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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传统的关键帧动画中，动画师对关键帧进行编辑并通过插值生成一段连续的动画。运动捕捉数据的每一帧均可

看作关键帧，但是对其直接进行编辑非常繁琐，我们需要从运动中提取具有代表性的关键帧，简化运动编辑操作。已有

的关键帧抽取方法主要基于一些局部误差度量策略，算法的全局误差难以得到保证。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规划的运

动捕捉数据的关键帧提取算法，该算法通过曲线拟合技术对密集采样的运动捕捉数据进行减帧，在生成指定数目关键帧

的同时保证误差达到全局最小。此外，用户可以利用传统的关键帧技术对减帧后的运动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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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raditional key-frame animation, animators edit the key frames to generate a continuous animation 

sequence by interpolation. However, each frame of motion capture data can be considered as a key frame, and 

it is too tedious to perform editing task to such data. We need to extract the representative key frames from 

motion to simplify the motion editing operation. Existing key frame extraction algorithms mainly consider 

local error metrics, thus do not guarantee a global error tolerance.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dynamic 

programming approach to key reducing for motion capture data, which can reduce key frames of intensive 

sampled motion capture data through a curve fitting algorithm, and this method promises a minimized global 

error with a given number of key frames. In addition, users can edit key-reduced motion capture data using 

traditional technologies of key-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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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真人动作是游戏和电影等媒体中的重要部分，而运动

捕捉技术是可以获得这些动作的可靠手段。它不但能够捕

捉真实的人体运动，与传统动画制作技术相比，还具有质

量高、代价小、制作速度快、易于实现动作特效、易于重

适应等许多独特的优越性，因此该技术在影视制作、计算

机游戏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然而运动捕捉技术本质上只是对真实世界运动的复

制，不能满足各种应用对运动的需求，在许多场合下需要

对运动捕捉数进行处理，提高运动捕捉技术的利用率。目

前，人们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运动编辑与合成方法

[1][2][3][4][5][6]，这些方法在运动控制的灵活性和实现运

动对环境或角色本身的适应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

而，许多动画师仍然习惯于利用传统的关键帧技术对角色

运动进行编辑。 

虽然运动捕捉的手段很多，但是运动捕捉的成本通常

较高。为了连续地记录表演者的动作，要求运动捕捉设备

有很高的采样速率，一些光学运动捕捉设备的采样速率甚

至可达每秒 1000 帧以上。由于运动捕捉数据缺乏帧间相

关性，运动的每一帧均可看作是一个关键帧，对如此庞大

的数据直接进行存储和关键帧修改显然是不现实的。一种

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对原始数据进行等间隔重采样生成关

键帧，但捕捉的动作节奏或频率通常并不是恒定的，如一

段武术表演，时而舒缓，时而奔放。等间隔重采样必然在

缓慢处过采样，造成数据冗余，而在激烈处欠采样，从而

导致动作细节丢失。 

一方面，在传统的关键帧动画中，动画师编辑关键帧

并通过插值生成动画；另一方面，关键帧提取在基于内容



的视频检索中有着很广泛的应用[12][13]。受这些启发，可

从运动捕捉数据中提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帧，运动编辑可

集中在这些帧上。由于这些方法都试图通过减少运动数据

的帧数来达到简化编辑操作的目的，所以，这种方法也称

为运动数据减帧。 

我们希望在保持原始运动真实性的前提下，对运动捕

捉数据进行压缩，并且赋予用户控制角色的能力，这就需

要在原始运动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关键帧。这篇文章提

出了一个基于曲线拟合算法的从运动捕捉数据中提取关

键帧的动态规划方法，提取出的关键帧不仅从视觉上概括

了原始动画的内容，而且通过参数曲线可以重建原始运

动。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全局最优的减帧策略，降低

了局部噪声对选择关键帧过程的影响，而且用户可以控制

最后生成的关键帧数目。另外，通过反向动力学可以直接

对拟合后的运动进行编辑和控制，在关键帧处对动作的修

改可以很方便的传递到整个运动序列。 

本文将首先介绍运动捕捉数据关键帧提取算法的数

学基础——四元数；然后介绍利用曲线拟合的方法来对运

动捕捉数据进行减帧，最后介绍如何通过反向运动学和

Hermite插值来实现运动编辑。 

2 相关工作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关于运动编辑的研究取得了

极大的成功。运动变形[4]可以平滑地对原始运动曲线进行

细致的修改。运动重定位[2]技术可以将一个角色的运动映

射到另一个结构相同但身体各部分比例不同的角色上，在

实现运动数据重用的同时保持了原始运动的重要约束，比

如避免滑步的产生。运动信号处理[3]将图像和信号处理领

域的技术应用于运动捕捉数据，把运动看作采样后的信

号，通过多分辨率分析和滤波对运动信号进行处理。这些

技术都是直接对运动进行修改，而我们的方法还可以对运

动进行减帧。 

为了产生一个参数化运动的连续变化空间，运动合成

技术可以在一系列的样本之间进行多目标混合。插值合成

技术[5]通过使用线性插值创建了一个以不同方向到达不

同目标的行走运动。而多维的运动插值通过不同的风格来

表达同一个运动，并且使用径向基函数在运动片段之间进

行混合。这些研究和我们的方法有类似的地方：都关注于

生成一个原始运动数据的参数化表达方式。  

Kinetix’s Character Studio[14]是一个用来对运动捕捉

数据进行减帧，使其更容易进行编辑的商业软件。这个软

件有一种高端的减帧算法，可以判定运动中的特定属性，

比如步点，并利用这些关键点来得到更加容易编辑的运动

数据形式。沈军行等[7]提出了一种关键帧提取方法，提取

出的关键帧能够概括运动特征，方便了运动的存储、检索、

传输和编辑，最后利用简单的四元数插值可以重建运动。

但是，由于该方法提取运动数据关键帧的过程是基于局部

信息的，所以对噪声比较敏感，而且，提取出的关键帧数

目完全和运动捕捉数据本身有关，用户无法对其进行控

制。 

而运动位移映射[3][4]方法中将运动分解为低频和高

频部分，本文中的曲线拟合算法相当于运动位移映射中分

解出的低频部分，而该方法中用作位移映射的高频部分则

类似于拟合曲线与原始曲线的参数化误差。因此，从某种

程度上说，本文算法可作为运动位移映射方法中运动信号

分解的一种优化算法，亦可运用类似于运动位移映射的方

法方便地进行关键帧编辑。同时，关键帧的提取使得我们

只关心这些点的信息，极大地压缩了原始运动数据，节省

了存储空间。 

3 运动捕捉数据表示 

人体是一种关节链结构，其状态可用根关节的平移和

所有关节的旋转表示，平移一般用三维向量表示。旋转可

用旋转矩阵、欧拉角或四元数等形式来表示。由于四元数

在插值方面的优越性,目前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动画中。在

数学上，我们常把运动数据表示为一个离散时间向量函

数： 

)](,),(),(),([)( 21 tqtqtqtptM n ， Tt 1  

其中, 3)( Rtp  表示根关节的平移运动, 4)( Stqi  ，

),,2,1( ni  为一个四元数，表示关节 i 的旋转运动。 

3.1 四元数表示旋转 

欧拉角是使用最为广泛的表示旋转的方法，但是难以

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表示两个欧拉角之间的运算，同时还会

带来万向节死锁问题（Gimbal lock）。一种替代欧拉角表

示的最常用的方法是四元数，该方法最早由 Shoemake[8]

引入到图形学应用中。 

使用四元数最大的优点是：利用球面线性插值（一般

称为 SLERP）所得到的结果即有很好的数学理论基础，并

且插值的效果也很好。当前，已经有研究者发明了在四元

数空间构造样条曲线的方法，比如 Kim 和 Shin[10]，或者

Johnstone 和 Williams[11]的有理公式。同时，四元数和其

他表示旋转表示方法之间可以进行互相转换。 

本文中，由于涉及大量的编辑操作和插值运算，利用

四元数表示可以得到自然平滑的运动数据，所以我们将关

节的旋转都转换为四元数的形式。 

 

 

 



3.2 四元数之间距离的计算 

首先计算四元数之间的距离。设参考向量 3

0 Rp  ,单

位四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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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p 旋转到
1p （如图 1 所示），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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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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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将

1p 转到了
2p  (即

1p 绕轴  cba ,,

旋转 2 角到
2p )，这就说明为了将

1q 产生的旋转变换到
2q

产生的旋转须通过 1

12


qq 做一额外旋转。因此 自然就可

用来衡量
1q ，

2q 之间的距离，同时表示
1q ，

2q 所产生的旋

转之间的差异(图 1)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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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四元数之间的距离 

下面引入帧间距用来衡量两帧之间人体姿势的差异，

将来被应用于下一章节讨论的误差计算。 

定义：设  1tm ，  2tm 分别为不同时刻
1t ，

2t 上的两

帧，它们之间的距离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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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ii ,,2,1  为加权系数，表示各关节对运动

影响的重要度，     21 , tRitRDist i
根据四元数之间的距离公

式求得。因为人体结构是一种树状的关节链，父关节的运

动会带动子关节一起运动，所以从运动上来讲父关节显得

更加重要。 

为每个节点赋予不同的权重，权重说明了该关节点在

选取关键帧的过程中的重要程度。一般将躯干部分的关节

赋以大的权重，四肢关节比较小的权重。因为躯干部位的

变化直接影响了运动的真实程度。 

4 运动曲线拟合 

事实上，每一个关节的运动均可看作一条运动曲线，

运动捕获数据则可看成上述运动曲线的集合。因此，提取

关键帧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对密集样本点选取关键点然后

构造一组特定参数化曲线的过程。使得曲线与原始数据满

足某种最小化误差的问题在数学上即为曲线拟合问题，因

此运动数据关键帧抽取问题可以理解为一组曲线拟合问

题。 

在运动曲线拟合中需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1. 拟合曲

线采用何种参数形式；2. 如何定义拟合曲线与原始数据的

误差；3. 如何确定参数曲线的控制点。我们将对上述问题

分别进行阐述。 

4.1 拟合曲线的参数形式 

在进行曲线拟合时，通常需要事先确定一种曲线形

式，然后试图求解曲线的各参数使之尽可能准确地拟合数

据。由于参数形式简单以及容易交互的特点，本文选择用

分段三次 Hermite样条曲线来拟合运动数据，各关键点作

为每段 Hermite曲线的控制点。至少首尾两帧是关键帧，

中间每增加一个关键帧，就增加一段Hermite曲线。 

在计算Hermite曲线的表达式时，需要用到两个端点

处的切向量，算法中通过对该点与前后两个相邻点构成的

向量求平均近似得到（如图 2 中的 P 点），首尾端点处的

切向量则分别取与后一点或前一点构成的向量。由于距离

较远的点对曲线形状的影响比较小，因此在实际应用中这

种方法是可行的。 

Y
 轴

X 轴

A1

A2P

P点切向量＝((cosA1+cosA2)/2 , (sinA1+sinA2)/2)

 

图 2：数据点处切向量的计算方法 

从上述定义中可以很容易看出，分段Hermite曲线节

点位置（即关键帧位置）的选择将直接决定曲线的表达式，

从而影响曲线的最终拟合效果。Plass 等[9]运用动态规划

方法来寻找一系列最佳节点（knot）使得拟合误差最小，

本文中采用了类似的算法。 

4.2 误差度量准则 

我们将拟合曲线引起的误差定义为样本点到曲线的

距离平方和再加上 ， 是调节参数，代表多选择一个控

制点的代价；而样本点到曲线的距离可以定义如下：样本

数据点可以表示为方程  TPF , ，其中P 表示数据点，T 表

示该数据点到起始数据点之间的线段长度在总数据点线

段长度中所占的比例；拟合曲线可以表示为方程  TPG , ，

其中 P表示曲线上的数据点，T 表示其对应的参数。设

某个样本数据点 p 对应的参数 tT  ，则其在拟合曲线上



的对应点是满足 tT  的点 p， p 和 p之间的距离就表

示 p 到曲线的距离。 

假设 )(th 表示节点 i 和节点 j 决定的一段Hermite曲

线， )(tg 为原始运动曲线（此处仅需考虑其在各采样点处

的值），则误差的计算公式为： 


2

)()(
k

kkij tgthe  

其中， k 为 i 和 j 之间的任意节点，
kt 为其对应的

参数，分别为两条曲线对应的弧长（或弦长）参数， 为

一正值平衡常数，它的大小决定了拟合曲线逼近原始样本

点集的程度： 越大，误差越大，拟合曲线控制点越少；

 越小，误差越小，控制点越多；当 = 0 的时候，该算

法将会将所有样本数据点作为控制点。对于 的值，可以

由程序员经验给出，也可以动态的让用户自己调节。 

 
图 3：误差

ije 的计算 

 我们先考虑只有两个节点的情况，由于 i 和 j 之间

没有其他节点（图 3 的上半部分），显然有 12e ；如果

在 i 和 j 之间存在另一个节点 p （图 3 的下半部分），必

须计算新节点带来的误差 ，即 )(th 和 )(tg 之间距离的平

方。如果 p 引起的误差 小于减少一个节点增加的 值，

则 p 被选中为拟合曲线的控制点，反之则丢弃 p 点。 

4.3 拟合曲线控制点选取 

在计算误差
ije 的同时必须为每个节点维护一个从开

始点到该节点最小的
ije ，每次增加一个新节点的时候，都

要重新计算之前保存的所有
ije ，这是一个动态规划的过

程，类似于图论中的 Dijkstra 算法。我们假设
ijE 表示节点

i 和节点 j 在可能有其他节点情况下的最小拟合误差，则

有： 

 kjikij eEE  min
， jki 

 

显然公式被递归定义，并假设已经将所有 1 jki

的
ikE 计算出来并且予以保存。通过计算之前曲线拟合区

域内的所有节点 k 到样本点 j 之间距离的方式，我们可以

得到所有的 kje 值。 

那么，计算数据点的最优拟合曲线也就是计算
jE1

（ nj 2 ），并且将对应的 k 依次予以保存。最后，所

有 k 就是使得拟合最优的节点，利用这些 k 为控制点的三

次Hermite曲线对原始数据点的拟合，就是误差最小的拟

合。 

图 4 显示了曲线控制点选取的过程。图 4(a)表示拟合

3 个数据点选择节点的两种方法；图 4(b)表示拟合 4 个点

的时候，可以利用前 3 个点保存的结果，将比较次数由 4

次减少为 3 次。 

考虑到运动数据是由多个关节的运动曲线组成，我们

将对每一个自由度曲线应用上述的曲线拟合算法。 

 

  
(a) 

 
(b) 

图 4：利用动态规划寻找拟合曲线的节点 

 

5 基于关键帧的运动编辑 

运用上述算法抽取出关键帧之后，我们可以很方便地

计算生成每一个关节的分段三次 Hermite曲线，同时我们

也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运动数据在每一个原始帧与拟合

曲线相应帧之间的参数化误差。记录下上述抽取出的关键

帧位置，并将运动中每一帧的参数化误差向量存储到一个

列表中，用 Hermite曲线连接这些关键点，便形成了只包

含几个关键帧信息的原始运动的新表示。 

利用 Hermite曲线易于交互编辑的特性，我们可以对

关键帧进行直观的编辑操作，由于 Hermite曲线是自动生

成的，编辑的结果可以很容易地传递到运动中的其他帧，

并保持较好的效果。这样便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快捷的

交互工具，通过传统的关键帧技术对角色运动进行编辑。 

在我们的系统中，由于每个关节的运动通过减帧算法

得到的关键帧并不相同，可以直接对需要调整的单个关节

进行编辑。通过反向动力学在提取的关键帧处对角色的姿

态进行修改，用鼠标拖拽角色的关节点（作为末端效应

器），骨架根据反向动力学求解方案，自动计算出与之相



邻的父节点的位置，同时修改被传递到所有帧，运动被调

整为动画师想要的风格。当然，编辑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原

始运动的重要约束，以免修改后的运动失去物理真实感。 

6 实验结果 

我们用 VC++ 6.0 和 OpenGL 实现了一个运动数据减

帧系统，该系统中对本文提出的算法进行了实现和验证,

既保持了原始运动的特征，又一定限度地压缩了数据。 

我们选取了一个由 111 帧构成的运动捕捉数据进行演

示。由于难以对四元数进行可视化展示，不失一般性，这

里我们用欧拉角表示了运动的旋转，并绘制了某关节关于

ZYX ,, 坐标轴的旋转角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图 5）。当用

户指定不同的 时，得到了控制点数目不同的拟合方案，

 的值选择越大，最优参数化曲线的控制点越少，但是，

拟合误差也越大。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3 时，可以很好地用参数

化曲线对原始运动捕捉数据进行拟合，并且在保证信息损

失较低的情况下，最少可以将数据压缩到原始运动的 80%

左右。 

如果 达到 10 小于 70 的话，拟合效果同样可以接受，

这时候甚至可以将帧数压缩到 0.8%左右。也就是说用很少

的帧就可以比较好地表示原始运动，我们的编辑操作可以

集中到提取出的这些关键帧上进行。 

如果选择 ＝0.5，用 46 个关键帧可以基本上还原原

始数据，如图 6 所示；如果选择 ＝10，那么用 17 个关

键帧就可以基本上还原原始数据，如图 7 所示。 

图 8 是原始运动与本文抽取出关键帧之后拟合得到的

新运动之间的比较。图中给出了原始运动与新运动对应的

第 1、20、40、60、80 和 100 帧。从图中可以看出，本文

的关键帧抽取算法很好地保持了原始运动的姿态。 

图 9 为原始运动和风格化编辑后的运动的比较。图中

给出了原始运动和编辑后运动的第 1、2、4、10、12 和 18

帧。原始运动是一段跑步的动画序列，我们在第 4 帧处将

角色调整为跳跃的姿态，编辑后的运动就变成了一个在奔

跑中跳跃，然后落地继续奔跑的动画序列。注意第 1 帧和

最后一帧的姿态是相同的，这也符合Hermite曲线插值的

效果。 

7 结论和讨论 

本文运用曲线拟合的原理，结合动态规划的节点搜寻

策略，在四元数空间对运动捕捉数据进行了曲线拟合。对

于曲线拟合而言，选择出的节点是曲线的控制点；对于运

动数据而言，选择出的节点是动画的关键帧。通过选中的

关键帧可以重建原始运动，从而达到了减帧的目的。该算

法可以在保证原始运动质量的前提下，对运动捕捉数据进

行关键帧提取，用较少的关键帧来实现对原始数据很好的

拟合。 

一旦提取到关键帧，动画师就可以利用传统的关键帧

编辑对提取出的帧进行编辑，编辑操作可以影响到整个运

动序列。由于本文提出的关键帧抽取算法是全局最优抽取

方法，相比于局部优化的方法来说，该方法一方面可以让

用户控制全局拟合误差，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噪声对关键帧

抽取过程的影响。 

现在要对未来的工作有一个总结性的讨论。首先，

值是由用户随机指定的，按照某些值拟合后的运动是无意

义的，而我们只关心那些有意义的经验值。其次，没有在

算法中加入物理和动力学约束。当提取的关键帧数目较少

时，结果会显得不太自然，部分关节的运动不符合动力学

规律，我们将在系统中加入该约束。最后，拟合后的运动

缺乏对环境的适应性。比如一个人走路并跨过箱子的运动

片断，在拟合后的运动中角色可能会与箱子发生碰撞，如

何保持拟合前后的运动与环境的一致性，也成为我们未来

研究的一个重点。

 
图 5： 一段原始运动曲线 



 

图 6： ＝0.5 时的拟合效果 

 

 

图 7： ＝10 时的拟合效果 

 

 

图 8：原始运动与拟合运动之比较（上图为原始运动帧，下图为对应的拟合运动帧） 

 

 

图 9：原始运动和风格化编辑后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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