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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參數對映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產生具有情緒表達能力之人物肢體動畫，希望以人物的肢體動作傳達

出情緒意涵。一般製作關鍵格式的動畫，首先需要觀察動作特徵並定出關鍵格和內插方

式。在以動畫表達情緒上，傳統方式是以動畫師的經驗替人物的動作加入情緒元素。而

我們希望以程序方式自動產生具情緒表達力的動畫，所以必須找出動作和情緒間的對

映。但是動作和情緒的本質差異太大，使得動作和情緒間的對映過於複雜，因此我們引

入了風格參數，並將參數分為四個階層，由低而高分別是程序參數、動作參數、風格參

數和情緒參數﹙如圖 4.1﹚。 

 
圖 4.1：參數階層 

程序參數如第三章所述，為決定關鍵格程序及內插程序之參數。動作參數簡言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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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特徵，一般由動畫師觀察人物之動作並歸納而出，例如步伐長度即為走路的重要特

徵之一。風格參數相當於形容動作的副詞，我們認為帶情緒之動作皆具有某些風格，這

些風格會因為情緒的不同而有差異，而且以風格來描述動作會比以情緒描述動作來得簡

單，因此為了描述動作風格我們引入風格參數。情緒參數我們選用Ekman’s Basic Emotion

模型[16]，並以實驗找出風格和情緒間的對映，於第六章詳細介紹。我們將程序和動作

參數對映至風格參數，以下以走路動畫為例，說明除情緒外各參數間的對映。 

4.1 程序參數和動作參數的對映 

此節將以走路動畫為例子，說明程序參數和動作參數之間的對映。我們製作動畫的

方式為先觀察動作以訂定關鍵格和內插方式，接著替各關鍵格和內插 phase 選用適合的

程序和參數，動畫便可產生。我們將程序和動作參數分為上下半身說明。如前章所述，

走路下半身分為三個關鍵格和三個 phase﹙如圖 4.2﹚，這三個關鍵格的定義說明如下： 

 
圖 4.2：走路循環 

第一關鍵格：前腳抬起到固定高度，後腿的髖關節稍微向前傾斜並且腳掌平貼地面。以

此動作做為第一個關鍵格的好處是，起步和停止的站立狀態皆可連接至此關鍵格。 

第二關鍵格：前腳跨出並踏地，同時後髖關節向前移至雙腳間。此關鍵格為由單腳改為

雙腳支撐的瞬間，走路時步伐長度亦主要由此關鍵格決定。 

PFtIt PFaIa PFaIa 

PFaIa PFtIt PF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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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鍵格：後腳趾固定，後腳踝抬起帶動髖關節稍微往前，前腳在原地不動。此關鍵

格為由雙腳支撐轉為單腳支撐的瞬間，可接續第一關鍵格。 

LOA1 關節 簡化符號 角度 座標

sacroiliac ps as Cs 

l_hip pl1 al1 cl1 

r_hip pr1 ar1 cr1 

l_knee pl2 al2 cl2 

r_knee pr2 ar2 cr2 

l_ankle pl3 al3 cl3 

r_ankle pr3 ar3 cr3 

r_midtarsal pl4 al4 cl4 

l_midtarsal pr4 ar4 cr4 
 

表 4.1：下半身關節符號簡化表 圖 4.3：下半身骨架 2D 視圖 

 

圖 4.4：下半身各關鍵格及 phase 參數對映 

 下半身的動作參數包括腿抬起時的彎曲程度、步伐高度、步伐長度和腳踝墊起高

度，參數對映請參照圖 4.4、符號簡化表 4.1 和骨架 2D 視圖 4.3。 

ps as 

pl4

al3 
pr3 

ar2 

pl2 

al2

pl3 

pl1

al1

al4 

ar1 

pr1 

pr2 

pr4 
ar3 

Phase 2 

步伐長度 
Phase 3 

Keyframe 1 

Keyframe 2 

Keyframe 3 

Phase 1 

步伐高度

腳踝高度

腿抬起彎曲度

PFaIa(as、ar2、ar3、(cr1-cr3)x, z、arswivel、(cl3-cl1)x、(cl3-cr3)y, z、al3、alswivel) 

PFaIa(as、ar2、ar3、(cr1-cr3)x, z、arswivel、(cl3-cl1)x、(cl3-cr3)y, z、al3、alswivel) 

PFaIa(as、ar2、ar3、(cr1-cr3)x, z、arswivel、(cl3-cl1)x、(cl3-cr3)y, z、al3、alswivel) 

PFtIt(as、ar2、(cr1-cr4)x, z、(cr3)y、arswivel、arswivel、(cl4-cl1)x、(cl4-cr4)y, z、(cl3)y、alswivel) 

PFtIt(as、ar2、(cr1-cr4)x, z、(cr3)y、arswivel、arswivel、(cl4-cl1)x、(cl4-cr4)y, z、(cl3)y、alswivel) 

PFaIa(as、ar2、ar3、(cr1-cr3)x, z、arswivel、(cl3-cl1)x、(cl3-cr3)y, z、al3、alswivel) 

a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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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身分為兩個關鍵格和 phase，說明如下： 

第一關鍵格：雙臂貼近身體，準備向前或向後擺動。 

第二關鍵格：雙臂分別前擺和後擺至所訂角度，並準備擺動回第一關鍵格之姿勢。 

 上半身包括手臂擺動角度、手臂彎曲度、軀幹旋轉和彎曲角度，各關節簡化符號如

表 4.2，2D 視圖如圖 4.5，參數對映如圖 4.6。 

LOA1 關節 簡化符號 角度 座標

skullbase ps as Cs 

l_shoulder pl1 al1 cl1 

r_shoulder pr1 ar1 cr1 

l_elbow pl2 al2 cl2 

r_elbow pr2 ar2 cr2 

l_wrist pl3 al3 cl3 

r_wrist pr3 ar3 cr3 

vl5 pv av Cv 

表 4.2：上半簡化關節符號表 

 

圖 4.5：上半身骨架 2D 視圖 

 

圖 4.6：上半身各關鍵格及 phase 參數對映 

 

ps 

as 

 pr3 
ar2 

pl2 

al2 

pl3 

pl1 

al1 
ar1 

pr1 

pr2 

pv 
av

ar3 

Phase 2 

Phase 1

Keyframe 1

Keyframe 2 手臂擺動角度 

軀幹旋轉和彎曲度 

PArmFK(as、av、ar1、ar2、ar3、al1、al2、al3) 

PArmFK(as、av、ar1、ar2、ar3、al1、al2、al3)

PArmFK(as、av、ar1、ar2、ar3、al1、al2、al3)

手臂彎曲度

PArmFK(as、av、ar1、ar2、ar3、al1、al2、a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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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將程序參數及動作參數對映至風格參數 

雖然 Laban 動作分析在風格描述上非常完備，但它的項目過於細微，因此我們參考

Montepare 等[25]所採用的六個動作風格：no action-a lot of action﹙無動作和多動作﹚、

smooth-jerky﹙平滑和顫動﹚、stiff-loose﹙僵硬和放鬆﹚、slow-fast﹙慢和快﹚、soft-hard

﹙輕和重﹚和 expanded-contracted﹙擴張和收縮﹚，但去掉 no action-a lot of action。這因

為我們認為 no action-a lot of action 意指是否同時有多種動作發生，而我們只單純的播放

走路動畫，所以我們將它從走路風格中去掉。由於 Montepare 並沒有描述應如何表現這

些風格，因此我們以自己的方法來表達，將走路的程序及動作參數對映至這五個風格，

並以實驗驗證這些對映所產生的風格是否符合一般人認知﹙下一章節介紹﹚。以下介紹

我們如何將程序參數及動作參數對映到這五個風格： 

 
(a) (b) (c) 

圖 4.7：內插解析度 

 Smooth-jerky：動作的平滑度。我們認為平滑是指值的變化具連續性，而不平滑則

是不具連續，我們由改變程序的內插解析度達到這個效果。圖 4.7 為內插解析度差

別之示意圖，(a)為最初之曲線，(b)解析度較低，(c)的解析度最低。於二維迪卡兒

座標系統中，解析度可以為空間中移動之軌跡﹙橫軸為 x，縱軸為 y﹚，或是 timing，

即圖 4.5 中 y 相對於時間 t 的變化。理論上軌跡在低解析度下動作看起來將會是鋸

齒狀之抖動，但若內插格數過少或播放速度太快時則較不明顯，在製作動畫時需要

注意。在 timing 的變化方面，可讓動作出現停頓的效果以達到 jerky 的目的，但當

x or t

y 

x or t

y 

x or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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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度最低時將只剩下關鍵格。圖 4.8 為臗關節和膝關節的角度的變化情形，(a)是

smooth，(b)是 jerky，橫軸為格數，縱軸為角度。從圖中可看出 smooth 的關節變化

較 jerky 平順，沒有鋸齒狀。 

  
臗關節 臗關節 

  
膝關節 膝關節 

(a) smooth (b) jerky 
圖 4.8：關節變化圖 

 Stiff-loose：動作的僵硬度。我們定義僵硬度為動作中關節角度改變的幅度，愈僵硬

則愈難使關節轉動。藉由改變關鍵格的組態和內插的 timing 來調整四肢和軀幹靈活

度。關鍵格方面，loose 時，手臂會放鬆呈些微彎曲且手肘自然向前後擺動；愈 stiff

手臂愈僵硬伸直。軀幹愈 stiff 時則不會擺動和旋轉，loose 則相反。腿部在抬起時

為了顯出其是否僵硬，將第一關鍵格之膝蓋彎曲角度減少，可達到跨步時產生腿部

僵硬度之效果，如圖 4.9(a)為 loose，(b)為 stiff。Timing 方面，我們假設隨著肢體的

擺動，stiff 時會有一股反向的作用力，使得 timing 呈減速度。我們以三次貝茲曲線

﹙詳見附錄 E﹚來描述內插上的 timing，如圖 4.10，橫軸為時間，縱軸為內插值的

變量。當愈 stiff 時，第三個控制點會愈趨近(0.0, 1.0)，以減少減速度，如圖 4.10(c)；

愈 loose 時，愈靠近(1.0, 1.0)，以增加減速度，如圖 4.10(b)。圖 4.11 為關節角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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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圖，(a)是 loose，(b)是 stiff。我們可以看出 stiff 的角度改變幅度較小。 

   
第一關鍵格 第二關鍵格 第一關鍵格 第二關鍵格 

(a) Loose (b) Stiff 

圖 4.9：Stiff-loose 關鍵格 

  
 (a) Neutral (b) Loose (c) Stiff 

圖 4.10：Stiff-loose timing 

 
臗關節 臗關節 

 
膝關節 膝關節 

(a) loose (b) stiff 
圖 4.11：關節變化圖 

tim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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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fast：動作速度。我們定義動作速度為完成一個動作所需時間的反比，時間愈

短速度愈快。我們以 real-time 的方式產生並播放動畫，因為播放每格之時間為固

定，播放格數愈少，動畫愈快播完，反之則愈慢。我們採用的方法為在內插時產生

固定數量的畫格，若關鍵格間之時間較短，則從已內插的畫格裡取出較少的格數，

若時間較長則取出較多的格數。例如圖 4.12 中，若播放一格需要 0.1 秒，(a)只要半

秒即可播完，(b)有十格則要一秒才能播完，因此播放時(a)的手較(b)快放下。 

(a) (b) 
圖 4.12：動畫格數 

 Soft-hard：力量強度。我們定義力量強弱的差別在於加速度的大小。加速度愈快得

到的力量愈強，反之則愈弱。因此我們改變貝茲曲線的第二個控制點來達到此效

果。如圖 4.13 當第二控制點愈趨近(0.0, 0.0)，加速度愈小，愈 soft；愈靠近(1.0, 0.0)

加速度愈大，愈 hard。圖 4.14 為角度變化圖，可以看出 hard 的角度變化較 soft 劇

烈。 

  
 (a) Neutral (b) Soft (c) Hard 

圖 4.13：Soft-hard timing 

tim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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臗關節 臗關節 

 
膝關節 膝關節 

(a) soft (b) hard 
圖 4.14：關節變化圖 

 Expanded-contracted：動作的擴張度。擴張度有兩種解釋，一種是運動時肢體擺動

的幅度大小，另一種是運動時肢體呈現之形狀不同所給予人的感覺。例如，雙手向

前伸直給人擴張感，雙手抱胸給人收縮的感覺。擴張度之操弄以動畫關鍵格的設計

為主，以走路動作為例，愈擴張則步伐愈大，同時手擺動幅度愈大，軀幹也愈挺直，

如圖 4.15(a)。反之則步伐和手的擺幅愈小，軀幹愈彎曲，給人收縮的感覺，如圖

4.10(b)。 

 

(a) Expanded (b) Contracted 
圖 4.15：Expanded-contracted 關鍵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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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兩章我們將介紹所設計之兩組實驗。第一組實驗為走路動畫實驗，以走路動作加

入風格，目在於驗證我們所詮釋的風格參數是否符合一般人的認知。第二組實驗目的在

於找出風格和情緒的對映，並以得到的對映結果，替特定情緒性動作加入風格，以實驗

判斷能否加強情緒的傳達能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