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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研究 

 

 

本論文的相關研究主要是角色動畫。根據 [18] 所做的文獻回顧，角色動畫的相關研究

可大致分為三類：程序式動畫、動力學方法（Dynamics-Based）以及運動擷取方法（Motion 

Capture-Based）。這三類皆各有其優缺點，所以它們各自的研究重點都在於改進本身的

缺點，以下我們就先針對這三類研究主題做概略的介紹，最後再比較這三種方法的優缺

點，並敘述本研究與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希望解決的問題。 

 

2.1 程序式動畫 

 

程序式動畫是一種以知識為基礎（Knowledge-Based）產生動畫的方法。以人體動

畫來說，程序式動畫通常會參考生物力學上的知識，以設計動作的模型。這種方法最早

是Zeltzer [35] 在 1982 年所提出，他利用一個有限狀態機（Finite State Machine）定義人

類的走路動作，其中狀態機的每個狀態都包含了一個關鍵格，而狀態間的轉變則是關節

角度之線性內插。 

 

在 1986 年，Bruderlin和Calvert [2] 提出了一個較為完整的走路模型。他們除了參考

生物力學上的知識之外，也引入反向擺（Inverted Pendulum）概念並加上傳統的正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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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學（Forward Kinematics）知識，在人物行走時，雙腳輪流成為骨架之支撐點，人物每

踏出一步，根關節之平移量都被重新修正，如此以確保人物的腳不會穿過地面。在 1996

年，他們更進一步將此方法用在人類的跑步運動上 [3]。在他們的系統裡，所有較為細

節的運動參數都被隱藏，使用者能見的只有少許的高階參數，所以在他們的系統中調整

運動風格對使用者來說是一件直覺化的事情。但他們所產生的動作仍只限於平地上，而

且也沒有考慮到行走轉彎的問題。 

 

另一種預防人物雙腳穿過地面或滿足某種限制的方法是利用反向機構學（Inverse 

Kinematics, IK）。由於 1990 年代早期之前的電腦硬體運算速度所限，以當時來說，反向

關節是一種耗時的計算，所以為了能達到即時的執行效率，反向關節之計算頻率不能太

高。在 1990 年，Boulic等人 [1] 為了避免使用太多反向關節的計算，他們仍以正向關

節做為產生動畫的主要工具，然後才用反向關節對內插格做後處理，以去除不合法（如

腳穿過地面）的內插格。然而，隨了電腦硬體技術的進步，反向關節不再是一種耗時的

計算，因此在 1990 年代以後，大部分程序式動畫都以反向關節做為基本工具 

[20][5][29][11]。 

 

在 1990 年代中期至 2000 年代之間，程序式動畫的研究通常不再只是產生局部動作

（Locomotion），它們往往會伴隨著另一個研究議題或應用情境。Perlin在 1988 年提出

Perlin亂數（Perlin Noise）產生物體表面的材質 [19]，過了幾年之後，他分別在 1995 年

和 2003 年展示了如何將Perlin亂數用在動畫之中，讓角色的動作更加生動 [20][21]。在

2002 年，Chen和Li [5] 除了用反向關節產生走路的局部動作之外，也使用運動規劃

（Motion Planning）技術計算人物在有障礙物之環境中的行進路徑。在Throne等人 2004

年的論文 [29] 之中，他們想出了以手繪軌跡來產生動畫的人機介面，所以除了在底層

動畫是以程序方法產生之外，他們還另外處理了手繪軌跡辨識的問題。2008 年H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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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11] 解決的問題則是如何將動畫套用至未知形狀的角色上，他們從使用者設計角

色造型的過程中，得知角色各個部位的資訊，然後再透過一種與角色無關的動畫儲存格

式，將動畫重置到不同的角色上。 

 

以程序式方法產生動畫的品質好壞完全仰賴其背後的運動模型，若當初在設計動畫

程序時，考慮的因素愈多，則輸出的動畫品質就愈好，即愈自然及擬真。然而，要設計

一個好的運動模型並不容易，除了運動本身的風格變化之外，還必須考慮物理學上的運

動定律，再加上不同的環境限制對動作的影響（如地形高低對走路的影響）難以列舉，

這使得要設計出一個完美的運動模型幾乎不可能。因此，程序式動畫較適合應用在結構

較為清楚的動作（如走路），結構較無規則的動作（如跳舞）就不適合以運動模型來描

述。雖然要設計一個完美的運動模型極為困難，但在某些應用裡，我們不需考慮到所有

可能的變化情形，程序式動畫依然可以幫我們產生出具有彈性之動畫，而且程序式動畫

的計算量較小，比其他方法更容易做到即時互動的效率。程序式動畫的另一個優點是運

動模型提供的高階參數（如走路的步伐大小和高低），這使得使用者或其他系統模組可

以輕易地控制動作的生成。 

 

2.2 動力學方法 

 

動力學方法又稱物理學方法（Physics-Based），此種方法是建構人體骨架的動力學

模型，以物理學上的知識來模擬物體在空間中的運動。由於以這種方法所產生出來的動

畫會遵守物理學上的運動定律，所以模擬結果在物理學的層次上，可與實際情況一致，

即具有物理擬真性。此外，由於動力學是一個相當一般化的數學模型，理論本身就考慮

到物體的質量、重力、其他外力及碰撞，所以以它為基礎所產生的動畫具有極高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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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角色可以即時地反應外力對它造成的影響，高低起伏的地形也可以直接地影響角

色的動作。 

 

動力學方法的理論基礎是牛頓運動定律。牛頓第二運動定律指出作用力（或力矩）

的大小及方向等於質量（或轉動慣量）與加速度（或角加速度）之乘積： 

 

aF m=  (2.1)

ατ I=  (2.2)

 

其中 F 是作用力，m 是質量，a 是加速度， 是力矩，I 是轉動慣量，α是角加速度。當

物體質量或轉動慣量為定值時，只要給定作用力（力矩）或加速度（角加速度）其中之

一，另一項就可以從這兩個式子求得。若問題是從已知作用力推導出對應之運動，則此

問題稱為正向動力學（Forward Dynamics）。相反地，若問題是從已知的運動反過來求當

初的作用力，則這種問題稱為反向動力學（Inverse Dynamics）。 

τ

 

在 1980 年代，即使我們了解正向動力學的數學模型，但受於當時電腦硬體的運算

能力所限，仍難以電腦建立出一個即時的物理模擬環境。因此，當時的研究主要著重在

非即時的動畫生成上。在 1988 年Witkin和Kass [33] 提出了另一種以動力學為基礎以生

成動畫的問題，稱為時空限制（Spacetime Constraints）。時空限制要解決的通常是一個

最佳化問題，問題中會給定某個物體在某時必須在空間中某位置的限制，以及運動中希

望遵守的物理定律和偏好的運動方式（如節省耗費的能量），物理定律和偏好的運動方

式必須以一個目標函數表示，最終目的是產生該物體的運動過程，其運動過程不可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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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設定的時空限制，並且期望目標函數之值能夠最佳化到最小。一般來說，解決時空

限制的問題會使用最佳化演算法，而最佳化過程必須反覆計算目標函數，過程緩慢，所

以時空限制並不適合用在需要即時互動的場合裡。此外，時空限制較適合用在低自由度

的物體上，像人體骨架這種高自由度的物體，則必須透過一些假設以降低自由度，才有

可能用時空限制去解決。例如，在van de Panne 1997 年的論文 [31] 裡，為了從輸入的

腳印自動產生出走路之動作，他使用時空限制方法去產生滿足物理定律的移動軌跡，並

最佳化雙腳與腳印的距離，使雙腳能儘可能地踩在所規範之腳印上。然而，對於細微的

運動，如每步的抬腳動作，他則採用程序式方法，以反向機構學直接去調整腳踝的位置，

使其抬腳。 

 

從 1990 年代開始，電腦硬體已逐漸可以負荷正向動力學的模擬，所以與環境和使

者用即時互動成為動力學動畫研究另一個重要的議題。有互動能力的物理模擬環境直接

建立在正向動力學模型上，當角色被置於其中時，即會進行動力學模擬，被動地受外力

而運動或與其他物體發生碰撞，而角色本身的自主性運動則透過控制器（Controller）來

控制。控制器的主要任務是施予角色正確的作用力，使其在物理模擬環境中做出所需之

的動作。在動力學動畫中，最常見的控制器是 PD 控制器（Proportional-Derivative Con-

troller），對於角色的每個關節，都可以透過以下方程式來控制： 

 

)()( qqkqqkf dvdp && −+−=  (2.3)

 

其中 f 是控制器對關節應該施予的作用力， 是關節的目前狀態（位置和速度），

是關節的目標狀態，kp 和 kv 分別是比例參數（Proportional Gain）和微分參數

（Derivative Gain）。kp和 kv的值可影響 PD 控制器的行為，透過調整這兩個參數，可設

),( qq &

),( dd qq &

 10



 

計出不同控制策略的 PD 控制器。 

 

一般來說，循環性動作（如走路）適合用姿勢控制圖（Pose Control Graph）來表示，

姿勢控制圖是一種有限狀態機，在每個狀態裡，都包含了每個關節的目標狀態（類似關

鍵格），再利用上述之 2.3 式，角色的姿勢就可以被控制在這些狀態之間遊走。例如，

Hodgins等人 [12] 就使用了各種狀態機描述跑步、游泳及騎單車等不同的循環性運動。

用有限狀態機定義動作會出現一些問題。首先，以有限狀態機定義非循環性動作會出現

死路，即角色會進入一個無法再進行下一步的狀態。再者，若不同種類的動作都分別用

獨立的狀態機表示，不同動作之間該如何連接？2001 年Faloutsos等人 [8] 提出了一個兩

階層式的控制器架構來解決上述的兩個問題。在下層，他們仍舊使用以狀態機為基礎的

動作控制器，每個動作控制器都代表一種運動能力；除此之外，他們在上層設置了一個

監督控制器（Supervising Controller）用來挑選符合需求的動作控制器，如此讓角色擁有

多種運動能力，以反應使用者的指示或在環境中達成某種目的。 

 

控制器的設計至今仍是一大難題，控制器參數的設定與動作本質有很大的關係，不

同種的動作就需要不同的控制器參數。以PD控制器（2.3 式）為例，要如何找出正確的

kp和kv值才能讓角色正常行走？最簡單但也是最麻煩的方法就是手動調整， Hodgins等

人 1995 年的研究 [12] 裡所用之控制器即是手動調整而來的。然而，手動調整控制器需

要花費許多時間，過程中必須以經驗法則不斷地錯誤嘗試，而且由於該施予的作用力與

物體質量有關，所以手動調出之參數也無法重複使用在肢體比例不同的角色上。因此，

如何自動產生控制器也成為動力學動畫裡重要的研究議題之一。其中一個有趣的研究是

Sims在 1994 年 [26] 利用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自動演化出適合某種角色造

型的控制器，角色會根據本身之幾何特性，創造出適合自己的運動方式。2007 年Sok等

人 [27] 提出一種以運動擷取資料自動產生控制器的方法，他們用反向動力學將運動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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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資料轉換成控制器參數，並以最佳化方法加以矯正，使模擬出來之動作可以正常進

行，不跌倒。2008 年Coros等人 [7] 採用資料驅動（Data-Driven）的方法，先以正向動

力學模擬出大量成功行走之控制器參數，在執行期間就利用這些資料內插出符合要求的

新參數，並即時地去控制角色，使角色在走路過程仍可以滿足情境限制（如跨越地上之

裂縫）。 

 

以動力學方法模擬的角色動畫有物理擬真度高的優點，所以此方法很適合用來產生

布偶效果（Rag-Doll Effects）類型的動畫（如跌倒）。以動力學控制器的方法模擬自主性

動作（如走路），所產生之動畫自然度比起運動擷取或關鍵格動畫仍有一段差距。這是

因為人類在控制肌肉運動的方式遠比PD控制器複雜，PD控制器是一種簡化的控制模

型，無法完整地表現人類的運動。而以時空限制方法直接產生角色動畫最大的問題是效

率低落，這使得它不但無法用在即時環境上，也難以提供互動的效率以幫助動畫師製作

動畫。因此在實際應用上，時空限制通常不會直接用來解決角色動畫生成這種複雜的問

題，它大多扮演輔助的角色，用來解決一些較為單純的問題（相較於角色動畫的生成）。

例如，Gleicher [10] 就利用時空限制去解決動作重置（Motion Retargeting）的問題。 

 

2.3 運動擷取方法 

 

運動擷取是一種捕捉真實人類（或其他動物）動作的技術。根據捕捉之方法，運動

擷取設備可以分成數種類型。但無論是何種類型的運動擷取設備，經過消除雜訊及反向

關節等矯正步驟，動作資料最後常會被表示成姿勢的序列，而每個姿勢又含有角色所有

關節的旋轉角色或位移。由於這些動作資料來自真實的人類運動，所以比起程序式動畫

或動力學動畫，它們在觀感上最為自然擬真。但動作資料本身是死的，所以動作資料必

 12



 

須做某種程度的修改，才能夠利用動作資料合成出有彈性的動畫。修改動作資料的技術

稱為動作編輯（Motion Editing），它是一種以取樣為基礎（Example-Based）的方法，目

的是藉由已存在的高品質動作片段（Motion Clip），從中尋求變化，以合成出所需之新

動作。 

 

動作編輯最基本的操作是動作混合（Motion Blending），其目的是平滑地連接兩段

動作資料。假設我們已知兩動作片段 M1(t) 和 M2(t)，而混合出來的新動作為 M’(t)，兩

動作間的轉換可以利用線性內插達成： 

 

)())(1()()()(' 21 tMtwtMtwtM −+=  (2.4)

 

其中t為時間，而w(t) 為內插權重。最簡單的內插方式是內插每個關節的旋轉角度，但

是這種方法結果不是非常令人滿意。因此 1995 年Bruderlin和Williams [4] 利用訊號處理

方法，將動畫訊號從原先的時域（Temporal Domain）轉換到頻域（Frequency Domain），

然後內插這些頻域上的係數以合成新動作。但除了用內插法來混合兩動作之外，1996

年Rose等人 [22] 將動作混合定義成時空限制的問題，將動作所耗費之能量設計在目標

函數，然後用最佳化目標函數以求得兩動作間的轉換。動作混合除了可用在動作連接之

外，也可以做動作風格的轉移。2006 年Shapiro等人 [25] 利用獨立成分分析（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濾出動作訊號中的風格訊號，不同動作的風格訊號可互相替

換或內插，以改變動作的風格。 

 

另一種編輯動作的方法是動作扭曲（Motion Warping）。這個問題的定義是：給定一

段動作訊號及所需的限制（類似關鍵格），動作扭曲的目的是調整動作訊號，使新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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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訊號滿足所需限制，並希望儘可能地保留原動作訊號的特性（如平滑度）和結構。在

1995 年，Witkin和Popovic [34] 首先提出這個問題，在他們的方法中，他們將滿足限制

的新訊號描述成原訊號的線性組合： 

 

)'(
)()()()('

tgt
tbttat

=
+= θθ

 (2.5)

 

其中 t 為時間，θ(t) 為原訊號（如某關節的旋轉角度），θ’(t) 為新訊號，a(t) 是訊號的

縮放係數，b(t) 用來做訊號的位移，而 t = g(t’) 則用來做時間扭曲（Time Warping）。 

 

上述的動作混合與動作扭曲都是動作編輯裡一種對動作的基本操作。近年來，有更

多研究以這兩者為基礎，發展出以大量資料為基礎的系統架構，以達到動畫自動合成之

目標。這些系統有一些共同點，首先他們會準備大量的動作資料，經由分析動作資料，

建立出一個資料驅動的模型，接著便可利用此模型來產生所需之動作。 

 

動作圖（Motion Graph）是將許多動作片段連接成一個有向圖（Directed Graph），

動作圖上的一條路徑則代表一段動作，如此一來，產生動作的問題就變成圖論上的問

題，利用圖論中的搜尋演算法，我們就可以產生出所需之動作。在 2002 年，Kovar等人 

[14] 首先提出一個建造動作圖的自動化方法，他們從動作資料庫當中找出相似的兩個動

作片段，透過上述的動作混合技術，將它們連接在一起，形成動作圖。2005 年Kwon和

Shin [15] 先以動作切割（Motion Segmentation）將動作資料割成更小的片段，然後自動

判別每個動作片段的類型，建造出兩層式的動作圖，以改善動作圖的控制性。由於動作

圖的能力完全取決於動作資料的數量與品質，所以動作圖的一個缺點就是資料的收集，

而且資料量愈大，動作圖的搜尋就愈耗時。2007 年Safonova和Hodgins [24] 為了減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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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量不足對動作圖彈性所造成的影響，他們提出將內插動作圖上的每兩兩路徑，以增加

動作圖的彈性。此外，他們也提出如何刪減多餘的節點，以及如何利用A* 搜尋演算法

來加快動作圖的搜尋。 

 

資料驅動的方法中，除了動作圖之外，另一種方法是利用統計方法，將動作資料分

佈在多維空間做為運動模型，在執行時期，系統就利用此模型來產生動畫。2001 年Sun

和Metaxas [28] 將許多走路的動作資料轉成較高階的步伐參數，透過在高階參數空間的

內插，以及高階參數與原來的低階參數的轉換，他們可以讓角色走在有高低起伏的地形

上。2004 年Glardon等人 [9] 利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來

分析走路動作資料的各種參數，透用降維空間中資料點的內插，他們的系統可合成出不

同步伐與速度的走路動作。 

 

2.4 不同方法之比較 

 

這一章介紹了三種模擬角色動畫的方法：程序式動畫、動力學方法與運動擷取方

法。程序式動畫的根基來自我們對動作的本身的了解，所以通常會藉由生物力學或動畫

師經驗上的知識來建立運動模型。動力學方法所使用的理論是動力學，它可以精準地模

擬物體的運動，具物理擬真性，並以控制理論中的控制器來模擬人類自主性運動。運動

擷取方法是一種資料驅動的方法，利用大量捕捉到的真實動作資料，並加以變化，以重

建運動模型。 

 

動力學方法的優點是它的模擬結果具物理擬真性，而且物體可以即時地反應外力和

碰撞，極具變化性。然而，相較於程序式動畫和運動擷取方法，它的缺點是計算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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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在電腦硬體仍無法即時進行大規模場景的模擬。再者，在現實世界中，人類或其他

動物的運動方式並不是線性方程式可以定義的，所以 PD 控制器難以模擬出自然的人類

動作，使用者也難以藉由 PD 控制器去控制虛擬角色。因此，在實際應用上，動力學方

法目前通常被應用於無生命物的運動模擬，例如，剛體、流體、布料及毛髮等模擬。在

角色動畫方面，動力學方法則常被應用在產生布偶效果。 

 

由於運動擷取方法用的是真實動作資料，所以比起程序式動畫和動力學方法，其結

果更具動作擬真性。由於運動擷取方法所達成的效果不錯，而且計算量小，所以此方法

被廣泛地應用在遊戲和虛擬環境裡的人物動畫上。然而，由於動作資料提供的是時域或

頻域上的低階訊號，能修改的幅度有限，雖然低階訊號可以經由做細微的修改或混合來

合成出合理的新動作，但是修改幅度一旦超過其限制，所得到的動作常常是無意義的。

另外，除非藉助動力學模擬，否則光以運動擷取方法難以自然地模擬出對外力與碰撞的

反應。以動作圖控制角色的動作則有互動性差的問題，例如，使用者下了一個更換動作

的指令，為了反應使用者輸入的指示，系統必須在動作圖上找一條路徑做為輸出的動

畫，但若動作圖的節點愈多，該路徑可能就愈長，這就意味著使用者就必須要等待角色

做完動作的轉移，才能看到它終於換到目標動作。 

 

程序式動畫最大的優勢是它所提供的高階參數，這讓使用者或其他程式模組可以輕

易地控制動畫的生成，使其滿足情境所要求之限制。因此，相較於動力學方法和運動擷

取方法，程序式動畫的控制性較佳，加上它計算量小，讓程序式動畫適合被應用在遊戲

和虛擬環境上。然而，程序式動畫本身不具有反應碰撞之能力，除非我們在運動模型裡

加入動力學的概念，否則程序式動畫並不適合用來模擬如跌倒這種純物理運動之現象。

程序式動畫另一個主要問題是運動模型的設計。一般來說，使用者會希望動畫程序所提

供的參數愈高階愈好，且數量愈少愈好，如此對使用者來說控制較為容易。但為了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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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設計目標，設計者必須找出眾多運動參數之間的關係，去除低階參數，保留較高階

之參數，以減少參數之數量，這些步驟正如 [2][3] 所述。 

 

本研究的目標之一便是解決上述之問題，即減輕程序式動畫設計者的負擔，我們希

望透過自動調整運動參數之機制，讓設計者得以專注在運動模型本身的設計，省去參數

精簡化的步驟，將耗費人力的參數調整交由我們所提出的系統來自動最佳化。為了讓動

畫程序具有足夠的一般性，設計者通常會設計許多低階與高階運動參數，但由於參數數

量龐大，以人工方法調整難以找出較好的參數組合。我們提出利用最佳化方法，並參考

運動擷取資料，讓系統自動幫我們調整出可以較好的參數組合，以產生觀感上較為自然

的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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