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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程序式動畫之設計 

 

設計一個運動程序有兩大步驟。第一，定義提供給使用者的高階運動參數，以走路來說，

可能包括步伐大小、抬腳高度、臀部擺動和擺手角度等。第二，定義關鍵格和內插，以

及它們與運動參數之間的關係。在定義關鍵格的過程中，設計者需要大量地控制角色，

其中會有許多重複的工作，所以若沒有基礎框架和高階的骨架控制系統，實作程序式動

畫將是一件費時費力的事情。因此在這一章，我們會先介紹我們的動畫實驗平台IMHAP

（Intelligent Media Lab’s Humanoid Animation Platform）[17]，然後說明我們是如何設計

人形角色的高階控制系統，最後以走路動作為例，闡述我們如何設計角色的程序式動畫。 

 

3.1 動畫實驗平台 IMHAP 

 

我們開發了一個名為IMHAP的動畫平台來測試我們的程序式動畫，IMHAP的系統

架構如圖 3.1 所示。IMHAP的架構主要是根據MVC模式所設計的 [39]。在MVC模式中，

系統被區分成三大模組：模型（Model）、視圖（View）以及控制器（Controller），模型

用來封裝資料，視圖負責與使用者互動，而控制器則負責前兩者之間的溝通。圖 3.1 中

每個方塊表示一個模組，而模組間的箭頭表示資料流向，其中動畫分派器（Animation 

Dispatcher）和動畫產生器（Animation Generator）是整個系統的核心，它們扮演MVC

裡模型的角色。動畫控制器（Animation Controller）負責控制動畫的播放，所以它是M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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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IMHAP 系統架構圖 

裡的控制器。剩下的 3D瀏覽器（3D Browser）、2D畫布（2D Canvas）以及使用者介面

（User Interface）都是與使用者互動的元件，所以它們扮演MVC裡視圖的角色。以下段

落將詳細描述各個模組的功能。 

 

3D 瀏覽器負責三維場景的繪圖工作，其底層我們以Java遊戲引擎jMonkey Engine 

[38] 實作，它可以讀取角色骨架及其他幾何模型，然後以場景圖（Scene Graph）管理

場景裡所有物件的組織架構。3D瀏覽轉接器（3D Browser Adapter）用來封裝 3D 瀏覽

器，對其他模組提供一個統一的介面，這麼做的優點是可以讓系統動態地抽換不同的

3D 瀏覽器，而不用更動系統的其他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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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分派器和動畫產生器是整個系統的核心。動畫分派器可以做為全域規劃器

（Global Planner），它從使用者介面接收使用者下達的高階命令，然後間接指示它所掌

管的多個動畫產生器。動畫產生器則是局部規劃器（Local Planner），它負責產生各別運

動。為了更清楚地解釋這兩個模組之間的關係，在此我們用以下情境當例子。首先，使

用者透過使用者介面輸入了一條行進路徑給動畫分派器，動畫分派器接收這道命令之

後，它根據環境中的障礙物，計算出何時該用何種運動，如此便將一個高階的命令拆成

數個低階的指令，之後將工作分派給適當的動畫產生器，等待動畫產生器產生運動細節

後，才把結果交由給動畫分派器整理成一連串的畫格。 

 

動畫控制器從動畫分派器讀取畫格，並控制動畫的播放，使用者可以透過使用者介

面去控制動畫控制器，進而控制 3D 瀏覽器或 2D 畫布應該顯示第幾格畫格。系統中允

許多個動畫控制器的存在，多個動畫控制器可以讓應用程式同時擁有多個視圖。例如，

2D 動畫控制器可連接到 2D 畫布，以提供像是上視圖、側視圖、或是曲線圖等 2D 視圖。

而 3D 動畫控制器則可連接到 3D 瀏覽轉接器，以提供 3D 透視圖的瀏覽。 

 

雖然我們在設計 IMHAP 時，因考量到將來的延展性，而設有兩階層的動畫產生模

組（動畫分派器與動畫產生器），允許開發者在同一個應用程式裡設計多種運動。但在

本研究中，我們目前只用到一種運動程序 – 走路，所以我們只會用到一個動畫產生器，

也沒有考慮全域運動規劃的問題，所以也尚未真正使用到動畫分派器。 

 

3.2 人形角色控制系統 

 

一般來說，動畫師在製作角色動畫時，很少會直接修改關節角度，這是因為關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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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H-Anim 所制定的 LOA1 人體骨架 

度是角色動畫最低階的資料，接近程式的底層，對於人類來說較不直覺。所以一般在製

作角色動畫前，角色會先經過骨架設定（Rigging）的處理，在角色的各個部位上加裝許

多控制器（Character Rigs），之後才交由動畫師去存取這些控制器來製作動畫。 

 

我們採用的骨架規格如圖 3.2 所示，為VRML裡H-Anim [37] 所制定的第一關節層

級（Levels of Articulation 1, LOA1）。為方便操作角色的各個部位，我們也對角色的骨架

設立了數個控制器。不同特性的角色就需要不同的控制器，但我們的系統所處理的骨架

規格是一致的，沒有不同特性的問題，所以控制器的架設可以自動化。我們所使用的控

制器可分成三個部位，分別是手臂、腳部與軀幹。 

 

由於手臂位於上半身，所受限制不如下半身的腳，我們所在乎的只有手腕的位置，

所以我們僅利用反向機構學去控制整隻手臂。LOA1 骨架一隻手臂包含三個關節，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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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反向腳控制器 (b) 提高腳跟 (c) 抬起腳尖 

 

圖 3.3：腳掌部位的控制器 

（shoulder）、手肘（elbow）和手腕（wrist），其中手肘只有一個自由度，而肩膀和手腕

各有三個自由度。像手臂這種簡單的關節鏈，給定末端手腕位置與手肘方位（Swivel 

Angle），肩膀和手肘的關節角度就有唯一解，所以只要在肩膀到手腕之間架設一個解析

方法（Analytical Method）的IK求解器 [30]，即可求出整隻手臂IK解。 

 

人的雙腳由於常與地面接觸，所以腳部動作有著許多限制，任意移動可能會造成滑

步或穿越地面等不合理現象。為了之後設計動畫的便利性，我們使用比手臂更為複雜的

控制器來控制腳部。如圖 3.2 所示，腳可以分為上下兩個部分。上半部為腿，包括髖關

節（hip）和膝蓋（knee）。下半部為腳掌，包括腳踝（ankle）和腳趾（midtarsal）。腿的

結構與上述之手臂相同，所以我們在髖關節到腳踝也裝設一個相同的IK求解器。腳掌是

與地面最常接觸的部位，對於這個特別的部位，我們就使用特別的控制器，這是角色動

畫中骨架設定的常用技巧，稱為反向腳（Inverse Foot）[41]。 

 

腳掌是透過一種稱為反向腳的裝置來控制的。如圖 3.3 (a)，除了角色原有的腳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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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紅色部分）之外，我們新增了四個輔助用的隱形關節（藍色部分），依照階層關係，

由高到低排列分別是 inv_base、inv_toe、inv_toe_tip 及 inv_ankle。我們讓角色的趾尖關

節（midtarsal_tip）黏著在 inv_toe_tip 上，讓它隨時都跟 inv_toe_tip 保持相同的位移（即

趾尖關節會跟著 inv_toe_tip 一起移動），同理，讓腳趾關節（midtarsal）黏在 inv_toe 上，

腳踝關節（ankle）則黏在 inv_ankle 上。黏著關係設定好之後，我們便可以利用反向腳

輕易擺放出腳掌與地面常見的相對關係。當我們希望角色提高腳跟，腳尖仍保持觸碰地

面時，如圖 3.3 (b)，我們只需旋轉 inv_toe_tip 關節；當我們希望角色抬起腳尖，腳跟仍

保持觸碰地面時，如圖 3.3 (c)，我們只需旋轉 inv_base 關節即可。 

 

軀幹關節包括根關節（HumanoidRoot）、腰關節（vl5）和頸關節（skullbase）。由於

腰關節是所有上半身最上層的關節，所以當腰關節旋轉時，上半身整體會跟著一起轉。

同理，根關節是整個骨架最上層關節，所以根關節移動或旋轉，都會造成其餘子關節的

移動或旋轉。此現象在大部分情況下都適用，我們會希望父關節牽動子關節。然而，我

們有時會希望固定子關節，使其位置不受父關節的影響。例如，固定雙腳，扭動臀部。

為了提供這種控制，我們在根關節和腰關節都加入了一種機制：我們讓子關節都有記憶

自身目前世界座標的能力，當父關節移動或旋轉時，子關節可自動移回原來的座標位

置。從視覺上看來，就變成父關節動，子關節固定的效果。 

 

3.3 走路動畫之設計 

 

在我們之前的研究 [16] 中，因為我們採用二維的側視投影平面來設計走路動畫，

使得有些自由度被省略，所以能表現的動作細節有限，某些細微的動作，如臀部和軀幹

的擺動，都無法表達出來。由於本研究目的是自動最佳化程序式動畫的參數，使得它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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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同一組運動參數可套用在不同的角色上 

加自然擬真，但如果動畫程序本身就沒有能力產生擬真的動畫，最佳化後也只是讓它盡

可能地接近所參考的運動擷取資料，難以看出其成效。因此，我們以上一節所介紹的角

色控制系統為基礎，重新實作了一個直接在三維空間中設計的走路程序，所使用的運動

參數、關鍵格及內插都比先前複雜，目的是為了增進動畫程序的能力，讓最佳化的成效

更加顯著。以下就分別說明我們所設計的走路程序的運動參數、關鍵格定義與內插定義。 

 

3.3.1 走路之運動參數 

 

走路是一種循環性運動，每個走路週期（Walk Cycle）可獨立處理。在我們的走路

程序裡，我們用 197 個型態為實數的參數定義一個走路週期，如表 3.1 所示。在這 197

個參數之中，有 26 個參數（即表 3.1 的前 14 列）用來決定角色在關鍵格時的姿勢。有

168 個參數（即表 3.1 的最後兩列）控制緩進緩入的程度。剩餘 3 個（即 Phase Frames 1

至 3）用來控制走路三階段的時間長度。 

 

為了令同組運動參數能套用在不同尺寸的角色上，大部分用來指定長度的參數都使

用相對單位。除了步伐大小（Step Length）和步伐高度（Step Height）使用的是絕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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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走路的運動參數 

 

參數名稱 單位 有效範圍 鄰居範圍 

Step Length 長度（cm） [0, 兩倍腿長] ±腿長/160 

Step Height 長度（cm） [0, 腿長] ±腿長/80 

Hip Tilt 角度（°） [-45°, 45°] ±2° 

Hip Twist 角度（°） [-60°, 60°] ±2° 

Down Sink 長度（相對腿長） [-100%, 100%] ±2% 

Pass Sink 長度（相對腿長） [-100%, 100%] ±2% 

High Up 長度（相對腿長） [-100%, 100%] ±2% 

Spine Down Lean 角度（°） [-60°, 90°] ±2° 

Spine Pass Lean 角度（°） [-60°, 90°] ±2° 

Spine Contact Lean 角度（°） [-60°, 90°] ±2° 

Front Arm Length 1~4 長度（相對手臂長） [0, 100%] ±2% 

Back Arm Length 1~4 長度（相對手臂長） [0, 100%] ±2% 

Front Arm Angle 1~4 角度（°） [-150°, 150°] ±3° 

Back Arm Angle 1~4 角度（°） [-150°, 150°] ±3° 

Phase Frame 1~3 時間（格數） [2, ∞] 無 
21 個控制器分別在 4 的走

路階段的緩進程度 緩進程度（無單位） [-1, 1] ±0.02 

21 個控制器分別在 4 的走

路階段的緩出程度 緩出程度（無單位） [-1, 1] ±0.02 

位公分之外，其他長度參數皆以肢體長的百分比做為單位。例如，當 Down Sink 等於 50

時，就表示腿長的 50%，即一半腿長。利用相對於角色肢體長度做為運動參數的單位，

可以分離程序式動畫的參數與角色骨架尺寸的相依性。如圖 3.4，我們所設計的走路程

序，不需經過動作重置，同一組運動參數即可正確地套用在不同的角色上。 

 

對於每個運動參數，我們皆定義了有效範圍與鄰居範圍。有效範圍是用來限制參數

的最小和最大值，預防使用者輸入的值超過界限。除此之外，定義範圍也可大幅縮小搜

尋空間，避免最佳化程式去拜訪我們已知不合法的狀態（最佳化方法在第四章有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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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走路的四個關鍵格 

說明）。鄰居範圍是定義給最佳化程式參考之用，在最佳化過程裡的每一回合中，系統

會從目前狀態的鄰居範圍中，隨機挑選出一個狀態做為下一回合的起點，在此定義鄰居

範圍就是為了讓最佳化程式知道「鄰居」的定義。 

 

3.3.2 關鍵格定義 

 

根據文獻 [18]，一個走路週期可以分為三個關鍵格：前腳踏地瞬間（Contact）、後

腳離地瞬間（Down）與兩腳交錯瞬間（Pass），這三個關鍵格便可切割出三個階段。但

為了增加運動的控制性，我們另外參考 [32]，在Pass和Contact之間加了一個名為High

的關鍵格，用來代表重心達到最高點的瞬間。雖然多了一個關鍵格，但我們讓階段數依

舊保持為三。如圖 3.5 所示，四個關鍵格依序為Down、Pass、High及Contact。Down到

Pass之間的轉變稱為第一階段（Phase 1），Pass到Contact稱為第二階段（Phase 2），Contact

到Down稱為第三階段（Phase 3）。這個三個階段時間長度（畫格數）會直接由參數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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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act 關鍵格 

 

(b) Down 關鍵格 

 

(c) Pass 關鍵格 

 

(d) High 關鍵格 

 

圖 3.6：走路四個關鍵格與運動參數的關係 

Frames 1 至 3 分別指定，即Phase Frames 1 是第一階段的時間長，其餘以此類推。其中

第二階段較為特別，它中間另夾有一個High關鍵格，對此，我們假設High關鍵格永遠位

於Pass和Contact的中央，即Pass到High的時間長度等於High到Contact的時間長度。 

 

圖 3.6 (a)-(d) 是走路四個關鍵格下半身的定義。圖 3.6 (a) 是 Contact 關鍵格，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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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腳腳跟接觸到地面的瞬間。兩腳一前一後，前腳腳尖翹起某個固定角度，後腳腳跟

稍微提起，前後腳跟之間的距離等於步伐大小。圖 3.6 (b) 是 Down 關鍵格，此時角色

的重心在最低點。參考前一個 Contact 關鍵格，將骨盆往前移動步伐大小的四分之一，

往下移動參數 Down Sink 所指示的距離，而前腳掌完全平貼地面，後腳腳跟則往上提。 

圖 3.6 (c) 是 Pass 關鍵格，此時雙腳交錯，一腳懸空，一腳支撐。利用腿完全伸直時的

高度做為參考，將骨盆往下移動參數 Pass Sink 所指示的距離。另外讓懸空腳位於支撐

腳的上方，向上抬起 0.75 倍的步伐高度。圖 3.6 (d) 是 High 關鍵格，此時角色的重心達

到最高點。骨盆往前移動步伐大小的四分之一，往上移動參數 High Up 所指示之距離。

懸空腳往前移動步伐大小的四分之一，往上移動到步伐高度的位置。 

 

如同上述，在目前的設計中，我們假設 High 關鍵格的位置、Pass 關鍵格步伐高度

的倍數、以及每個關鍵格骨盆前進的距離皆為不變量，它們目前是固定的，無法改變。

這純綷是我們目前設計上的選擇，在未來，我們不排除對這些數值做參數化的可能，讓

此運動模型具有更豐富的表達能力。 

 

3.3.3 內插定義 

 

我們的角色控制系統在角色各部位共加裝了 21 個控制器，依關節被控制的方法，

控制器可分為兩類。第一類是位置控制器，利用世界座標位置來牽動末端關節，如位於

腳踝和手腕的 IK 控制器。第二類是旋轉控制器，直接控制某個關節的旋轉角度，如頭

部和手腕的控制器。我們的走路週期具有四個關鍵格，每個關鍵格裡都含有這 21 個控

制器的值，而關鍵格之間的區間則必須透過內插來補足。位置控制器的內插我們是透過

貝茲曲線去產生關鍵格間的平滑軌跡，而旋轉控制器我們則透過 Quaternion 一般的內插

方法（slerp）以平滑地連接關鍵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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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等速移動 (b) 起始和結束加快 (c) 緩進緩出 

 

圖 3.7：關鍵格之間的速度控制 

 

內插出控制器的移動或旋轉軌跡之後，為了要能進一步控制位置或旋轉速度的變

化，我們設計了一個機制，讓使用者得以控制兩關鍵格區間的時間-距離關係圖。首先，

我們依弧長來參數化兩兩關鍵格區間的軌跡，使軌跡起點的參數為 0，終點為 1，而軌

跡的一半弧長處為 0.5。接著建立每個區間的時間-距離關係圖（圖 3.7），此關係圖的橫

軸為時間，縱軸是在軌跡上移動的距離，由於做過正規化處理，它們的範圍都介於 [0, 

1]。時間-距離的關係曲線是一條三次貝茲曲線，其兩端點分別固定在座標 (0, 0) 和 (1, 

1) 上，而兩個控制點則用來控制緩進緩出程度（圖 3.7 中的藍線）。 

 

在我們的走路程序中，每個區間都提供有兩個介於 [-1, 1] 的實數參數，它們分別

名為 EaseIn 和 EaseOut，這兩個參數可以直接控制時間-距離關係曲線上的兩個控制點。

圖 3.7 (a) 顯示當 EaseIn 和 EaseOut 皆為 0 時，時間和距離成線性關係，貝茲曲線的兩

個控制點會被擺放成一條斜率為 1 的直線，所表現出來的運動是等速移動或轉動。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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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則是當 EaseIn 和 EaseOut 都為最小值 -1 時，兩個控制點會被移至與縱軸平行處，

所造成的效果是在起點時移動速率較快，然後漸漸變慢，最後在接近終點時，又逐漸變

快。圖 3.7 (c) 是在 EaseIn 和 EaseOut 皆為最大值 1 時，兩個控制點會被移至與橫軸平

行，使其切線斜率為 0，形成緩進緩出的效果，即開始時速率較慢，然後漸快，結束時

再逐漸減慢移動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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