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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論文，係利用機率假定密度（probability hypothesis density, PHD）濾波器，卡門濾

波器（Kalman filter）於無線感測網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WSNs）佈置之環境中，進行

追蹤變動物件之效能的比較研究。雖然在本文中，真正的 WSNs 僅以模擬方式進行佈署，然而，

就 WSNs 實務之建構環境仍然可行。之後，並以電腦模擬進行其兩演算追蹤目標物，所產生之

均方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的比較探討。 後，由模擬所得之數據分析，可以

發現，雖然 PHD 之演算法可以產出較小誤差的追蹤效能，然而卡門濾波器之結果在硬體的實

現上可以得到較優的益處。本研究結果，可以延伸作為 WSNs 環境中，追蹤變動性物件之設計

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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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the probability hypothesis density (PHD) filter and the Kalman filter as the 

two algorithms for tracking the maneuvering objects deployed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 

environments. Their tracking performances with root mean square errors (RMSEs) are compared and 

simulated using computer programs. Superior performance can be obtained using the PHD filter 

algorithm; however, a single implementation of the Kalman filter outperforms the PHD filter. To 

improve the tracking of maneuvering objects, the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can be used as a design 

reference for the deployment of mobile sensors within WSN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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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就控制系統而言，有所謂古典或傳統設計，它們分別為

頻率響應技術及根軌跡技術，兩種方法都非常有效率。然而

由於很多地方需要用到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方法，以

致於非常依賴累積經驗值。另外，極點配置設計技巧，被認

定是近代設計技術，受控體的狀態變數模型，而非古典方法

所使用的反轉函數，在這程序當中，假定閉迴路轉移函數的

極點位置可精確給定，對線性模型而言，這些極點位置的精

確值指定是可以實現的。然而，對物理系統而言，可放置極

點的區域是有限制的。想要直接測量到所有的狀態向量是不

切實際的，為了實現狀態向量迴授，我們必須使用狀態測量

來估測狀態。假設狀態估測的完成是藉由使用無線感測器網

路 WSNs（wireless sensor networks）偵測，則將獲得的資訊

傳給中央控制台進行運算，以便設計一個動態目標追蹤系統

（即一組方程式）來估測狀態 [4]。為了透過 WSNs 觀念的

實現，本文首先假設，在所有狀態空間產生隨機變數狀態，

其次在設計狀態估測器。換句話說，本文同時考慮兩種設計

程序，包含粒子機率假定密度（probability hypothesis density, 

PHD）濾波器 [6, 9, 12] 與 佳的狀態估測器卡門濾波器 

（Kalman filter）[7] 之比較，進行 WSN 環境中目標追蹤之

實現。 

  無線感測網路是一種由大量感測節點所構成的網路，在

應用方面十分廣泛，無線感測器網路可以應用在那些地方

呢？一般而言，有在商業上應用；健康照護應用；環境生態

應用；防災預警應用；與軍事防禦應用 [13]。使用者只要

將感測網路佈建在這些區域，並進行收集感測網路所感測的

資料以及延長感測器網路的存活時間（lifetime）就顯得特

別重要 [17]。當 WSNs 興起之後，此種技術逐漸被廣泛使

用，然而 WSNs 為一種特殊之隨建即用（Ad hoc）的無線網

路，感測節點擔任感測環境、資料分析與繞送的工作，由於

節點是隨機的分佈於待測區域，所以節點感測到的資訊，都

必須和節點所處的位置結合才有意義，如何應該更精確且有

效率的追蹤感測節點的位置目標 [2, 14]。這就是需要結合

隨機過程系統的狀態估計，及隨機 佳控制問題。本論文將

提出探討有關運用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與卡門濾波器之研

究比較後的結果，應用於感測器對動態目標的追蹤，並且利

用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之 佳化演算法，作為假設檢定判別

的依據。就本文以模擬方式之進行，所得研究結果發現，只

需要用少數的樣本數，即可準確的在 WSNs 環境中追蹤物

件 [5]。而權重的概念更提高了演算法對於雜亂背景下追蹤

的成功率。卡門濾波器適用於觀測進程中的變量，從數學角

度看，因為卡門濾波器的估計誤差 小，卡門濾波器可估計

線性系統的 佳狀態。  

  本論文的架構如下，在緒論中簡介在控制系統中測量估

測狀態，運用於無線感測器網路偵測；接續以機率假定密度

濾波器簡介，高斯混合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和粒子 PHD 機

率假定密度濾波器，而互補濾波器與低通濾波器特性介紹於

第二章。在第三章中，介紹卡門濾波器的整體運算流程，從

動態系統到量測狀態及時間的預測，更新前一個狀態的結

構，透過數學模式中瞭解動態目標追蹤方法。卡門濾波器與

機率假定密度模擬結果比較出示於第四章。第五章中為一簡

短結論。 

 

二、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 

（一）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簡介 

  機率假定密度（PHD）濾波器實現有兩種方式，第一種

方式是高斯混合機率假定密度（Gaussian mixture, GM-PHD）

濾 波 器 ， 第 二 種 方 式 是 粒 子 PHD 機 率 假 定 密 度

（particle-PHD）濾波器。但是這兩種方法的演算相當複雜

並且與 m，n 值成正比，其中 m 代表測量點的數量，n 是目

標物的數量。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已經被證明是一個易處理

的計算方法，此外，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類似於普通的單一

目標，和單一感測器為貝葉斯（Bayesian）濾波器，因此它

可以使用任何實現非線性濾波方法，也可以處理多個型態上

的機率密度函數。特別是非線性狀態和測量方程式。就多個

目標存在於 WSNs 的環境中未布局，目標狀態充分檢驗之

後，其分佈並不實際。當真正的目標物其數量變化時，問題

變得更錯綜複雜，在這種情況下，狀態空間本身的大小成為

一個離散的隨機變數。 

  目標動態模型可以解決的不確定性，假設多個模型的運

動模式和可能相結合的模式，然後依靠估計方式，類似於一

個用於交互作用多模（interacting multiple model, IMM）估

計。在追蹤多個目標，如果數量目標是未知的，隨時間變化，

無法比較的狀態與不同層面，並且使用一般貝葉斯統計固定

的三維空間。然而，問題可以解決，可以用有限集合統計

（finite set statistics, FISST）納入狀態空間比較不同層面

[9]。一般而言，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的基礎在多個目標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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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的 WSNs 環境中，將會面臨更多的困難。但是，如果與

目標分離相比較，如果可以求得個別目標的機率密度函數其

系統狀態，解決的手段是要高度集中於對 WSNs 環境中，

變動目標物的狀態變動之變化的掌握，個別目標機率密度函

數顯著不重疊，而使用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來解決目標將變

得可能 [10, 16]。 

  經由上列 WSNs 環境之敘述，接下來假設有某一 WSNs

之分析環境，之中有無數之感測節點進行佈建，然而，本文

所探討者並非指向感測無數目之多寡，僅以其中之目標物進

行探討與分析。透過定義，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

)|( :1| kkkk ZXD ，隨著單一目標狀態向量 Xk，並且給予全部

時間步階的 k 測量數據，則已知近似目標狀態的預期，會給

予假定密度濾波器局部極大的機率值為 

 

kkkkkskk dXZXDN )|( :1||   （1） 

 
其中 Zk 代表可用性測量，就一般影響情況而言，狀態預估

代表非常重要的功能；在大量目標消失產生之後，當大量產

生目標進入新的目標。其代表一個目標與狀態 Xk-1一起在時

間 (k-1) 步階時，重新產生的可能性，將透過在時間 k 步階

後所殘留之結果為，ek|k-1(Xk-1)，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大量產

生目標，在 k 的步階時間後，隨從一個目標是狀態為 Xk-1，

並且在 bk|k-1(Xk|Xk-1) 新生自然目標的機率假定密度濾波

器。在 k 的時間步階，即 γk(XK)，則預期的機率假定密度濾

波器，可以表示為 

 
)|( 1:11|  kkkk ZXD  

 
=   )||()([)( 11|11| kkkkkkkkk XXfXeX  

 

11:111|111| )|()]|(   kkkkkkkkk dXZXDXXb  （2） 

 
其中 fk|k-1(Xk|Xk-1) 表示單一目標的馬爾柯夫（Markov）過渡

密度。 

  對狀態預測之後，進行更新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的預

測，可以透過糾正可用性測量 ZK 在 K 的時間步階，來取得

更新的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假設有許多是假警報，帕松

（Poisson）分佈平均率 λK，而且機率密度的空間分佈

Ck(Zk)。假設時間步階 k 檢測機率的目標與狀態 Xk為 PD(Xk)。 

  然後，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在時間的 k 步階更新之後，

得到 

)|( :1| kkkk Z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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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kkkk ZXD  （3） 

 
其中，ψk(·) 代表可能性函數，可以由下得到 

 

   ))|()|()()|( 1:11||1:1 kkkkkkkkkkDkkk dXZXDXzfXPZz  
  （4） 

 
其中， )|(| kkkk Xzf 表示單一感測器與單一目標的機率函數。 

（二）高斯（Gaussian）混合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 

  高斯混合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是一種新的遞迴演算

法，提出了聯合估計隨時間變化的數量目標 [1]。對於目標

的動態和所產生過程中之後的強度，在任何時間的第一個步

階是為高斯混合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重要的是，封閉形式

遞歸的傳播方法是由共變異量與權重值所組合而成，高斯分

佈所組成的部分在強度之後得出量。 

  在 WSNs 環境中的多個目標測量，不僅是目標的狀態

隨時間而改變，而且目標數量變化還會出現和消失。通常情

況，並非全部現有的目標皆作為檢測的感測器。此外，這個

感測器還接收到一組似真的測量結果（雜波），不是來自任

何目標。因此，每一次難以辨別觀察收集的部分，無法判斷

是觀察在每一步階的時間，其中只有一些產生的目標。就

WSNs 中之多目標追蹤，在每個時間的步階共同的估計，其

數量目標和它們的狀態，可以從一個序列的一組雜訊及干擾

作為觀測。如圖 1 所示，機率動態系統模式，其中符號個別

表示為過渡模式，xk~P(xk|xk-1)，與觀察模式 yk~P(yk|xk)。 

  線性高斯（Gaussian）多目標模型，從封閉形式解決機

率假定密度濾波器遞迴的要求，除了假設每個目標係存在變

動性，產生相互獨立觀察，測量雜波的 Poisson 分布和獨立

目標源，預測到的多目標隨機有限集合（random finite sets,  

 

 

 

圖 1. 機率動態系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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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S）屬於 Poisson 隨機程序 Pk|k-1 [11]。線性高斯多目標模

型包括一些假設出生，死亡和檢測的目標，其中，每一個目

標之數學式表示，如果以線性高斯動態模型和感測器具有線

性高斯測量模型，即 

 
),;()|( 111|   kkkk QFxNxf   （5） 

 
),;()|( kkk RxHzNxzg   （6） 

 
其中 );(.; PmN 表示高斯函數，m 為平均密度，P 為共變異

量（covariance），Fk-1是狀態的轉置矩陣， 是條件狀態值，
 

Qk-1 是過程激勵雜訊的共變異量，Hk 是觀察矩陣，而 Rk 是

觀測雜訊的共變異量。 

  為進行第一與第二階統計目標之計算，於是透過交互作

用多模（interacting multiple models, IMM）方法未完成；其

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一個週期的算法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 

[6]，分別如下： 

1. 混 合 階 段 ： 在 這 個 階 段 ， 初 始 的 密 度 ，

)|,(
~

1:111|   kkkkk ZqrXD ，提供給機率假定密度濾波

器，這是匹配的目標模型，q，基礎上的計算，Markov

模型轉移機率矩陣為 [hpq]，並且可以將此模式依賴初始

的密度而得到 

 

)|,(
~

1:111|1   kkkkk ZqrXD  

 

rpq

N

P
kkkkk NqhZprXD ,...,1,)|,(

~1

1
1:1111|1  


  （7） 

 
  當估測而產生的目標量增大時，在不考慮消失混合的階

段，則密度 )(
~

1| kkD 和 )(1|1  kkD 在公式（7）是類似於機

率密度，只是他們沒有一致性的整合。 

2. 預測階段：一旦計算到目標模型的匹配機率假定密度濾

波器之 初密度 q，依靠模式的預測密度得到 

 
)|,( 1:11|   kkkkk ZqrXD  

 
),|()([),( 1|1|11| qrXXfXeqrXr kkkkkkkkkkkk    

 

11:111|11| )|,(
~

)],|(   kkkkkkkkkkk dXZqrXDqrXXb  

 （8） 

 
其中 bk|k-1(·) 是模式依賴預測之依賴機率假定密度，不只能

適用於單一模型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而且 λk(·) 有賴於機

率假定密度濾波器產生自發性的目標。積分模式的依賴機率

假定密度濾波器， )|,( 1:1111|1   kkkkk ZqrXD ，對某個

追蹤地區提供預期數值，該地區的目標假設為所有經過給定

的目標動態描述模型 q。 

3. 更新階段：隨著在時間步階 K 可用性的測量數據，這些

模式依靠 新密度可以計算表示為 

 
)|,( :1| kkkkk Zqr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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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

Zz KkkkKK

kkkkkkD 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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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kkkkk ZqrXD  q=1,...., Nr （9） 

 
其中 )(k 是可能性函數。雖然，上述沒有明確的模式機

率，更新後的多種模型的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MMPHD），

在更新階段，也已經暗地更新模式機率；因此，期望目標的

數量是一個特定的模型。換句話說，沒必要在遞迴的多種模

型的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去計算 新的模式可能性的數量

值；整體上，自相依模式的密度在混合階段所使用供給濾波

器，可以採用多種模型算法，良性非機動目標可能會降低性

能的追蹤，並增加其計算量。 

（三）粒子 PHD 濾波器 

  粒子 PHD 濾波器，圖 2 為其基本化模型，其適用於多

種車輛地形追蹤，以及一個非線性追蹤問題 [17]。例如，

當目標在已知的環境中自我導航時，同時在虛擬地圖上散佈

一定數量的粒子（particles），此些粒子可以視為 WSNs 中

的感知節點，假設每個粒子的姿態皆為可能的目標位置，藉

由移動過程中，從距離感測器獲得的感測資訊，與里程計算

得到位移量來更新所有的粒子，並重新計算每個粒子的權重

值（weighting），以替換掉權重值不佳的粒子。如此不斷的

重複動作，當大部分的粒子皆朝向權重分佈較高的座標集中

時，則可以推測目標在此座標位置的機率較高，亦可認定目

標身處在虛擬地圖中的這個位置上有高度的可能性。以上過

程，便是 WSNs 環境中多目標物追蹤的 佳環境寫照。 

  粒子 PHD 濾波器，也稱為引導濾波或濃縮，已被證明

是一個有用的工具，貝葉斯追蹤非線性模型運動和觀察。粒

子 PHD 濾波器所用的是一個序列式的蒙特卡羅（sequential 

Monte Carlo, SMC）方法 [3, 8]。代表後面的是一組假定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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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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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基本化模型 

 

個狀態或粒子，  N
tt  ,....1

1 ，粒子密度在某一點在狀態空

間表示後密度在這一點。一步階時間過程如下： 

1. 預測步驟：粒子  N
tt  ,....1

1 代表 )|(| 1:111:11  tttt ZXZfx

傳播的採 樣 時間，動 態 模型 )|(| 11
s
tttt XXfx   為

1,..., s ，傳播的粒子  N
tt 

~
,....

~1
1 代表在時間的 t 前

)|(| 1:11:11  tttt ZXZfx 。 

2. 觀察步驟：給於新的觀察 zt 的 Zt，每個粒子傳播 s
t

~
分配

一個權重值 )
~

|(| s
tttt

s
t zxfz   。 

3. 重採樣步驟：現在，N 個新粒子採樣的設置附加粒子權

重，     N
t

N
ttt  ,

~
,...,,

~ 11

 
的頻率每個粒子是成正比的重

量採樣。 

  在獨立移動的目標情況下，每一個目標能改為一個單獨

追蹤的濾波器。然而，這導致了模型數據關聯的問題，在解

決處理計算的複雜性方面的問題，其實只要追蹤機率假定密

度濾波器在第一時間聯合分佈即可。 

（四）互補濾波器與低通濾波器特性 

  互補濾波器（complementary filter）通常整合定位系統，

都會使用多個感測器來量測同一物理量，由於各個感測器的

特性都不太相同，因此所量測得到的信號頻譜就會具有不同

的誤差。大部分的整合問題是，一個感測器含有低頻的誤差

累積（例如加速儀、陀螺儀），而另外一個感測器則有較佳

的精度，但有較大的高頻雜訊（如 GPS、電子羅盤）。此種

情況可以利用較簡單的「互補濾波器」，比較卡門濾波器而

言，它為「次佳（sub-optimal）」但為易於使用的設計。 

  互補濾波器主要架構如圖 3 所示 [12]。利用兩個感測

器取同一個物理量，各具有不同的頻率雜訊。S1是感測器 1 

所量測到的信號，其中包括一個欲量測信號 S，加上一個低 

 
 

圖 3. 互補濾波器架構 

 

頻雜訊 N1，S2 則是感測器 2 所量取到的信號，其中包含一

個欲量測信號 S，加上一個高頻雜訊 N2。將感測器 1 與 2

所量測到的信號相減即可得到 (N1- N2)，其中包含了感測器

1 中的低頻雜訊，和感測器 2 中的高頻雜訊；假如我們將此

信號差通過一個低通濾波器，即可將高頻誤差去除，而得到

低頻誤差的估測量。再將感測器 1 所量測到的訊號，減去此

估測量即可得到欲量測信號 S。 

 

三、卡門濾波器 

（一）卡門濾波器 

  卡門濾波器原理是在 1960 年由 Richard Kalman 所提出

來 [7]，主要是藉由一套的數據疊代法則，利用量測到的每

一筆量測數值，再去估測系統的狀態變數。卡門濾波器是一

項信號處理的技巧，可以用來估算狀態或參數，它同時處理

系統的量測方程式（measurement equation）和狀態方程式。

其中量測方程式描述量測量，和狀態之間的關係，而狀態方

程式則描述了狀態隨時間變化的情形，分析卡門濾波器所有

運作流程如圖 4。卡門濾波器主要可以利用下列資訊來對狀

態或參數進行 佳估測：（1）系統之動態狀態與感測器的

數學模式、（2）系統之不確定性干擾（uncertain disturbance）

及感測雜訊、（3）初始條件之建立、（4）其他非雜訊型式

之輸入。其 佳化的過程主要是，提供一個狀態的估算量 x̂

來近似真實狀態 x，故此 佳化的卡門濾波器，實際要求 x̂

和 x 之間的均方根誤差期望值    TxxxxE ˆˆ   為 小 

[15]。 

 

 w k
 1,B k k 

 1x k 

 1,A k k
 x k

 1,H k k 

 1v k 

 1z k 

 
 

圖 4. 卡門濾波器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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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信號的估計過程 

  如圖 4，系統之動態模式包含狀態方程式（ state 

equations）與量測方程式（measurement equations）。假設

xk為 k 時刻之狀態向量；wk為同一時刻之系統雜訊。假設系

統的狀態方程式為 

 

kkkkkk wuBxAx 1  （10） 

 
其中 Ak為 k 時刻至 k+1 時刻之狀態轉移（state transition）

矩陣；Bk為相對應之輸入矩陣。至於系統之量測方程式為 

 

1111   kkkkkkkk vxHzvxHz  （11） 

 
其中 zk+1為在 k +1 時刻之量測量；Hk+1為輸出矩陣，可以表

示狀態矩陣與量測矩陣之間的函數關係；vk為量測雜訊，假

設 wk與 vk為一均值，而且是彼此不相關零白色雜訊（white 

noise），同時滿足 

 

  jkk
T

kk QwwE   

 

  jkk
T

kk RvvE   （12） 

 

其中 jk =0 當 jk，而 jk =1 當 j k ，Qk為一半正定矩

陣（semi-positive definite matrices），Rk 則為一正定矩陣

（positive definite matrices）；而且，令 Qk與 Rk分別為 wk

與 vk之共變異矩陣（covariance matrix）；隨機信號 wk和 vk

分別表示過程激勵雜訊和觀測雜訊。假設它們為相互獨立，

常態分佈的白色雜訊，並且表示成 p(w)~N(0,Q)，與

p(v)~N(0,R)。實際系統中，過程激勵雜訊變異數矩陣 Q，和

觀測雜訊共變異矩陣 R，可能會隨每次反覆運算而不同。量

測矩陣為 m×n 階，H 表示狀態變數 xk對測量變數 zk 的增益。

實際中 H 可能隨時間變化，在此假設為常數。 

 

四、模擬結果 

  本章中，將依照前述數學模式推導所有狀態與程序，進

行模擬。 

（一）卡門濾波器模擬結果 

1. 步驟一：首先程式設定執行 100 steps，而每步間隔時間

設定為 T=1，隨後產生高斯雜訊 Wk-1，分別對雜訊元素

給予權重。 

2. 步驟二：尋找實際目標狀態，由離散系統方塊圖所得出

數學模式 111   kkkk WXX ，p(w)~N(0,Q) 稱作系統

動態模型，透過數學模式由程式設定 Xk為初始 X 位置及

速度，Y 位置及速度。Xk-1代表目標狀態初始位置由第一

列 4000 開始執行，Wk-1代表目標狀態初始位置的雜訊，

由第一列 4000 開始執行。由此可知，設定 Xk 代表給予初

始位置的目標狀態矩陣為 T
kX ]500  6000  500  4000[ 。 

3. 步驟三：觀測雜訊，經由卡門增益矩陣（Kalman gain 

matrix）數學模式 1])([)(  K
T
KKK

T
KKK RHPHHPK ，

p(v)~N(0,R)，為常態分布，RK 隨機變數代表觀測雜訊共

變異矩陣，其矩陣值為 

 


















000009.000

04000

004000

kR  

 

設定從第一步到 100 步之間，分別加入權重以放大倍數。

測量模式由數學式得到 ZK=HKXK+VK，其中 ZK 代表測量

狀態，VK 代表觀測雜訊，HK 設定為單位矩陣。 

4. 步驟四：PK表示預估的初始值矩陣，表示為 

 
T

kP ]52061005204100[  

 
ＰK－１為預估的位置給予參數的矩陣為 

 























10010000

1001000000

00100100

0010010000

1kP  

 
5. 步 驟 五 : 誤 差 的 共 變 異 推 導 數 學 模 式 為

1111 )()(   K
T
KKKK QPP ，其中 T

K 1 矩陣為 

 



















 

1000

100

0010

001

1 T

T

T
K  

 
而 Qk-1代表過程激勵雜訊共變異矩陣，表示如下 
 



 

陳雍宗：應用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與卡門濾波器進行目標追蹤之效能比較研究 

                                                        

 

39 





















25000

01000000

00250

00010000

1KQ  

 

6. 步驟六：狀態估計觀測更新（state estimate observational 

update ） 數 學 模 式 為

 )(ˆ)(ˆ)(ˆ  kKKKKk XHZKXX ，其中 )(ˆ kX 代表

前一次狀態， )(ˆ kX 代表更新狀態，即為目前狀態，之

後，再由數學式得到誤差共變異更新（error covariance 

update）   )()(  KKKK PHKIP ， )(KP 代表先驗估

計誤差之共變異， )(KP 代表後驗估計誤差之共變異。

如圖 5，為卡門濾波器單目標動態追蹤，與圖 6 顯示卡門

濾波器單目標均方根誤差。 

 

 
 

圖 5. 卡門濾波器單目標動態追蹤（x-y 以公尺為單位） 

 

 
 

圖 6. 卡門濾波器單目標均方根誤差 

  將 第 一 個 動 態 目 標 設 定 為
2

1111
ˆ1 XXrr  和

2

1313
ˆ2 XXrr  所得出 211 rrrrerror  後結果為

)1/(11  steperrorerrorsum 之數據，如表 1 所示。 

  接著利用卡門濾波器使用兩個動態目標來作追蹤，模擬

結果如圖 7 所示，兩個動態目標均方根誤差如圖 8 所示。兩

個目標均方根誤差由程式中第一個動態目標設定為

2

1111
ˆ1 XXrr   和

2

1313
ˆ2 XXrr  所 得 出

211 rrrrerror  後 結 果 為

)1/(11  steperrorerrorsum ，第二個動態目標設定為

2
1212

ˆ1 XXvv  和
2

1414
ˆ2 XXvv  所 得 出

211 vvvverror  後 結 果 為

)1/(22  steperrorerrorsum 之數據，如表 2 所示。 

  本文第 2 章所提到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近似的預期目

標狀態給予的局部極大的機率假定密度濾波器。 重要的預

測，和更新步驟一個週期的機率假定密度濾器如圖 9 所示。 

（二）PHD 濾波器模擬與步驟 

  經由本文第 2 章在預測階段數學模式中，利用下列步驟

完成； 

 

表 1. 卡門濾波器單目標動態目標之數據 

errorsum1 

96.3757 

164.7951 
 

 
 

圖 7. 卡門濾波器兩個動態目標追蹤（x-y 以公尺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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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卡門濾波器兩個動態目標均方根誤差 
 

表 2. 卡門濾波器兩個動態目標之數據 

errorsum1 errorsum2 

46.7264 64.4908 

10.7415 14.0980 

 

 
 

圖 9. 粒子 PHD 濾波器估測週期 [4] 

 

1. 步驟一：開始設定為 100 步驟，T=1 表示每步間隔的時

間，再增設一個 TT=50，表示在 Xk-1 所給予權重變化量

的參數的矩陣表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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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TTTT

TT
TT

T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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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

23
00

00
2

00
23

2

23

2

23

1  

 
當參數改變時可以發現線性狀態變化出現的曲線，並且

可以立即追蹤目標如圖 10，PHD 濾波器單目標動態追蹤

模擬，與圖 11，PHD 濾波器單一動態目標均方根誤差。 

 
 

圖 10. 粒子 PHD 濾波器單目標動態追蹤（以公尺為單位） 

 

 
 

圖 11. 粒子 PHD 濾波器單目標動態均方根誤差 

 

2. 步驟二：Xk|Xk-1，Xk代表目標初始狀態這裡設定值與卡門

濾波器的目標初始值為同一數據，在該區域的目標假設

所有經過給目標動態描述模型，rk 隨機變數代表觀測雜

訊共變異矩陣，當 Xk-1 與 rk 參數值同時改變時就會產生

不同的軌跡所顯示目標與估測狀態是可以追蹤到，將

R1=5000、R2=600、R3=0.00001 給予不同的參數值的變

化，矩陣表示如下 

 


















300

020

001

R

R

R

rk  

 
  然後將卡門濾波器與粒子 PHD 濾波器模擬結果進行分

析，如圖 12 卡門濾波器產生不同的軌跡單目標動態追蹤，

與圖 13 卡門濾波器不同的軌跡單目標動態均方根誤差，再

以表 3 和表 4 所得到之數據相互比較。之後再使用步驟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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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卡門濾波器產生不同的軌跡單目標動態追蹤（以公尺 
為單位） 

 

 
 

圖 13. 卡門濾波器不同的軌跡單目標動態均方根誤差 

 

表 3. 粒子 PHD 濾波器單目標動態之數據 

errorsum1 

96.4757 

164.8951 

 

表 4. 卡門濾波器產生不同的軌跡單目標之數據 

errorsum1 

93.1483 

105.8647 

 
 

步驟三相同方法，來進行粒子 PHD 濾波器兩個動態目標追

蹤，顯示不同的動態軌跡來作目標追蹤與估測狀態，如    

圖 14，為粒子 PHD 濾波器兩個動態目標追蹤所示，與圖 15，

粒子 PHD 濾波器兩個動態目標均方根誤差所示。 

 

 
 

圖 14. 粒子 PHD 濾波器兩個動態目標追蹤（以公尺為單位） 

 

 
 

圖 15. 粒子 PHD 濾波器兩個動態目標均方根誤差 

 

（三）卡門濾波器與粒子 PHD 濾波器之比較 

  再將卡門濾波器，與粒子 PHD 濾波器兩個動態目標模

擬結果之分析，如圖 16 所示，為卡門濾波器不同的兩個動

態目標軌跡，與圖 17 卡門濾波器不同的兩個動態目標軌跡

均方根誤差，再以表 5 和表 6 所得到之數據相互比較。 後，

為突顯多目標之追蹤成效，圖 18 中顯示 4 目標物之追蹤模

擬結果。 

 

五、結論 

  本文主要是分析使用粒子 PHD 濾波器與卡門濾波器於

WSNs 類環境中多目標物之追蹤的效能比較，當物件追蹤是

指追蹤標的物，偵測到目標物之後，必需進行持續的追蹤。

目前 為熱門的方法有卡門濾波器與粒子濾波器兩種，前者

用來做線性追蹤，後者可用來做非線性追蹤。能夠融合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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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卡門濾波器不同的兩個動態目標軌跡（以公尺為單 
位） 

 

 
 

圖 17. 卡門濾波器不同的兩個動態目標軌跡均方根誤差 

 

表 5. 粒子 PHD 濾波器兩個動態目標之數據 

errorsum1 errorsum2 

72.0118 83.6081 

173.0236 174.7551 

 

表 6. 卡門濾波器不同的兩個動態目標之數據 

errorsum1 errorsum2 

89.6698 67.4694 

125.7627 118.3059 

 

感測器以得到在環境中移動時的位置量測資訊。該技術融合

了蒙地卡羅方法、馬可夫鏈（Markov chain）與粒子 PHD

濾波器等機率學、統計學的概念與技術。估測演算法計算效

能之提升，由於目標之狀態以及對於環境之感測特徵資料必

需藉由各種估測演算法進行運算，例如：擴展式卡門濾波器

（extended Kalman filter, EKF）等，以獲取目標之狀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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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四個感測器分別追蹤四個移動目標物之追蹤模擬 

（以公尺為單位） 

 

而，運算的複雜度將可能降低執行之效能。因此，本文研究

結果，已就粒子 PHD 濾波器與卡門濾波器於 WSNs 類環境

模擬完成其結果之比較；可以延伸作為 WSNs 環境中，追

蹤變動性物件之設計時的參考之結果，就如何改善現有之目

標動態追蹤定位之作法極具重要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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