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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製作動畫上，模擬人體運動一向是困難的

題目，然而在許多虛擬環境中，人物的運動模擬

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文獻上有關人體運動動畫

的研究雖多，但大部分的研究都假設行走路徑及

腳步落點已經給定，能根據地形特徵而自動產生

對應之行走運動的並不常見。本論文所提供的系

統，便是一個能即時模擬人體走路動作的運動計

劃器。我們以反向關節運動的方式，分析人體在

不平路面上行走時的運動特徵，並將懸浮腿的運

動軌跡以貝茲曲線代表。透過調整貝茲曲線的控

制點，將可在起伏不平的路面上達到避碰的目

的。另外，我們也加入了腳步計劃的機制，使虛

擬人物能依使用者的高階輸入，計劃在任意時間

點上未來幾步保證可行的運動。除了實做以上運

動模擬及計劃模組外，我們也已將所產生的運動

結果透過 VRML 的外部介面，呈現於 3D 瀏覽器

上。 
 

1. 前言 

有關人體運動的模擬一直是製作電腦動畫上

相當棘手的問題，而其中有關模擬人體行走的研

究也相當多；但至今仍未有一系統可自動模擬出

完整的人體行走模型。例如有相當多的領域在研

究此課題，包括機器人學、生物力學、人類學等；

但大多數的系統都只能著重在某些特例上，如在

沒有障礙物的平坦路面上之模擬。然而在真實的

情況下，許多的路面都是不規則、崎嶇不平的，

因此這些系統很難直接套用到擬真的環境上。 

理想上，要能成功地模擬出人體走路的系

統，應包括下列幾項特點： 

 允許崎嶇不平的路面：如前所示，在現實情況

下，路面鮮有平坦且無障礙物的，故要能將模

擬的層次提高，符合真實，就必須允許崎嶇不

平的情況。 

 步伐的不一致性：在人類的行走過程中，每一

步的步伐大小是不盡相同的。一般而言，步伐

的大小與地形的起伏、人類的心情愉悅程度、

能量的分配有關，故理想上也必須考量此點。 
 腳步的計劃：人類的行走過程是有計劃的，我

們往往在走這一步的同時，也決定了下兩到三

步的腳步位置，所以不常有走錯的情形發生。 
 即時性：要能模擬真實的行走運動，系統的演

算法則必須有即時計算的特色；也就是在每一

步所花的計算必須不能太長，且最好保持一

致，才能達到互動介面的即時性要求。 
 真實性：這部分也是模擬人體運動的課題中最

困難的部分，因為牽涉到精確動力學模型建立

的不易。故這方面的研究雖多，但至今仍未有

一個能有效模擬複雜人體運動的機制。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將描述一個能依地形的

起伏而改變步伐大小的即時性模擬系統。此系統

除了能適應地形的高低起伏外，也能計劃腳步的

放置點，以自動調整步伐大小，順利地走到目的

地。 

接下來的第二部分我們會先介紹與此題目相

關的研究。第三部分則是介紹整個系統的架構。

第四部分介紹人體下半身行走的原理與系統內所

運用到的方法。第五部分到第六部分則是實作的

方法、結果與結論。 

2. 相關研究 

模擬人體走路的相關研究相當多，主要可以

分成下列幾類。第一類為動作修改（motion edit-
ing），也就是直接使用動作捕捉（motion capture）
的方法抓取人體運動時各關節的資料，再用各種

編修的方法，讓這些抓取所得的資料盡量符合使

用者所希望的動作。如 Unuma et. al.[1]利用傅立葉

展開（Fourier expansion）來完成動作混成（motion 
blending）、Witkin 的動作變形（motion war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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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n Gyu Choi 編輯腳步的位置與方向來達到

計劃行走路線[3]。 
第二類是以反向關節運動（inverse kinematics, 

IK）為基礎的方法。不同於上一類方法，許多系

統利用 IK 來完成即時的運算，得到每一瞬間腳步

的位置與各個關節所轉動的角度。使用者只需決

定步伐大小、抬腳的高度、走路速度等要素，便

可透過計算得到人體各個關節點的位置，進而得

知人體走路的整個過程。相關研究如Harold C. Sun 
[4]、James K. Hahn [5]、Armin Bruderlin [6]等。 

除了上述兩類方法為較多人採用外，其他方

法也有不錯的結果。例如利用控制器（controller）
來達到走路時的平衡[7]、利用許多不同運動的元

件控制器來組合人體運動[8]、利用 ZMP（zero 
moment point）的觀念達到在不平坦的地形上之行

走[9]、利用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求得

走路時各個過程的關節位置[10]、及利用 ZMP 來

達到運動的平衡感[11]。 
雖然上述有很多系統的結果都有一定的實用

性，但卻都沒有包含先前所提到的腳步計劃的機

制。因此本論文提出一含有腳步計劃的機制，且

能即時地得到運算結果，以產生更貼近人類走路

行為的運動。 
 

3. 系統架構 

3.1. 系統流程圖 

圖一為本研究所提系統的流程圖。當使用者

輸入人體的基本資料（包括抬腳高度、正常行走

的步伐大小等）、地形資訊、目前腳步位置等參數

後，系統就會由腳步計劃器產生下一個腳步的落

點。決定了此步伐的起始點與終點後，系統會接

著決定在兩點間運動的過程中，人體運動的關鍵

組 態 。 此 關 鍵 組 態 即 為 動 畫 中 的 關 鍵 格

（Keyframe）參數。此關鍵組態可能因雙腳的高

度差（上坡或下坡），而有不同的設定方式。根據

關鍵組態的位置，我們便可以進一步設計關鍵格

之間人體運動組態的內插方式，以得到關鍵格之

間的所有畫格。在內插過程中，我們以貝茲曲線

的方式設計懸於空中的腿的運動軌跡。透過調整

曲線的控制點，我們嘗試能為移動中的腳找到避

碰的運動軌跡。當然，除了避碰之外，這些運動

參數都必須符合人體關節的機構學限制。在設計

好一步之後，系統會自動地由腳步計劃器（如圖

二）規劃下一步的步伐大小（或步伐落點），再經

由相同的程序產生下一步的動作。 
 

3.2. 腳步計劃器 

上節中所述之腳步計劃器雖然只產生下一步

的位置，但在思考計劃的過程中，可考慮未來的

數步，以增加整體成功率。一般情形下，當我們

在跨出一步的同時，也正在規劃下三步的腳步應

踏在哪個位置；因此在模擬人體行走運動時，我

們也必須要考慮到這項特質。圖二為本系統所提

出的腳步計劃器，圖中的 n 為一次計劃的步數。

一般來說，人類行走的計劃步數一次約為二至三

步（即 n =2 or 3），但若行走於平坦路面時，計劃

步數可增至 4 到 5 步；相反地，若行走於崎嶇不

平的路面時，計劃步數則會減少，以確保每一步

都走在適當的位置上。目前本系統的計劃方式為

循序式的，也就是當第 i步計劃成功才會進行第 i + 
1 步的計畫；而當第 i 步計劃失敗，則會退回第 i – 
1 步，檢查是否仍有可行的步伐。若沒有，則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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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腳步計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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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至第 i – 2 步；依此類推，直到從下一步到第 n
步都計劃成功，才算完成了整個腳步計劃。而在

搜尋可行步伐的策略中，由於本系統未將所有可

行的步伐依步伐品質的好壞做分析排列，所以是

以第一個搜尋到的可行步伐做為採用的步伐。  
 

4. 模擬人體下半身的行走運動 

在設計此行走運動模擬系統時，為了達到即

時性、減低模擬時的計算複雜度，我們省略了人

體運動較細微的動作，如腳掌的彎曲程度等，因

此全部關節的位置與角度均可透過 IK 的計算得

出。在經 IK 計算後，我們可以得到運動過程的關

鍵格。接下來便是填滿在關鍵格之間人體關節部

位的位置與角度。這些內插畫格在經過碰撞檢查

及以貝茲曲線的修正抬腳高度後，我們就可以得

到所預期的即時模擬人體下半身運動。 

4.1. 人體下半身運動之觀察 

有關人體運動的研究資料顯示[12][13]，人類

在行走時，下半身的運動可分成幾個階段。一般

是將 footstrikes, FS（腳接觸到地面）與 takeoffs,  
TO（腳離開地面）設為分隔點，而定義出“一步”

為從左腳 FS 到右腳 FS 的過程，如圖三所示。 

圖三將行走的運動模式分成四個階段，double 
support、single support(left)、double support、single 
support(right)。而這四個階段，如果不分左右腳，

基本上可分成兩種狀態：stance phase 與 swing 
phase。 

本論文便是採用上述的人體下半身行走之運

動模式，但再做了一些修改，以使得在實作上能

更精確地描述此運動過程。我們將每一步畫分成

三個階段（phase）： 
1. 前腳向前跨步踩到地上：如圖三中的 lTO 到

lFS 的過程，也是本系統假設人體行走的啟始

狀態；我們將此階段稱為 phase 1（如圖四）。 

2. 後腳跟逐漸抬起至後腳尖離地：也就是 lFS 到

rTO 的部分，如圖四中的 phase 2。 

3. 縮後腳：也就是要發生 right swing 之前的情

形，運動過程會先將右腳跨向左腳，但未達右

腳越過左腳的狀態，如圖四中的 phase 3。 
根據所訂出來的階段，我們找出各階段之間

的分界點，也就是關鍵格。（詳見 4.3 節之進一步

說明） 

4.2. 反向關節運動（Inverse Kinematics） 

在論文提議的人體下半身運動之模擬方式，

是建立在反向關節運動的計算上。在產生關鍵格

的過程中，我們在假設腳掌平貼於水平的地面

上，如圖五所示。我們假設已知條件為骨盆的位

置（xb, zb）、腳踝的位置（xf, zf）、大腿（Lupper）、

小腿（Llower）的長度，而我們希望計算得到骨盆

（θHip）、膝蓋（θKnee）、腳踝（θAnkle）的彎曲角

度。 

此反向關節運動的計算公式如下： 

( ) ( ) ( )
lowerupper

lowerupperfbfb
Knee LL

LLzzxx
2

cos
2222 −−−+−

=θ

( )ffb xzz ,2atan −=α  

( ) ( )( )KneelowerupperKneelower CosLLSinL θθβ += ,2atan  

βαθ −−=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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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swing right 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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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1 step 

lFS = left footstrike rFS = right footstrike 
rTO = right takeoff lTO = left takeoff 

圖三  人體下半身行走之運動模式 

圖四  人體下半身行走的 3 個階段 

 

圖五  Inverse Kinematics 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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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KneeAnkle θθθ −−=  

在運動的過程中，假設骨盆及腳踝的位置為

給定，則我們便可以透過上述 IK 公式得到每一關

節的旋轉角度或其位置。 

4.3. 關鍵格的設計 

第一關鍵格：第一個關鍵格為前腳微微抬

起，後腳直立平貼於地面的狀態，如圖六所示。

而之所以不以雙腳直立，腳掌平貼於地面為關鍵

格的原因在於人體行進的連續過程中，後腳在收

腳結束，準備走下一步時不會先踏在地面上再走

下一步；而是直接以接近地面的高度掠過地面，

這時目前這一步的後腳會成為走下一步時的前

腳，正好符合上述第一關鍵格的狀態，只是前後

腳互換了。 

第二關鍵格：此時的狀態為前腳剛剛踏到地

面上。在一般情況下，後腳的腳踝會平貼於地面，

且兩腳必有其中一腳為伸直的狀況，如圖七所

示。在計算上，無論是圖七的(1)、(2)或(3)，都會

假設骨盆（pelvis）的位置在兩腳腳踝的中垂線上，

而其垂直地面的高度則依地面情況而有所不同。

在(1)的狀態，兩腳腳踝的位置高度相同，故在計

算骨盆高度時，由已知的腳長與腳步大小，可直

接從畢氏定理計算；而(2)則是以後腳的腳踝為基

準，(3)則以前腳的腳踝為基準，也同樣利用畢氏

定理計算高度，且皆以伸直的腳做為畢氏定理中

的直角三角形之斜邊。在確定骨盆的位置後，就

可利用 IK 的關係，計算其他關節的位置，便可得

到各種情況下的第二關鍵格。 

第三關鍵格：此時的狀態為後腳尖剛要離開

地面的瞬間，如圖八所示。在計算骨盆的位置時，

因地形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做法：在平地與下坡

情況下，會以前腳的腳踝為圓心，腳長為半徑，

以弧線找出第三關鍵格的骨盆位置；而在上坡的

情形，會先將後腳腳踝以垂直水平線的方式向上

提升到最高點，而得到第三關鍵格的後腳腳踝之

位置，再利用 IK 的關係便可得到骨盆之位置。而

其他關節則以 IK 為主要的計算方法，如此便可得

到在第三關鍵格中所有關節的位置。 

4.4. 關鍵格間的內插方式 

在得到三個關鍵格後，接下來是內插產生關

鍵格之間的其他畫格，而由於關鍵格本身的不

同，內插的方法亦有所不同，也分為三種情形： 
1. 內插第一與第二關鍵格（如圖九）： 

在此階段，前腳由微微抬起的狀態向前跨

步，直到碰觸地上。在做內插計算時，當地形為

平地與上坡的情況下，骨盆的移動軌跡為一圓

弧，而此圓弧即是以後腳腳踝為圓心，腳長為半

徑所構成的軌跡；而下坡的情形，骨盆的移動軌

 

圖六  第一關鍵格 

圖七  第二關鍵格，(1)為走平地的狀態，(2)為上坡

之狀態，(3)為下坡狀態。 

圖八  第三關鍵格，後腳尖剛要離地。(1)為走平地

的狀態，(2)為上坡狀態，(3)為下坡狀態。 

 

圖九  內插第一與第二關鍵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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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則為一直線。因此不論是哪種情況，我們都可

以很容易地得到介於此二關鍵格中所有畫格的骨

盆位置；而在前腳腳踝的部分，是以貝茲曲線軌

跡來做內插，讓前腳能順利地、無碰撞地由第一

關鍵格跨到第二關鍵格。 

2. 內插第二與第三關鍵格（如圖十）： 

此階段後腳跟會逐漸抬起，後腳尖維持踏在地

上，一直到後腳腳踝無法繼續往上抬時，為內插

的結束。而無論地形為上坡、平地與下坡的做法

皆相同：前腳掌維持緊貼於地面；骨盆位置為圓

弧內插產生，內插的起點和終點分別為第二關鍵

格與第三關鍵格的骨盆位置；後腳腳踝視骨盆移

動的情況逐漸抬起。 

3. 內插第三關鍵格與下一步的第一關鍵格（如圖

十一）： 

此階段的動作為縮後腳，前腳傾向直立。無論

上坡、平地和下坡做法皆相同：前腳掌保持不動；

對此步的第三關鍵格與走下一步的第一關鍵格前

腳膝蓋與腳踝的角度做內插，利用所得到的角度

求出骨盆位置；而在後腳腳踝的部分，仍然是以

貝茲曲線來做內插，使第三關鍵格到下一步的第

一關鍵格的過程能順利避開碰撞的發生。 

4.5. 以貝茲曲線計算避碰軌跡 

在檢查到腳與地形有碰撞時，本系統採用的

是以貝茲曲線的方法來將腳步提高，直到整段貝

茲曲線，也就是腳部關節的軌跡都不會有碰撞的

發生。而在發生碰撞之後，本系統會依此步伐的

起始點與終點作為貝茲曲線的端點（end point），
而貝茲曲線的控制點（control point）則以兩端點

之中點開始。首先找出在貝茲曲線上發生碰撞之

處，接著將提高控制點的位置，檢視是否能避免

碰撞的發生。倘若仍有碰撞，將再試著把控制點

的位置往兩端點方向移動藉以拉寬貝茲曲線。依

此類推，直到此貝茲曲線所構成的運動軌跡超過

人體運動的限制，才宣告此步伐為不可行之步

伐，而必須要重新計劃腳步。 

如圖十二，可以觀察到當我們把控制點（P1、

P2）的位置拉高（P1’、P2’）時，可改變貝茲曲線

的弧度，使由此貝茲曲線所構成的運動軌跡能順

利跨越障礙物，避免碰撞的發生。 

 

5. 實驗成果 

5.1. 實驗平台 

本模擬系統所採用的實做語言為 Java，其各

部分軟體模組除了 VRML 瀏覽器外，均為自行設

計。這些模組包括 IK、Bezier curves 控制、內插、

計劃、及圖形介面等。本系統透過如圖十三的圖

形介面，由使用者調整包括步伐大小、抬腳高度、

行進速度等參數。再根據這些參數，由系統產生

描繪人體動作的數值，包括骨盆的位置，骨盆、

 

圖十  內插第二與第三關鍵格 

圖十一  內插第三關鍵格與第一關鍵 

p0

p1 p2 

p3 

p1’ P2’ 

 
圖十二  以貝茲曲線避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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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蓋、腳踝的彎曲角度等，進而產生出所要求的

動畫。這些數值則進一步透過 VRML EAI(External 
Authoring Interface)的介面，傳至 VRML 中的人體

模型，產生對應的 3D 動畫。如圖十四中的場景為

虛擬人物正在上下樓梯。 
 
5.2. 在不平路面上的運動範例 

 因本系統著重在對地形起伏不平的克服與

腳步的計劃，故以下將以虛擬人物在平地、上樓

梯、下樓梯以及對於腳步計劃的效果為例作說明。 

 平地：在平地的行進，如圖十五所示。可觀察

到骨盆的位置並非是維持在同一直線上的，這

是因為從第一關鍵格到第二關鍵格以及從第

三關鍵格到下一步的第一關鍵格時，骨盆的位

置會有些許的變化，但因地形沒有高低起伏，

故此變化量不大。但仍可看出骨盆的軌跡是以

圓弧、直線、圓弧的方式上下起伏。 
 上樓梯：在上樓梯時，在階梯的高度發生變化

時，可由圖十六可看出骨盆的位置有明顯的改

變。而與走平地相同的是，骨盆的軌跡亦是以

圓弧、直線、圓弧的方式上下起伏，但位置高

低有劇烈變化。 

 下樓梯：如圖十七所示。與上樓梯相同，在階

梯高度變化時，骨盆的位置會有明顯變化，但

與上樓梯不同的是，骨盆的軌跡是以直線、直

線、圓弧的方式上下起伏。這是由於在第一關

鍵格與第二關鍵格做內插時，為直線內插；而

非如走平地或是上樓梯的情形，是以圓弧做為

內插的依據。 

5.3. 計劃腳步的運動範例 

下例將以圖說明腳步計劃的優點。圖十八為

沒有經過腳步計劃所產生的行走運動軌跡，在沒

有腳步計劃時，虛擬人物只會檢查下一步是否有

碰撞發生或是是否符合人體運動的限制。當兩者

都未發生，或是已做修正時，將按照事先規劃的

步伐行走，因此將產生圖十八的例子。圖中所圈

選處代表一陷阱，也就是若虛擬人物走到圈選處

圖十三 實驗平台之人機介面 

圖十四 3D VRML 場景 

 
圖十五 平地的行進軌跡 

 
圖十六 上樓梯的行進軌跡 

 
圖十七 下樓梯的行進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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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時，會因為平台的狹窄與下一個階梯的高

度太高，以致於無法順利跨上而造成失敗的行走。 
若有腳步計劃，如圖十九為計劃 3 步（n = 3）

的情況下之例子。虛擬人物將直接跨到下一個高

台上，而不會下降到圈選處的平台，故可順利走

到目的地。 

6. 結論及未來延展 

本論文提出了一人體下半身的即時模擬系

統，可讓虛擬人物根據地形的不同，透過 IK、貝

茲曲線等方法，自動地產生每個關鍵格的關節點

位置與角度；再依地形的不同而內插產生出其間

的畫格，以適應各種不同的地形。另外，本系統

也加入了計劃腳步的機制，能讓虛擬人物事先計

劃未來要經過的點為何，避免走錯的情形發生，

如此也更符合實際上人類走路的行為。 

本系統在貝茲曲線的計算部分，為了能有效

限制計算複雜度，故限制貝茲曲線控制點之調動

範圍，只限於端點的水平座標之間，因此將減少

了一些可能的運動軌跡，而造成腳步計劃的失

敗。所以我們將再研究貝茲曲線控制的方式，以

求兼顧計劃腳步的成功率與系統的即時性。另

外，雖然本系統有腳步計劃的機制，但未對計劃

出來的腳步做品質上的分析（例如在步伐數目

上、能量消耗上等方面）。因此未來希望能進一步

定義出腳步的品質，並提供新的方法找出品質最

好的行走路徑。最後，人類在上坡與下坡的情況

所花費的力氣是不一樣的，而跨出每一步的時間

亦不同；因此為了要求動作的擬真性，我們將考

慮上下坡的實際動力學模式，以使人物之行走運

動更為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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