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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實驗結果與討論 

 

 

在這一章，我們將透過實驗來進行一些比較和測試。我們會先做新舊走路程序之比較，

以驗證第三章中提出的走路程序式動畫的有效性。接著，我們會比較第四章中所提出的

兩個目標函數，討論兩者對於最佳化結果的影響。此外，我們也會進行一連串的實驗，

以評估動畫程序與最佳化系統的效率。最後，我們會創造一些應用情境，並討論我們所

提出之方法的潛在應用。 

 

6.1 實作與實驗環境 

 

我們使用Java程式語言來實作我們的系統，並以3.1節所提到的IMHAP動畫平台為基

礎，在上面進行實驗及應用程式之開發。在IMHAP底層，我們則使用jMonkey Engine [38] 

遊戲引擎來幫助我們繪製 3D場景。在實驗環境上，我們使用的機器CPU為AMD 64 位元

2.01GHz雙核心，記憶體大小為 2GB，顯示卡晶片是NVIDIA GeForce 7600 GS，作業系

統是Windows XP SP2。 

 

6.2 新舊走路程序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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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新舊走路程序起始與最終能量之比較 

在我們先前的研究 [16] 中，我們以側視投影平面來設計走路動作，由於其動作自

由度被限制在投影平面上，導致我們無法最佳化出令人滿意的運動參數，使得程序式動

畫能與運動擷取資料相似。因此我們在第三章提出了一個新的走路程序，新的走路程序

是直接在三維空間中設計的，所以它比舊的走路程序有更豐富的表達能力，足以模仿各

種風格的走路運動擷取片段。 

 

在此我們設計了一個實驗，以驗證我們在第三章所提到之新的走路程序比舊的走路

程序來得好。我們對新舊走路程序分別以 13 個運動擷取片段進行最佳化，然後去比較

它們最佳化前的起始能量（目標函數的值），以及最佳化後的最終能量。將所得實驗數

據畫成圖表如圖 6.1 所示，橫軸的數字 1 至 13 表示 13 個不同走路風格的運動擷取片段，

縱軸則表示能量值。橫軸每個數字的上方皆各有兩個直條方塊。左邊紅色系（粉紅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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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紅色）的方塊代表新走路程序的能量值，粉紅色部分為起始能量，經過最佳化後，則

降為暗紅色部分所表示的最終能量。同理，右邊藍色系（淺藍色及深藍色）的方塊代表

舊走路程序的能量值，淺藍色部分為起始能量，深藍色為最終能量。 

 

從實驗數據得知，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新走路程序經過最佳化後，所得到的能量值

（暗紅色部分）比舊走路程序的能量值（深藍色部分）來得低。而起始能量則相反，新

走路程序的起始能量值（粉紅色部分）大部分比舊走路程序（淺藍色部分）來得高，我

們認為這是因為我們為新走路程序所設定的預設動作，比起舊走路程序的預設動作，正

好與大部分運動擷取片段的差距正好較大，因此造成新走路程序的起始能量較高。此

外，我們也可以發現粉紅色佔整體紅色系直條方塊的比例，比淺藍色所佔的比例來得

大，意即新走路程序在最佳化前後的能量差較大。這就說明了新走路程序比舊走路程序

更具彈性，可產生更豐富的動畫，更有能力模仿各種風格的走路動作。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在某些例子（編號 7 和 13 的運動擷取片段）中，新走路程序的最終能量遠遠低於

舊走路程序，這是因為那兩個運動擷取片段皆是彎著腰走路，舊走路程序並沒有考慮到

彎腰與否，所以其表現遠不如新的走路程序。雖然在少數特例（編號 2、8、10 的運動

擷取片段）中，新走路程序反而表現較差，即暗紅色部分比深藍色部分高，但它們差距

很小，以角色動畫方式呈現時難以察覺其差異。 

 

6.3 目標函數之比較 

 

在4.2.2節中，我們定義了兩個用來最佳化的目標函數。4.1 式單純是每固定間隔去

計算程序式動畫和運動擷取片段在姿勢上的差異，然後做加總。4.2 式則考慮關鍵格上

的姿勢及運動速度的差異，比起 4.1 式，因為 4.2 式多考慮了運動速度上的差異，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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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動畫曲線左大腿的尖角偵測 

理論上 4.2 式應該更能避免動作不連續之現象。 

 

為了驗證 4.2 式所最佳化出來的動畫能比 4.1 式流暢，我們參考 13 個已備妥的走路

運動擷取片段（與6.2節實驗所用的相同），並分別用這兩個目標函數最佳化運動參數，

再用最佳化過後的運動參數來產生程序式走路動畫。為了評估動作的平滑度，我們先產

生出每個關節角度隨時間變化的動畫曲線，然後再利用尖角偵測演算法 [6] 來計算動畫

曲線的尖角數。若動畫曲線的尖角數愈多，就表示動作愈不平滑。圖 6.2 即是用 [6] 偵

測某個運動擷取片段裡左大腿旋轉角度的尖角（在圖中以黑點表示），其中紅、綠、藍

色曲線分別代表X、Y、Z軸的旋轉分量。 

 

以實驗數據畫成圖表如圖 6.3 所示，橫軸為編號 1 至 13 的運動擷取片段，縱軸為動

畫曲線的尖角數，若尖角數愈多，就代表動作不連續的地方愈多，動畫看起來就愈不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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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目標函數有無考慮運動速度之比較 

暢。每個運動擷取片段對應到三個直條方塊，藍色方塊為原始運動擷取片段，綠色方塊

代表用 4.1 式（不考慮運動速度上的差異）做為目標函數所最佳化出來的程序式動畫，

紅色方塊代表用 4.2 式（考慮運動速度上的差異）做為目標函數所最佳化出來的程序式

動畫。 

 

從圖 6.3 可以看出以下兩點。第一，代表原始運動擷取片段的藍色方塊永遠是最低

的，這與我們的認知一致，運動擷取資料具有較高的動作流暢度，所以尖角數也較少，

這證明了我們以尖角數量來評估動作的平滑度是沒問題的。第二，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紅色方塊比綠色方塊低，這表示在目標函數中考慮運動速度的差異（即 4.2 式）確實能

減少動畫曲線的尖角數，增加動作的流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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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走路程序產生特定步數所花費的時間 

6.4 效率測試 

 

6.4.1 走路程序的效率 

 

由於我們在第三章所提出的走路程序獨立計算並產生每個步伐，所以其產生動畫所

花費的時間會隨指定的步數呈線性關係成長。如圖 6.4，當指定的步數（橫軸）愈多時，

產生動畫就需要愈長的時間（縱軸）。雖然我們目前尚未在即時互動環境中測試系統，

但從實驗數據來看，產生播放速率為每秒 120 格的兩個步伐（約 160 格）所花費平均時

間大約是 0.35 秒左右。若即時互動的應用程式降低每秒畫格數，並令使用者控制與動畫

生成同步進行，即在使用者操縱角色的同時，也能進行動畫生成之運算，那麼我們在第

三章所設計之走路程序就有能力應用在即時互動的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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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新舊走路程序最佳化時間之比較 

6.4.2 最佳化的效率 

 

我們設計了兩個實驗評估最佳化的效率。第一是比較新舊走路程序在最佳化時所花

費的時間。第二是測試不同目標函數對最佳化時間造成的影響。由於模擬退火法是一種

機率式演算法，所以每次執行的結果都不一樣。為了得到比較客觀的數據，我們每個設

定值的最佳化實驗都會進行 10 次，然後取其花費時間的平均值做為我們的實驗數據。 

 

第一個實驗是新舊走路程序最佳化時間之比較。如圖 6.5，橫軸是搜尋回合數，它

與縱軸所代表之最佳化時間約略呈線性關係。從圖中可明顯看出，新的走路程序（紅色

折線）所需之最佳化時間，遠比舊走路程序（藍色折線）長。這是因為在最佳化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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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不同目標函數及設定對最佳化時間所造成的影響

統不斷地要求走路程序產生動畫，以進行程序式動畫和運動擷取片段的比較，所以動畫

程序的效率會大大影響最佳化的效率，動畫程序愈費時，最佳化就愈慢。相較於舊的程

序，新的走路程序需要做更大量的計算，所以雖然它能產生更豐富的走路動作，但它在

效率上比舊走路程序低落。 

 

第二個實驗是觀察不同目標數對於最佳化時間所造成的影響。我們用4.2.2節所提到

的兩個目標函數（4.1 與 4.2 式）來進行實驗。其中，4.1 式另有一個取樣週期的參數，

用來指示系統每幾格要計算一次距離函數。我們將 4.1 式的取樣週期分別設定成 4 和

12，然後觀察這兩者與 4.2 式對最佳化時間所造成的影響。結果如圖 6.6 所示，橫軸仍

表示搜尋回合數，縱軸最佳化時間，紅色折線代表以 4.2 式為目標函數，綠色折線代表

以 4.1 式為目標函數且取樣週期設為 12，藍色折線代表以 4.1 式為目標函數且取樣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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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自動產生走路動作的應用程式 

設為 4。 

 

從圖 6.6 可以看出以下幾點。第一，最佳化的時間的確會隨著搜尋回合數做線性成

長。第二，以 4.1 式為目標函數，其最佳化時間取決於取樣週期，若取樣週期愈小，程

序式動畫與運動擷取片段的比較就精確，但最佳化速度就愈慢，即圖中藍色與綠色折線

之關係。第三，由於 4.2 式（紅色折線）只對關鍵格進行距離函數的計算，所以在最佳

化速度上，可以比取樣週期為 4 的 4.1 式（藍色折線）快，而且根據前面6.3節所述，它

還可以有效改善動作不連續的問題。因此，我們歸納出以下結論：使用考慮運動速度差

異的 4.2 式做為目標函數，其時間效率與答案品質皆會比平均取樣（4.1 式）來得好。 

 

6.5 綜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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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最佳化前動作較為機械化 

 

 

(b) 最佳化後動作較為自然 

 

圖 6.8：最佳化前後的程序式動畫比較 

我們實作出一個可以自動產生走路動作的應用程式，使用者可以透過圖形介面（圖

6.7）指定每一步的步伐大小和高度。一旦使用者可以控制走路的步伐大小和高度，我們 

就可以利用此應用程式來解決踏腳石問題（Stepping-Stone Problem），如圖 6.8，我們希

望限制角色的腳步落在綠色圓柱體上，並將腳抬高以避開藍色圓柱體。我們所設計之走

路程序本身即可解決踏腳石問題，但使用任意的運動參數組合，如圖 6.8 (a)，所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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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較為死板、機械化，沒有真人在走路的感覺。經過5.1節所提到之步驟，我們從 13

個不同的走路運動擷取片段最佳化出的 13 組可產生自然動作的運動參數，再將這 13 組

運動參數分佈在一個內插平面上（如圖 5.3），從這些最佳過後的運動參數內插出符合要

求之運動參數，利用這些內插出來的運參數所產生出來的動畫如圖 6.8 (b) 所示，動作

較為擬真、自然，看起來更有真人在走路的感覺，而且角色的腳步仍舊符合限制需求。 

 

圖 6.8 (b) 所展示的結果中，內插時並未考慮動作的風格，所有最佳化過後的參數

都被放置在同一個二維座標平面，所以角色會因為步伐大小和高度的不同，內插出的運

動參數所表現的風格也不同。為了進一步賦予使用者控制動作風格的權力，在接下來的 

實驗，我們加入了5.3節所提到的風格平面。首先，我們挑選出七個不同風格的走路運動

擷取片段，然後用它們分別最佳化程序式動畫，得到七組運動參數，其中五組的結果如

圖 6.9 所示，圖中紅色角色代表最佳化後的程序式動畫，藍色角色代表運動擷取片段。 

 

 對於每一種走路風格，我們需要至少三組不同步伐大小和高低的運動參數，才能在

每個風格平面上各至少形成一個三角形。但由於我們實際所能收集到的運動擷取資料

中，每種風格只有一組步伐大小和高度，因此我們以人工調整運動參數的方式，來補足

我們所欠缺的運動參數。此外，為了讓三角形有足夠大的面積，我們需要步伐大小各為

大、中、小的運動參數，所以在我們自動最佳化出來的運動參數中，若步伐大小和高度

並非我們想要的，我們就以人工方式編輯它，並用人工視覺確保參數所產生的動作仍看

起來自然。最後，七種走路風格所形成的七個風格平面如圖 6.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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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風格一：Cool 

  

(b) 風格二：Elated 

  

(c) 風格三：Elderly 

  

(d) 風格四：Normal 

  

(e) 風格五：Rushed 

 

圖 6.9：五種走路風格的最佳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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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用來指定步伐的風格平面 

如圖 6.10，每個風格平面左上角皆標記有風格名稱，平面的橫軸代表步伐大小，縱

軸代表步伐高度，藍線則是 Delaunay 三角剖分的結果。使用者可以用滑鼠點擊風格平

面來產生指定的步伐，每一次點擊代表一個步伐，所點擊的位置將決定步伐的大小、高

度和風格。圖中紅點及其上的編號顯示了使用者點擊的順序。使用者必須注意點擊的位

置不可落在三角形之外，否則系統將無法利用已最佳化之點去內插使用者所指定的點。

圖 6.11 是利用上述之七個風格平面產生之動畫，圖中地板上的藍色文字規定了角色在該

區域必須使用的動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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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利用風格平面控制走路步伐限制及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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