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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語言設計 

 

 

電腦動畫中物體動畫的指定方式，可以分為兩個極端：低階指定與高階控制。低

階指定的方式優點在於能指定所有參數的細節，但缺點在於當要指定的參數過多

時，製作過程過於繁瑣耗時。一般具有動畫表示能力的資料格式，如 VRML 或

Direct3D 均屬於這類低階的表示法。這類指定方式的腳本資料量通常較大，但動

畫呈像的軟體通常只需要知道如何作剛體的座標轉換，即可做出各式各樣的動畫

表現。相對而言，另一個方向是高階的動畫控制方式。動畫設計者透過高階的指

令，便能指定所希望表現的動畫。優點是設計者可以用較簡便的方式表達動畫設

計的理念。此方式的缺點則是動畫最終的結果可能因動畫呈像軟體的不同而有差

異。另外，將高階指令轉換成低階的動畫指定有可能因計算的複雜度而無法達到

即時動畫的要求。 

 

整體而言，高階與低階的方式各有利弊，最佳的使用方式應是能依照所要製

作的動畫特性、現有的播放軟體、及動畫的應用要求，選擇適當的表示方法。即

使是對同一個應用，也可能因現有動畫庫或播放軟體的能力，而需在不同時機彈

性地選擇不同層次的動畫指定方式。 

 

除了動畫的範疇，媒體的展現還包括其他的樣式，例如像聲音，語音，圖片

顯示等等，有太多的可能，皆會因為應用領域的不同而有特殊的需求。所以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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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應該保留未來延展的功能，讓媒體的展現可以多樣化。因此我們在此提出了

eXtensible Animation Markup Language(XAML)，希望能達到多層次的動畫指定與

延展的特性。圖 3.1 即是此語言的架構。XAML 是 XML-based 的動畫語言，最

上層的元素(Element)為 AnimItem，也是 XAML 中的核心。它的子代有六種選擇，

可以有 1~∞個子代，不限制子代元素出現的順序，其他元素的結構以此類推。

至於詳細的功能介紹將在 3.2 跟 3.3 章節詳細介紹。至於詳細的 XML Schema，

請參照附錄 A。 

圖 3.1：XAML 語言架構 

 

3.1. 需求分析 

在設計動畫語言之前，我們先分析指定動畫的需要哪些方面的功能。Araf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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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一個動畫語言需要考慮以下幾個層面。 

 High-Level：將低階動畫指定的技術抽象化出來，利用比較簡化抽象的

參數來控制動畫的表現。但是還是要保留低階指定中對動畫細微控制的

優點，讓動畫描述可以同時兼具細微控制和彈性指定兩個優點。 

 Complete：語言必須包含了各個方面的屬性，許多功能導向的屬性都需

要被考慮到。 

 Extensible：讓使用者可以產生個人自訂的語言擴充，抑或是可以在語

言中附加複合式的元素。 

 Parameterized Action Support：讓 Third Party 可以產生客製化和動態運

作的腳本。 

 Synchronized：當多樣的表現方式需要被整合到動畫的時候，各種表現

方式是要同步運作。 

因此，我們設計出來的動畫語言必須要考慮到以上幾個重點。在接下來的章節

中，我們將根據這些面向說明我們這套語言如何達成這些目標。 

 

3.2. 基本架構 

時間在動畫中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要素，藉由許多簡單的動畫事件在時間區段上彼

此交互發生關係可以組合成另一個更複雜的動畫，而這個新動畫我們可以用動畫

時間區段所構成的圖狀結構表示，如圖 3.2 所示。每一個時間區段跟另一個時間

區段都會有一個時間上的關係。在圖 3.2 中，有四個時間區段 ABCD，時間區段

兩者間的連線表示兩者的時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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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這套語言可以藉由建構這樣的鏈結網路來達到指定動畫的目的，這

樣的網路可以區分成節點和關聯兩個部分。節點可以代表成一個完整的動畫，它

包含了時間和動畫內容等等的資訊。既然節點代表了一個動畫，而鏈結網路也可

視為一個完整的動畫，因此，一個鏈結網路也可以縮簡為一個節點。如圖 3.3 所

示，這樣一個動畫網路就可以成為階層狀的結構。 

 

分析完節點的角色，再來就要決定如何定義一個節點。誠如之前所言，節點

是一個時間區間，同時有階層性的特質，所以在此套語言中我們保留了一個標籤

<AnimItem>來描述一般性動畫節點，只藉由標籤屬性的設定來決定時間區段。

同時藉由 XML 與生俱來的階層架構來達成階層狀的鏈結網路。就以圖 3.3 為例，

該圖狀結構可由圖 3.4 的文件來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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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時間區段連接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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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階層狀的鏈結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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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完階層式的網路結構後，節點跟節點之間的關係尚未被指定，根據

Allen[6][7]的分析，每兩個節點間可能的關係如圖 3.5 所示共有 13 種，因此我們

這套語言也必須要有能指定這 13 種關係的能力。所以我們先假設來自於同一親

代的 AnimItem 是以平行撥放的形式存在的，在使用一些時間屬性的 Attribute 來

設定時間關係。例如利用 start 屬性可以來設定動畫開始時間，也就是以親代動

畫開始撥放的時間點當作基準點，預設值是 0。利用 end 屬性可以來設定動畫的

結束時間，同樣的這也是以親代動畫開始撥放的時間點當作基準點。抑或是使用

dur 屬性來設定動畫的存活時間，也就是動畫經過 dur 的時間後便宣告結束，此

時 end = start + dur。不過當 dur 跟 end 同時被指定時，便有發生衝突的可能，此

時以較短的結束時間為基準。不過這樣的時間指定都是相對性的，也就是根據被

執行的時間點或者根據親代的時間點。如果要指定絕對的時間點，我們允許 start

跟 end 使用另外一種表示法，使用傳統的時間表示法，HH:MM:SS。HH 表示幾

點，MM 表示幾分，SS 表示幾秒。 

<AnimItem> 
 <AnimItem DEF=”A” /> 

<AnimItem DEF=”B” /> 
<AnimItem DEF=”C”> 

<AnimItem DEF=”a” /> 
<AnimItem DEF=”b”> 
 <AnimItem DEF=”I”> 

<AnimItem DEF=”II”> 
<AnimItem DEF=”III”> 
<AnimItem DEF=”IV”> 

</AnimItem> 
<AnimItem DEF=”c” /> 

</AnimItem > 
<AnimItem DEF=”D” /> 

</AnimItem> 

圖 3.4：使用 XML 建立階層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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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Symbol Symbol for 
Inverse 

Pictoral Example 

X before Y < > XXX  YYY 
X equal Y = = XXX 

YYY 
X meets Y M MI XXXYYY 

X overlaps Y O OI XXX 
YYY 

X during Y D DI XXX 
YYYYYYY 

X starts Y S SI XXX 
YYYYYY 

X finishes Y F FI XXX 
YYYYYY 

圖 3.5：13 種可能的時間關係 

 

另外，為了滿足階層式的設計，如果子代的時間範圍超出了親代所容忍的範

疇，要對子代的時間設定作限制。如圖 3.6 所示，加上了時間關係之後，當這樣

的文稿被解晰運作後，程式便可以了解彼此間的關係，以讓一個事件被觸發後可

以更新其他動畫事件的狀態。在圖 3.6 中的 III 原本的時間設定是撥放四秒，也

就是絕對時間七秒的位置，但是 III 的親代 b 的最長時間範圍只有到絕對時間六

秒，因此便需要對 III 作限制，將撥放時間動態的截取為三秒，以符合親代的限

制。這樣的設計是將親代的時間控制能力有絕對的權威，讓模組抽換更容易掌

控，而不會發生新加入的階層網路超出原有的設定，因而干擾到其他部分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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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定情況下，人們是比較習慣用程序性的敘述來安排動畫，而不是使用平

行運作的方式。人們會希望動畫事件的撥放是一個接一個的，或者是一個動畫結

束後若干秒再進行另一個動畫的撥放。這樣的指定方式平行撥放一樣可以達到，

不過需要使用者自行算出時間的數值，而且如果是動態發生的動畫無法得知它確

實的結束時間，因此使用平行指定也有它的難處。因此我們為 AnimItem 設計了

一個 playMode 的屬性，用來指定動畫撥放的方式。這個屬性可以有兩種值：平

行撥放(par)和循序撥放(seq)。不同的撥放方式會讓子代的時間屬性有者不同的意

義；平行撥放讓所有子動畫元件有者相同的時間參考起點。在一個 AnimItem 所

管轄的範圍下，當一個 AnimItem 的撥放模式是循序撥放時，就是假設各個動畫

事件彼此並不重疊，也就是說子動畫是一個撥完之後另一個才可以被撥放。所以

動畫開始撥放的時間是以前一個動畫結束的時間當作起點。 

 

如圖 3.7 示，原本有 ABC 三個動畫，起始時間分別為 0 秒、5 秒、0 秒，撥

<AnimItem> 
 <AnimItem DEF=”A” start=”5” end=”10”/> 

<AnimItem DEF=”B” end=”3”/> 
<AnimItem DEF=”C” start=”1” dur=”6”> 

<AnimItem DEF=”a” end=”4” /> 
<AnimItem DEF=”b” start=”2” dur=”3”> 

   <AnimItem DEF=”I” end=2”> 
<AnimItem DEF=”II” start=”1” end=”2”> 
<AnimItem DEF=”III” dur=”4”> 
<AnimItem DEF=”IV” dur=”1”> 

</AnimItem> 
<AnimItem DEF=”c” start=”1” end=”4”/> 

</AnimItem > 
<AnimItem DEF=”D” dur=”3” end=”4” /> 

</AnimItem> 

圖 3.6：附加時間關係的階層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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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時間分別為 10 秒、10 秒、15 秒，如果使用 par 作為撥放的方式，則開始的撥

放基準為親代的開始時間點，也就是說一開始的時候 AC 動畫即會開始運作，等

5 秒之後 B 動畫才會開始。但是如果是 seq 的話，子代的順序是十分重要的，先

出現的動畫一定會被撥完才會輪到下一個動畫，所以一開始會撥 A 動畫，等 A

動畫撥畢也就是 10 秒後才是 B 動畫開始的時候，但是 B 動畫開始時間是 5 秒，

所以也就是要等 15 秒後才會開始運作 B 動畫，結果全部動畫撥放完畢共要耗時

40 秒。雖然 seq 所表達的空間一定會被 par 所表達的空間所包含，但是增加使用

上的便利性，因此我們在 AnimItem 上加了撥放模式這一項屬性。 

 

 根據以上所敘述，我們把動畫包裝成 AnimItem 的形式，並且藉由設定時間

屬性來達到動畫元件在時間空間上的配置，但是 XAML 是否能完善的配置所有

的時間空間呢？根據 Allen 所分析，在時間空間中時間區段會產生的十三種可能

的相互關係，下表定義了十三種關係在 XAML 中的對應表示。 

 

 

 
<AnimItem playMode=”par|seq”> 
 <AnimItem DEF=”A” start=”0” dur=”10” /> 
 <AnimItem DEF=”B” start=”5” dur=”10” /> 

<AnimItem DEF=”C” start=”0” dur=”15” /> 
</AnimItem> 
 

圖 3.7：不同撥放模式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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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Mapping constraint
<AnimItem playMode=”par”> 
 <AnimItem DEF=”A” end=”X” /> 
 <AnimItem DEF=”B” start=”Y” /> 
</AnimItem> 

X<Y 

Before 
<AnimItem playMode=”seq”> 
 <AnimItem DEF=”A” /> 
 <AnimItem DEF=”B” start=”X” /> 
</AnimItem> 

X>0 

Equal 

<AnimItem playMode=”par”> 
 <AnimItem DEF=”A” start=”X’ end=”Y” /> 
 <AnimItem DEF=”B” start=”X” end=”Y” /> 
</AnimItem> 

 

<AnimItem playMode=”par”> 
 <AnimItem DEF=”A” end=”X” /> 
 <AnimItem DEF=”B” start=”X” /> 
</AnimItem> 

 

Meet 
<AnimItem playMode=”seq”> 
 <AnimItem DEF=”A”/> 
 <AnimItem DEF=”B” start=”0” /> 
</AnimItem> 

 

Overlap 

<AnimItem playMode=”par”> 
 <AnimItem DEF=”A” start=”X1” end=”Y1” /> 
 <AnimItem DEF=”B” start=”X2” end=”Y2” /> 
</AnimItem> 

X2 < Y1

During 

<AnimItem playMode=”par”> 
 <AnimItem DEF=”A” start=”X1” end=”Y1” /> 
 <AnimItem DEF=”B” start=”X2” end=”Y2” /> 
</AnimItem> 

X1<X2 
Y1>Y2 

Start 

<AnimItem playMode=”par”> 
 <AnimItem DEF=”A” start=”X” end=”Y1” /> 
 <AnimItem DEF=”B” start=”X” end=”Y2” /> 
</AnimItem> 

Y1<Y2 

Finish 

<AnimItem playMode=”par”> 
 <AnimItem DEF=”A” start=”X1” end=”Y” /> 
 <AnimItem DEF=”B” start=”X2” end=”Y” /> 
</AnimItem 

X1>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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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了階層式網路結構的設定，接下來就要設計如何指定節點內容。一般而

言，動畫的內容指定常使用的方式為 keyframe 的技術，藉由指定關鍵畫格的狀

態來完成動畫的效果。關鍵畫格以外時間點的狀態，則可以利用關鍵畫格作內插

或外差的方式運算求得。我們這套語言也是使用 keyframe 的技術，最主要是參

照了 X3D 的標準，指定模型的狀態來達成動畫的目標。最基本的設定有

<OrientationInterpolator>和<PositionIntepolator>兩種，藉由設定 key 跟 keyvalue

兩個屬性來完成 keyframe 的指定，<OrientationInterpolator>是負責旋轉方面的動

畫資料，<OrientationInterpolator>標籤會對 keyvalue 屬性所紀錄的一連串選轉角

度值進行內插的處理，這些旋轉角度值都是表示該物體空間中的絕對狀態，而非

是累加的。Keyvalue 欄位所包含值的個數也必須跟 key 欄位的個數是一致的。每

一個旋轉值代表了物體經過該次選轉所到達的最終位址。OrientationInterpolator

會在兩個旋轉數值作內插，這兩個旋轉數值分別可以在一個四維的單位圓球表面

上(Quaternion 空間)找到相對應的點，而所有內插的數值如圖 3.8 所示，會於該

單位球上形成兩點的最短路徑。內插的方式是對該最短路徑進行線性內插，每一

個 Key 值會對應到一個 Axis angle 的旋轉狀態。 

 

Keyvalue 欄位中是採用 Axis angle 表示法，該方式是由四個值(x, y, z, θ)所

組合而成的，前三項值表示三維空間中的一個向量，第四項值表示要順著這個軸

 
圖 3.8：球表面內插的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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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時針轉的角度。如圖 3.9 所示，箭頭表示要選轉的軸(1, 0, 1)，當圓柱經過(1, 0, 

1, π/2)的 axis angle 旋轉之後之後，它便會以該向量為軸心逆時針旋轉 90 度。 

 

 不過 Axis Angle 對人類並不容易使用，它只適合於動畫軟體或讓語言方便計

算。為了方便手動指定，旋轉的表示也可以用另一種表示，如圖 3.10 所示，會

有三種旋轉值，假想物體有三軸，水平向左的軸為 X 軸，垂直向上的為 Y 軸，

水平向前為 Z 軸，pitch 表示沿 X 軸逆時針轉的角度，yaw 是沿 Y 軸逆時針轉的

角度，roll 則是沿 Z 軸逆時針轉的角度。這三個值有順序性，先進行 pitch 的計

算，然後才是 yaw 跟 roll，這樣的方式可以使用者比較容易想像。不過在使用者

種表示法時要將 OrientationInterpolator 的 type 屬性設為 pyr。 

 

 <PositionIntepolator>則是進行將一連串的三維數數值作線性內插，這個三維

數值代表了三維空間的 XYZ 三點的座標值。同樣的，Keyvalue 欄位所包含值的

個數也必須跟 key 欄位的個數是一致的。 

 

圖 3.9：Axis Angle 旋轉 (1, 0, 1, π/2) 

 

圖 3.10：roll, yaw, pitch 旋轉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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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功能性設計 

在 3.2 章節提出的基本設計雖然已經可以表達動畫，但是僅僅是擁有可以表達動

畫的能力，還不能稱為一個動畫語言。在之前的需求分析章節中提到，共

Complete、High Level、Extensible、Parameterized Action Support 和 Synchronized

五點應該被考量，因此除了基本的功能之外，還需要顧全這五個面向，才能成為

一個完善的動畫語言。 

 

3.3.1. Complete 

在前面的章節我們提出了階層式網路結構的設計，透過階層式的設計可以將動畫

模組化，但是如果每次整個階層網路都要重新定義，這樣模組化的優勢便減少許

多了，如果這些之前定義過的動畫都可以被重複利用，那麼設計動畫的時程便可

以縮短許多。為了達到此目的，我們將 AnimItem 延伸出另一個標籤 AnimImport，

用來引用另一個已經定義好的<AnimItem>動畫。AnimItem 存在一個 DEF 屬性供

開發者為階層網路定義名稱，<AnimImport>利用 src 屬性來指定將哪一個動畫匯

入該節點。通常被匯入的動畫並不是剛好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有可能是撥放時間

過長或過短，也可能是只需要匯入的動畫的部分內容，因此該標籤應該有再製動

畫的能力。在時間控制方面，AnimImport 擁有覆寫(Overwrite)的能力，AnimImport

所指定的 dur, start, end 等時間參數會改變被匯入的動畫，以期達到使用者的需

求。藉由 dur 的再次定義，可以將動畫作時間上的縮放，以便加速或減緩該動作。

也可以調整 loop 的值並更動畫重複撥放的次數。 

 

 至於重製動畫方面，我們採取了篩選的方式，我們設計了 only 屬性來指定

需要的部分，將不需要的節點去除。此外，篩選不需要的節點並不是 AnimImport

專用，像 AnimItem 一樣需要這樣的功能，所以我們將 only 提升到 AnimItem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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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所有延伸至此標籤的動畫都可以使用 only。如圖 3.11 所示，利用 src 指定動畫

來源，但是使用 only 擷取需要的部分，以 walk 為例，原本的 walk 包含了下半

身腳的動作跟上半身手臂的擺盪，使用者可以指定只需要下半身，然後套上其他

上半身的動畫，藉由諸如此類的組合來合成新的動畫。 

 

Only 如果不是指定一個節點，而是集合的話，系統會去參照一個外部定義

檔，以取得集合是包含哪些節點，這樣的好處是使用者可以彈性的定義模型的區

塊，另外也可以不會僅侷限在人體模型上。如圖 3.12 所示，將 H-anim 的節點定

義成客製化的 SET。 

 

<AnimItem> 
<AnimImport src=”walk” only=”LowerBody” /> 
<AnimImport src=”bow” only=”UpperBody” /> 
<AnimImport src=”nod” only=”skullbase” /> 
<AnimImport src=”five” /> 

</AnimItem> 

 
圖 3.11：使用 only 參數篩選動畫 

<DEFSETS> 
    <SET name="lowerBody"> 
        <node>l_ankle</node> <node>r_ankle</node> 
        <node>l_knee</node> <node>r_knee</node> 
        <node>l_hip</node> <node>r_hip</node> 
        <node>sacroiliac</node> 
    </SET> 
 <SET>…</SET> 
</DEFSETS> 

圖 3.12：將 humanoid 定義部分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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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匯入動畫的機制被加入後，會產生一些相關的問題。被匯入的動畫的起始

狀態和結束狀態跟原本的動畫狀態並非連續，這樣會讓兩段動畫有中斷的情形發

生。如果可以由電腦將兩段不連續的動畫自動產生一段銜接的動畫，將可以讓動

畫表現的更自然。為此，我們自 AnimItem 延伸出<AnimTransition>，用來自動產

生動畫間的連接動作。在目前的設計，AnimTransition 中動畫的時間模式都是循

序(seq)的；所以不允許當動畫有 overlap 的情況發生時，所以我們強制限定在此

標籤下是用 seq 的撥放方式。AnimTransition 標籤會為它所有相鄰的子代產生銜

接動畫。 

 

如圖 3.13 所示，它表示會在 Walk 跟 Run 中間自動產生一段時間的銜接動

畫，這意指當 Walk 動畫撥畢後，會將 Walk 的最後一個動作狀態跟 Run 的起始

狀態產生一段軌跡，這段動畫的時間預設是 500 毫秒，使用者也可以自己指定銜

接動畫所需的時間，過渡動畫的時間可以藉由設定 start 參數來調整。以圖 3.13

為例，當 Run 的 start 設為 2000，就是 Run 跟前一個動畫的過渡動畫時間為兩秒。 

 

 AnimTransition 只能為兩個動畫實體產生過渡軌跡，問題還是存在於從目前

狀態到 AnimTransition 第一個子代動畫，所以 AnimTransition 擁有 init 屬性來指

定是否要從目前狀態產生過渡動畫到第一個動畫實體，同時也可以使用 toInit 屬

性來指定當最後一個動畫結束時要不要產生過渡動畫到初始狀態。 

 

 
<AnimTransition> 
 <AnimImport src=”Walk /> 
 <AnimImport src=”Run” /> 
</AnimTransition> 
 

圖 3.13：簡單的 Transition 設定 

Walk Transition RunWalk Transition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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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用來讓動畫更平順，AnimTransition 還可以用來產生動畫。如圖 3.14 所

示，我們可以將 AnimItem 的撥放時間設定為 1 毫秒，讓它以”姿勢”(posture)的型

態呈現，而將前後的動作軌跡則自動產生，以圖 3.14 為例，我們首先先定義一

個舉手的姿勢(RaiseHand)，讓系統自動從現在狀態作 1000 毫秒的舉手動畫，接

下來在讓定義搖擺下臂的動畫(WaveHand)，持續 3 個循環，最後再產生回到原始

狀態的動畫，歷時 1000 毫秒。 

 

3.3.2. High Level 

此處的 High Level 是指將低階動畫以比較簡化抽象的高階參數來控制動畫的表

現。我們認為這種二分法，似乎較為粗糙，而高低階是相對的觀念。高階指定的

範圍相當的廣，就像是階層式的動畫指定方式便是將低階動畫的指定抽象化，一

樣可以稱為高階的指定方式。不過在我們語言的設計中，是希望將人們口語的語

句作為高階的指定方式，而圖 3.15 所示，在此語言架構中增加了一個中階的指

定方式，包含了前述的幾種節點，如 AnimItem，AnimTransition，AnimImport

<AnimTransition init=”true” toInit=”1000”> 
 <AnimItem DEF=”RaiseHand” dur=”1” start=”1000”> 
  <AnimNode target=”r_shoulder”> 
   <OrientationInterpolator type=”pyr” key=”0 1”  

keyValue=”-45 0 -80 -45 0 -80” /> 
  </AnimNode> 

</ AnimItem > 
<AnimItem DEF=”WaveHand” dur=”1000” loop=”3”> 

  <AnimNode target=”r_wrist”> 
   <OrientationInterpolator type=”pyr” key=”0 0.5 1”  

keyValue=”0 0 0 -80 0 0 0 0 0” /> 
  </AnimNode> 

</ AnimItem > 
</AnimTransition> 
 

圖 3.14：使用 AnimTransition 產生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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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標籤。 

 

 高階動畫的描述是用單純的文字敘述，如＂Walk to cafe＂，這些句子的形式

可以在動作樣式庫中找到一個對應的轉換模式，這個轉換模式是以 XML 的形式

存在，共包含了三個部分，樣版(Pattern)、變數宣告(Define)和動作定義(Content)。

高階動畫的轉換模式可以將性質相近的動作雛形抽離出來，將部分未知內容或是

執行時期才能知道的部分標示起來，留在被執行時在填入適當的值。Pattern 是用

來比對，將使用者輸入的文句作初步的處理，取得需要的資訊。 

 

以圖 3.16 為例，在 Pattern 中定義了＂Walk to $target＂這樣一個樣式，跟

AnimHigh 所輸入的文句＂Walk to cafe＂經過比對，可以知道 target 代表了 café

這個物件，在接下來的部份就可以藉由 café 的座標位址和面向來進行進一步的

計算。Pattern 中所獲得的資訊可以供宣告的變數使用。例如我們先根據使用者目

前的位置跟目標物體的位址求得兩者的最短距離(distance)，再假定人類行走的速

率為每秒一公尺，因此總共行走的時間(moveTime)將為 distance*1000 毫秒，當

這些資訊被計算後，就可以套用在 Content 之中了。 

AnimNode AnimPlugin

AnimTransition

AnimImport AnimHigh

AnimItem

High LevelMedium LevelLow Level

AnimNode AnimPlugin

AnimTransition

AnimImport AnimHigh

AnimItem

High LevelMedium LevelLow Level  

圖 3.15：不同階層的動畫指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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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High> 

    <Pattern>Walk to ${target}</Pattern> 

    <Define> 

        <var name="xLength" value="${user.location[0]-targetModel.location[0]}" /> 

        <var name="yLength" value="${user.location[2]-targetModel.location[2]}" /> 

        <var name="angle" value="${atan2(yLength, xLength)}" /> 

        <var name="turnTime" value="${angle/0.2}" /> 

        <var name="distance" value="${pow(xLength*xLength+yLength*yLength)" /> 

        <var name="moveTime" value="${distance*1000}" /> 

    </Define> 

    <Content> 

        <AnimItem playMode="seq"> 

            <AnimItem DEF="turn" dur="${turnTime}"> 

                <Node target="humanoidRoot"> 

                    <OrientationInterpolator key="0 1"  

keyValue="${user.rotation} 0 1 0 ${angle}" />  

                </Node> 

            </AnimItem> 

            <AnimItem DEF="moveToTarget"> 

               <AnimItem DEF=”bodyMove” Dur="${movetime}"> 

                <AnimNode Target="humanoidroot"> 

                     <positioninterpolator Key="0 1" 

                   Keyvalue="${user.location[0]}  ${user.location[1]} ${user.location[2]} 

                             ${target.location[0]} ${user.location[1]} ${target.location[2]" /> 

                </AnimNode> 

               </AnimItem> 

    <AnimItem DEF=”footAnim” playMode="seq"> 

    <AnimItem dur="${moveTime}"> 

     <AnimImport src="Walk" loop="-1"/> 

    </AnimItem> 

    <AnimTransition init="true" runtime="true"> 

     <AnimImport src="Stand" dur="1" /> 

    </AnimTransition> 

   </AnimItem> 

        </AnimItem> 

    </Content> 

</AnimHigh> 

圖 3.16：高階動畫轉換模式設定 

轉身 

身體移動 

腳步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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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畫部分，我們將走到目的地分為轉身(turn)跟行走(moveToTarget)兩個部

分。在轉身部分，我們讓模型從他原本的面向(user.rotation)轉向沿著模型和目標

物的連線，也就是轉到此向量跟 X 軸的夾角。完成轉身的動作後，再進行

moveToTarget 的部分。它包含了身體直線移動的部分(bodyMove)和腳步動畫

(footAnim)。在腳步動畫方面，我們可以使用走路的罐頭動畫讓它不斷的走路，

直到時間(moveTime)結束。因為時間不一定是剛好是走路循環時間的倍數，所以

極有可能發生動畫進行到一半被切掉的情況，虛擬人會處在一個極不穩定得狀態

下，例如單腳站立。當一個人走到目的地，我們預期他應該是雙腳站立在目標點

尚，所以行走的動畫在最後的狀態應該回到雙腳站立的狀態。為了達到這個要

求，在動畫的結束點加入一個 AnimTransition 的標籤，讓它從目前虛擬人的組態

自動產生一個到立正狀態的軌跡，使虛擬人能到達立正的狀態。 

 

因為當此動畫語言被置入系統的時間點跟要產生立正動畫的時間點是有不

同的，至少會經過 turnTime 跟 moveTime。所以這兩個時間點虛擬人的狀態極有

可能不相同，所以我們希望擷取虛擬人狀態的時間點是在<AnimTransition>標籤

運作的時間的，而不是動畫被置入系統的時間點。因此我們將<AnimTransition>

的 runtime 設定為 true，指定他是執行時期才被處理，才能抓取到適合的虛擬人

組態。 

 

3.3.3. Extensible 

在延伸方面，我們提供了 AnimPlugin 標籤，讓開發者可以在此標籤內放入特殊

規格的 XML 文件，例如 VoiceXML，MusicML 等等，讓動畫可以擁有更高階的

能力。這套語言提供的是一個完整的時間模型，誠如之前所言，XAML 可以定

義時間區段內任何可能的關係，因此如果把相同的模式套用在其他非動畫領域，

便能利用該語言所提供的時間指定方式。例如，在圖 3.17 中，原本的動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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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虛擬人走到門邊，作出推門的動作，此時門緩緩的打開，而虛擬人受到驚嚇。

而這樣的故事似乎張力不夠，所以我們可以在開門的同時觸發一個平行執行的鬼

叫聲(Scream)，讓劇本更有張力。 

 

要達到這個目的，開發者可以自訂聲音的標籤，使它成為 AnimPlugin 的子

代，然後將 AnimPlugin 跟 DoorOpening 編成同一群組，如圖 3.18 所示，虛擬人

將會忠實地於開門後作出驚嚇的動作。至於實際上擴充元件被觸發的流程留待系

統設計章節再闡述。 

 

 使用者互動也算非動畫元件的延伸的一種，我們可以在 AnimPlugin 中加入

使用者互動的選單，根據使用者不同的回應產生相對應的動畫表現。也就是在使

用者自訂的互動語言中內嵌 XAML，指定要回應的動畫。例如圖 3.19 的腳本，

我們設計了一個簡單的對話視窗 Dialog，並在不同的選擇內放置不同的 XAML

文件，當使用者回答彈跳視窗的問題時，虛擬環境的的代理人可以根據使用者的

需求給予適當的回應，而不用透過程式的撰寫控制。 

Walk to Door Push Door Door Opening

Scream

ShockingWalk to Door Push Door Door Opening

Scream

Shocking
 

圖 3.17：動畫整合聲音示意圖 

<AnimItem model=”avatar” playMode=”seq”> 
 <AnimHigh>Walk to Door</AnimHigh> 
 <AnimImport src=”PushDoor” /> 
 <AnimIetm> 
  <AnimPlugin><Audio src=”scream.wav” /> 
  <AnimItem model=”door” DEF=”DoorOpening> … </AnimItem> 
 </AnimItem> 
 <AnimImport src=”Shock” /> 
</AnimItem> 

圖 3.18：將 XAML 加入聲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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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圖 3.20 所示，代理人會先走到使用者的面前，依據回答的不同，作

出導引跟告別的動作，系統會不斷地等待，直到使用者回應之後才會進行後續的

動畫。 

<AnimItem playMode="seq" model="agent">
 <AnimHigh>Walk to user</AnimHigh> 
    <AnimTransition toInit=”1000”> 
        <AnimImport dur="1000" src="Honor"/> 
    </AnimTransition> 
    <AnimPlugin> 
        <Dialog prompt="Sir, May I help you?"> 
            <Option value="Where is imlab"> 
                <AnimItem dur="2000"><!—Point Action in low level form --> 
                    <Node target="r_shoulder"> 
                        <OrientationInterpolator 
                        key="0 1" 
                        keyValue="1 0 0 0 0 0 1 -1.5" 
                        /> 
                    </Node> 
                </AnimItem> 
            </Option> 
            <Option value="No, thanks"> 
                <AnimImport src="Bye" /> 
            </Option> 
        </Dialog> 
    </Plugin> 

</AnimItem> 

圖 3.19：使用 Dialog 來控制動畫流程 

 
 

圖 3.20：利用 AnimPlugin 達成使用者互動與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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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Parameterized Action Support 

在某些情況下，動畫的效果是需要一些智慧型的輔助，例如人體腳步的自動計

算，手部的抓取等等，這些的情況不太適合使用相同的動畫資料，而是應該根據

外部環境或自身特徵的不同而作出不同的反應，為了達到這樣的需求，程式開發

人員需要一些環境上的參數來作為判斷，這在原本的 XAML 腳本中是不存在

的，所以程式開發者便會需要自訂新的標籤來符合他的需求。 

 

開發人員原本的 XAML 系統外在多加一個轉換的模組來將自訂的標籤語言

轉換成 XAML 的語言，也就是 Parameterized Action Support 的模式。藉由使用

XAML 的動畫機制，捨去建立動畫環境的時程。至於詳細的擴充方式請參照第

五章。 

 

3.3.5. Synchronized 

此處的同步可以是動畫元件之間的同步，或動畫元件跟非動畫元間之間的同步。

如果是動畫元件間的同步，XAML 語言本身以階層式動畫指定方式及平行播放

的標記，便能達到同步的目的。如果是動畫元件跟非動畫元間之間的同步，而在

XAML 中由於是以<AnimPlugin>做為非動畫元件的擴充，所以在 XAML 中的課

題為如何讓新加入的<AnimPlugin>跟原本的動畫達到同步。目前<AnimPugin>的

設計是在開始點和結束點進行作控管。當如圖 3.21 的情時發生時，會先等 A 動

畫結束後才會觸發對話視窗。而等到對話視窗結束才能進行 B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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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22即為圖3.21的顯示樣式，圖3.22-a為起始狀態，首先會先進行圖3.22-b

鞠躬動畫，結束時會跳出一個對話視窗(圖 3.22-c)，在我們未有回應前都不會進

行下一段動畫。為了測試，我們特地將視窗移動到不同位址(圖 3.22-d)，當我們

確實回應後才會進行最後的動畫(圖 3.22-e)。 

 

 不過目前的同步並沒有考量當動畫行進過程跟外部控充元件同步的設計，例

如圖 3.23 所示只能讓動作跟聲音同時撥放，而不形讓動作撥放的百分比跟聲音

撥放的百分比相同。不過若是我們將<AnimPlugin>標籤的 start 屬性設為 3000 毫

秒的話，依舊可以控制聲音在動作開始後 3 秒開始撥放。 

<AnimItem playMode=”seq”> 
 <AnimImport src=”Bow” /> 
 <AnimPlugin> 

<Dialog prompt="Synchronization Test"> 
            <Option value="foobar" /> 
  </ Dialog> 
 </AnimPlugin> 
 <AnimImport src=”Bye” /> 
</AnimItem> 

圖 3.21：同步化範例腳本 

a b ec da b ec d

 

圖 3.22：同步化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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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結 

在此章節我們便來檢視 XAML 是否有達到相關研究中所提到，有關動畫腳本語

言在目前發展趨勢下應有的功能。首先在 XML 格式方面，我們確實使用了 XML

作為語言的設計基礎。我們可以用高中低階混合組合成新的動作，所以此項功能

XAML 已可達到。 

 

在動畫控制方面，我們可以在既有的動畫管理排程上，加入新的動畫節點達

到 Merging 的要求；而對於 Synchronization，我們也可以利用時間的關係網路來

指定動畫發生的先後次序，而不會有混淆的情況發生；而我們使用 XAML 的屬

性對動畫內容達到參數化的控制。所以我們的新語言確實具備這幾項功能。 

 

在指定的方式上，我們使用階層的樹狀結構將動作封裝起來，達到巨集的要

求，而延伸也可以利用 AnimItem 進行動畫標籤的延伸。我們目前對臉部動畫尚

未定義，但是肢體動畫已經可以達到控制，而語音也可以透過 Plug-in 的方式達

到(請參閱第五章)。 

 

<AnimItem> 
 <AnimPlugin><Audio src="test.wav" /> 
 <AnimImport src="ActionX" /> 
</AnimItem> 

圖 3.23：聲音配合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