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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运动捕捉系统来获取人体运动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这个方法的 大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得到真实自

然的运动数据，但缺点是系统价格昂贵，获取运动数据成本较高，并且捕捉到的运动数据难以进行编辑和重用。

本文介绍了我们开发的运动编辑系统—MotionPro，并分析了该系统所使用的一些运动编辑技术。MotionPro 提供

了包括实时逆向运动学和简单图形用户界面在内的基本编辑工具，使得我们能方便快捷地重用和修改已存在的运

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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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becomes generalized to generate a human animation using the motion capture system.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rits of motion capture systems is that one can acquire natural and realistic motion data, while the fact that the 
systems’ cost is high, the cost of acquiring a set of motion data is also very high, and modifying or reusing captured 
motion data is difficult are critical demeri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our motion editing system, MotionPro, and various 
motion modifications and editing techniques it uses. Providing essential motion editing tools including real-time inverse 
kinematics and simpl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MotionPro enables us to reuse and modify existing motion data freely and 
easily at our own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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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运动捕捉技术是一个对真实对象的运动进行捕

捉并将其映射到计算机生成的虚拟对象上的技术。

在进行运动捕捉的时候，需要将特殊的标记或传感

器放置于演员的关节上，在演员做动作的同时，使

用特殊的硬件设备不停地采样标记的空间位置和旋

转，以此来生成运动数据集合[1]。 

相比诸如关键帧和动态仿真等传统动画技术来

说，实时可见性，以及可以生成高质量运动是运动

捕捉技术的巨大优势。于是运动捕捉在 近几年成

为了娱乐、体育训练等行业用来生成运动数据的主

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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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运动捕捉技术生成的运动数据规模

庞大并且难以控制，所以充分利用这项技术还是比

较困难的[2]。当使用传统的运动控制方法时，我们

需要改变的仅仅是关键帧或输入参数，然后重新运

行即可得到不同种类和风格的运动。这是因为那些

方法有着我们能够完全控制的明确计算过程。相反，

当使用运动捕捉技术时，我们唯一能得到的就是一

个特定的运动数据集合，其中没有任何我们可以在

更高层次加以控制的元素。 

运动捕捉数据的可控制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运动捕捉过程复杂并且成本较高，如果我们需要的

运动和已经捕捉到的运动差别甚微，但仍要重复运

动捕捉过程的话，那工作效率将是很低的，并且制

作成本也将被抬高。因此，编辑已存在的运动数据

的能力就成了提高运动捕捉技术利用率的核心。 

人们提出了很多运动编辑技术来简化对运动捕

捉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这些技术可以粗略地分为

信号处理类[1][3][4][5][6]、受约束的优化类

[7][8][9][10]和基于插值技术类[11][12]。运动编

辑通过修改或融合现有运动的方式来创造出新的运

动，它引入了运动段（clip motions）的概念并使



用运动段来进行编辑操作。运动段是运动数据包含

的 小语义单元。运动编辑研究的当前趋势是建立

运动段的数据库，并通过应用适当的运动编辑技术

来重利用这些运动段，借此得到新的所需的运动。 

本文将介绍我们开发的运动编辑系统—

MotionPro，以及几种运动编辑技术和实现这些技术

时产生的一些实际问题。MotionPro 可以提供包括

实时逆向运动学和简单图形用户界面在内的基本编

辑工具，使得我们能简便地重用和修改已存在的运

动数据。 

接下来将阐述运动编辑操作和相关的工作，然

后将介绍对运动编辑器提出的功能要求，其次将描

述 MotionPro 系统的技术细节， 后是结论与未来

工作。 

1. 运动编辑 
1.1. 运动编辑操作分类 

依据不同的技术标准，运动编辑可以有很多种

分类方法。在本文中，我们根据一次操作引入的运

动 数 目 将 运 动 编 辑 技 术 分 为 多 运 动 编 辑

（inter-motion）和单运动编辑（intra-motion）

两种，前者需要两个或更多的运动而后者只需要一

个，这样的分类方法有利于运动编辑软件的设计。

多 运 动 编 辑 包 括 过 渡 （ transition ）、 融合

（blending）和插值（interpolation）等，而单运

动编辑包括关节重排（joint repositioning）、重

定向（retargeting）、平滑（smoothing）和风格化

（style manipulation）等。下面两部分将介绍每

种操作的相关工作。 

1.2. 多运动编辑操作 
运动过渡是指通过去除两段运动连接处的不连

贯性来无缝连接两个运动段的运动编辑操作。可以

认为运动周期化（Cyclification）是一种特殊的运

动过渡形式，因为在两段相同的运动间的转换意味

着一段运动的重复。信号处理的方法通过对两段运

动信号相交部分做加权和来得到间隔处的运动

[3][5][6]，而这样得到的结果可能是不自然的运

动，例如：脚可能产生滑步现象等。Gleicher 和 Rose

等利用时空约束的方法[7][10]解决了这个问题。 

运动融合是指一个运动段中的身体部分和另一

个运动段的其余身体部分之间进行融合来创造出新

的运动。例如我们可以把“挥手”和“行走” 运动

融合成为“边走边挥手”的运动。Rose 等提出的运

动编辑的功能表达语言能处理简单的融合操作

[10]。 

运动插值操作从运动样本集合和关联参数中生

成中间运动。Bodenheimer 等利用这个操作在[11]

中展示的编辑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他们通过结合线

性逼近（linear approximation）和径向基函数

（radial basis functions）的方法，来计算拟合

的可以逼近样本点的超曲面。我们可以把对运动数

据进行 PCA（主元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处理的方法归为插值类，因为其 终结

果是用插值的方法得到的。Glardon 等在[12]中应

用到了这个技术，他们首先对运动数据进行 PCA 分

析，然后通过分析结果可以插值得到某个运动特征

有所改变的新的运动。但是其方法仅使用在了“人

的行走运动”范畴。 

1.3. 单运动编辑操作  
关节重排意味着改变身体的姿态，这是对运动

的底层操作，可以通过直接或目标驱动的方式实现。

Bruderlin 等提出了运动位移映射[3]（Witkin 等提

出了类似的技术，他们把这个技术叫做运动变形

（Motion Warping）[6]），该技术可以使用传统的

关键帧技术，并且不管原运动的表现形式如何，该

技术都可以在保持运动细节的前提下对运动进行改

变。由于这个优点，很多关节重排工作都用到了运

动位移映射[7][8][9]。 

运动重定向把一个角色的运动应用到具有相同

层次结构但尺寸和身体各部分比例都不尽相同的别

的角色上。Gleicher 把运动重定向操作转化为一组

运动学约束，并运用时空约束来建立方程[8]。

Bindiganavale 提出了一种自动提取运动重定向中

重要事件的方法[14]。 

运动的平滑度依赖于曲线控制点的密度。我们

可以通过改变运动曲线表示中控制点的数目来控制

运动的平滑程度[4][10]。在信号处理方法中，可以

通过在高频或低频率波段上增加或减少运动信号的

方法来控制平滑程度[3][5]。运动捕捉阶段也可以

运用信号处理技术来控制运动曲线的平滑度[1]。 

运动风格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抽象特征。因此，

研究者采用交互编辑[3][5]和基于插值的方法

[11][12]来对其进行编辑。基于插值的方法对运动

风格的操作特别有效，因为我们能在不用建立任何

风格的计算模型基础上生成各种运动。 

2. 运动编辑系统的要求 
运动编辑系统要求一些诸如运动旋转、剪切和

粘贴之类的基本操作。当用户想改变整个运动序列

的方向时，运动旋转是很有用的。例如，在游戏应

用中，“重复行走”运动的朝向是重要的，而朝向可

以通过旋转操作来调节。考虑到通常的字处理软件

中，剪切和粘贴的功能十分重要，用户可以通过剪

切和粘贴操作来方便地调整各部分文字在文档中的

分布；而在运动编辑系统中剪切和粘贴操作也有类

似的作用，所以一个运动编辑系统应当具备这样的



功能。 

现在存在着许多运动捕捉数据的格式，其中

BVH 和 AMC/ASF 比较常用。运动编辑系统应该支持

对各种格式文件的读取、存储和不同格式文件之间

的转换。由于各种文件格式之间差别很大，所以对

他们之间进行转换的功能比较重要。 

当用户进行诸如逆向运动学等关节重排操作

后，应该可以恢复为初始姿态（类似于一般字处理

软件中的“取消”操作），否则，如果用户进行了一

步操作后发现不是预期结果的话，将没有办法更改

所做的操作。 

在运动编辑所涉及的所有插值操作中四元数表

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四元数空间中插值能比在

欧拉角空间中产生更平滑的结果。 

关键帧动画是传统的动画技术，对动画进行关

键帧控制符合动画师的操作习惯。为不失一般性，

运动编辑系统应该有关键帧工具。 

运动浏览方面，简单的相机控制，滑动条式的

回放控制，骨架层次、帧数之类有用信息的显示也

是运动编辑器的基本需求。 

3. 运 动 编 辑 系 统 的 实 现 — —

MotionPro 
我们开发了满足上一章节要求的运动编辑系

统，称之为 “MotionPro”。 MotionPro 有许多功

能：运动浏览、运动剪切与粘贴、运动旋转、运动

过渡、运动融合、运动插值、实时逆向运动学、关

键帧和重定向。图 1 展示了 MotionPro 的结构。用

户能交互操作每一项功能，并享受简单用户界面带

来的易用性。在接下来的章节将详细描述每个部分。 

 
图 1：Motion Pro 的结构 

3.1. 运动数据和层次  
一个运动数据文件由文件头和运动数据组成。

文件头包括文件的类型、帧数、采样时间和人体层

次结构的定义等。每帧的运动数据由关节位置和旋

转角度组成。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 10 万个以上运动

段的运动库，并可以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对这些运

动段按照进行索引。MotionPro 能读取 BVH 和

ASF/AMC 格式的文件并能支持他们之间的转换。

MotionPro 没有使用特殊的数据表示形式。  

3.2. 运动浏览和关键帧  
图 2 展示了 MotionPro 的一幅屏幕截图。

MotionPro 中的运动浏览器支持多角色的读取、播

放（包括反向播放）和暂停运动、帧速率控制、相

机控制、显示层次信息以及在其上的选取。也包括

运动旋转和运动剪切与粘贴操作。运动旋转使你可

以向任意方向旋转整个运动序列，通过修改“root”

段的平移和朝向来生成正确的结果。 

通过从层次视图选择适当的身体部分并利用鼠

标拖拽进行旋转的方式来完成关键帧操作。当释放

鼠标按键后，MotionPro 通过 SLERP 算法和对权值

进行线性改变的方法来使关键帧周围的运动数据变

平滑[15]。平滑操作可影响的帧数在编辑菜单中设

定。 

图 2：Motion Pro 的一幅截图



3.3. 运动过渡  
连接两个运动包括以下三步：归一化，插值和

消除滑步。通常两个运动的身体部位大小可能不一

样。归一化就是把两个不同的基平移和旋转变得一

致，经过这个步骤之后我们就可以连接两段运动数

据。为了消除在两段运动连接处的不连续性，我们

需要沿边界进行插值。对于插值这里有两种选择。

一是在两段运动间插入新帧，而另一种是在不引入

新帧的情况下对运动进行平滑处理（见图 3）。该系

统中用的插值算法和 3.2 节的一样。由于滑步现象

的存在，这种处理的结果并不好。在确定了和地面

有接触的帧之后，我们用前向运动学方法比较连续

两个接触位置，以此来避免滑步现象的发生。对关

节姿态进行的所有改变都是通过逆向运动学完成

的，稍后将对逆向运动学进行介绍。可以认为运动

过渡操作中包含了运动重定向的处理。 

 
图 3：运动过渡 

3.4. 运动融合 
运动融合把两段运动的身体部位混合起来，包

括选择关节来交换和设置运动数据交换时的帧间

隔。与运动过渡操作中的步骤一样，运动融合要求

有归一化和插值的过程。这些过程的实际处理也和

运动过渡中相同，但在运动融合中的插值一般不引

入新帧。图 4 是运动融合处理的示意图，用户选定

的关节以及所有子关节的运动都用另一个角色对应

关节的运动代替。 

 
图 4：运动融合 

3.5. 运动插值 
我们的运动插值的实现和 Bodenheimer 的实现

[11]相类似。根据插值系数，运动插值依靠给定的

两段运动 A、B 产生一段新的运动。例如从走和跑两

段运动，我们可以创造出快步走和慢跑。图 5 插值

算法的示意图，和[11]中一样，我们需要得到特征

帧，也就是类似于脚接触到地面等有重要意义的帧。

在图 5 中特征帧的数目为 3，插值系数为 0.5。在两

段运动中都有两处间隔 a 和 b。运动 A 和 B 中含 a

和 b 的帧数分别为 8 帧和 6 帧。在考虑了插值系数

的情况下，可以确定插值出的运动有 7 帧。图 5 中

虚线并不总是恰好和运动 A 或 B 中的点相交。在这

种情况下，利用四元数插值来完成根据虚交点估计

数据的任务。MotionPro 允许缩放时间因子，所以

运动的速度是可以调节的。 

 
图 5：运动插值 

3.6. 对运动进行 PCA 分析 
PCA 对于寻找统计数据的特征是很有效的，

MotionPro 系统允许用户对数据库中的运动数据进

行 PCA 分析来生成新的运动，该方法的实现主要采

用了类似[12]中的思想。其处理步骤包括：调入一

组类似运动（运动的差别仅是某个运动特征，比如

行走时的情绪或速度等）；对所有运动进行手动截

取，成为周期运动，并进行归一化；对原始数据进

行 PCA 降维；对降维后的数据每一维进行 小二乘

拟合；插值；得到新的运动。经过这个操作得到的

插值运动比较真实，并且它可以用外插值的方法来

生成比较自然的新运动，这点是一般运动编辑技术

所不具备的。图 7 中倒数第二个图是 初的一组踢

腿运动，这组运动的差别是踢腿的高度，经过 PCA

分析之后，可以得到任意踢腿高度的新踢腿运动（图

7 中 后一个图）。 

3.7. 实时逆向运动学  
我们实现了两种 IK，一种是解析的 2 链路 IK

方法而另一种是采用逆向速率控制的多链路方法

[13]。 

因为仅在肢体中引入两个链路就能有效地控制

人的肢体结构，所以对于大多数的 IK 应用而言 2

链路方法足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图 6 展示了解决 2

链路 IK 问题的两步算法。在图中灰球代表每个关

节，黑球代表末端影响器的期望位置，虚线代表每

个步骤后期望的形状（Configuration）。我们假设

连接线是手臂，首先，在完成期望的肘角度计算后，

我们改变肘关节的角度，然后从 3 个球决定的平面

确定旋转轴。第二步是通过调节肩关节角度来将末



端影响器放置到期望位置，其旋转轴也是由球的布

局决定的。这个方法的处理速度很快，以至于我们

能用鼠标的拖拽自由地控制肢体的形状。为避免丢

失初始姿势信息，在应用 IK 解决算法前我们将关节

数据存储起来。 

对于超过两个链路的逆向运动学，我们应用[13]

中的逆向运动学速率控制方法。这个方法使用了雅

可比行列式（Jacobian）和数值计算。这个过程可

以由下列方程抽象表示：  
1)(,,),( −++ =Δ=ΔΔ=Δ= TT JJJJxJJxfx θθθ  

这里J是雅可比矩阵而J +
是J的逆矩阵。 

 
图 6：2 链路操作的逆向运动学 

3.8. 运动重定向  
我们使用的运动重定向只关注怎样解决滑步现

象，这是游戏应用中的关键问题。当把一段运动应

用到具有不同身体尺寸比例的别的角色时，我们按

照在运动过渡操作中采用的前向运动学和逆向运动

学来阻止滑步一样的方法，根据比例估计“根”的

平移量。 

图 7 是利用 MotionPro 进行各种运动编辑操作

的屏幕截图。 

4. 结论和未来工作  
我们开发了系统 MotionPro，它有以下几个功

能：运动浏览、运动剪切和粘贴、运动旋转、运动

过渡、运动融合、运动插值、实时逆向运动学、关

键帧技术和运动重定向。也进行了一些关于运动编

辑系统需求的讨论。提供了包括实时逆向运动学和

简单图形用户界面在内的基本运动编辑工具。

MotionPro 使得我们能够对已获得的运动数据进行

简便地重用和修改。  

未来的工作将集中于对已实现的功能进行改进

和实现新的操作，如对运动进行风格化处理等。 

      
图 7：MotionPro 中运动过渡、融合、插值、逆向运动学和对运动数据进行 PCA 处理以及插值得到新运动的屏幕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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