )nmR r 可表示為 

 2

| |
| |:

!
2( ) , ( 1)
| | | |

! ! !
2 2 2

n kn
k

nm nmk nmk
k m
k m

n k

R r R r R
n k k m k m






 
 
   

       
     
     


偶數

其中   (2) 

而 Zernike 矩 nmZ 可視為 ( )f z 與 Zernike 多項式 ( )nmV z 的內積。Zernike 矩 nmZ 可定義為 

 
1

( ) ( )
2nm nm

z D

n dz dz
Z f z V z

i 

 


   (3) 

當中 ( )nmV z 為 ( )nmV z 的共軛複數，而二階微分型為 

 
2

dz dz
dx dy rdr d

i


   


  (4) 

令 A 為像素為 N N 的灰階圖所成的集合。而 A(Z)={(s,t)A | s, t 為整數}。所有圖形像

素的資訊可視為二維的表 Px(s,t) （其中 (s,t)A(Z)），並且可透過下列方式嵌入單位圓

盤 D 內。像素(s,t) 透過映射至以 

 2 1 2 1( , ) ( , ) ( , )
2 2

s t
s N t Nx y s t
N N

        (5) 

為中心的小方格，如此可導出相對應的在 ' ( )A A D  圖形函數 ( ) ( , )f z f x y 滿足

( , ) ( ( , )) ( , )f x y f s t Px s t  。藉由(3)，一般常用的估算 Zernike 矩的離散計算方式可透

過下列的公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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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 ( )

2( 1)ˆ ( , ) ( )(cos( ) isin( ))nm nm
s t A Z

n
Z Px s t R r m m

N
 

 


    (6) 

透過 ( )f z 的 Zernike 矩，可以透過下列公式將圖形還原： 

 
0

0 0
0 0

( , ) lim ( )

lim (Z ( ) 2 ( )(Re( )cos( ) Im( )sin( )))

M n

nm nm
M

n m n
m n even

M n

n n nm nm nm
M

n m
m n even

f x y Z V z

R r R r Z m Z m 


 

 


 

 



  

 

 
  (7) 

而對於某非負整數 M，其還原圖可定義為 

 ˆ ( , ) ( , )nm nm
n M m

f x y Z V x y


    (8) 

針對比較兩個圖形之間的差異，將透過 normalized mean square error (NMSE)表示，定義

如下： 

 

2

2

2

ˆ| ( , ) ( , ) |

| ( , ) |
D

D

f x y f x y dxdy

f x y dxdy







  (9) 

這用來測量不同方法的精確度。 

 

二、Zernike Radial 多項式上的四項次遞迴式 

    在(Shakibaei & Paramesran, 2013)的文章中提出以四項次遞迴式計算 Zernike Radial
多項式，而這起源於以 DCT 表達 Radial 多項式，當中的係數為第二類 Chebyshev 多項

式(Janssen & Dirksen, 2007; Shakibaei & Paramesran, 2013)。公式如下： 

  ,| | 1,| 1| 1,| 1| 2,| |( ) ( ) ( ) ( ) ( 2)n m n m n m n mR r r R r R r R r n          (10) 

我們在這個部份，將提供完全不同於(Shakibaei & Paramesran, 2013)的方式，來說明此四

項次遞迴式。 

    透過 Pascal 三角，可以計算組合數二項次的係數 

 1 1
1

n n n
k k kC C C 

     (11) 

我們採用的方法，就是以下列的 Pascal 金字塔（Pascal’s pyramid）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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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A：三項次的係數為
!

, , ! ! !

n n

a b c a b c

 
 

 
，當中 a b c n   。則 

 
1 1 1

, , 1, , , 1, , , 1

n n n n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12) 

證明：這可透過下列組合數的計算得證：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 )( )

( )

( 1)! ( 1)! ( 1)!

( 1)! ! ! !( 1)! ! ! !( 1)!

1 1

1, ,

n n a
a b

n n n a n a
a a b b

n n a n n a n n a n n a
a b a b a b a b

n n
C C

a b c a b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n n n

a b c a b c a b c

n n

a b c a



     
 

           
   

 
  

 
  

   
  

  
  

  
   

1

, 1, , , 1

n

b c a b c

   
       

  (13) 

證畢。 

定理 B：公式(2)中的係數 nmkR 滿足下列性質： 

(1) 1kkkR   ( 0,1,....,k M ); 2
00 ( 1)

n

nR    （當 n 為偶數） 

(2) ,| |, 1,| 1|, 1 1,| 1|, 1 2,| |,n m k n m k n m k n m kR R R R         當 2n  , 1k  。 

證明：透過公式(2)，可導出性質(1)成立。透過定理 A，代入 a n , | |b m , c k ，可導出

性質(2)。證畢。 

定理 C：遞迴公式(10)成立。 

證明：透過定理 B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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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1|, 1 1,| 1|, 1 2,| |,

:

2
1 1

1,| 1|, 1 1,| 1|, 1 2,| |,
2

: : :

1,| 1|

( )

( )

(

n
k

n m n m k
k m
k m even

n
k

n m k n m k n m k
k m
k m even

n n n
k k k

n m k n m k n m k
k m k m k m
k m even k m even k m even

n m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1,| 1| 2,| |) ( ) ( )n m n mr R r R r   

  (14) 

證畢。 

三、二面體群的加速與其他 

    針對一張大小為 N N 的圖形，透過遞迴式(10)要計算 Zernike 矩到最高階 M 的計

算成本為 2 2( )O M N 。根據實驗的經驗，一個比較清晰的還原圖，M 的值至少應為 200，

這樣的計算量是很可觀的。雖然這已經是最快的數量級，但是透過代數手法常用的群作

用(tom Dieck, 1987)所產生對稱性，還是可以減少計算量，考慮由旋轉、鏡射所形成的

群，如： 

 4 4 0

3
{ , | 0, , , }, { , , , }

2 2
D V id   

         　   (15) 

當中  表逆時鐘方向旋轉   而   表在線上 / 2 的鏡射。考慮二面體群（Dihedral 

Group）D4 群的作用，還是能有效減量計算至原計算量的 1/8，可將計算公式(6)進一步

修正為： 

 

 

 

4

4

( , ) ( )

2

( , ) ( )

( ( , )) ( ) cos( ( )) sin( ( ))

2( 1)ˆ
( ( , )) ( ) cos( ( / 4)) sin( ( / 4))

nm
s t H Z D

s t

nm

nm
s t H Z V

s t

Px s t R r m i m

n
Z

N Px s t R r m i m





    

     

 


 


 
 

  
  
 
 

 

 
 (16) 

當中 A(Z)為正方形中所有的格子點，也同時代表所有的像素，而 H 就是二面體群 D4 群

作用在 A 上的基本域（Fundamental domain），即拓樸空間 H=A/D4，一般就選取

{( , ) | / 2 , 0 }H s t N s N t s     。特別要注意的，D4 也作用在 H 上，但並非 faithful，

特別是在邊界 H 上，其 Stabilizer 就為非無聊的子群。在 N 是偶數時，必須考慮 s=t 的

各點只有 4 個共軛點，如圖 1，這部份就要以 4 個元素的 D4 子群 V4 考量(Deng, Wei, & Gw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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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H 的非 H 點都有 8 個共軛點，在 H 上則否 

 
    針對計算指數函數 rk (k=0,1,2,...,M)，我們採用下列的方式： 

 

0

2 2
2

2

2

2 2

1

(2 1) (2 1)

2

for 3,4,...,k k

r

s N t N
r

N

r r

r r r k M

 


     

 
   

  (17) 

對於每個像素 ( , ) ( )s t H Z ，恰好各有 M+1 個值要計算，總共所需的計算時間為

O(N2M)。 

    針對三角函數如sin(m ), cos(m )  (m=0,1,2,...,M)的計算，我們避免使用系統內設的

數值函數。使用這些函數逼近 sin, cos, arctan 的數值函數，不僅耗時，而且在計算 Zernike
矩會著 m 值的成長，而累積更大的誤差。我們採用下列的方式計算所需的三角函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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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cos0 1

sin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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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1 tan
cos(2 )

1 tan
2 tan

sin(2 )
1 tan

cos( ) cos(( 2) ) cos(2 ) sin(( 2) )sin(2 )

sin( ) sin((

for 3,4,...,

2) ) cos(2 ) sin(2 )cos(( 2) for 3,4,...,)

x

r
y

r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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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所有計算sin(m ), cos(m )  (m=0,1,2,...,M)總共所需時 O(N2M)。相對應於 Zernike 矩的總

計算時間 2 2( )O M N 還是算少的。值得一提的，計算方法(17)-(18)中，for 計數迴圈中的

相依距離（dependence distance）均為 2，這可採用向量 simd 平行計算，一次計算兩項，

而這在高階平行函式庫 openMP 實作也沒有問題(Liao, Yan, Supinski, Quinlan, & 
Chapman, 2013)，然而對整體計算時間的影響非常有限。 

 

參、平行計算 

一、同步化平行 

    多核心的 CPU 以及使用 GPU 或其他設備加速計算已經成為科學計算的主流產品，

如何將已存在的序列演算轉化為平行演算成為一個課題。在本文剩下的部份，我們將討

論以多核 CPU 上的平行計算，特別是以執行緒為基礎的平行計算。 
    並非所有序列演算都能轉化成為良好的平行演算。透過公式(7)的還原圖計算是可以

下列方式平行化。首先，把整個圖形像素集合分割成若干個大小約相等的子集合。每個

執行緒只獨立地在特定的子集合上執行(Deng, Wei, & Gwo, 2015)。然而，平行計算

Zernike 矩就不是這麼一回事。根據公式(6)、(16)，計算 Zernike 矩的架構主要是一個巢

狀計數迴圈，外層兩層迴圈的控制變數分別為 s, t，而內層兩層迴圈的控制變數分別為

n, m。無論如何分割圖形像素集合，都無法將變數之間的相依性去除。如果將外層迴圈

與內層迴圈相交換，將會導致計算 Zernike 矩變得很緩慢。交換迴圈的技巧在此是行不

通的。在實作中，建議不要直接對內層計數迴圈直接改成平行計數迴圈，通常如此的作

法，往往產生比序列版還要多好幾倍的時間。 
    粗心地使用平行計數迴圈還會常常導致競爭條件（race conditions），不是兩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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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同時寫進相同記憶體，就是一個執行讀、另一執行緒寫同一個記憶體。使用同步化

（synchronization）是避免競爭條件常用的方法。不過過度的同步化，卻會導致降低執行

平行化的效能。有時，還可能比序列演算還慢。 
    平行計算還要考慮要儘量避免 false sharing，這會導致不佳的執行效果。false sharing
會發生在不同執行緒在相同 cache block 下，對不同 word 讀寫存取。降低 false sharing
的發生，(Jeremiassen & Eggers, 1995)就建議，在平行計數迴圈的 chunk size 要調整，最

好沒有兩個執行緒會同時在相同 cache block 下進行存取。 
    我們所提出的平行演算法 A，就是將原來序列演算的最外層計數迴圈改成平行計數

迴圈，而只有在 Zernike 矩計算更新值時，才加上輕量的同步化。 

演算法 A 
令 Z_RE[n][m]=Z_IM[n][m]=0 (for n=0,1,2,..., M, m=n, n-2, n-4,....,1( or 0).) 

Parallel for (s,t) in A(Z) 使用P個執行緒，當中A(Z)分割成P 個子集合，且同步化僅在更

新Z_RE[0:M], Z_IM[0:M]時使用 

 ( , )r    2 1 2 1
( , ) ( , )

2 2

s N t N
x y

N N

   
 的極座標 

 計算 kr  (k=0,1,...,M) 如公式(17)，並將值存入陣列 rr[0:M]  

 計算sin( ),cos( )m m   (m=0,1,2,...,M) 如公式(18)，並將值存入陣列SIN_theta[0:M]、 
COS_theta[0:M]  
 R_nm = 1.0 
 R_n_M1[0] = R_nm 
 Z_RE[0][0]+=(2/( *N*N)*Px[s][t]) 
 for n = 1 to M step 1 
  factor = 2*(n + 1.0) /( *N*N) *Px[s][t] 
  R_nm = rr[n] 
  for m = n to 0 step -2 
   if (m = n AND n>0) 
    R_nM2[m - 1] = R_nM1[m - 1] 
   else if (m > 0) 
    R_nm = rr[1] * (R_nM1[m - 1] + R_nM1[m + 1]) - R_nM2[m] 
    R_nM2[m - 1] = R_nM1[m - 1] 
   else 
    R_nm = 2.0*rr[1]*R_nM1[1]-R_nM2[0] 
   endif 
   Z_RE[n][m]+=(factor*R_nm*COS_theta [m]) 
   Z_IM[n][m]-=(factor*R_nm*SIN_theta [m]) 
   R_nM1[m]=R_nm 
  Next m 

Next n  
End Paralle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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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來 存 取 Zernike 矩 Znm 實 部 與 虛 部 的 共 同 分 享 的 陣 列 Z_RE[0:M][0:M] 、

Z_IM[0:M][0:M]所用的空間複雜度為 O(M2)，而儲存灰階圖資訊的陣列 Px[0:N-1][0:N-1]
需要記憶體 O(N2)。其他的陣列，如 COS_theta[0:M]、SIN_theta[0:M]、rr[0:M]、R_n_M1[0:M]
以及 R_n_M2[0:M]都是執行緒私有的陣列。每個執行緒佔掉 O(M)，總共 P 個執行緒，

共 需 O(PM) 。 其 他 的 ， 也 佔 去 記 憶 體 O(P) 。 此 平 行 演 算 法 所 需 的 記 憶 體 為

O(PM+M2+N2)。 

    演算法 A 當然也可以考慮以 D4 對稱性加速，記為演算法 A+。如果是考慮四個執行

緒，每個執行緒所執行的區域大約是 H(Z)的 1/4，也就是所有像素集合 A(Z)的 1/32。 

二、平行化使用 Reduction 法 

    我們提出的另一個平行演算法 B，就是每一個執行緒都有個別 Zernike 矩 nmZ 的私

有備份，個別執行緒更新 Zernike 矩 nmZ 的私有備份，最後再將所有的執行緒 nmZ 的私有

備份加總。此法稱為 Reduction 法，使用此法，可完全避免競爭條件，false sharing 產生

的可能也可降到最低。 

 
演算法 B 

令z_RE[p][n][m], z_IM[p][n][m]為編號為p的執行緒私有備份所存取 nmZ 的實部與虛部。

在 所 有 的 計 算 完 成 後 ， z_RE[0][n][m], z_IM[0][n][m] 為 nmZ 的 實 部 與 虛 部 。

get_thread_num()為取得所在執行緒的編號。 

 

令 z_RE[p][n][m]=z_IM[p][n][m]=0  (for p=0,1,2,...,P-1, n=0,1,2,...,M, m=n, n-2, 
n-4,....,1( 或0)) 
 
Parallel for (s,t) in A(Z) 使用P個執行緒，當中A(Z)分割成P 個子集合 

p= get_thread_num() 

 ( , )r   2 1 2 1
( , ) ( , )

2 2

s N t N
x y

N N

   
 的極座標 

 計算 kr  (k=0,1,...,M) 如公式(17)，並將值存入陣列 rr[0:M]  

計算sin( ), cos( )m m   (m=0,1,2,...,M) 如公式(18)，並將值存入陣列

SIN_theta[0:M]、COS_theta[0:M] 

 R_nm = 1.0 
 R_n_M1[0] = R_nm 
 z_RE[p][0][0]+= (2/( *N*N)*Px[s][t]) 
 for  n = 1 to M st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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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or =  2*(n + 1.0) /( *N*N) *Px[s][t] 
  R_nm = rr[n] 
  for m = n to 0 step -2 
   if (m = n AND n>0) 
    R_nM2[m - 1] = R_nM1[m - 1] 
   else if (m > 0) 
    R_nm = rr[1] * (R_nM1[m - 1] + R_nM1[m + 1]) - R_nM2[m] 
    R_nM2[m - 1] = R_nM1[m - 1] 
   else      
    R_nm = 2.0*rr[1]*R_nM1[1]-R_nM2[0] 
   endif 
   z_RE[p][n][m]+=(factor*R_nm* COS_theta[m]) 
   z_IM[p][n][m]-=(factor*R_nm*SIN_theta[m]) 
   R_nM1[m]=R_nm 
  Next m 

Next n 
End Parallel for 
Parallel for k=1 to P-1 step 1  
 for n = 0 to M step 1 
  for m = n to 0 step -2 
   z_RE[0][n][m]+=z_RE[k][n][m];  
   z_IM[0][ n][m]+=z_IM[k][n][m]; 
  next m 
 next n 
End Parallel for 
    針對特定的 p，z_RE[p][0:M][0:M] 與 z_IM[p][0:M][0:M]只會被編號為 p 的執行緒

存取。此為陣列 Z_RE[0:M][0:M] 與 Z_IM[0:M][0:M]在編號為 p 的執行緒的私有備份。

演算法 B 以 D4 對稱性加速，記為演算法 B+。 
    三維陣列 z_RE[0:P-1][0:M][0:M]、z_IM[0:P-1][0:M][0:M]以及其他變數如執行緒私

有變數：SIN_theta[0:M]、 COS_theta[0:M]、R_nM1[0:M], R_nM2[0:M]等，總共計記憶

體需求可透過下列公式計算： 

 ( ) ( ) ( )P  總記憶體需求 共享記憶體需求 個別一個執行緒私有記憶體需求  (19) 

因此，對於一個大小 N N 像素的灰階圖，使用演算法 B，採用 P 個執行緒來計算所有

小於等於 M 階的 Zernike 矩，總共記憶體的需求為 2 2( )O PM N 。 

    值得一提的是，三維陣列 z_RE[0:P-1][0:M][0:M]、z_IM[0:P-1][0:M][0:M]中索引(p, n, 
m)不應該改變計算的順序，如此會導致最內層要計算陣列間的距離。根據我們實際的工

作經驗，這樣改變索引順序的作法，反而會導致大幅增加計算 Zernike 矩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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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驗與實作 
    我們的演算法是針對一般的電腦設計，並未專門針對特定專門的設備設計。所有的

演算法是以 C/C++程式語言撰寫，並搭配高階的平行函式庫 openMP 4.0，該版本的平行

函式庫主要是支援以執行緒為基礎的平行演算機制，以及部份的 simd 向量化平行機制(C. 
Liao, Yan, Supinski, Quinlan, & Chapman, 2013)。我們採用 TMD-GCC 4.9.2 64-bit C/C++ 
release 編譯器、O2 優化，並停用自動平行化的方式編譯我們所撰寫的程式碼。所有實

數相關的的數值計算，都是採用 64 位元格式的 double 處理。電腦的作業系統為 win 7，

採用 Intel i7- 4790 quad-core 3.6 GHz 的處理器，並可支援到八個超執行緒（Hyper-threads）。

RAM 有 8GB。由於 intel 處理器特有的功能超執行緒（Hyper-threading），對平行化執行

效能的影響很大，我們分別討論關掉超執行緒功能以及開啟超執行緒功能的情形。在前

者實驗中，一個核心最多也只會執行一個執行緒，最多是同時執行四個執行緒；而後者

實驗中，一個核心最多可執行兩個超執行緒，最多可同時執行八個（超）執行緒。 
    所有的測試圖檔都是 512x512，都顯示在圖 2。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程式對於讀、

寫一個圖檔的時間也不到五毫秒。比起計算高階 Zernike 矩的時間，相對而言，是很小

的。我們實驗所呈現的執行時間（elapsed time）都是測試這十張圖的平均。另外，我們

也因實驗的需求，以雙三次內插值（Bicubic interpolation）的方法，將這十張測試圖檔

放大至 1024x1024 大小的圖檔。 
    針對實驗，我們以 C/C++程式語言實作了演算法 A、演算法 A+、演算法 B+以其他

相對應序列版本的演算法。為了比較，我們也實作了序列版改良的 Prata 法、非常廣泛

使用的 q-recursive 法和以 D4 對稱性加的改良 Kinter 法，以及其同步化平行演算。所有

實作的演算法，將以下列的符號表示： 

 A1: 演算法A的序列版 
 A+:演算法A並以D4對稱性加速 
 AP: 演算法A使用 P個執行緒 
 AP

+:演算法A+使用 P個執行緒 
 B+:演算法B並以D4對稱性加速 
 BP

+:演算法B+使用 P個執行緒 
 QP: q-recursive法平行化採同步化，使用P個執行緒 
 KP

+: Kinter法並以D4對稱性加速，平行化採同步化，使用P個執行緒 
 R1: 序列版改良版Prata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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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十個標準的測試圖 

    針對演算法 AP、AP
+、KP

+與 QP 的實作，我們測試兩種方式，其中一種為，將指令

"#pragma omp atomic write"放在計算迴圈最內層中，要更新 Zernike 矩值的地方。另外一

種方式，則是採 openMP 4.0 所提供的"target map"的新功能，就是在巢狀計算迴圈前，

加上： 

"#pragma omp target map(tofrom:Z_IM[0:M][0:M], Z_RE[0:M][0:M])\ 

map(to:Px[0:N-1][0:N-1])".    (20) 
兩者做法，對於同步化的處理，都執行得很好。後者的方法要比前者的方法，在執行平

行加速上，些微快一點。本文中，同步化平行方法，所呈現的數據，是採用此法。 
    另外，openMP 4.0 並沒有直接將陣列平行化採 reduction 法的語法。而新版的 openMP 
4.5 則有。正在發展中的新版編譯器將實作這項功能，屆時使用平行化採 reduction 法，

實作演算法 B+，將會變得很容易。 

一、計算誤差 

 

圖 3  演算法 A1
+、R1、K1

+ 與 Q1 的 NMSE 的比較 

 
    透過還原圖與原圖之間的的差異，計算 NMSE，來顯示不同方法計算 Zernike 矩所

產生的誤差。NMSE 值越小，代表所採用的方法，當然也就越好。以 512x512 大小的'Lena'
灰階圖為例，分別以 A1

+、R1、K1
+

 與 Q1 等法計算，其 NMSE 的比較如圖 3 所示，其中

A1
+與 K1

+的誤差行為一致，還原圖的誤差最低，而 R1 在階數 105 時，誤差就已經太大，

Q1 的誤差約在階數大於 200 開始，略大於 A1
+與 K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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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2 =0.001271 (A4
+) 2 =0.001273 

 
(Q1)

2 =0.001860  
圖 4  採用 A1、A4

+
 與 Q1 等法計算到 500 階 Zernike 矩的'Lena'還原圖 

 
    採用 A1、 A4

+
 與 Q1 等法計算到 500 階 Zernike 矩的還原圖如圖 4。採用 q-recursive

法（Q1）計算 Zernike 矩至 500 階的還原圖，在圖中心處有漣漪的現象產生，這在我們

所提出的 AP、AP
+、BP 與 BP

+都沒有這種情形。而使用 A4、A4
+ 與 B4

+等法計算至 500
階 Zernike 矩後所得的 NMSE 值皆為 0.001271。而 A4

+同步化平行計算至 500 階 Zernike
矩後所得的 NMSE 值，則是些微增長至 0.001273。這說明了，實作演算法 A 以及演算法

A+同步化平行計算所可能產生的競爭條件以及 false sharing 都在控制當中。 
  十張放大 1024x1024 測試圖，在計算到 500 階 Zernike 矩分別以 A8

+與 Q1 所得還原

圖的 NMSE 列在表 1。可觀察到以 q-recursive 法(Q1)計算所得 1024x1024 放大'Tiffany'
的還原圖，如圖 5 所示，有非常明顯的漣漪。而使用 A8

+，還原圖則是非常清晰，接近

原圖。使用 A8
+計算，在這十張 1024x1024 大小灰階圖的平均執行時間為 6.0562 秒，樣

本標準差為 0.05226 秒；q-recursive 法(Q1)的平均執行時間為 325.3766 秒，樣本標準差

為 0.8834 秒。依建議的演算法 A+在使用所有八個超執行緒(A8
+)時，速度是使用

q-recursive 法(Q1)的 53.73 倍。有關更進一步執行速度的討論，將在之後的章節進行。 

 
表 1.  放大 1024x1024 測試圖在計算到 500 階 Zernike 矩所得還原圖的 NMSE 

Image 
name house  Lena Tiffany  splash 

F-16 
fighter 

camera 
man  

peppers tank lake pirate 

A8
+

 0.7685 0.8754 0.9497 1.1592 1.2422 1.2755 1.8441 1.9230 2.1318 3.0678

Q1 1.0467 1.4407 1.3042 1.9014 1.6984 2.0481 2.4293 2.2441 2.6718 3.5894

單位: 10-3

 



四項次遞迴平行計算Zernike矩 
鄧安文 1  郭枝盈 2 
                                                                                           

16 

(A8
+) 2 =0.0009497 (Q1)

2 =0.0013042 
圖 5.  採用 A8

+
 與 Q1 計算到 500 階 Zernike 矩的 1024x1024 放大'Tiffany'還原圖 

二、執行速度 

實驗中所有相關執行時間的數據，都是十張測試圖的平均時間，在階數大於等於 100
以上，實驗結果執行時間的標準差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nce）均小於 5%，所有測試

灰階圖內容對執行速度，應無影響。 

 
    (一) 關掉超執行緒 

本節主要討論的是關掉超執行緒的情況，一個核心最多也只會執行一個執行緒，最

多同時執行四個執行緒，所討論的測試灰階圖均是 512x512 大小。有關採用 A1、A4、

Q1 與 Q4 計算 Zernike 矩的執行時間的數據在圖 6 以及表 2 中顯示。平行加速因子 S(A4) 以

及 S(Q4)定義為 A1、Q1 分別為對 A4、Q4 執行時間的比值。若有 P 個執行緒，平行效能

（parallel efficiency）E(AP)與 E(QP)分別為： 

    ( ) ( )P P
P P

A Q
E

S S

P
A E

P
Q 、   (21) 

可觀察到，所建議的演算法 A 很明顯要比 q-recursive 法的平行版，在執行速度上，要快

上許多。同步化平行在這種方法採用。比較慢的方法，即 Q4，反而在計算最高階數為

10 與 450 之間有較佳平行效能；在最高階數 250 與 450 之間，平行效能甚至達 E(Q4) 0.95，

這幾乎達到線性（linear）。但是在最高階數為 500 時，平行效能 E(Q4)反而降低至 0.78；

然而平行效能 E(A4)卻仍能維持 0.85 的水準。 
表 2  使用 A1、A4、Q1 以及 Q4 的計算時間、平行加速因子以及平行效能 

最高

階數 
A1 A4 S(A4) E(A4) Q1 Q4 S(Q4) E(Q4) 

10 0.039 0.052 0.75 0.19 0.047 0.044 1.08 0.27 

50 0.442 0.480 0.92 0.23 0.827 0.454 1.82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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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737 1.238 1.40 0.35 3.230 1.209 2.67 0.67 

150 3.779 2.288 1.65 0.41 7.176 2.147 3.34 0.84 

200 6.464 3.177 2.03 0.51 12.807 3.474 3.69 0.92 

250 9.961 4.099 2.43 0.61 20.920 5.417 3.86 0.97 

300 14.078 4.701 2.99 0.75 29.734 7.709 3.86 0.96 

350 18.850 5.569 3.38 0.85 39.983 10.388 3.85 0.96 

400 24.550 7.014 3.50 0.88 51.823 13.480 3.84 0.96 

450 30.907 8.836 3.50 0.87 65.754 17.355 3.79 0.95 

500 37.941 11.140 3.41 0.85 82.742 26.354 3.14 0.78 
時間單位：秒 

 
    根據實驗數據表 2 顯示，採用同步化平行在低階的 Zernike 矩計算，平行加速因子、

平行效能很低，這說明，在計算低階 Zernike 矩時，同步化平行並不適用。另外，在計

算最高階數為 350 與 500 之間，平行效能 E(A4) 0.85 ，採用同步化平行在這個情形，

是最適合的。 

 

圖 6  使用 A1、A4、Q1 以及 Q4 計算 Zernike 矩至最高階 M(10 500M  )的計算時間 

 

要快速計算，建議同時使用 D4 對稱性加速以及平行化加速。使用 A1
+、A4

+ 以及 B4
+計

算 Zernike 矩的數據呈現在圖 7 與表 3 中。令 T(A4
+)、T(B4

+)分別為 A4
+、B4

+的執行時間

除以 A1 的執行時間。在計算到最高階 500 階 Zernike 矩時，使用 A4
+是 23.79 倍 A1 的執

行速度，而且是 q-recursive 法(Q1)的 51.88 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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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使用 A1
+, A4

+以及 B4
+計算 Zernike 矩至最高階 M(10 500M  )的計算時間 

 
   可觀察到，當計算 Zernike 矩的最高階數是低於 300 時，用 B4

+要比用 A4
+還要快。

從實驗數據顯示，平行化使用 reduction 法，甚至在低階的 Zernike 矩的計算上，都有良

好的平行效能；reduction 法(B4
+)這種平行效能表現一直持續到階數 350 之前。從最高

Zernike 矩階數 350 起，A4
+就成為所有方法中最快的。為了對平行加速的效果有比較良

好的瞭解，我們將演算法 A+以及演算法 B+所對應的平行加速以曲面的方式描繪於圖

8 與圖 9。當中 y 軸代表所使用執行緒的個數 P；而 x 軸 Zernike 矩所計算的最高階數 M；

z 軸就表示平行加速因子 S。則平行加速函數 S=g(M,P)就可定出所對應的曲面。由於平

行化的效能，會受到所用硬體的限制，透過所描繪幾何圖形，可以觀察到所實作的演算

法，在不同參數下所展現的效能。 

 
表 3 使用 A1

+, A4
+以及 B4

+的計算時間以及平行加速因子 

最高階數   A1 A1
+ A4

+ B4
+ S(A4

+) S(B4
+)  T(A4

+) T(B4
+) 

10 0.039 0.007 0.007 0.002 1.00 3.50 5.57  19.50 

50 0.442 0.065 0.061 0.019 1.07 3.42 7.25  23.26 

100 1.737 0.242 0.165 0.071 1.47 3.41 10.53  24.46 

150 3.779 0.528 0.302 0.151 1.75 3.50 12.51  25.03 

200 6.464 0.91 0.426 0.26 2.14 3.50 15.17  24.86 

250 9.961 1.404 0.559 0.402 2.51 3.49 17.82  24.78 

300 14.078 1.991 0.667 0.572 2.99 3.48 21.11  24.61 

350 18.85 2.681 0.824 0.868 3.25 3.09 22.88  21.72 

400 24.55 3.513 1.032 1.33 3.40 2.64 23.79  18.46 

450 30.907 4.406 1.278 1.914 3.45 2.30 24.18  16.15 

500 37.941 5.416 1.595 3.123 3.40 1.73 23.79  12.15 

時間單位：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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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演算法 A+的平行加速函數曲面 

 

 
圖 9  演算法 B+的平行加速函數曲面 

 
(二) 開啟超執行緒 

本節主要討論的是開啟超執行緒的情況，實驗分別以同時執行 1, 2, 4, 8 個（超）執

行緒，測試其執行效率。根據前述還原圖的數據，所建議的演算法 A+、B+以及常用的

Kinter 法有最好的還原效果。此處要比較平行演算 AP
+、BP

+以及 KP
+在 512x512 測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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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速度效能，其部份數據結果分別列在表 4、表 5 以及表 6。 

 
表 4  平行演算 AP

+的計算時間以及平行加速因子 

最高階數 A8
+ A4

+ A2
+ A1

+ S(A8
+) S(A4

+) S(A2
+) 

100 0.111  0.156 0.250 0.242 2.19  1.55  0.97  

200 0.325  0.468 0.578 0.910 2.80  1.94  1.57  

300 0.619  0.920 1.030 1.991 3.21  2.16  1.93  

400 1.031  1.592 1.716 3.513 3.41  2.21  2.05  

500 1.575  2.294 2.637 5.416 3.44  2.36  2.05  
時間單位：秒 

 
表 5  平行演算 BP

+的計算時間以及平行加速因子 

最高階數 B8
+ B4

+ B2
+ A1

+ S(B8
+) S(B4

+) S(B2
+) 

100 0.068  0.074  0.127 0.242 3.54  3.28  1.91  

200 0.266  0.278  0.471 0.910 3.42  3.27  1.93  

300 0.923  0.631  1.047 1.991 2.16  3.16  1.90  

400 2.367  1.491  1.911 3.513 1.48  2.36  1.84  

500 5.284  3.313  3.052 5.416 1.03  1.63  1.77  
時間單位：秒 

 
表 6  平行演算 KP

+的計算時間以及平行加速因子 

最高階數 K8
+ K4

+ K2
+ K1

+ S(K8
+) S(K4

+) S(K2
+) 

100 0.128  0.162  0.235 0.366 2.86  2.26  1.56  

200 0.392  0.513  0.759 1.371 3.50  2.67  1.81  

300 0.789  1.038  1.518 2.888 3.66  2.78  1.90  

400 1.424  1.690  2.574 4.926 3.46  2.91  1.91  

500 2.701  3.074  4.410 8.182 3.03  2.66  1.86  
時間單位：秒 

 
    比較開啟超執行緒同步化平行演算 A8

+以及關閉超執行緒 A4
+如表 3，兩者的數據雖

有差異，但是在最高階數 400、500 時，幾乎相同，說明開啟超執行緒執行所有超執行

緒，並沒比關閉超執行緒執行所有執行緒有較佳的執行速度；在中低階數時，才有較佳

的效果。同樣是 A4
+，在開啟超執行緒功能，執行效能反而變差。 

  另外，比較開啟超執行緒 B4
+以及關閉超執行緒 B4

+如表 3，兩者的數據相近，然而

關閉超執行緒的數據還是比較好。有無開啟超執行緒，對於 reduction 法平行計算，影響

的程度不似在同步化平行演算那麼巨大。然而，當 P>4 時，特別是 B8
+，平行化效能很

差，reduction 法所需的巨量記憶體，影響計算資料存取的時間，成為平行計算的瓶頸。

囿於硬體限制，reduction 法只適用於使用少量的執行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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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相同是同步化平行演算的 AP
+以及 KP

+的實驗速度數據，AP
+明顯勝出。平行加

速因子 S(K8
+)在最高階數 500 雖然還有 3.03 的水準，明顯低於 S(A8

+)的 3.44，也低於 S(K8
+)

在最高階數 400 的 3.46。 

 

伍、結論 
    對於低階或中階的 Zernike 矩平行計算（最高階數介於 10 與 300 之間），並且只用

少量的執行緒時，使用演算 B+，即採用 reduction 法，是不錯的選擇；此時在關掉超執

行緒、執行四個執行緒的平行加速因子都大於等於 3.41。不似同步化平行，在中低階

Zernike 矩的平行計算，同步化在此情形的影響較大。 
    對於高階 Zernike 矩的平行計算（最高階數介於 350 與 500 之間），建議採用同步化

平行演算法 A+，在 512×512 的像素大小灰階圖，計算至所有階數小於等於 500 的 Zernike
矩，在關掉超執行緒功能，採用四個執行緒，僅僅需時 1.595 秒，而開啟超執行緒功能，

八個執行緒全用，需時 1.575 秒；而這個區間，在關掉超執行緒、執行四個執行緒的平

行加速因子是介於 3.25 與 3.45 之間。在高階 Zernike 矩的平行計算，同步化的影響相對

較小，反而 reduction 法所需的記憶體很大，會因硬體的限制，影響計算資料存取的時間，

成為平行計算的瓶頸，而拖慢計算效能。 
    另外，採用演算法 A+使用四個執行緒，以 512x512 大小的'Lena'灰階圖為例，在最

高階 500 時，所得的 NMSE 是 0.001273；而一般常用的 q-recursive 法則是 0.001860。我

們所建議的演算法，不僅是在速度上，甚至在重組還原圖的表現，都是優於其他所比較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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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應用遙測影像與影像處理技術，分析熱帶性低氣壓與兩個颱風之間的

作用。由於熱帶性低氣壓位在颱風的週邊，此一乾燥浮動的環境，形成對流以造

成颱風的影響。其目的是瞭解及預判這種現象，以減少在路徑地區的影響。在獲

得瞭解熱帶性低氣壓與兩個颱風之間的作用之後，吾人將有能力改善氣象預報。

雙颱作用通常是單一情況，如完全沒入、部份沒入、完全環繞、部份環繞與彈開

等五類。本論文以熱帶性低氣壓位於娜克莉與海龍兩個颱風(2014)之間的實例，

分析熱帶性低氣壓與兩個颱風之間的作用，觀察到熱帶性低氣壓環繞娜克莉颱風

以及沒入海龍颱風同時期出現。通常雙颱作用發生於兩颱風相距 1,400 公里時，

然而娜克莉與海龍兩個颱風距離 2,050 ~ 3,150 公里，卻因熱帶性低氣壓出現在兩

者之間，產生了兩組熱帶性低氣壓與颱風的作用。結果顯示，兩個熱帶性低氣壓，

接續出現在兩個颱風間，因此產生環繞與沒入兩類作用。其中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環繞，造成娜克莉颱風減弱；另一個熱帶性低氣壓沒入，造成海龍颱風增強。熱

帶性低氣壓出現在雙颱之間，產生了兩組熱帶性低氣壓與颱風的作用，是一新的

現象。 

關鍵詞：衛星影像、雙颱作用、熱帶性低氣壓、環繞、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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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framework of using remote sensing imagery and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ropical depressions (TDs) and two typhoons. 
The TDs occurred in the remote environments of the typhoons. The convections are occurring 
in a buoyancy-driven, but wet environment, which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influencing 
typhoons. The purpose is to properly understand and predict this phenomen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ir influence on the regions where they pass by. Improvement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s among mid TDs and typhoons obtained and presented. They carry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forecast weather system. The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 among two 
typhoons usually has single situation as complete merge, partial merge, complete straining out, 
partial straining out, and elastic interaction.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physical responses 
of TDs on two typhoons Nakri and Halong (2014) which presented interactions included both 
straining out and mergence of the mid TDs. In general, the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 
happens when two typhoons are within a distance of 1,400 km. Though the typhoons Nakri 
and Halong were about 2,050 ~ 3,150 km apart, the mid TDs have acted on the typhoons, and 
could cause the depression-cyclone interaction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wo mid TDs 
occurred between typhoons Nakri and Halong in front and back,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straining out and complete merge, respectively. The straining out TD caused typhoon 
Nakri weaken and the completely merge of TD1 generated the strengthened power of typhoon 
Halong. The findings of the TDs effect on two typhoons represent a new aspect of the dual 
interactions between mid TDs and typhoons. 

Keywords: satellite image,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 tropical depression, straining out, 
complete m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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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The impacts of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global warming on the occurrence of tropical 

storms, including its distribution and variation, ar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1]-[2]. When two tropical cyclones (TCs) come close nearby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yclones generally less than 1,400 km), they will affect each other and causing 
the rotation, so called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 The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 is also 
known as the ‘‘Fujiwhara effect’’ in honor of the pioneering work of Fujiwhara [3], who 
performed a series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airs of vortices in a 
water tank. There are several types of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s such as complete merge 
(CM), partial merge (PM), complete straining out (CSO), partial straining out (PSO), and 
elastic interaction (EI) [4]. Recently, the interaction with different core vortex and sizes 
studied for understanding the non-divergent barotropic model [5].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e 
five types of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s either weaken or strengthen did not explain. Hence, 
more study of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s needed for interpreting and figure out the result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id TDs and TCs are a variety of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s. 
Studying the variety of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s is useful for weather forecasting. For 
example, in previous research, in the North Pacific area, the mid TS Bopha located between 
two typhoons of Saomai and Wukong had presented an unusual movement in the western. 
With the use of the piecewise potential vorticity (PV) inversion, this work had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TS Bopha moved southward due to the circulation associated with typhoon Saomai, 
the flow field associated TS Bopha steered typhoon Soamai, and typhoon Wukong affected 
the motion of TS Bopha [6]. In recent, when mid TDs appeared between two cyclones, 
Typhoons Tembin and Bolaven, the TCs were still located far from each other. Due to the TDs 
were smaller and lower than the TCs, the upward convection between TCs and TDs happened 
in addition to attraction. The individual interactions among mid TD and TC, 
depression-cyclone interactions, caused the in-directive cyclone-to-cyclone interaction a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typhoons was more than 1,500 km [7]. Hence, more variety of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s are needed for observe and quantify, the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s have better interpreted.  

In this paper we have presented a case study happened in the Pacific region east to 
Taiwan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variety of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 It is our 
interpretation that Typhoons Nakri and Halong is an example of a variety of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 On July 19 (2014), a TD (named typhoon Nakri lately) was formed in southeast of 
Guam. It slowly moved in a northwest direction over the next few days. On July 26, it started 
to move in a northward direction. On July 29, typhoon Nakri was straining out by a TD 
continued to intensify and the movement of typhoon Nakri changed to northeast direction. 
Due to the straining out effects, typhoon Nakri became to a tropical storm on July 31. After 
August 1, typhoon Nakri kept the northeast direction and decreased to a TD. 

A TD developed near Chuuk on July 27. On July 29, the TD upgraded to tropical storm 
(named typhoon Halong). On July 30, typhoon Halong developed to a severe tropical storm 
and increased its intensification. On August 1, typhoon Halong started with rapid deepening. 
On August 2, typhoon Halong developed a clearer eye, and then it intensified. On August 3, 
due to excellent equatorial outflow and developed depressions, it rapidly intensified into a 
super typhoon. On August 4, typhoon Halong went with an eyewall replacement cycle and it 
weakened consequently.  

From July 29 to August 03,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typhoons was more than 2,000 
km, which is not supposed to be an ideal baseline distance, by most of the meteorologist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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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 However, our results showed typhoon Nakri and Halong 
had interactions along the tracks of two typhoons. Hence, it is important to define or clearly 
recognize and locate two typhoons in this period of July 29 to August 03, especially, o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yphoon development. Due to the mid TD between these two typhoons 
existed in this period, the varieties of the two developing typhoons and the mid TD should be 
studied in this research.  

The satellite data that provide cloud images used to analyze the cloud structure and the 
dynamics of typhoons [8]-[13]. Objective measures of tropical cyclone structure and intensity 
change obtained from remotely sensed infrared image data [8]. The tropical cyclone intensity 
estimated from infrared image data [9].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yphoon Gladys (1994)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aiwan terrain using the GFDL hurricane model were proposed [10]. The 
image enhancement of typhoon cloud image and the reducing speckle with genetic algorithm 
presented in stationary wavelet domain [11]. Valid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ltimetry- derived 
upper ocean thermal structure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Ocean applied for 
typhoon-intensity forecast [12]. Typhoon Long Wang intensity changes over the ocean 
analyzed via satellite data and the changes in high level cirrus pattern seemed to have a 
connection to typhoon intensity [13]. The typhoon features studied and analysis of various 
typhoon image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n recent, an objective technique developed for 
automatic determination of center of the TC using satellite generated IR images. Observations 
were took at 30 minute interval in three channels: visible channel (0.55–0.75um), water vapor 
absorption channel (5.6–7.2 um), and thermal infrared window channel (10.5–12.5 um). The 
basis of the technique was to determine the point around which the fluxes of the gradient 
vectors of brightness temperature (BT) are converging [14]. Since the ice-clouds or 
ice-covered surfaces on cloud was observed by using the shortwave infrared (SIR) channels 
[15]-[20], and based on cloud effective temperatures and optical depths with 3.7 [15] or 3.8 
[19] um detectors, they utilized a variety of empirical methods to crudely characterize the 
cloud vertical structure [19]. 

We also apply SIR channel with 3.7 um to detect the cloud images of typhoon to observe 
the cloud surfaces in depth. Due to the higher/larger typhoons and the lower/smaller TDs 
come close to each other, thus the up convection happens between typhoon and TD and the 
depression-cyclone interactions occur. Therefore, except for the better visualization of the 
height changes among typhoon and TD, the imag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IRT) was 
employed t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satellite images. In contrast to the method of the 
fluxes of the gradient vectors of BT to fix the center position of TC [14], the satellite cloud 
image sliced in a vertical plane taking the line profile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loud top 
temperature in this paper. The wreathed eye, the eye size, the central dense cloud region and 
the screwy cloud band was depicted the funnel shapes of the typhoon eyes. Four parameters, 
including distances, height-difference, rotation, and size among two typhoons and TDs, have 
been used to expound tropical depression-cyclone interaction. Finally, cloud images of 
typhoons, tracks of typhoons, 3-D profiles of typhoons, centers of typhoons, and time series 
of interactions applied for present analysis. The depression-cyclone interaction could be 
observed and quantified,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weather prediction models and forecasts. 

 

II. IMAG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AND 
METHODOLOGY 
A multi-functional transport satellite (MTSAT) ground station [21] based on a 1.8 m 

reflector antenna, a down convertor, a 1691 MHz receiver and the integrated displa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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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iDAP) system [22] was build-up in the satellite laboratory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008. The satellite cloud images obtain in the 
laboratory. 3-D profiles of typhoons constructed using IRT from MTSAT cloud image data. 
The SIR channel with 3.7 um applied to detect the satellite cloud images of typhoon to 
observe the cloud surfaces in depth at first. Satellite cloud image sliced in a vertical plane 
taking the line profile. The line profile represented with cloud top temperature by toggling 
profile mode of integrated display and processing (iDAP) system. When the toggle profile 
mode chosen, we click a point on the image to set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line and then 
determine the stop point. The distance, bearing and profile window is obtained. The window 
is a floating display. That is, it can be moved anywhere on the screen, the distance (horizontal 
axis) and temperature (vertical axis)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Display and Read-out screen. 
This is a segmentation of the satellite cloud image sliced in a vertical plane. After slicing the 
cloud image in sequence, a series of vertical surfaces produced for rendering the volume as 
shown in Fig. 1. The mesh-amplitude model used to produce the structure of sliced plane from 
a satellite image and the 3D cloud images. Meanwhile, Fig. 1 presents the height variations 
under the conversion of the temperature. 

For a rectangular coordinate (x, y, h), the projective cloud image is located on the x-y 
plane, and the height of typhoon is presented along the h-axis. The procedures described as 
follows: When typhoon occurs above ocean, the ocean surface temperatures taken as the 
reference and then the height difference detected. Cloud top temperature versus height 
conversion is 0.650C reducing per each 100m height (the average adiabatic lapse ratio). 25× 
25( m n ) mesh coordinate was shown in the mesh-amplitude model. The line profile with 
cloud top temperature sliced from the satellite cloud image data. The 3-D profiles of typhoons 
reconstructed by the nineteen (k) line profiles. Read the heights of typhoons, heights of the 
TD1 and TD, and funnel depth of these typhoons. Recording the distances between the 
typhoons and the depressions and the view of 3-D profile are shown in Fig. 2. 

 

 
Figure.1  Mesh-amplitude model applied for 3-D profile of typh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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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2  3-D profile of typhoon. 

 
 
III. SATELLITE CLOUD IMAGES OF TYPHOONS 

NAKRI AND HALONG 
The 3-D profiles of typhoons were implemented for investigating the in depth 

distribution of the cloud top from a surface cloud image. The main parameters which have 
been analyzed in this research work are distance, height, rotation, and sizes of the mid TDs 
and the two typhoons. Fig. 3(a) to (l) show the twelve-time cloud images of typhoons Nakri 
and Halong taken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included (a) on T1 = 00:32, Jul. 29, (b) on T2 = 
08:32, Jul. 29, (c) on T3 = 16:32, Jul. 29, (d) on T4 = 00:32, Jul. 30, (e) on T5 = 08:32, Jul. 30, 
(f) on T6 = 16:32, Jul. 30, (g) on T7 = 16:32, Jul. 31, (h) on T8 = 00:32, Aug. 01, (i) on T9 = 
08:32, Aug. 01, (j) on T10 = 16:32, Aug. 01, (k) on T11 = 00:32, Aug. 02, and (l) on T12 = 
08:32, Aug. 02.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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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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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k)                                 (l) 
Figure.3  Twelve cloud images of typhoons Nakri and Halong. (a) on T1, (b) on T2 = T1 + 8hr, (c) 

on T3 = T2 + 8hr, (d) on T4 = T3 + 8hr, (e) on T5 = T4 + 8hr, (f) on T6 = T5 + 8hr, (g) on T7 
= T6 + 8hr, (h) on T8 = T7 + 8hr, (i) on T9 = T8 + 0hr, (j) on T10 = T9 + 8hr, (k) on T11 = T10 
+ 8hr, (l) on T12 = T11 + 8hr . 

 
For display the relation among typhoon Nakri and the TD clearly, six-time cloud images 

of T1 ~ T6 with eight hours interval are presented in front. Then three-time cloud images of T8 

~ T10 with eight hours interval are presented back for display the relation among typhoon 
Halong and the TD1. The three day-time cloud images of T7, T11 and T12 are also presented. In 
Fig. 3(a), it is evident that the TD appeared between typhoon Nakri and Halong in T1, while 
the straining out of TD was started in T2 and expressed in Fig. 3(b). Therefore, the TD was 
straining out typhoon Nakri in the period of T3 ~ T4 shown in Fig. 3(c) and (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yphoon Nakri and the TD could be found by inspecting convection between them in 
the period of T5 ~ T7 shown in Fig. 3(e) to (g). In Fig. 3(h), the other tropical depression (TD1) 
appeared near typhoon Halong in T8. During the period of T8 ~ T10, shown in Fig. 3(h), (i) and 
(j), TD1 moved to typhoon Halong, interacted and merged together and formed a stronger 
typhoon in T10. This newly formed typhoon provided clear eyes in typhoon Halong shown in 
Fig. 3(k) and (l). The tracks of typhoon Nakri and Halong were plotted in Fig. 4. Typhoon 
Nakri moved toward north while the typhoon Halong moved towards west within T1 ~ T6.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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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d in T1 and strained out typhoon Nakri in T3. The direction of the movement of TD 
changed counterclockwise to the northwest after interacting with typhoon Nakri within T4 ~ 
T7.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movement of TD1 was changed to northeast and 
merged to typhoon Halong within T8 ~ T10. Thus the two sets of depression-cyclone 
interactions can be observed. 

 

 

Figure4.  Tracks of typhoons Nakri and Halong in the period of Jul. 29 ~ Aug. 03. 
 

The distances between the centers of typhoons Nakri and Halong, Halongn and TD, 
Nakri and TD, Halongn and TD1 were presented in Fig. 5. Moreover, the heights of the shell 
tops of typhoons Nakri, Halong, TD, and TD1 were presented in Fig. 6, respectively. In Fig. 5, 
the distances between typhoons Nakri and Halong were within 2,050 ~ 3,150 km. However, it 
is known that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 would not occur if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cyclones is more than 1,400 km. Consider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TD, typhoon Nakri and TD 
located about 700 ~ 1,200 km apart at T4 – T7, and Halong and TD1 came close about 300 ~ 
400 km apart at T8 – T10. Obviously, two individual depression-cyclone interactions happened 
in these two periods of interaction. 

The heights of typhoon Nakri were about 11.9 ~ 17.0 km in the periods of T1 – T12 while 
the height of typhoon Nakri was about 17.0 km at T1, and then decreased down step by step to 
11.9 km at T12. The height of TD was also decreased from 13.5 to 6.4 km in the periods of 
T1 – T7. Since the straining out happen among typhoon Nakri and TD, the straining out caused 
typhoon Nakri and TD weaken. The height of typhoon Halong was about 14.2 ~ 14.4 km in 
the periods of T1 – T12 and the height of TD1 was started about 12.8 km at T8. TD1 was rose up 
in the period of T8 and T4. Finally, the attraction between typhoon Halong and TD1 could be 
also seen, and TD1 was merged into Halong at the end. The completely merge of TD1 
generated the strengthened power of typhoon Halong consequ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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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5  Time series of distances among typhoons Nakri, Halong and TDs in T1 ~ T12. 

 

 
Figure.6  Time series of heights among typhoons Nakri, Halong and TDs in T1 ~ T12. 

 
Typhoon ey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in the forecast and analysis of typhoon. 

When typhoon reached to certain strength, there will be an eye appeared at the center. As the 
strength of the typhoon getting stronger, the eye tends to shrink in size and also becomes 
clearer. In Fig. 7, the eye profiles of typhoon Halong were presented by the toggling profile 
mode in the period of T10 ~ T12. The eye profiles included eyes and the eye-wall observed, 
named the funnel effects (Liu et al., 2015), implying that typhoon Halong became to a 
stronger cyclone with the heights of 3.0 (T10), 9.0 (T11) and 12.0 (T12) km and widths of 100 
(T10), 50 (T11) and 35 (T12) km respectively. Reference the pressures in the centers of typhoon 
Halong, the pressures 990 (T10), 960 (T11) and 920 (T12) hPa of typhoon were presented in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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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t is found that the typhoons became to be stronger as the pressures decrease. Fig. 9 shows 
the top-view of the center of the typhoon Halong in T12, which are similar to the land-form 
feature of the topographic map where the eye is expressed at the center (dark blue) and the 
eye-wall is presented with the decrement contours (gray blue). The color bars display the 
height of the cloud-top in km scale. The eye-wall (funnel shape) with 12 km depth is figured 
out. 

 

 
Figure.7  Eye-wall profiles of typhoon Halong in T10 ~ T12. 

 

 
Figure.8  Eye-wall depths of typhoon Halong in T10 ~ 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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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9  The top-view of the center of the typhoon Halong in T12. 

 
The gradients of the brightness temperatures sank into the center of the cloud image were 

shown in the Fig. 2 (a), (b) and (c) of the previous works [8]-[9], and the variances of the 
distributions related to the wind speeds which proved the funnel effects. Inspecting the results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 work (Fig. 3h, Fig. 4h, and Fig. 5h) [11], when the eye and eye-wall 
convection were kept well, they can provide accurate information of track and intensity of the 
typhoon. The cloud images presented the wreathed eye, the eye size, the central dense cloud 
region and the screwy cloud band had been depicted the funnel shapes of the typhoon eyes. In 
the recent work [14], an objective technique presented to fix the center position of TC in the 
satellite generated infrared images. The basis of the technique was to determine the point 
around which the fluxes of the gradient vectors of brightness temperature (BT) were 
converging. The variance values of BT at central region (101×101) of cyclone image (c) was 
shown in Fig. 2 (b) looks like a funnel. 

 
 

IV. SUMMARY AND CONCLUSION 
In summary, an individual depression-cyclone interaction happened at the distances of 

700 ~ 1,200 km between typhoon Nakri and the smaller TD with height-difference of 4.5 ~ 
8.2 km and with counterclockwise rotation. The other interaction occurred at distance of 300 
~ 400 km between typhoon Halong and the TD1 with height-difference of 1 ~ 3 km and with 
counterclockwise rotation. The variety of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 possibly occur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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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sets of depression-cyclone interactions. Therefore, typhoon Nakri in-directively 
interacts with typhoon Halong. Meanwhile, the influence of the mid TDs on the two typhoons 
i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depict the interaction of two typhoons even apart more than 
1,400 km distance. 

To produce a mesh-amplitude model, the line profiles with cloud top temperature sliced 
from the satellite cloud image data were constructed. After slicing the cloud image in 
sequence, a series of the vertical surfaces for volume were rendered as shown in Fig. 1. The 
3-D profile of typhoon was developed by using the mesh-amplitude model when the samples 
and tracks were determined in Fig. 2. Next, sample twelve-time cloud images of typhoons 
Nakri and Halong (2014) were depicted in Fig. 3(a) to (l) for analysis. The tracks of typhoons 
Nakri, Halong, TD, and TD1 were plotted in Fig. 4. The distances of typhoons Nakri-Halong, 
Nakri-TD, Halong-TD, and Halong-TD1 were shown in Fig. 5, the heights of typhoons Nakri, 
Halong, TD, and TD1 were presented in Fig. 6, and the funnel depths and widths of eye-wall 
profiles of typhoon Halong were listed in Fig. 7. The Fig. 8 presented the pressure and funnel 
depth in the center of typhoon Halong. Fig. 9 shows the top-view of the center of typhoon 
Halong. 

The four parameter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in the present work, including distance, 
height-difference, rotation and size, can be very good indicator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pression-cyclone interactions. The 3-D profile of imag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clarified 
the behaviors of TD straining out and TD1 merges. Though the typhoons Nakri and Halong 
were apart about 2,050 ~ 3,150 km apart, the mid TDs have impacted on the typhoons, and 
could cause the depression-cyclone interaction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wo TDs 
occurred between typhoons Nakri and Halong in front and back,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straining out and completely merge between two typhoons and the TDs, respectively. 
The straining out TD caused typhoon Nakri weaken and the completely merge of TD1 
generated the strengthened power of typhoon Halong. It is found as the strength of the 
typhoon getting stronger, the eye tends to shrink in size and also becomes clearer. The 
findings of the TD effects on two typhoons represent a new aspe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D and typhoons. The variety of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 could happen when the mid TD 
located within two cyclones and the two cyclones are with the distance more than 1,400 km. 
The funnel effect presented in the center of typhoon can be expressed by the strength of the 
typhoons. Therefore, in future, if more variety of cyclone-cyclone interactions are observed 
and quant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unnel effect and typhoon intensity may be even 
better interpr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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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一種適用於4G手機的共平面天線。此天線是在介電常數εr = 4.4、

板材厚度為0.8 mm的玻璃纖維基板(FR4)上進行設計，天線結構是由一個倒Г型微

帶線來耦合不同長度的微帶線分支所組成，採用分支接地與接地面開槽結構方式

來擴展頻寬。天線量測結果顯示在S11小於-6 dB時，可以實現697-1127 MHz和

1292-2661 MHz兩個超寬頻的工作頻段，產生的三個工作頻率分別為792 MHz、

1678 MHz和2229 MHz。在這項研究中，共平面天線的工作頻段覆蓋了低頻段的

LTE700 / GSM850／900和高頻段的DCS1800和PCS1900 / UMTS2100 / LTE2300 / 

2500，對所設計的天線進行製作實測，驗證了設計的可靠性。使用3D電磁模擬軟

體對此天線的頻率響應、增益、輻射效率與電流分佈特性進行模擬，模擬結果和

實測結果非常一致。此研究明確呈現出該天線設計可以滿足4G手機工作需求。 

 

關鍵詞：共平面天線、寬頻天線、接地面開槽、4G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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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planar antenna for 4G mobile phone is proposed. The antenna was designed on a 

fiber glass substrate (FR4) with dielectric constant εr = 4.4 and thickness is 0.8 mm. The 

presented antenna is coupled with different length of microstrip branch line by an inverted-Г 

shaped microstrip line. Coplanar structure and branches connected to ground and slotted 

ground structure to extend the bandwidth. Two wide operating bandwidths of 697-1127 MHz 

and 1292-2661 MHz can be achieved by these radiating strips, which provide three resonant 

modes at 792, 1678 and 2229 MHz when the S11 is less than -6 dB. In this study, the planar 

antenna covering the LTE700/GSM850/900 and DCS1800/PCS1900/UMTS2100/LTE2300/ 

2500, making measured on the design of the antenna, to verify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designed 

antenna. The frequency response, gain, radiation efficiency and current distribution of the 

designed antenna were simulated with 3D Electromagnetic software, and the simulated and 

measured results of this antenna are in good agreement.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proposed 

antenna can satisfy the 4G mobile phone demand. 

 
Keywords: coplanar antenna, wideband antenna, ground plane slotted structure, 4G mobile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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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伴隨無線通訊系統快速發展，可擕式手持設備（如行動電話）被廣泛應用，並且越

來越受到關注。隨著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的大規模鋪設和不斷發展改進的LTE移動終

端，預計2018年LTE將覆蓋全球60%的人口，智慧型手機用戶數約將達到45億； 4G 時

代正全面加速到來[1, 2]。同時現有的2G, 3G 和4G 通信技術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

並存，需要滿足LTE700/2300/2500的工作頻段，同時還要覆蓋到GSM850/900/1800/1900
和UMTS2100等2G（GSM）、3G（UMTS、CDMA）頻段。因此，手機不僅要求高品質

的相容性，同時要求工作在多頻段上。智慧型手機的快速發展使得手機功能在消費者的

需求呈現出多樣化的功能，新功能的實現必將加入新的功能器件，這樣天線在手機整體

可利用區域將更小。因此，手機天線不僅要工作在多個頻段，同時兼具更小的外觀尺寸

[3-5]。 
許多國內外學者在內置手機天線多頻段和小型化上做了大量研究，包括匹配網路方

式[6-11]，分散式元件結構方式[12] ，使用電容耦合饋電方式[9, 10, 18-20]與對接地面開

槽結構的方式[9-11, 18-21]。相關文獻舉例說明，在參考文獻[7]中，天線使用匹配網路

方 式 來 進 行 設 計 ， 在 一 個 面 積 為 10 × 60 mm2 的 單 極 印 刷 天 線 來 實 現

GSM850/900/DCS1800和PCS1900/UMTS2100頻段。文獻[13]中，在一個尺寸為15×35×3 
mm3 平面倒F天線（PIFA天線）載入電容耦合的方式來實現多頻段LTE的手機內置天線。

文獻[14]中，用一種印刷式耦合饋電設計方式，是在一塊無接地面的15mm×45mm電路板

上 利 用 微 帶 線 和 耦 合 帶 來 實 現 GSM850/900/DCS1800 和

PCS1900/UMTS2100/LTE2300/2500天線。文獻[18]中，通過對地開槽結構的技術也是目

前常使用的設計方法，天線通過折彎的環形回路來實現GSM850/900/DCS1800 和

PCS1900的覆蓋，天線體積只有5.5×6×60mm³。為了提高工作頻段的頻寬，特別是對於

低頻部分，在天線和接地部分連接的地方開一個直線的單極槽。 
    本文提出了一種共平面手機天線設計。該天線結構採用與接地面共面結構[21]，能

夠節約空間，易於實現手機的小型化，通過分支接地與接地面開槽結構來擴展頻寬，從

而實現寬頻特性。通過改變各微帶線的尺寸能有效控制相應頻段。設計的天線工作頻段

為697-1127 MHz和1292-2661 MHz， 同時覆蓋了以下頻段: LTE700( 698-787 MHz ) 、

GSM850( 824-894 MHz )/900( 880-960 MHz ) 、 DCS1800( 1710-1880 MHz) 、

PCS1900( 1850-1990 MHz ) 、UMTS2100(1920-2170 MHz) 、LTE1900( 1880-1920MHz ) 
/2300( 2300- 2400 MHz )/2500( 2500-2620 MHz) ，完全可以符合第四代移動通訊技術的

工作頻段需求。 

 

貳、天線結構與設計 

    本文提出的共平面結構的4G手機天線結構如圖1所示。採用厚度為0.8 mm，介電常

數為4.4 (損耗角正切為0.02)的FR4介質材料作基板。天線被設計於頂部邊緣，尺寸為50 

mm × 13.5mm，包含接地面所呈現出的整體結構尺寸為112 mm × 50 mm。天線的饋入方

式是使用50Ω同軸饋線來激發天線，如圖1所示，A點為饋電點，B點為接地點。為滿足

LTE700/2300/2500的工作頻段，同時還要覆蓋到GSM850/900/1800/1900和UMTS21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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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段，需要採用微帶線多節支分支方式設計多個諧振頻率。微帶線分支的彎折形狀與彎

折方向是用於設計天線所需的高、低頻率和調整頻段的阻抗匹配。因此，此天線採用一

個倒Г型微帶線來耦合不同長度的微帶線分支，將天線參數L2，S1，S3和S5進行模擬分析，

S11特性曲線如圖2~圖5所示。由圖2可分析出當Г型微帶線和耦合帶之間的耦合間隙(S3)

寬度為0.4 mm時，這是有助於獲得寬頻的激發諧振方式，特別是對於較低的頻段。圖3

為分析接地面開槽時天線的S11特性，開槽的長度可用來做阻抗匹配與調整低頻段的頻率

點，當開槽長度(S1)為30 mm時，高、低頻段可獲得寬頻特性。圖4與圖5中天線參數L2

與S5的功用為阻抗匹配微調，使其優化天線高、低頻段的整體特性。當L2長度為2.7 mm

與S5開槽寬度為0.5 mm時，可獲得寬頻特性。 
本文提出的共平面手機天線採用50Ω同軸線饋入方式，使用高頻結構模擬軟體（High 

Frequency Structure Simulator ,簡稱HFSS）[22]進行優化，模擬與分析所設計之共平面手

機的電磁特性，包含S11特性、天線輻射場型、3D輻射場型圖與電流分佈的結果。天線

尺寸經優化後，可得整體結構尺寸參數如下： W1 = 19.5 mm，W2 = 29 mm，W3 = 3.0 
mm，W4 = 6.0 mm，W5 =1.0 mm，W6 = 3.5 mm，W7 = 1.5 mm, W8 = 1.0 mm, , W9 = 4.5 mm, 
W10 =2.9 mm，W =50 mm, L = 98.5 mm，L1 = 13.5 mm，L2 = 2.7 mm，S1 = 30 mm， S2 = 
1.5 mm，S3 = 0.4 mm，S4 = 1.0 mm，S5 =0.5 mm，S6 = 0.8 mm。天線實體結構圖，如圖

6所示。 

 

圖1  共平面天線結構尺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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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尺寸參數S3對天線特性影響 

 
 
 

 
 

圖3  尺寸參數S1對天線特性影響 



應用於4G通訊之共平面結構手機天線設計 
曾炳豪1  尹紹立2  朱浩奎3  劉智群4 
                                                                                           

46 

 

 
圖4  尺寸參數L2對天線特性影響 

 
 
 

 

 
圖5  尺寸參數S5對天線特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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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天線實體結構圖 

 

 

參、量測結果與分析 

使用向量網絡分析儀(Agilent E5071C)對天線進行量測。圖7為天線在向量網絡分析

儀上的測試結果，量測結果顯示在S11小於-6 dB時，可以實現697-1127 MHz和1292-2661 
MHz兩個超寬頻的工作頻段，產生的三個工作頻率分別為792 MHz、1678 MHz和2229 
MHz。工作頻段覆蓋了低頻段的LTE700 / GSM850／900和高頻段的DCS1800和PCS1900 
/ UMTS2100 / LTE2300 / 2500，對所設計的天線進行製作實測，驗證了設計的可靠性。 

將天線實際量測結果與模擬結果進行比對分析，模擬結果和實測結果有很好的一致

性。為了能更進一步清楚天線的電磁特性，運用電磁模擬軟體中電流分佈強弱的結果，

來分析所設計的共平面天線其能量輻射的特性及阻抗匹配情況。圖8顯示天線在頻率792 
MHz、1678 MHz和2229 MHz時的電流分佈。圖8(a)為此天線的第一諧振頻率792 MHz，

電流集中在頂部左右節支呈現明顯的電流能量分佈，接地面長型槽孔邊緣也呈現明顯的

能量分佈（紅色分佈），有較強的耦合現象。圖8(b)中的電流分佈清楚的描述在諧振頻

率為1678 MHz時，較明顯的電磁特性主要發生在頂部右邊節支呈現明顯的電流能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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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紅色分佈）。圖8(c)中，在2229 MHz時，可觀察出電流很明顯地集中在Г型微帶線

結構，呈現出明顯的電流能量分佈（紅色分佈）。上述電流分佈很明顯地反映出Г型微

帶線和耦合帶之間的關係，當耦合間隙(S3)寬度為0.4 mm時，這是有助於獲得寬頻的諧

振方式，特別是對於較低的頻段。 
對於輻射場型的分析，在微波無反射室內量測天線的輻射場型。圖9所呈現的是諧

振頻率分別為792 MHz、1678 MHz和2229 MHz的x-y剖面、x-z剖面與y-z剖面的輻射場

型圖。在低頻部份，頻率為792 MHz時，輻射場型圖在x-z平面呈現出幾乎為全向性並在

y-z平面與x-y剖面顯示出為方向性。在高頻部份，輻射場型在三個剖面(x-y, x-z, y-z)皆呈

現出方向性的場型特徵。實測結果皆表現出良好的輻射特性。運用電磁模擬軟體分別對

792 MHz、1678 MHz和2229 MHz三個頻率點進行輻射場型模擬，所呈現的3D輻射場型

如圖10所示。在天線增益與輻射效率實際量測部分，低頻段LTE700 / GSM850／900的天

線增益振幅落在0.4-1.4 dBi內，輻射效率最大可達到65.8% ，如圖11(a)所示。高頻段

DCS1800和PCS1900 / UMTS2100 / LTE2300 / 2500的增益振幅落在2.8-3.4 dBi內，輻射效

率最大可達到78.9% ，如圖11(b)所示。 

 

 

圖7  天線返回損耗(return loss)模擬與實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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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天線電流分佈圖: (a) 792 MHz; (b) 1678 MHz; (c) 2229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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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天線製作實際量測場型圖 (實線為Eφ, 虛線為E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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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92 MHz; (b) 1678 MHz; (c) 2229 MHz 

 

圖10  天線模擬3D輻射場型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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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11  天線增益與輻射效率 

 

 

肆、結論 

    本文在介電常數εr = 4.4、板材厚度為0.8 mm的玻璃纖維基板(FR4)上設計出了一款

適用於4G手機的共平面天線。由一個倒Г型微帶線來耦合不同長度的微帶線分支所組

成，採用分支接地與接地面開槽結構方式來擴展頻寬。可以實現697-1127 MHz和

1292-2661 MHz兩個超寬頻的工作頻段，頻段覆蓋了低頻段的LTE700 / GSM850／900和

高頻段的DCS1800和PCS1900 / UMTS2100 / LTE2300 / 2500。場型實測結果皆表現出良

好的輻射特性。低頻段部分天線增益為0.4-1.4 dBi，效率最大可達到65.8% ，高頻段部

分增益為2.8-3.4 dBi，輻射效率最大可達到78.9%。該天線能夠滿足智能手機終端天線需

求與4G無線通訊頻段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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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FastSLAM 為解決同時定位與建圖的有效方法，但由於地標數過多，容易造

成運算量過於龐大而導致系統發散。原始的快速同時定位及建圖收斂效果好，但

會因為地標數目增加所造成誤差的累積，而導致系統發散，本論文透過向量比對

機制，使得特徵變化較大的感測資訊被保留下來，減少與現有地標比對的機會，

且使得資料關聯的結果較為準確，最後更利用準確的地標更新機器人的位置以提

升定位精準度。為了驗證本論文所提出方法可以有效提升精確度以及降低運算量，

我們將利用傳統FastSLAM與本論文所提出之特徵提取型SLAM以不同地圖進行

模擬並比較其結果。此外，本論文也使用 FPGA 晶片將此改良型同時定位及建圖

方法實現於硬體電路以縮短運算時間，並增加其演算法之運用性。 

 

關鍵詞：同時定位及建圖、粒子濾波器、卡爾曼濾波器、特徵提取、場效可程式

邏輯閘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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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stSLAM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solve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However, when the number of landmarks increases, more comparisons of the current 
measurements with all the existing landmarks in particles will be compared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estimated location of the robot and landmark decreases because of incorrect data 
associ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nhanced architecture for 
FastSLAM called Feature Extracting SLAM (FESLAM), where current measurement is 
filtered to extract special measurement to avoid getting unnecessary and wrong landmarks. To 
further refine the robot pose, we use triangulation and set on maximum likelihood mapping 
framework.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e proposed approach has a better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better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than those obtained by the traditional SLAM algorithms. 
To further reduce the computation time, the improved SLAM algorithm is realized on FPGA 
circuit to verify the practicability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e 
execution efficiency of FESLAM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the full hardware design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Keywords: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 Particle Filter, Kalman Filter, 

Feature Extracting, F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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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技術發展與社會需求提高，未來將會有更多種類之機器人應用於室內環境中，

而機器人如何克服室內環境行走則是未來的一大課題，而室內服務性機器人如果要具有

導航行為之能力，必須具有認知、瞭解周遭環境、自主行動的能力，而基礎導航可以區

分為三大領域，包括: 地圖建置(map building) (Lou et al., 2008; Chen et al., 2012)、定位

(localization) (Rodríguez-Araújo et al., 2014; Paull et al., 2014)、路徑規劃(path planning) 
(Al-Mutib et al., 2011; Conkur et al., 2005)。首先路徑規劃是指用已建立的地圖環境依照

起訖位置，規劃出一條可行的路徑。地圖建置是指在未知的靜態環境中建立虛擬環境地

圖。定位則是指機器人藉由感測器與里程計所獲得感測資訊與地圖環境資料庫進行分析

比對，進而推算出機器人自身在整個地圖環境中的位置。 
然而，現實環境會隨著時間不斷變動，如此一來機器人先前建立的靜態環境地圖肯

定是不足於應付各種狀況，甚至可能因為實際環境的變異與事前量測的地圖資訊差異過

大，造成機器人無法感測出本身的實際位置。因此機器人在導航的過程中，必須能“即

時”建置地圖與自主定位，但考慮定位以及建圖為一體兩面的問題，在未知環境中建立

地圖需要可靠的機器人位置估測，而要得到機器人在環境中準確的位置，則必須要仰賴

正確之環境地圖，這使得機器人位置估測與地圖建立互為前提、彼此仰賴，為解決此問

題，即有同時定位與建圖(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SLAM) (Bailey et al., 
2006) 的技術產生，利用機器人在移動過程中重複觀測到之環境特徵，以及配置在機器

人上的感測器以及里程資訊，推算出機器人所在位置和環境地圖。 
SLAM 問題首次在 1995 年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obotics Research (ISRR) 研

討會中被提出，便受到熱烈廣泛地討論，因此許多學術團體以及業界紛紛投入研究 
(Leonard et al., 2000; Guivant et al., 2000; Williams et al., 2000)，並加以實現到各個領域，

像是建立三維的立體地圖，深海環境的建置，建立建築物內的平面圖，甚至於 3D 立體

圖。SLAM 的相關研究，大多利用機器人本身所搭載的感測器，藉由對外在環境進行量

測及描述的方式，來加以定位。然而感測器所量測到的資訊，往往伴隨著雜訊，造成量

測結果的不準確。因此，SLAM 問題 (Dissanayake et al., 2002) 的解決方法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由 Smith 及 Cheeseman 所提出，以擴展卡爾曼濾波器(Extended Kalman Filter, EKF) 
(Welch et al., 2001) 為基礎，所延伸出的 EKF-SLAM 演算法 (Smith et al., 1986)；另一種

由 Montemerlo 等人所提出，透過粒子濾波器(Particle Filter, PF)及擴展卡爾曼濾波器

(EKF)，將兩者相結合並實現的 FastSLAM 演算法 (Montemerlo et al., 2002; Murphy, 
1999)。 

擴展卡爾曼濾波器為遞迴的線性估計，假設機率模型為高斯分佈，也就是常態分佈，

透過結合上一時刻狀態的估計值以及當前狀態的觀測值，即可算出當前狀態的估計值，

因此 EKF-SLAM 將機器人當前狀態的里程計資訊以及透過感測器所量測到的環境資訊，

藉由預測以及更新兩個步驟，持續迭代進而完成定位和建圖。但是卡爾曼濾波器僅用於

解決線性的系統，因此在非線性系統環境下使用 EKF，但地標過多時 EKF 容易收斂緩

慢，甚至於發散。因此有許多研究紛紛朝向這方面去改良，Pedraza 等人 (Pedraza et al., 
2009) 利用曲率計算判別量測資訊以減少運算成本和增加定位準確度、Williams 等人 
(Williams et al., 2002; Dissanayake et al., 2002) 提出管理地圖的方法，將一些誤差大的地

標予以刪除，藉以提高估測機器人和地圖位置的精確度，而 Qu 等人 (Qu et al., 2012)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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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無跡卡爾曼濾波器(Unscented Kalman Filter, UKF)非線性系統模型取代擴展卡爾曼濾

波器，不需要計算 Jacobian 矩陣或 Hessians 矩陣，來達到在高度非線性系統下仍有良好

估測能力。雖然在眾多學者的改良 (Chatterjee, 2009; Chatterjee et al., 2007; Chatterjee et 
al., 2010) 之下，EKF-SLAM 仍有運算成本太大以及誤差對估測的影響過大等幾項缺點

難以改進。隨著地圖資訊的增加將使得共變異數矩陣的大小變得相當龐大，運算時間會

呈現指數成長，使運算量無法負荷 (Stentz et al., 2003; Dissanayake et al., 2000)。 
FastSLAM 則為另一種解決 SLAM 問題較為熱門的方法，它是以 Murphy 所提出的

RBPF (Rao-Blackwellised Particle Filter) (Murphy, 1999) 為基礎架構所演變而來，作法上

是將 SLAM 的問題分為定位與建圖兩個問題。定位部分利用粒子濾波器來達成，建圖部

分則是以 EKF 處理。與 EKF-SLAM 最大不同在於 FastSLAM 視地標皆為獨立存在，因

此每一個地標皆使用各自的 EKF 運算，避免因為地標數增加導致矩陣過於龐大進而造

成運算負擔。FastSLAM 最初版本為 FastSLAM1.0 (Montemerlo et al., 2002)，只用了最基

本的里程計資訊去估測機器人的位置，因此隨著里程計的誤差累積將使得估測準確度下

降，因此 FastSLAM2.0 (Montemerlo et al., 2003) 加進 EKF 更新的概念，將非線性的環

境資訊線性化，改良定位的精確度，因此在定位上比 FastSLAM1.0 更加準確。雖然

FastSLAM2.0 提升了準確度，但 FastSLAM2.0 仍然有個潛在的問題：運算成本。因為在

更新機器人位置時引入 EKF 運算，隨著環境資訊越來越龐大，需要運算的時間也隨之

增加。為解決該些問題，楊誠愷等人 (Yang et al., 2013) 透過雷射距離過濾離機器人太

遠的地標以達到在大地圖狀況下效能大幅度提升的效果。 
    綜合以上所述，本篇論文提出了一個改良式同時定位與建圖演算法，針對感測器的

部分資訊進行特徵判斷以減少關聯的計算，並透過相似性最大的三個環境資訊進行機器

人定位以提升速度，實驗最後更將以全硬體電路方式實現於 FPGA 晶片上，完成一個可

以實際應用的智慧型嵌入式系統，得以驗證其改良式同時定位與建圖演算法之實用性。 

 

貳、特徵提取型同時定位及建圖演算法 
雖然以 FastSLAM 為基礎的演算法已有相當良好的結果，但即便如此，以 FastSLAM

為基礎的改良型演算法仍有幾個重大缺點，尤其是隨著機器人搜索範圍逐漸增加，所儲

存的環境資訊隨之增加，因此在比對環境資訊以及感測器資訊時，比對時間大幅度提高，

將導致運算成本的提高。由於現實生活環境皆為非稀疏地標的環境，地標的數目增加非

常迅速，因此導致比對系統極為耗時而且精準度也不足以應付定位與建圖。為了解決執

行時間的問題，同時也保有精確度，因此本論文發展出一種特徵提取型同時定位及建圖

演算法 (FESLAM)，其方法描述如下： 

一、狀態預測 (Prediction)  

首先與 FastSLAM 1.0 相同，根據控制命令加以估測每個粒子 m 的狀態： 

1~ ( | , )m m m
t t t tx p x x u                              (1) 

其中 m
tx 和 1

m
tx  分別為當時刻和上一刻之機器人狀態， tu 為機器人的控制命令資訊。接著，

使用粒子 m 的位置與地標 k 產生數筆估測的量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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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ˆˆ ( , )m m m
t t k tz g x                                 (2) 

其中 g 為量測資訊模型， 代表地標位置。之後，計算量測資訊模型對地標狀態的偏微

分矩陣： 

, 1 , 1( , ) /
k

m m m m
t k t k tH g x     

                           (3) 

同時，計算量測資訊模型之於機器人狀態的偏微分矩陣： 

, 1( , ) /
t

m m m m
x t k t tH g x x   

                           (4) 

並利用量測資訊模型對地標狀態的偏微分矩陣計算創新共變異數矩陣： 

 
ˆ ˆ ˆ, , , 1 ,n n n

Tm m m m
t t k t tS H H R    

                         (5) 

其中，
, 1

m
k t 為粒子 m 之地標 k 的共變異數矩陣，R 為高斯雜訊。最後，利用以上資訊更

新粒子 m 之狀態： 

 
 

1 1 1
ˆ, , ,

1
ˆ, , , , 1

[ ( ) ( ) ]

ˆ( ) ( )

t t t t

t t t t

Tm m m m m
x t x n t x x t

Tm m m m m m m
x t x t x n t t t x t

H S H

u H S z z u

  




   

   
                  (6) 

其中，在起始時間會給予設定
,t

m
x tu 、

,t

m
x t 初始值： 

,0

,0

t

t

m
x t

m m
x t

P

u x

 


                                (7) 

藉由初始值以及預測步驟即可得到更新後的粒子狀態： 

 , ,~ ,
t t

m m m
t x t x tx N u 

                             (8) 

二、感測器資訊之特徵提取演算法 

有鑑於感測資訊數量龐大且彼此沒有關聯性，造成比對效率低落，也無法準確估測

地標位置，因此本論文透過特徵提取的方式，將環境中具有明顯特徵的地標提取出來進

行比對，解決比對效率低落的問題。 
我們透過當前感測資訊及機器人位置進行運算，即可偵測得到如圖 1(a)的綠色地標

位置。如欲獲得紅色感測資訊所對應的轉角特徵，可利用該感測資訊及其兩邊數筆感測

資訊所建立的地標，分別計算兩邊地標相對於欲判斷地標 P 的平均向量 R


與 L


，再藉由

內積計算得到兩平均向量之夾角 ，如果兩個平均向量的夾角越接近 90 度，則內積的

值越近似於 0，表示該紅色感測資訊所對應的地標為一轉角，因此可藉由設定一閥值以

判別某一地標是否為轉角地標，以大幅刪減不具轉角特徵資訊的地標，透過此方法即有

效地提取出具有轉角特徵的環境資訊，並建立如圖 1(b)綠色圓圈所示之轉角特徵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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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 1  轉角特徵提取演算法 

 
一般室內環境常具有弧形的物體，因此可以透過曲率計算，建立具有曲率特徵的地

標，使地圖建置更加完善。但曲率計算需使用三次微分，運算成本非常高昂，因此目前

有許多演算法利用一些簡化的方程式模擬曲率計算的表示法，達到近似的效果，例如：

B-Splines 曲線 (Suranthiran et al., 2003) 為包含 Bezier 曲線的通用數學表示法，除了有

Bezier 曲線的優點，同時也具備獨有的特性，例如局部控制的能力以及不改變曲線階數

下增加曲線的控制點等。Zhang 等人 (Zhang et al., 2000) 比較各種計算曲率的演算法，

並透過實驗去模擬各個曲率演算法之特性，在兩種尺度不同的情形下，均能獲得良好的

轉角、內凹、或是平滑曲線的地標特徵。但上述方法皆有運算量龐大的問題，因此本計

畫擬參考上述之轉角特徵提取方式，透過當前感測資訊及機器人位置進行運算，偵測得

到如圖 2(a)之綠色位置。如欲判斷其曲率特徵，可利用每個綠色位置 P 以及相鄰位置( rP ,

Pl )分別計算出向量 R


與 L

，並藉由內積計算得到兩向量之夾角 ，最後利用數筆夾角之

平均除以其中最大的夾角，即可以輕易計算出曲率大小 C，成功偵測出具有曲率特徵的

地標圖 2(b)。 

r(P P)

(P P)l

R

L

 

 





                              (9) 

1cos ( )
R L

R L
  




 

 

                          (10) 

 
1

1

max

n

i
i

i

n
C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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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2  曲率特徵提取演算法 

 

三、資料關聯(data association) 

    我們經由預測步驟估測出當時刻機器人的位置後，利用粒子狀態與該粒子中之地標

k，產生數筆估測量測資訊 ˆm
tz ： 

, 1ˆˆ ( , )m m m
t t k tz g x                              (12) 

由於粒子狀態更新過，因此再次計算量測資訊模型之於地標的偏微分矩陣： 

, 1 , 1( , ) /
k

m m m m
t k t k tH g x     

                       (13) 

之後，計算創新共變異數矩陣： 

ˆ ˆˆ, , , 1 ,( )
n n

m m m m T
n t t k t tS H H R   

                       (14) 

再計算真實量測資訊 tz 以及估測量測資訊 ˆm
tz 之間的相似性(likelihood)： 

1
ˆ,

ˆ ,

1 1
ˆ ˆexp ( ) ( ) ( )

22

m m m T m m m
k t t n t t t

m
n t

p z z S z z
S

     
 

            (15) 

不斷計算上述方程式，直到真實量測資訊與粒子 m 中所有 N 個地標的相似性皆計

算完畢，然後建立相似性矩陣 P： 

1
1, 2, 0,m

t

m m m
t t N t

p p p p


   P 
                    (16) 

ˆ argmaxm
tn  P                            (17) 

其中，
, 1, 1, ,m m

k t tp k N   為粒子 m 中第 k 個地標的相似性， 0p 為判斷是否新增地標的門檻

值(threshold)。接著，從相似性矩陣中找出相似性最大的地標， n̂為相似性最大的地標之

編號，可藉此判斷該真實量測資訊 tz 是否為已知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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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標更新與新增 

經過資料關聯步驟後，利用量測資訊更新地標資訊，或是增加一新地標。當 1ˆm m
t tn N  ，

代表此筆量測資訊 tz 與地標 n̂ 有較大相似性，即表示該量測資訊為已知地標，因此透過

量測資訊更新粒子 m 中地標 n̂ 狀態及共變異數矩陣： 

ˆ

ˆ ˆ

1

1
ˆ ˆ ˆ, , 1 , 1 , ,

1
ˆ ˆ ˆ, , 1 , , , , 1

ˆ1

ˆ( ) ( ) ( )

( ( ) ( ) )

t n

t n n

m m
t t

m m m m T m m m
n t n t n t t n t t t

m m m T m m m
n t n t t n t t n t

m m m
t t n

N N

u u H S z z

I H S H

w w p



 




 


 





   

   

                  (18) 

其中 w 代表粒子 m 的權重值，當 1ˆ 1m m
t tn N   ，代表粒子 m 中沒有任何地標能與此筆量

測資訊 tz 具有強烈的相似性，故判斷此筆量測資訊為新地標，因此將此地標加入至粒子

m 的狀態中： 

 
ˆ ˆ

1

1
ˆ ˆ, ,

1 1
ˆ, , ,

1 0

1

ˆ,

(( ) )
n n

m m
t t

m m
n t t n t

m m T m
n t t t

m m
t t

N N

u g x z

H R H

w w p

 





 



 



 

                        (19) 

若在 t 時刻中具有多筆真實量測資訊，則不斷重複資料關聯以及地標更新與新增兩

個步驟，直到 t 時刻中所有量測資訊皆完成地標更新與新增步驟。 

 

五、三角定位 

由於隨著機器人探索，傳統 FastSLAM 更新機器人的效率會越來越差，而且容易更

新至錯誤的位置，因此本論文採用三角定位法，因為三角定位被廣泛用於空間定位，地

圖量測，海運導航等項目，透過三個已知參考坐標，以及當下的所在位置，透過三角函

數即可更新其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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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1

LM2

LM3  
圖 3  三角定位示意圖 

 

如圖 3 所示， 1LM 、 2LM 、 3LM 為參考地標。其中， 2LM 為三個地標相似性最大的

地標；  , ,tX x y  為目前機器人狀態；感測器與機器人狀態的距離
1 tLM X


、

2 tLM X


、

3 tLM X


。首先，藉由兩筆相似性較低的量測資訊分別與相似性最高的量測資訊之間的

距離
12LM


、

23LM


，利用餘弦定理求得夾角  、  : 

2 2 2

2 12 31

2 12

cos
2

t t

t

LM X LM LM X

LM X LM
 

    
 
 

  

 

                    (20) 

2 2 2

2 23 11

2 23

cos
2

t t

t

LM X LM LM X

LM X LM
 

    
 
 

  

 

                   (21) 

接著求出
12LM


與通過 2LM 之水平線的角度  ，以及

23LM


與通過 2LM 之水平線

的角度  。接著以地標 2LM 起始點，以感測器資訊為長度
2 tLM X


，分別以角度  、

 、  ，以及  回推回機器人狀態: 

,1 2 2

cos( )

sin( )t tX LM LM X
  
  

  
     



                    (22) 

,2 2 2

cos( )

sin( )t tX LM LM X
  
  

  
     



                   (23) 

最後透過誤差公式進行三角形所有線段誤差的加總，求出誤差最小值的機器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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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 2 , 2 3 , 3(X )t n t n t t n t t n tLM X LM X LM X LM X LM X LM X      
     

        (24) 

,argmin( (X ))t t nX                           (25) 

六、重新取樣 

當所有粒子的權重都計算完之後，則利用重新取樣步驟，以權重較高的粒子淘汰低

權重的粒子，使粒子群往權重高的粒子集中，如此可提升估測機器人以及地標之精確性。

其演算法能有效地抑制地標快速的增加，並能透過特徵提取使得環境以及地標的比較更

為精準、快速，最後透過準確的地標位置進行機器人位置的更新。 

 

參、特徵提取型同時定位與建圖演算法之硬體電路設計 

一、硬體電路架構 

由於本文所提出之演算法是應用於實現機器人的追蹤以及地圖的建立，雖然現今的

電腦執行速度快速，但用於同時定位與建圖演算法上，仍需消耗大量的運算時間，故本

論文希望藉由硬體平行處理之特性，提升整體演算法執行的效能。 
本章將演算法應用於 DE2i-150 多媒體開發平台上，透過 MTLC 介面達到人們可以

直接觀看結果的功能。整個系統架構如圖 4 表示，主要包含了兩部分，分別是控制 MTLC
之硬體模組，以及負責進行同時定位與建圖演算法之硬體模組。首先，透過 MTLC 之硬

體模組讀取地圖影像並顯示於螢幕，接著利用雷射感測器收取資訊傳送至演算法之硬體

模組進行同時定位與建圖。最後，再將同時定位與建圖結果傳送至 MTLC 模組顯示。接

下來的章節將會依序介紹每個模組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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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特徵提取型同時定位與建圖之系統架構圖 

二、FESLAM 演算法硬體電路設計 

以下將分別介紹以 FESLAM 演算法實驗同時定位與建圖之硬體模組。包含了初始化

模組、預測模組、特徵提取模組、相似性計算模組、地標更新與新增模組、三角定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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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以及重新取樣模組。圖 5 是特徵提取型同時定位與建圖之狀態控制圖。 

 
(一) 初始化模組 

圖6是初始化模組之硬體架構圖，其操作原理如下: 當致能訊號Enable正緣觸發時，

系統便開始運作。首先給予地圖上所有粒子之初始位置值 oNow_Particle_position，依照

順序寫入 RAM，並把值傳至 State Machine 中，等待 begin_transition 和 begin_prediction
致能訊號上升，再將值傳送到預測模組。當致能訊號 start 正緣觸發時，給予地圖上所有

粒子之預設地標位置 oNow_Landmark_position 初始值 0，以及預設所有地標共變異數初

始值 0，依照順序寫入 RAM，並把值傳至 State Machine 中，等待 begin_transition 和

begin_feature_extracted 致能訊號上升，再將值傳送到特徵提取模組。直到所有粒子之狀

態皆更新完畢，送出結束訊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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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特徵提取型同時定位與建圖之狀態控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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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初始化模組之硬體架構圖 

(二) 預測模組 
在預測模組中，主要的功能為利用控制命令所給予的里程計的值，針對上一刻重新

取樣模組中的粒子位置資訊進行預測，並將預測之後的粒子位置輸出到 RAM，並把值

傳至 State Machine 中，等待 begin_transition 和 begin_FE 致能訊號上升，再將值傳送到

特徵提取模組。預測模組之硬體架構圖如圖 7 所示，其動作原理分別敘述如下: 偵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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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訊號 Enable 有正緣觸發時，系統便開始動作。每次傳送一個粒子的位置資訊

iNow_Particle_position 和控制命令資訊 control 到 prediction state machine 裡計算出更新

後的粒子位置資訊 oNow_Particle_position。之後，輸出結束訊號 o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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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Prediction reg

iCLK
iRst

icontrol

Enable
iLast_Particle_position

iLast_Particle_position
oNow_Partic

預測模組

icontrol
ofinish

 
圖 7  預測模組之硬體架構圖 

 
(三) 特徵提取模組 

特徵提取模組包含虛擬地圖模組、特徵計算模組以及特徵判定模組。首先，由虛擬

地圖模組計算出感測器資訊所建立的地標之位置，再計算出該感測器所對應地標之特徵，

最後將特徵值傳送至特徵判定模組決定是否進行後續步驟。特徵提取模組之硬體架構圖

如圖 8 所示，其動作原理敘述如下: 偵測到計算訊號 Enable 有正緣觸發時，系統便開始

動作。每次傳送數筆感測器資訊 isensor_information 至虛擬地圖模組計算出此感測器所

感測出的位置，這些位置會傳送至特徵計算模組。透過特徵計算模組計算出該筆位置之

特徵向量以及特徵值後，輸出至特徵判定模組進行判定，如該位置具有強烈特徵則

olandmark_feature 輸出為 1，反之輸出為 0。並輸出結束訊號 o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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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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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iC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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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_best_node

best_node

特徵提取模組

 
圖 8  特徵提取模組之硬體架構圖 

 
(四) 相似性計算模組 

相似性模組包含 Jacobian 模組、創新共變異數模組，以及相似性計算模組。第一個

模組針對感測器資訊計算出共變異數矩陣，之後與環境資訊的共變異數矩陣計算出創新

共變異數矩陣，並透過高斯計算模組計算出相似性的值。相似性模組之硬體架構圖如圖

9 所示，其動作原理敘述如下: 偵測到計算訊號 Enable 有正緣觸發時，系統便開始動作。

每次傳送一筆地標資訊 ilandmark_information 至 Jacobian 模組計算出地標的 Jacobian 矩

陣，之後這些值會傳送至創新共變異數模組。透過創新共變異數模組計算出該地標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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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共變異數模組後，並利用高斯雜訊對共變異數進行擾動，之後這些值會傳送至高斯計

算模組。最後對高斯函數進行計算，輸出結束訊號 o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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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相似性模組之硬體架構圖 

 
(五) 地標更新與新增模組 

地標更新與新增模組主要功能為判斷感測器所對應之位置是否為已知地標，若為已

知地標，則更新地標；若為新的環境資訊，則新增地標。地標更新與新增模組之硬體架

構圖如圖 10 所示，其動作原理敘述如下: 偵測到計算訊號 Enable 有正緣觸發時，系統

便開始動作。傳送一筆資訊訊號 iKnownLandmarkOrNot 至 KnownLandmarkOrNot 模組

判斷是否已知地標資訊，如果已知則進入 Landmark updating 模組；反之則進入 Landmark 
adding 模組。透過前一刻的相似性資訊以及創新共變異數模組進行地標新增或更新。最

後輸出地標資訊以及共變異數資訊，並輸出結束訊號 o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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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地標更新與新增模組之硬體架構圖 

 
(六) 三角定位模組 
    三角定位模組的工作負責更新機器人的位置。當所有的地標都進行更新或新增後，

會透過 BestLandmark 模組進行判斷選出具有最佳相似性的三地標，以進行機器人位置

的更新。三角定位模組之硬體架構圖如圖 11，其動作原理敘述如下: 偵測到計算訊號

Enable 有正緣觸發時，系統便開始動作。傳送地標資訊 ilandmark_information 以及相似

性資訊 likelihood，透過 BestLandmark 模組進行判斷選出具有最佳相似性的三地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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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利用最佳相似性三地標對粒子資訊 iNow_Particle_position 進行三角定位。最後輸出更

新後的粒子資訊 oNow_Particle_position，並輸出結束訊號 o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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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三角定位模組之硬體架構圖 

 
(七) 重新取樣模組 
    重新取樣模組的工作為判斷粒子狀態中的粒子資訊以及地標資訊的好壞，並透過篩

選來選擇較佳的粒子資訊以進行下代演算法的計算。重新取樣模組之硬體架構圖如圖 12，

其動作原理敘述如下: 偵測到計算訊號 Enable 有正緣觸發時，系統便開始動作。傳送粒

子權重資訊 iweight，透過 weight calculating 模組進行每個粒子所有權重的總和 weight 
data。之後傳送每個粒子的權重總和 weight data 到重新取樣模組 resampling module，並

輸入上一刻的粒子資訊。透過重新取樣取代不佳的粒子並讓優良的粒子有較大的可能被

保留下來，最後輸出更新後的粒子資訊 oNow_Particle_position，並輸出結束訊號 o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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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重新取樣模組之硬體架構圖 

 

肆、模擬與實驗結果 
本實驗軟體開發環境之作業系統為 Win 7，程式則是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以 C

語言搭配 OpenCV 函式庫。為了驗證本論文所提出之改良型同時定位與建圖演算法，我

們分別模擬傳統型 SLAM (Montemerlo et al., 2003)、大幅度優化之 CE-SLAM (Yang et al., 
2013)，以及本論文所提出的改良型演算法，比較其定位準確度及建圖之效果。其中，

地圖大小為 210217 畫素，粒子數為 32。機器人每次移動的距離為 10 pixel，每次旋轉

的角度為 90 度。模擬的雷射感測器範圍為 180 度，1 度為一個單位，故每一時刻都有

181 筆量測資訊，最大量測距離為 200 pixel。在里程計所回傳移動距離、旋轉角度，以

及雷射所收到的距離都具有高斯雜訊。為了快速計算實際路徑與估測路徑的定位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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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擬中機器人皆照著設定好的路徑進行移動，每次模擬共執行 70 次動作，包含前進

以及原地旋轉。 
    本論文針對一未知室內環境進行機器人探索以建立地標之模擬圖，如圖 13。其中，

圖 13(a)為傳統演算法進行模擬所獲得的結果，而圖 13(b)則是改良型演算法的結果模擬

圖。其中，各顏色圓圈代表之意義皆與上面實驗相同，而深紅色的線段代表感測器資訊，

綠色線段則為利用地標之特徵比對進行之地圖。由模擬結果可以清楚地顯示，透過上述

特徵提取的作法預計可以大幅降低地標數量，並能更準確的估測地標的位置。表 1 為各

SLAM 演算法之定位誤差比較表。我們可由表 1 可看出本論文所提出的 FESLAM 不論

是在每一時刻的定位估測或是平均誤差，都勝過了傳統 FastSLAM 以及 CE-SLAM。 

   

                        (a)                    (b) 
圖 13  探索未知室內環境下地標建立模擬圖 

 
表 1  各 SLAM 演算法之定位誤差比較 

Methods 定位誤差 ME (pixel) 定位誤差 RMSE (pixel) 

改良型 SLAM 1.13 2.44 

CE-SLAM 
(Yang et al., 2013) 

3.78 4.29 

FastSLAM2.0 
(Montemerlo et al., 2003) 

4.95 5.56 

 
圖 14 為三種演算法的執行時間折線圖。橫軸為取樣時間點。縱軸為累積的時間，

單位是秒(s)。機器人剛開始探索環境時，由於粒子中所存的地標數目較少，因此三種演

算法所需的計算時間相差不多。但隨著機器人探索的環境越來越多，地標數量逐漸增加，

由圖 14 可看出 FastSLAM 2.0 所需計算花費的時間係以指數型快速的增加，而 CE-SLAM
則靠著減少地標的相似性計算，以及更新次數的減少，讓執行時間趨近於線性成長，但

由於地標數目越來越多，使得兩種演算法的時間也越來越大。而本論文所提出的改良型

SLAM，因為可以藉由特徵來選擇是否進行相似性計算，因此可以有效大幅度降低計算

時間，而三角定位也可以快速定位出機器人的位置，進而取代傳統 SLAM 演算法的預測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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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執行各種 SLAM 演算法之時間花費比較圖 

 
由以上的軟體模擬與比較，我們可以證實改良型演算法在同時定位與建圖演算法確

實表現的比傳統型演算法的效果佳。然後，本論文將此演算法應用於 DE2i-150 開發平

台搭配 MTLC 觸控顯示面板，並以全硬體設計之方式加速演算法之效率，最後與全軟體

設計之演算法進行比較，驗證演算法以全硬體設計可以達到即時運算之效果。其中，地

圖大小為 210217 畫素，粒子數仍為 32。機器人每次移動的距離為 10 pixel，每次旋轉

的角度為 90 度。模擬的雷射感測器範圍為 180 度，1 度為一個單位，故每一時刻都有

181 筆量測資訊，最大量測距離為 200 pixel。在里程計所回傳移動距離、旋轉角度，以

及雷射所收到的距離都具有高斯雜訊。為了快速計算實際路徑與估測路徑的定位誤差，

本模擬中機器人皆照著設定好的路徑進行移動，每次模擬共執行 70 次動作，包含前進

以及原地旋轉。實驗結果如表 2 所示，從實驗結果可以清楚顯示出各項模組軟體與硬體

設計之演算法之時間花費，由硬體設計之演算法通常比軟體設計之演算法快 300~1000
倍，足以看出硬體設計之優勢。 

 
表 2  全軟體以及全硬體設計之各模組比較實驗結果 

Module 
Time elapsed (μs)  

HW SW Speed up 
Initiation 0.2 54 270 
Prediction 1 746 746 
Feature extracting 0.5 500 1000 
Likelihood calculating 1.64 614 374 
Landmark updating 1.24 465 375 
State updating 5 40 8 

 
再透過 Modelsim 進行波行驗證以確認各模組所有數值皆為正確以後，本論文將比

較整個演算法實現之軟體與硬體之比較。由於表 2 顯示出 DE2i-150 軟體之速度完全無

法跟上硬體之速度，因此本論文將提出的 FESLAM 演算法實現在硬體設計上，並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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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市面上的電腦所模擬的結果進行比較。在圖 15 中，橫座標代表迭代次數，縱座標代

表計算所花費的時間(秒)，我們可以看到本論文所提出之改良型同時定位與建圖的方法，

若使用 FPGA 則計算所花費之時間少於使用一般電腦計算所花費之時間，當迭代次數越

多則使用 FPGA 硬體實現的優勢便會更加明顯。當迭代次數為第 67 代時，我們已將圖

13 的地圖建置完成，因此停止計算。若我們使用 FPGA 其總共計算所花費的時間為

1.681(s)，而使用一般電腦其總共計算所花費的時間為 3.969(s)。因此，從圖 15 可以看

出來，以低成本的 FPGA 所設計的演算法效率已經可以比擬一般市面上的電腦之效能，

但因為全硬體設計可以以較為低廉的價格進行設計，因此大大提升了實用性以及可塑

性。 

 

 
圖 15  FPGA/PC 執行 FESLAM 演算法之時間花費比較圖 

 

伍、結論 
本論文提出了一個改良型同時定位與建圖演算法，透過特徵比對的方式，過濾特徵

不夠強烈的感測資訊，以減少資料關聯的計算，且因為可以有效減少地標數量，又能增

強更新地標之效果。由模擬結果可以證實本論文所提出改良型演算法有效地改善了機器

人原先容易陷入發散的問題，並且確實提升定位與建圖的精確度以及效率。此外，本論

文亦將此演算法實現於 FPGA 之中，透過全硬體電路設計之方式，建立一個同時定位與

建圖的嵌入式系統。經由 NIOS II 以及一般桌上型電腦以純軟體使用本論文所提出之改

良型同時定位與建圖演算法，我們得以驗證全硬體電路確實可以縮短運算時間，進而提

升同時定位與建圖之效率，達到即時的處理效果，並能有效結合於機器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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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就南海問題在核心利益與國家利益上的角力，牽動東亞

暨亞太區域安全情勢的未來發展。美國強調南海問題國際化，積極推動多邊協商

南海問題的結盟勢力，進而強化和菲律賓、越南、柬埔寨的軍事合作關係，在南

海及越南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另一者則是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積極尋求東協非南

海主權聲索國支持雙邊解決的結盟勢力。這兩股勢力展現了大國政治滲透到區域

整合的結盟對作情勢，而一旦美國在南海地區之航行自由受到中國大陸所阻礙，

美國勢必作出更強硬之反應。 
 
關鍵詞：東協、南海、核心利益、國家利益、填海造陸 
  

                                                       
 本文初稿曾在 2015 年第七屆海洋與國防學術研討會發表。此文主要整理的時間約為 2009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此外，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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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for maritime and territorial these core benefits 
gained from South China Sea influences future security issues of Southern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s. United States advocate internationalizing South China Sea issues and uniting 
political powers through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to intensify military partnerships with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and Cambodia, launching joint military exercise in South China Sea and 
Vietnam. The other force China positively seeks the support of non-claimant countries to form 
an alliance. This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llustrates that great political powers tend to penetrate 
into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result in disputes and allying in ASEAN; when the United States’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is constrained by China, they will react more 
intensively.  
  
Keywords: ASEAN, South China Sea, core benefit, national benefit, land recla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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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南海爭端起源於我國、中國大陸與越南、菲律賓等周邊國家，自上世紀迄今超過百

年期間，就各國歷史的延續性與地理的接近性，對南海島礁主權聲索，過程中更因南海

油氣資源的開發，加劇了各國間的爭議，因此也引發了不少的爭議。近年來在大國的政

治軍事介入下，使南海爭端躍上國際舞台，並送進國際海洋法庭仲裁。 
從2009年起，中國大陸在南海地區更積極的推動各項主權維護措施，與其他東南亞

聲索國為漁業活動、油氣探勘與大陸架劃界等問題引發多次紛爭，各國的軍艦與執法船

隻也數度在海上緊張對峙。與此同時，作為域外國家的美國也有加強干預爭端的傾向。

歐巴馬政府在就任後逐步將美國的海外戰略重心由中東轉往亞太地區，對南海爭端的關

注日深，展現支持東南亞國家以制約中國大陸的意向。隨著美中兩國近年在南海爭端中

的分歧日益明顯，南海爭端已不僅是東亞國家間的主權紛爭，更成為當前美國與中國大

陸相互競逐的重要場域。茲將2009年至2016年間於南海所發生的衝突事件整理如下表

一。 
表一 2009 至 2016 年南海衝突事件概覽 

時間 事件內容 

2009 年 3 月 中國大陸船隻騷擾美國「無暇號」並發生對峙事件。 

2009 年 5 月 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分別及共同提交外大陸礁層劃

界文書，引發與中國大陸、印尼有關南海島礁主權及海域劃

界的爭議，激化南海爭端。 

2009 年 6 月 中國大陸漁船與印尼漁政船隊在納吐納島（Kepulauan 
Natuna）周邊水域發生大規模漁業紛爭，印尼政府指控中國大

陸漁民侵入其專屬經濟區進行捕撈作業，並扣押8艘中國大陸

漁船及逮捕70多名漁民。中國大陸政府提出強烈抗議，要求

印方歸還船隻與釋放漁民。 

2009 年 6 月 一艘中國大陸潛艦於菲律賓蘇比克灣外海，撞上美國麥肯號

（USS John S. McCain）驅逐艦拖曳的聲納陣列，造成聲納陣

列損壞，潛艦未撞上麥肯號。 

2010 年 5 月 中國大陸漁政船隊在巡航南沙群島水域時，於彈丸礁周邊與

馬來西亞海軍發生摩擦，馬國政府派遣飛彈快艇與海事巡邏

機等軍力前往跟蹤驅離，要求中國大陸船艦撤出當地水域。 

2010 年 6 月 中國大陸漁政船隊與印尼海軍軍艦在納吐納島周邊水域為扣

押中國大陸漁船一事發生對峙，雙方一度進入備戰狀態並以

機砲等武器相互瞄準。 

2011 年 5、6 月 越南政府指控中國大陸巡邏艇在南海騷擾一艘越南探油船，

要求中方自制。中方表示：「中國大陸沒有與越南衝突的意

願，但有衝突的實力。」越南發生大規模反華示威，抗議中

國大陸巡邏艇在南海干涉越南船探勘。 

2012 年 中國大陸設立三沙市，並計畫在越南近海開發石油，此時越

南爆發五次反華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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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6 月 菲律賓軍艦與中國大陸執法船在黃岩島周邊水域為逮捕中國

大陸漁船等事務發生摩擦，雙方陸續增派數十艘軍艦與執法

船隻前往當地，展開近兩個月的長時間對峙，中菲兩國政府

在過程中交相指責，雙邊貿易往來亦受到影響。1 

2013 年 1 月 菲律賓將南海爭議提交國際仲裁。 

2013 年 5 月 中國大陸與菲律賓在南沙群島仁愛礁周邊水域發生海事摩

擦，雙方陸續派遣多艘海軍軍艦與執法船隻前往對峙，中國

大陸船隊並攔阻菲國向仁愛礁駐軍輸送物資與建築器材的船

隻。 

2014 年 2、3 月 中國大陸海警船隊在巡航中沙與南沙群島的過程中，先後於

黃岩島與仁愛礁周邊與菲律賓漁船發生衝突，中國大陸海警

船並發射高壓水柱強行驅離菲方船隻，引發菲律賓政府抗議。

2014 年 5 月 中越981鑽油平台對峙事件，導致越南爆發大規模的罷工遊行

活動，擴大為激烈的排華衝突暴力事件。 

2014 年 11 月 越南軍艦「丁先皇號」（Dinh Tien Hoang HQ-011）駛入赤瓜

礁水域，和於當地巡航的中國大陸軍艦相互對峙。 

2015 年 4 月 菲律賓派遣飛機前往南海地區載運研究人員途中，於渚碧礁

附近空域遭中國大陸軍艦警告撤離，並向其發射照明彈。 

2015 年 5 月 美國指控譴責中國大陸填海造陸，並派遣偵察機及軍艦巡弋

南海與中國大陸所屬島礁。 

2015 年 10 月 美國驅逐艦拉森號（USS Lassen）進入南海地區巡航，並駛入

中國大陸在當地兩座人工島礁周邊水域，中國大陸派遣兩艘

軍艦全程跟蹤監視並警告其離開。 

2016 年 1 月 美國派遣導彈驅逐艦柯蒂斯威爾伯號（USS Curtis Wilbur）近

日中國大陸西沙群島南方島嶼中建島12海浬海域巡弋，稱此

為執行「自由航行計畫」。 

2016 年 3 月 美國航空母艦史坦尼斯號（USS John C. Stennis）在四艘驅逐

艦與巡洋艦伴隨下，駛進南海海域。 

資料彙整自：張凱銘(2016)。美國與中國積極介入南海爭段之戰略動因思考。全球政治評論，

第 53 期，124。 

 
綜合前述可以發現，南海爭端問題日益複雜化。自 2009 年菲律賓、越南、馬來西

亞等國分別及共同提交外大陸礁層劃界文書，以及美國宣示重返亞太政策後，影響中國

大陸對美國與周邊國家的戰略猜疑，更進一步強化其軍事現代化，並與俄羅斯堅定合作

關係。此外，在習近平的強勢領導下，加強伸張南海主權的力道，不但設立三沙市，並

                                                       
1 2012年7月，東協輪值主席國柬埔寨因不願納入黃岩島爭議，致使無法發表外長聯合公報，但東協外長

達成「東協關於解決南海問題六項原則」，包括：全面落實「南海各方行為宣言」；落實「南海各方行
為宣言」後續指針；儘快就「南海地區行為準則」達成一致；全面尊重包括「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
的、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國際法原則；各方繼續保持克制，不使用武力；各方要依據「聯合國海洋法
公約」在內的、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國際法，和平解決有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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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部署新銳作戰艦艇，尤其是大規模的填海造陸作為，更使周邊各國備感威脅。各國

為謀求國家安全，均企圖藉由強化海軍與中國大陸抗衡。再加上龐大的軍售商機，誘使

列強直接或間接的介入南海爭端，促使各國快速的軍備現代化，儘管各國的海軍實力仍

無法單獨與中國大陸對抗，但在美國的領導下，也逐漸形成合縱之勢，使南海局勢更顯

緊繃。 
儘管各國並未真正發生武裝衝突，但無論如何，已在中、菲、越以及東協各國間埋

下更深的不信任和仇恨，對南海爭端的解決更加深了難度。本文首先討論中國大陸和美

國的南海對策，以及該兩國官方相繼對應的表態和回應。其次，將討論東協在美、中之

間之立場和對策。關於東協成員國中涉及南海爭端之國家有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和

汶萊，各爭端國對於南海問題所持的立場不同，各爭端國對於南海的對策亦有差異。對

於東協的分析層次將以東協整體為對象，在論述東協的立場時是將之放入美國和中國大

陸的南海策略部分加以討論。 

 

貳、中國大陸的南海策略 

一、南海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價值 

基於南海的重要戰略地位與豐富資源，中國大陸極力主張南海諸島的主權，但是短

期內還不太可能以武力攻佔南海諸島，如此一來迫使美國出兵干預南海情勢，而中國大

陸海軍作戰能力現今還未強大到可以與美軍一決勝負，況且中國大陸一旦意圖以軍事武

力奪取南海諸島，將會把南海島嶼歸屬問題「國際化」，若訴諸國際法庭，中國大陸不

見得能在國際法庭的原則下佔有優勢地位，因此中國大陸一方面以地區強權之姿介入南

海爭端中，另一方面仍積極地在經濟上推動合作，在外交上釋出善意，試圖以經貿與外

交方式掩飾其戰略目標。總體而言，加強經營南海地區並對主權爭端，在中國大陸海洋

戰略發展中可發揮三項主要作用： 
1.保護運輸安全 

中國大陸的原物料與能源進口對海洋運輸依賴高達九成，生產的大量商品也仰賴海

運輸往海外市場。自1993年中國大陸成為石油的淨輸入國之後，石油需求的缺口日益加

大，其中超過70％的進口原油大部分是來自中東和非洲，2航經印度洋、穿越麻六甲海

峽（Strait of Malacca）、經由南海運送到中國大陸，由麻六甲海峽經由南海的石油海域

航線，是中國大陸進口石油最重要的海域航線。3中國大陸存有所謂的「麻六甲困境」，

這是中國大陸希望在泰國出資開鑿運河，可以避免經過麻六甲海峽的原因。中國大陸的

海上交通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連接每一大洲、經過每一個海洋、穿過每一個

重要的國際海峽、到達超過150國家之600個以上的港口，4如何維護海上交通線之安全，

                                                       
2 Christopher Pehrson (2006).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Carlisle Barracks, Pennsylvani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6. 
3 麻六甲海峽最窄處只有一公里寬，每天航經該海峽的郵輪及船隻相當多，如果發生船隻意外可能癱瘓整

個海峽，或是如果中國大陸與美國陷入敵對狀態，美國可以相當輕易地在該地區拿捕運往中國大陸的船
隻，這是中國大陸依賴麻六甲海峽所形成的困境。參見：Christian Bedford (2009). The View from the West: 
String of Pearls: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in India’s Backyard, Canadian Naval Review, 4(4), 37. 

4 Andrew Erickson and Gabriel Collins (2007). China’s Maritime Evolution: Military and Commercial Factors, 
Pacific Focus, 22(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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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5 近年來，中國大陸試圖分散航運路線與提升遠洋護航能力。
6加強在南海地區的戰略部署，也有助確保當地航線安全。7 
2.掌握戰略優勢 

擴大在南海海域的勢力範圍也有利於中國大陸在東亞地區掌控戰略優勢。隨著海洋

戰略發展，中國大陸近年積極經略周邊海域。但受地緣條件影響，其於東側的黃海與東

海極易受到來自日本、駐日美軍與我國的牽制，活動空間相對有限。相較之下，南海海

域雖涉及複雜主權爭端，但東南亞各國實力遠不及中國大陸，且美國在當地的軍事存在

有限，因此成為中國大陸擴張海權的適宜突破口。南海海域作為當前亞太區域中的海運

要道，不僅中國大陸，其他東亞國家與美國的能源及貿易物資運輸都對之高度依賴，中

國大陸若能控制南海，也就潛在地制扼了亞太海運樞紐。8中國大陸填海造陸有其特殊

的戰略考量，一方面為確保南海優勢，另一方面也展示堅定捍衛南海主權與利益的決心。

然而，填海造陸確實引發區域安全負面的效果，美國與東南亞國家更懷疑中國大陸於成

立東海航空識別區（ADIZ）後，下一階段意圖想成立南海航空識別區。 
3.促進經貿發展 

中國大陸極力向東南亞國家示好，強力推動「一帶一路」與「亞投行」之宣傳。「一

帶一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積極推進東南亞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為推

進實施一帶一路重大倡議，使古代絲綢之路煥發新的生機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亞歐非各

國聯繫更加緊密，互利合作邁向新的歷史高度，中國大陸政府特制定並發布《推動共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強調與東南亞共創「由黃

金升級至鑽石十年」。中國大陸也一再聲明支持與湄公河流域國家開展更緊密的區域合

作，歡迎泰國提出的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永續發展倡議，歡迎中國大陸和湄公河次區

域國家建立相關對話與合作機制的可能性。中國大陸期盼以「一帶一路」與「亞投行」

戰略對抗美國「重返亞洲」戰略：降低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然後增強國力成為亞太區

域霸權，最終把美國勢力逐出西太平洋9。 

  

二、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佈局 

（一）外交上 

中國大陸從1988年與越南在赤瓜礁爆發海戰後，就尋求與台灣在南海合作。中國大

陸透過各種途徑，包括研討會、公開談話、私人訪問，表達此一企圖。惟因台海兩岸存

在著歧見及戰略思考的差異，以致於該項合作未獲重大進展。2010年3月，中國大陸海

洋局國際合作司副司長陳越至台灣參加首屆「海峽兩岸海洋論壇」時釋放「南沙群島是

兩岸共同點的議題，維護海域、島礁的主權和管轄權，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拋出兩岸

                                                       
5 林文程(2011)。中國全球佈局中的海洋戰略，全球政治評論，第 36 期，19-42。 
6 沈明室(2010)。中共珍珠鏈戰略的檢視。收錄於黃筱薌主編，中共崛起對亞太地緣戰略的影響：我國的

回應與策略。臺北：國防大學，21-40。 
7 張凱銘(2016)。美國與中國積極介入南海爭段之戰略動因思考。全球政治評論，第 53 期，119-158。 
8 曾勇(2012)。美國南海政策的理性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3期，50。 
9 林若雩(2016)。中美於東亞競爭炙熱、區域安全持續緊繃：2016 年美國與東協高峰會聚焦南海議題的東

南亞回應觀察，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73 期，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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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應該共同合作」之合作方向球。10此外，中國大陸透過台灣民間引誘台灣官方能推

進兩岸在東沙、南沙等群島海域的資源合作開發。時間上正巧是中國大陸媒體表達南海

是中國大陸之「核心利益」之際，中國大陸意圖拉攏台灣之企圖相當明顯。11 
而隨著2008年以來台海緊張持續降低，兩岸在中美、中菲、中越在南海針鋒相對之

際，在南海原有較大的合作空間因此受到擠壓。馬英九政府迴避與中國大陸聯合巡邏南

海的提議，但兩岸石油公司繼續合作，外交部門合作舉辦南海相關研討會，學者共同合

作出版南海評估報告等，致使美國提醒台灣在南海問題上需要謹慎處理。無論兩岸有無

緊張或美中在南海有無衝突，台灣同樣未被邀請參加「南海各方行為宣言」及「南海行

為準則」的磋商。台灣所主張的U形線與中國大陸的「九段線」，更因菲律賓訴諸國際仲

裁而受到美國的關切。12中國大陸在2013年底起在所佔島礁填海造陸，根本改變南海的

地形地貌，南海軍事化趨勢窄化了外交協商的空間，衝擊到包括台灣在內等相關各國的

南海利益。13台海兩岸欲在南沙太平島附近海域勘探，卻因中美、中菲越的南海衝突日

漸而變得愈來愈不可能。美國與其他區域外國家，要在中國大陸「九段線」之內，除非

是在中國大陸劃定區塊內進行合作，否則與其他南海島礁聲索國進行油氣的新勘探合作，

也將更為困難。 
1990年12月，中國大陸總理訪問東南亞各國，正式提出「擱置爭議、友好協商」的

倡議；此後，「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就成為中國大陸南海的戰略。2014年10月8日，中

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表示，第三方國家不應插足中國大陸南海爭端。鼓勵「直接當事國」

根據《聯合國海洋法公約》，不訴諸武力、自我克制，不採取使爭議複雜或升級的行動。
14中國大陸與美國即使在南海緊張上升，但同意簽署海空接近行為的「信心建立措施」

備忘錄避免軍事意外，而兩國有關南海的對話機制與機會不減反增。習近平對歐巴馬承

諾避免南海軍事化，在「不衝突、不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精神下，推動「中美

新型大國關係」。另一方面，習近平承繼中國大陸的「三鄰（睦鄰、安鄰、富鄰）外交」，

加強與東協的戰略夥伴關係，提出「親誠惠容」周邊外交理念及「一帶一路」倡議，即

使與菲律賓、越南在南海升高衝突，仍須與東協進行「南海行為準則」協商，以經援爭

取東協內部非南海島礁聲索國的支持，希冀以外交途徑解決爭議。中國大陸更面對國際

仲裁庭對北京可能不利的判決，在不接受、不執行的原則下，承擔更大的國際輿論壓力。

北京可能體會到唯有中國大陸與東協聲索國取得妥協，才有可能降低美國干預南海的機

會。強調多邊組織、培養合作的「自由機制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ism) 並非中國大陸

的選項，但不反對成員有限制 (排除美國參與) 及最小程度法律拘束力的「南海行為準

                                                       
10 中國新聞網(2010)。大陸海洋局官員訪臺稱兩岸應共同維護南沙主權，2010年3月31日，

<http://news.sohu.com/20100331/n271227730.shtml>。 
11 陳鴻瑜(2011)。美國、中國和東協三方在南海之角力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43-71。 
12 美國積極支持菲律賓向國際海洋法法庭提起強制仲裁請求，要求對九段線的合法性做出判定。2014 年

3 月 6 日，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爾(Samuel Locklear)在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發表演
說表示，如國中國大陸認為南海九段線的宣示是正確的，就應將全案送交國際法庭，並提出有力的證
據加以證明。2014 年 4 月 3 日，助理國務卿拉塞爾明確表示支持菲律賓的仲裁請求，聲稱此舉能夠促
使中國大陸澄清圍繞其主權主張的一些歧義。2014 年 4 月 28 日，歐巴馬在訪問菲律賓期間再次公開
宣稱，美國非常支持菲律賓對中國大陸的仲裁案。 

13 林正義(2016)。歐巴馬政府的南海政策：中國的回應及台灣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第 34 卷第 1 期，
49-50。 

14 辛聞(2014)。外交部發布中國-東盟領導人會議主席聲明全文，中國網，2014 年 12 月 1 日，<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12/01/content_341989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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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繼續協商。中美為南海必然走向戰爭的可能性低，但南海卻成為中美競逐「亞太再

平衡」的角力場。 

（二）軍事上 

中國大陸在南沙7個島礁的填海造陸工程，以及後續進行中的島嶼建設工程，實均

隱含中國大陸戰略空間的持續擴大。特別是就面積而言，美濟礁已經成為南沙第一大島，

其次，永暑礁和渚碧礁也成為第二和第三大島嶼。島上進行的工程包括機場跑道和碼頭

工程、雷達站、燈塔等等，極具有軍事意義。結構上，中國大陸南沙填海造陸工程已經

大大增進食利，具體改變南沙戰略結構均勢，這也顯示北京方面繼續鞏固在南沙群島戰

略基地的強烈戰略意圖。受到美菲聯手提訴的國際仲裁案，激起中國大陸方面警惕，這

也是美國特別感受到戰略威脅，而要採取強力反應作為的戰略理由。首先，美國挑戰人

造島嶼不該具有聯合國海洋法賦予的12浬領海以及200浬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層權利，

同時強化航行自由不可受侵犯的國際規範。15此一情況，引起美國高度不滿並派遣美軍

P8-A反潛偵察機至永暑礁等三個島礁進行抵近偵查，美國國防部長卡特表示，美國不會

接受中國大陸這些人造島礁擁有主權的立場，並會不斷派飛機和艦船依照國際法前往該

海域行使自由航行的權利。 
因此，2015年10月27日美國驅逐艦「拉森號」（USS Lassen）進入並停留在中國大

陸聲稱擁有主權的南沙渚碧礁（Subi Reef）周圍十二浬內海域。對此，中國大陸外交部

表示，美方軍艦的有關行為威脅中國大陸主權和安全利益，危及島礁人員及設施安全，

損害地區和平穩定，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决反對。2016年1月20日，中國大陸海

軍司令吳勝利與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約翰理查遜（John Richardson）透過視訊通話時表示，

中國大陸在南海的島礁防禦設施建設屬於必要防禦措施並非軍事化，然而對南海島礁也

絕不會不設防，防禦設施建設程度取決於中方所受到的威脅程度。此一發言固然回應了

今年1月初中國大陸民航客機在南沙永暑礁新建機場成功起降之行動，亦可見到中國大

陸未來強化海南島、西沙永興島軍事設施與部署，將進一步與南沙島礁連成一線。其中，

永暑礁最可能成為中國大陸在南沙群島的海空基地。永暑礁若配置遠程作戰能力的軍艦

與戰機，將可延伸解放軍戰力進入南沙海域，對其他聲索國及美國形成軍事的壓力，進

一步確保中國大陸的海洋利益，更可預留未來必要時宣布南海「防空識別區」的可能性。

美國媒體亦在2月16日披露中國大陸在西沙永興島部署「紅旗9」防空飛彈系統，該飛彈

射程可達兩百公里，會對接近的民用與軍用飛機造成威脅，此一報導或可證實中國大陸

在南海島礁上存在相當程度的軍事建設。16 
2016年1月30日美國再次派出導彈驅逐艦「威爾伯號」（USS Curtis Wilbur）在西沙

中建島（Triton Island）附近12海浬範圍內駛過。中國大陸駐美國大使崔天凱立即表示，

美軍艦此舉是「非常嚴重的政治和軍事挑釁」。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嚴肅指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有關規定，外國軍艦進入中國大陸領海，須

經中國大陸政府批准。美軍艦違反相關中國大陸法律，擅自進入中國大陸領海。」中國

大陸國防部也發表聲明：「不論美方採取任何挑釁行動，中國大陸軍隊都將採取一切必

要措施，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由此可見，美中在南海的爭勢競逐越來越趨白

                                                       
15 劉復國(2016)。當前南海問題的國際安全戰略趨勢，全球政治評論，第 53 期，5-6。 
16 王冠雄(2016)。南海近期情勢發展分析，海峽評論，第 304 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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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化，已到了「兩方過海，各顯神通」的地步。17從國際政治上解讀，美國的軍事挑戰

作為，自有其戰略意涵：以亞太再平衡戰略為基礎，以強大軍力抑制中國大陸的擴張意

圖，重申美國深化在亞太區域的展現實力與維持秩序，也對區域盟友展現承諾的決心，

因此，南海爭端已經形成為美中兩強戰略競爭的核心。 
其次，在擴軍方面，近五年來軍費支出增長，自俄羅斯、烏克蘭、以色列等國引進

的軍備與技術，積極推動新軍事變革。另共軍認為在資訊時代，決定戰爭勝敗的關鍵不

是核武，而是網路與太空戰能量的結合，因此擬定新戰略，在太空發動反衛星攻擊，以

及動員軍人平民同步執行網路數位戰爭。雖然中國大陸軍力到2020年間，還不太可能成

為勢力擴及全球的軍事大國，但是，以現行軍費持續二位數增長的發展趨勢推斷，中國

大陸軍力將可以在十年之後將逐漸打破美國在亞太地區優勢，極可能改變亞太地區軍力

動態平衡形勢。這樣的發展會讓區域內的國家重新審視其安全戰略與外交政策，進而可

能導致區域安全結構的改變。 

 

參、美國在南海的作為 

一、外交上 

美國的南海政策從最初的不介入，發展為有限介入，再發展為目前的積極介入。尤

其是面對中國大陸與菲律賓、越南等國圍繞南海權益展開的新一輪激烈博弈，美國日漸

偏離其最初的中立立場，以多種手段加大對南海爭端的干預力度，以實現其重返亞太、

制衡中國大陸的戰略目標。美國對南海的核心思考是，無論各方如何爭奪島礁或發生衝

突，都不能影響美國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權。在2010年7月的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會議中，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表示：「南海航行自由、開放接近亞

洲公共海域、尊重國際法，這些都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南海爭端妨礙海上商業活動，

限制其他國家進入該地區的國際海域。她甚至說解決南海爭端問題是「外交優先工作和

區域安全的樞紐。」18希拉蕊稱，美國不偏袒任何國家對南海島嶼擁有主權。美國願意

與南海爭端各國合作，通過談判解決爭端。她稱之為「所有聲索國進行合作的外交過程」 
（collaborative diplomatic process by all claimants）。美國主張透過多邊方式來協商解決

南海問題。192010年9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紐約與東協十國領袖召開第二屆美國─東協

高峰會，呼籲各方要和平解決南海領土爭議。與會領袖發表一份25點的聯合聲明，此一

聲明儘管語氣溫和，但卻堅定強調「和平解決紛爭、自由航行、區域穩定以及尊重國際

法」的重要性。從這份聯合聲明中，外界可以清楚理解所謂的區域穩定與自由航行，正

是美國在南海區域中所涉國家利益的關鍵議題。 
面對當前的南海緊張情勢，美國有涉入的客觀條件，東南亞國家有主觀的期待，雙

方一拍即合。首先，美國採取實際行動，深化與菲律賓、越南等國的安全合作，提高其

                                                       
17 李毓峰(2016)。美國的南海戰略：謀勢、布勢與爭勢，全球政治評論，第 53 期，18。 
18 Veronica Uy(2009), “China Protests Signing of Baselines Bill,” INQUIRER.net, March 11, 2009, 

<http://newsinfo.inquirer.net/topstories/topstories/view/20090311-193575/China-protests-signing-of-baselines
-bill>. 

19 “Clinton Urges Collaborative Process for Resolving East Sea Disputes,” DTiNews, July 24, 2010, 
<http://www.dtinews.vn/news/news/international/clinton-urges-collaborative-process-for-resolving-east-sea-di
sputes_37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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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中國大陸的軍事能力。其次，支持區域外大國介入南海爭端。鑒於南海在亞太地緣

政治中所具有的戰略價值，加上南海對於亞太甚至全球貿易運輸的重要性，維持和保障

在南海海域的航行自由無疑符合周邊所有國家的利益。美國屢指責中國大陸在南海妨礙

航行和飛越自由，並積極拉攏日本、澳大利亞等大國介入南海爭端，以共同抗衡中國大

陸的海洋擴張。例如：原本鮮少對南海問題公開表態的澳大利亞，近年來卻緊跟美國的

政策步調，頻頻插手南海事務。2011年6月，澳菲兩國在坎培拉舉行部長級會談，雙方

專門就南海問題進行了探討，並在聯合聲明中聲稱支持菲律賓的立場，要求遵照《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和平解決領土爭端。2011年7月9日，正當南海緊張氣氛不斷升高之際，

澳大利亞海軍會同美日海軍在汶萊附近海域舉行了軍事演習，20這是三國首次在南海舉

行聯合軍演。 

在美國的催促下日本也積極回應，於2015年通過新安保法之後，可對外出售武器，

以集體自衛名義與任何國家合作，共同面對安全威脅。日本近年來積極介入南海，與越

南和菲律賓建立起密切互動關係。日本面對中國大陸擴張的力量，越來越感受到海洋生

命線受到的威脅，日本地緣戰略已經擴大成為印太（Indo-Pacific）範疇，而印度洋和南

海就是新的地緣戰略核心。因此，日本形成了所謂的「南進新戰略」，21具體內容加強

與菲律賓共享海上情報、協助菲律賓訓練海巡人員、並規劃在菲律賓取得海上保安廳巡

邏艇的基地港，日本並與越南簽署海洋戰略安保協議，除與越南就南海問題採取協調政

策，共同應對中國大陸在南海的強勢作為。 
2016年美國總統歐巴馬與東協國家領袖於2月中在美國加州的陽光莊園（Sunnylands）

召開美國─東協特別領袖峰會（US-ASEAN Special Leaders’ Summit），此次峰會共達成

17點結論，內容從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支持聯合國與東協憲章及國際法、促進經濟發

展及就業、追求開放與經濟成長、提升良好治理與保護人權、尊重東協中心性、打擊恐

怖主義與走私、因應氣候變遷，到提倡網路安全等議題。此次會議焦點為南海議題，該

宣言亦達成下列的三點結論：1.承諾堅守和平解決爭端，包括充分尊重合法與外交程序，

在遵守普遍承認的國際法原則與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不訴諸威脅或使用武力；

2.承諾維持區域的和平、安全及穩定，並確保海上的治安與安全，包括航行與飛航之自

由，及其他合法使用海洋的自由，與不違反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述的海上商業活

動，及在活動行為中行使非軍事化（non-militarization）與自制（self-restraint）；3.承諾

提倡合作來處理在海上領域面臨的共同挑戰。 
前述三點顯示，儘管歐巴馬將東協峰會移師到美國境內，欲透過與東協的合作來企

圖達成對中國大陸在南海行為予以外交制約之目的。然而，該目的在當前東協決策機制

下仍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22前述的宣言除重申美國一貫強調的「尊重自由航行權」、

「國際法」及「以合作來和平解決爭端」，與出現東協慣常使用的詞彙，例如「非軍事

化」、「自制」及「不使用武力作為解決紛爭手段」外，並未出現任何對中國大陸具針

對性，或譴責中國大陸在南海軍事擴張的字眼。此結果不僅顯現東協成員內部在南海爭

議上對中國大陸的立場仍存在分歧，亦凸顯美國欲影響東協來達成與其一致對抗中國大

陸之嘗試，宣告失敗。在面對中國大陸於南海日漸積極的軍事部署，美國企圖以拉攏東

                                                       
20 同 16。11-21。 
21 Sydney J. Freedberg, Jr.(2015). “Japan Looks South: China’s Rise Drives New Strategy,” August 3, 

<http://breakingdefense.com/2015/08/japan-looks-south-chinas-rise-drives-new-strategy/>. 
22 邱奕宏(2016)。2016 美國─東協領袖峰會對亞太的戰略意涵，APEC 通訊，第 197 期，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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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而在外交上壓制中國大陸的策略，雖然因不敵東協內親北京成員的反對而失敗。但是

歐巴馬在峰會表示，美國將會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持續飛行、航行及活動，且支持

所有國家採取相同作法的權利，及繼續幫助盟國與夥伴海上能力。這些言論明確地表達

美國將不會在南海議題上妥協，這亦預示美中兩國在南海爭議上的抗衡態勢將持續。 

二、軍事上 

美國軍力深化在亞太區域部署，並以南海為核心區域，向區域盟邦展現強化亞太再

平衡戰略的力度。同時也以軍事實力協助區域國家，抑制中國大陸在區域的快速擴張。

在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需求下，美國以南海為核心進行部署新的兵力；除了加強關島的區

域軍事指揮中心能量外，已經在新加坡部署三艘沿岸戰鬥艦、在澳洲西北部達爾文港進

駐海軍陸戰隊作為投射到南海可能戰場的軍事力量、也在菲律賓進行輪流派駐海軍陸戰

隊。
23

根據美菲兩國於2014年4月簽署的「強化國防合作協議」（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重新界定雙方合作主要是以美菲軍隊的相互可操作性、長期

的軍事現代化、維持並提升海事安全能力、以及對天然災難救助的能量。2015年雙方協

商，菲律賓至少提供8處基地可供美軍駐防。其中包括有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

軍基地，但有兩地安東尼歐巴提斯塔空軍基地（Antonio Bautista Air Base）和卡利多庫

拉南海軍基地（Naval Station Carlito Cunanan）均位於巴拉旺島上，
24
週邊就是南沙群島，

這也使得美菲軍事合作具有針對性。 

美國挑戰人造島嶼不該具有聯合國海洋法賦予的12浬領海以及200浬的專屬經濟區

和大陸礁層權利，同時強化航行自由不可受侵犯的國際規範。實際行動上，美國不惜透

過在南海的海、空域巡航等武力展示作為，彰顯其維護國家利益的決心。在2015年5月

20日，美軍派遣最新銳的P8-A海神反潛偵察機，距離執行偵察永暑礁等三個島礁的填海

造陸工程，五角大廈更批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以隨機採訪的方式，將相關畫

面公諸於世，在此任務過程中雖然遭受中國大陸軍方數次警告，但仍不為所動，足見美

方希望以實際行動證明有充分實力掌控南海情勢。252015年10月27日派遣導彈驅逐艦拉

森號（USS Lassen）進入中國大陸渚碧礁12海里範圍內巡弋開始，經過去年12月初美國

聲稱其B52轟炸機因天候因素「誤入」華陽礁領海事件，到今年1月30日，美國派遣導彈

驅逐艦柯蒂斯威爾伯號（USS Curtis Wilbur）進入中國大陸西沙群島南方島嶼中建島12
海里海域巡弋，並稱此係執行其「自由航行計畫」，目的在挑戰其他國家「過度的海域

主張」。263月1日，美國航空母艦史坦尼斯號（USS John C. Stennis）在四艘驅逐艦與巡

洋艦伴隨下，駛進南海海域。27這是自去年南海爆發爭議以來，美軍所證實之第三次派

遣軍艦進入南海的行動，也是迄今軍力展現規模最大的一次。 

                                                       
23 同註 15，5。 
24 Lance M. Bacon (2015). “U.S. Negotiating to Rotate Troops to 8 Philippine Bases,” Navy Times, April 29, 

2015, 
<http://www.navytimes.com/story/military/pentagon/2015/04/28/us-negotiating-troop-rotationphilippines-cat
apang-china-base-troops/26512301/>. 

25 陳柏廷(2015)。美軍飛越南海 陸 8 度警告驅離，2015 年 5 月 22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22001639-260108>。 

26 林若雩(2016)。中美於東亞競爭炙熱、區域安全持續緊繃：2016 年美國與東協高峰會聚焦南海議題的
東南亞回應觀察，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73 期，91。 

27 閻紀宇(2016)。遏阻中國軍事擴張 美軍史坦尼斯號航空母艦打擊群駛進南海，2016 年 3 月 4 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84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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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東協的南海立場 

一、外交上    

2002年中國大陸與東協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宣示將按照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以協商方式解決

主權爭議，然因南海蘊藏豐富石油及礦產資源攸關國家未來發展，各國片面宣示主權動

作頻仍，尤其該宣言為不具約束力的非正式協議，直接或間接導致相關國家在南海問題

上產生衝突，中國大陸與東協更從未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此一架構下協商具體成效。

2011年7月19-23日第18屆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與第44屆東南

亞國協外長會議於印尼峇里島通過儘速制定「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on the 
South China Sea, COC），同時在符合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及國際法原則下，俾和平解決南海問題，東協秘書處

稱其為「歷史里程碑」（historical milestone）之文件。28 

儘管南海聲索國各方對南海議題的和平解決有所殷盼，時至今日，相關涉爭國對領

土主權的主張及行為仍具紛爭，尤以中菲和中越之間的衝突為甚。自2013年初起，南海

問題籠罩在國際仲裁案的氣氛中，中菲之間外交關係趨向緊張。29雙方外交上受到國際

仲裁案的影響，中方自2013年後即中斷高層官員互動，除了在北京和馬尼拉APEC領袖

會議外，雙方高層幾乎沒有互動。2015年11月10日在APEC領袖會議前中國大陸外交部

長王毅訪問馬尼拉，並與菲外長羅沙里歐（Albert del Rosario）舉行會談，王毅公開表

示仲裁案是阻礙中菲關係發展和改善的一個結，欠缺高層官員間的互動與溝通，也讓中

菲的南海爭端更容易惡化升級。南海仲裁案將在七月公布仲裁結果，但中菲間的南海爭

議不僅不會因為仲裁而解決，可能會更進一步加劇甚至會惡化。 
菲律賓在外交上，為加大對中國大陸進行外交鬥爭的力度，積極聯結東協，多次意

圖透過東協高峰會討論南海問題，並形成東協整體對抗中國大陸的形勢，但是未被其他

國家接受，也未能成為東協一致立場。不過，菲律賓積極運用所有外交機會與場合，控

訴中國大陸在南海問題上的「霸凌」態勢，並在國際社會上將中國大陸形塑成運用強權

欺凌小國的形象。越南則加強與美國、印度、俄羅斯等國安全合作，欲形成對抗之勢。

同時菲越兩國甚至加強彼此在南海問題上的外交與軍事的合作互動，形成對抗中國大陸

的態勢，且在2015年APEC領袖會議期間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 
同時，越南與菲律賓的聯合外交作為在加強雙方深化軍事合作關係外，積極向美國

示警爭取協助，要將美國拖入南海對抗中國大陸的爭端當中。目前在國際外交形勢上，

似乎已形成對中國大陸相當不利的形勢；國際輿論上，中國大陸更是處處受到質疑。同

時東協聲索國與區域外大國更趨緊密結合，菲國更積極聯結域外大國，在外交上對中國

大陸施加壓力，並欲在區域內孤立中國大陸，與中國大陸在南海形成對峙之勢，菲國學

者甚至形容此為建構對抗中國大陸非正式的區域性聯盟。 

                                                       
28 陳佩修、謝明勳(2016)。東協的南海政策，全球政治評論，第 53 期，36。 
29 菲律賓的主要論點是：九段線不符合「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中國大陸占領南沙群島其中的8

座島嶼，其中有的是暗礁或低潮高地，如渚碧礁、美濟礁、南薰礁、東門礁，不能有12海浬領海，部
分「岩礁」(rocks)，如永暑礁、華陽礁、赤瓜礁只能有12海浬的領海權利。仲裁法庭借用「常設仲裁
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為本案的登錄處。 



人文社會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六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第 87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6, No.3 (2016) 

                                                                                            

87 

  綜觀來說，東協在外交立場上一向是採取中立及與各強權保持均衡的原則，以避免

捲入爭端。東協對南海議題之處理，則是採取不觸怒北京及維持區域穩定的作法。然而，

在當今美中兩強競爭態勢日益鮮明的戰略環境下，加上中國大陸對南海的掌控不僅攸關

諸多東協成員國的重大國家利益，亦將動搖及改變整個東亞權力均勢與戰略格局的情況

下，東協能否沿襲過去作法而置身其外，將是對既有的中立外交立場為一大挑戰。特別

是在目前已表態支持美國在南海立場的亞太周邊國家，含括日、澳、韓、印度等國。東

協內部明確支持美國的成員，除越、菲兩國外，印尼及馬來西亞的立場亦逐漸傾向華府，

新加坡亦表明期待美國維持亞太區域穩定且願意讓美軍使用港口設施。這使得支持美國

立場的亞太國家形成包圍中國大陸之勢，並使得較親北京立場的國家僅剩下內陸的柬埔

寨與寮國。 
事實上，強調共識和諧、減少爭議與避免衝突的東協共識決之決策模式，對於南海

爭端的處理，已有超過二十年以上的歷史。慣常的模式一向是由主要聲索國的越南與菲

律賓在東協會議上，提案發表對北京在南海之作為予以譴責的宣言，並期望獲得其他成

員的支持而使該宣言成為東協一致的立場，然而，結局總是越、菲兩國的提案不受其他

東協成員國支持，致使提案不是無疾而終，就是最終以輕描淡寫、無關痛癢的外交辭令

來帶過此爭議而收場。 
換言之，東協成員對南海議題一直以來存在不同陣營，而無法達成共識。直接涉及

該爭議的國家，如越南及菲律賓，自然十分歡迎美國在此議題上對抗中國大陸的強硬態

度。但是與北京具有長期政經合作的國家，如柬埔寨、緬甸及寮國等，自不願意在與自

身利益無關的南海爭議上表達支持越菲立場而得罪中國大陸。在此兩陣營敵我分明的態

勢下，以共識決為決策模式的東協，希望在南海議題上能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而發表對

中國大陸強硬的宣言，似乎是過於奢求的期待。 

二、軍事上 

區域國家在焦慮下，開始引進域外的勢力，包括軍事協定與購買武器。其中又以菲

律賓和越南，引進美國與日本的力量來平衡中國大陸最為明顯。菲律賓運用外交管道爭

取美國與日本的支持，並從美日相繼獲取大型巡防艦和近岸巡邏艇多艘，以協助增強菲

律賓的海上執法打擊能力，以形成對抗中國大陸並對其施壓的態勢。2014 年 4 月，美國

總統歐巴馬訪問菲律賓時，美菲簽訂十年的防衛協定。2015 年 4 月，兩國舉行為期十天

的聯合軍事演習，這個名為「肩並肩」（Balikatan）的演習，為十五年來規模最大，參

與的軍人多達一萬二千人。此次軍演的場地包括菲律賓的巴拉望島、呂宋島與班乃島。

其中一個演習地點距離中菲產生爭議的黃岩島才二百二十公里。 
菲律賓也和日本在 2015 年 6 月簽了戰略夥伴協定，日本同意將軍事物資與武器轉

給菲律賓。同年兩國就進行了兩次軍演。7 月，菲律賓國防部證實，2016 年將重開已經

關閉了二十三年的蘇比克灣基地，也計畫在未來十三年內，投入二百億美元進行武器現

代化。30由於蘇比克灣距離黃岩島僅一百四十五海浬，重開基地將駐菲國軍方更有效因

應南海爭議，但也讓區域情勢更為緊繃。 
越南向俄羅斯採購的基洛級潛艦自2014年初起陸續接收4艘基洛級潛艦。越南持續

建構海軍實力，且第一艘完成戰備訓練的潛艦已經進入南海活動，對於區域安全形勢將

                                                       
30 同註 26，94。 



中美和東協在南海之角力 
古涵詩 
                                                                                           

88 

逐漸產生影響，特別是對其他聲索國在南海區域的活動、以及對我國太平島進行運補和

我國戰略運作空間勢將受到壓縮。中國大陸目前並未突顯越南潛艦可能產生的挑戰，而

較重視深化並擴大其在南海軍事力量，尤其是填海造陸建設軍事戰略據點。越南近期間

在南海的積極軍事部署行動充分顯現出其軍事上的企圖心，2012年派遣SU-27戰鬥機飛

越南沙群島，再加上積極建構潛艦部隊，且自潛艦進入南海活動後，已使南海的戰略均

勢逐漸複雜化。
31
 

越南除了與日本加強軍事合作，也與美國頻頻進行高層訪問，其中以越共總書記阮

富仲 2015 年 7 月訪問白宮達到高潮。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菲律賓與越南等國急於引進

域外勢力以平衡中國大陸，但是處於中國大陸周邊，在軍事與經濟壓力的地緣影響下，

他們也必須在大國之間維持平衡。其中又以越南的態度最為明顯。菲律賓與越南已決定

2015 年底前成立「戰略夥伴關係」。這使得觀察中國大陸周邊情勢，除了地緣政治外，

又增加小國外交與內部聯盟的面向。 
 

伍、結論 
從總體國家發展戰略與周邊外交政策，當今中國大陸南海政策仍堅持「主權屬我、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之政策方針，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多邊化，主張依據國際法原

則，直接經由當事國雙邊談判，和平解決南海領土與海洋權益爭端。中國大陸極力排除

美國介入南海事務，宣傳只能由聲索國自行和平解決。中國大陸的最終目標是要打破舊

秩序，即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建立的西太平洋政經格局與遊戲規則。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

資銀行、提出一帶一路計畫，都是在這個脈絡下進行。在南海，中國大陸將透過持續的

島礁建設，讓中國大陸在南海的「活動」成為既成事實，打破南海現狀。 
美國重返亞洲主要在軍事上有兩大政策內涵，一是強化軍事存在、提升嚇阻力量， 

一是調整軍事部署、因應國防預算削減。美國一方面透過擴大聯合軍演的質量、提升盟

國的共同作戰能力，加強與盟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和安全承諾。另一方面針對軍隊部署進

行調整，改行輪駐、少量駐軍、提升後勤補給能量與機動性，以有效因應軍費削減之挑

戰。外交上旨在鞏固其在亞太地區存在的承諾，同時爭取更多國家支持美國，以稀釋中

國大陸的區域影響力。是以，美國致力推行前沿部署外交政策，除了深化既有的雙邊關

係，以及拓展新的夥伴關係，美國亦積極參與區域多邊機制，更加重視與區域多邊組織

的合作關係。 
對東協而言，在北京對東協的政策逐漸從過去強調經貿發展轉為越趨強硬的海上軍

事維權，相較於歐巴馬政府政、經、軍多管齊下的重返亞太政策，東協能否維持現有在

經貿依賴中國大陸，而在安全上仰賴美國的模式，在未來勢必面臨來自美、中及自身成

員的嚴峻挑戰，而成為其必須克服的重要課題。 

                                                       
31 同註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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