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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手绘草图的建模与动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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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一种基于手绘草图的建模与动画系统。传统的建模与动画系统要求用户具有专业的建模、动画技术及较强

的三维感知，非专业用户根本无从人手。而传统的手绘交互的建模系统常常由于建模能力有限、无法保留手绘细节、

轮廓线绘制不自由、无法提供方便的手绘编辑手段等原因很难应用于实际。这里呈现～种自由轮廓线、保持轮廓线

细节、能修改形体表面细节的手绘草图建模方法，用户通过手绘草图的方法可以在几分钟内建立期望模型，同样用户

可以通过手绘交互的方式进一步对该模型进行局部的细节修改，并且本系统中还引入了曲线骨架，用户同样可以通

过手绘草图建立模型骨架、调节动画姿态。系统中方便的交互手段完全适合任何非专业用户使用，利用该系统建立

输出的模型和动画可以适用于游戏模型创建、简单角色动丽的要求。

关键字：手绘草图建模；手绘草图编辑；曲线骨架

A Sketch—based Modeling and Ani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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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oposes a sketch-based modeling and animation system．Most traditional modeling and animation systems

requires users tO have professional techniques and outstanding 3D perception，and the animation designers must

perform aprecise adjustment on the rigid skeleton position and angles for each key frame，which usually costs several

hours tO complete an animation．We here propose a modeling and animation system for non-expert users whose

interactive format is sketching completely．In our system，we design a new soft curve skeleton tO represent the model

animation and deformation．By using this new curve skeleton，users can establish skeleton by sketch and design

animation conveniently。and it wilJ cost only severaI minutes to finish an animation work 00r system allows non-

expert users tO easily design and create non-precise models and animations．

Keywords：sketch-based modeling；sketch-based edit；curve ske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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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硬件尤其是图形扫描没备和图形处理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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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比的提高，以及几何造型软件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三维

模型在各个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相对于计算机性能

的发展和三维建模技术的广泛应用，图形学领域中形体建模

方式的发展却相对落后，人与电脑的交互方式也迫切的需要

进一步开拓。传统的参数化建模方法往往要求使用者拥有

丰富的专业知识，并且还要有较强的i维感知。采用传统的

参数化的精确建模，设计者需要选择生成模型的形状、输入

或调节各种建模参数、输入或调节生成模型的坐标、选择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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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封闭区域)。当芝术寡埔意自己设计的韧时形体以后．

叮“继续面过手缝的方式镬接拄模型P嘲点需耍添加，恬救

的缩仃．幻恳Jf c，所目i，

3算法概述

蓦于对上述手结建岌功能的实现，奉系统采取r以下的

算法步骥．本嚣也将按照该这些的步骤对渡算法进行描述．

如嘲2所不：

莎
‘a1 fb) 【c)

∥篓驽《
Id} Cc’

嘲2饵法n理班蒜

(¨将转聊搜投影到税阿平面}【蛐罔2(8)所示)．琏壳

轮廓缝的封闭K域准备扩展3D模型．井计算境充忱域的距

离场。

(2 J把距离场进行换算辫到商度场(妞雕2“，)所示)

f3)采样构造横型拓扑网格(如图2(¨所示)。

(4)处理用户在膨体II绘制的手绘曲线．许将计算后僻

到的细靠漆加推出经生成的模型I(如图lf c)所示，

L 5)处理州户定卫的手绘骨架I蜘圈2(d)所乔J：

(6)手绘阡颦系统的变脬和关键帧插值(如图2(ej所坼J；

3．1距离场生成计算

奉系统中所创建的饪型是呲州户等阿缋用∞姚借平

面为基准．南观线方向两端拶腥得到的彤体，昕以我们

先特蜊户始制的情息投影搿栗千二罐圈缘L面。这型再

确定一下丰文中距离场的{匪盘．奉文中出现的距离蝤是

指在一十2r)平面}．肇M域所有像素点到平面艳霹线的

最短距离的寨台。按照乖空的建横思路．将用户的手绘

轮廓线先投影在一十2D的绩闱，F面j。后，根据{衰2【)轮

廓线计算相应区域的距离场．川此距离场来生成酮彩场

以扩羼为3J)模型，

在生成距离场之前．戎”{需饔先确定需要产生距离场的

区域．在绘制有轮廓线的视图平谢．苘先il舞轮牖线的封闭

区域，通过填充算法很容易就能樽判用户希望扩展模型的扣(

域．利用填充的室t．霰们叫“让Ⅲp制作一些带孔的形

体t比如在制作一个圆环时．用户首先将卿环的轮廓线(两十

同心嘲)绘制出来．然后点取内圃区域眯意为非填充区域即

可。如图3(a)中绘制了两个封闭的同心嘲．选时系统将默认

填充所有的封闭医域．在图3(b)中，用户指定了中心隧域为

非填充．嘲此在初始化填充区域的时候车让其扩展为形体．

盛后樽刊罔^(c)中的圆环效果

∑匹圈
18】 l b】 k}

月3＆簧非垠竞K埔

存对距离场的具体算法中．我们受文蘸[11]中起飞一彗

路二维距离壁化的启示，采用丁如下计算矗法：

1，首先M左下．左上．右下和右上四十角起扫描韧始图

像．进行相应自q变换：

¨)从左F角起扫描圈掰．像素点燕度值为相邻左方点

和榍邻下打点同最小葳度值加l。

h{，t，)=咖nc^lb—t，¨，h(_．y--1)卜}1 (”

(2)扶存下角起扫描阿彤t像素点藏度值为相邻右方点

和相邻F打点阈最小献睦值加1。

f目l(|．，)=Ⅱ☆“』¨(t+】．，)．^-(z，Y l，)+j (2)

(3)扶左j：角起扫描图]{；，像崭点敷度值为相邻左方点

和丰fl邻上疗点阐最小灰度值加1。

^T(r_J)一nan(&l(f一1．∽．n‘n y十i))+1 (3)

f 4)从矗上角起扫描固形．像素点版虚值为相邻右方点

和相邻r肯氨问最小藏度值加l。

，mfJ，y)一Ⅱi“^’(』+1t y，．^l(』-y+1)，+1 (4】

2)然后对于研像中每一个像素点．取四十豳像散组中

对应位置蔽鹰值最小菁，得斟以灰度值表示的距离场．

L，(T．y}Ⅷ(，m(』t，)·，“j·，)t J¨【r·J)·lFr(x-，))

f5)

3．2高度场换算

模型是一十在平面上拥有高崖的结构．用此我们需

要将距离场先换算为高度场。出于栗m的扫描式的距离

场茯度计算方法．在生成的距离塌中台存在少许曝音眦

磕一些非自j!!；脊线．闲此我们首先需蛋将所生成的距离

蛹进行模糊处理。本文采用的是3×3的商斯模糊算法．

F一步．疵口】将高斯幔糊处理后的距离场进行单位化．以

便进行插值计算：将距离璃中班大距离像摩的麓度值设

嚣身I一边界障素的藏度随敬置为0．萁案慷素接比倒投

衡到o～I之嗣．

通过币同的荫数．我们可以翘距商场转换为不同的高度

场．这样．用户可以根据内己的需求遗掸需要扩疆的模型形

状。往车文的系统中．使用了u下几种普通的蓐敷就产生r

羊同高度场和模型效果：

(1)线性插值：J(-J=“述{苹得到的横型将舍呈现锥

形．距离场中最高的点为锥彤的顶点(如胃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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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厂、o∥、
la) Ib} lcI fm

目I拽性撼值方法所谢刊的高崖斯$形体

(2)鼹弧插值：』f，)=√2一，．谊样话值的目的主
孽是为了让咀后进行正厦mI形体缝合时．柱边界墟音处也拖

船得剽r的光滑度。嘲虹插值产生的模型类似于I eddy算

法依靠膏线垃行了角化僻到自々模型形状(如囝j所示I。

口-o●
i日 {b} Ic) ‘dJ

罔5硼瓤插值方法所得刊的高度墙自形体

f3)SIN捕值：，f，)--==intx J．液插值瞬敦产生的矾影场

可以在边界与水平面保持a光}骨虞的连续(妞躅6所听)。

鬻样时的采样Jijj隔决宅了刨建研格的崭度和精度．栗

佯间隔越小嗣格密度趣太、柚度越高．但是采样问隔过舒特

会造成生成的顶点过多蹄低系统建度．影响宴时变瓦．网8

中疆示r下同秉佯同隔得到的髓格密度。狂建世模型的垃

毪中．我们对于采样时高度场中藏度值大干fI的像素点f非

边界点J都建立正反两十顶点．以便“生成罐型的时候可以

相互扣奇形墟封闭曲咏。嘲此存构造模型的具体阐鹾上．间

隔采样存妊这样一十同盟：问隔采样术t，r先美地果样剥轮廓

线．所姓n扣台模型舶时候会造成正反咐枉轮埠线卜无法封

闭的情况。基于计谜t问聒的解决．需要冉第一次采佯完成

后．继续对轮廓线进行第二出来洋，非且为了在采样中保持

手绘辅^曲线柏轮廓．我们薪要将采样的点自诸应地谪节到

轮辫线l：。第二欢甓洋我们按照如F的步骤避行：首先．我们

收集所有与第一次采样时的采样点f非边舜点z>o．i兑四橙有

找到边粹)所相邻的未采样点．如图9中的空心点．剃用向已

果洋点四个方向遍所的方法可以很快砖定这蝗点；蠛后．书这

些点的周隔沿着四十h向来寻找最近的转靡嫂像毒，鲫圈9

中的灰色点；龄后，“轮胖线像素的信息米采样这些点幢H圈9

中采样所有空心点．衄是xy-灰色点的xn Z-OI：第二敬

采样雨倪能够封阿曲面．而且能磬让采样边界与埘户所绘制

‘”。一1插值：，(¨一{：：。x。>”01．从雨数啡可看
出，只要有高度蛹的医域．冀阴影场灰度值均为1．只有在边

界线灰廑值才为0。嗣此．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丽艘得到直线

方向扩展的形体模型．长方形．圆孛上等模型都可以这样得到

(如图?所示)。

口■O■
fa) (b) Icl(dl

冒7 11一I椭值珐得所得刊的高崖场和*体

3．3构造横型

车文通垃对岛艇场进打采样，得到了网搭模型的璇点．

拣后甩i角彤连接捅稚顶点构成确格模型盈建拓扑。枉{l；I

造模型的时候．我们剐幕统有选样的耍求：可以啦用户空互

她指定模型中i角彤密度眦监轮廓线扩展勾横型的厚度。

对于术同模型的厚度可咀根据高度场中z值乘以一十比

例瞪于宴理I对于能产生不同的=角肜密度的腭格模型．我

们采片j了l缡度场倒蕊采样的方法来构造模塑．遗样可以
通过词竹采样{If度来决定生戚模型中赝点数和i角形敬的

规模。

椭

爹

边界

Ⅲ8*蚓M格带成的填d

圈9采样建填埘壶幽

3．4添加表面细节

面过岛度塌建立的模捌可以涵过编辑二维高度场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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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生成的网格模型。这正是基于高度场建模方法的一个优势

所在，利用这个特点我们实现了一些町以让用户通过手绘草

图修改、添加模型表面特征的功能。通过对手绘草图绘J田i时

的习惯进行分析，我们设计了使用户通过绘制封闭区域添

加、修改形体表面细节的功能。用户通过绘制形体上的某块

区域，设置该区域的立体信息，即凸起或凹下，并通过选择

凹、凸时的形状达到添加表面细节效果。本文系统在实现该

功能的算法按照了如下的步骤进行：

(1)用户可能在任意视点绘制模型的表面细节，因此系

统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需要将用户绘制的细节曲线投影在～

个关系图像上，该图像即为3．2节中生成的高度场。在步骤

3．3完成初型的创建后，我们保留高度场图像以及网格模型

上顶点与高度场像素的对应关系。当用户在视平面上绘制

一条封闭曲线后，系统首先将该封闭曲线投影到模型上，然

后根据曲线在网格模型上的位置以及网格模型与高度场图

像的对应关系，最后将曲线在投影在高度场图像上。

(2)通过将投影在高度场图像上的封闭曲线进行填充，

这样就得到了需要凸、凹形变的区域在二维图像上的具体位

置区域。然后系统根据高度场的二维图像与模型网格的对

应关系确定需要进行修改的顶点集；利用3．1～3．2中所展

示的算法建立该填充区域的高度场，在建立高度场时同样可

以让用户交互地更改凸、凹区域的形状。

(3)通过上面两步，系统已经得到了需要修改的顶点集

以及修改的区域的高度场，现在只需要做的就是将顶点集中

的所有顶点按照高度场的大小产生位移。这里产生位移的

方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保持X、y的位置，只在顶点的Z方

向上做位移；第二种是根据顶点的法向量方向进行位移。图

10(b)编辑了局部放大，图10(c)为局部缩小，图10(d)为手

绘区域凸起，图lO(e)为手绘区域凹下，图10(f)为双面凸起。

(a) (b)

(d) le)

图lo手绘模型表面细节修改

3．5初始化角色动画系统

在我们的系统中，用户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对一个现有

模型进行骨架动㈣制作。①在模型上绘制骨骼，定义骨骼信

息，本文采用的骨骼系统并不是传统的节点骨骼。用户在绘

制的每一段曲线上的每一点在动面系统中均有意义，极大地

获取了用户想表现的信息，最终用户可以将整个模型抽象为

以曲线骨骼来表现的姿态。②在定义完毕曲线模型后，用户

可以重新绘制曲线骨骼来完成模型的姿态调整，这一步就像

动l砷j家在书角的第二页绘制一个新的小人一样。系统将对

模型进行刚体和形状变形以转变到新姿态，姿态变形结合了

局部刚体运动和形体变形。用户绘制的这些姿态都将作为

关键帧来作为整个动画的插值基础。③系统根据所绘制的

关键帧对动画每一帧进行插值和变形运算，最终输出完整的

动j田．。

图11动I田i骨架变形

这里我们先介绍如何将一条单一的手绘曲线转化为该

曲线骨骼，要把用户徒手绘制的曲线翻译为骨骼系统中的曲

线骨骼，我们需要作以下几个步骤的处理：①将骨骼系统投

影到模型内部中心位置，根据曲线的位置来划分该曲线影响

的区域。②建立模型上的点与该骨骼的对应关系。

本文采用的曲线骨骼是有自身的方向的，也就是用户从

落笔绘制曲线到抬笔结束绘制的顺序。曲线在投影到模型

形体中心后也保留该顺序，这样在曲线起始位置和终点位置

的两个切面会将整个模型划分为三个区域。参照文献[ao]

中的思路，本文的系统同样把骨骼控制的模型划分为：①静

态区域——一在起始切平面以外的区域，这个区域不受骨骼的

影响，属于静态部分。②形变区域——在两个切平面之间的

部分，这部分形体将会随着曲线骨骼的具体形状进行相应的

变换。③刚体运动区域——该区域内部结构相对稳定不变，

但是为了和形变区域保持连续，我们将会让其做刚体运动。

为了得到相应的变形，我们需要建立模型与曲线骨骼的对应

关系。这里，对于每条骨骼我们指定一个S值赋予到每个顶

点。这个S值表达了该顶点对于某个骨骼的具体位置，也就

是骨骼的某个具体位置直接控制该顶点。对于S值的计算

我们采用的是骨骼曲线的弧长值，从起始点开始弧长为0，叠

加曲线的每一段长度直到终结点，将换算后的总弧长单位

化，也就是S=0的时候指向曲线的起始点，S=1指向曲线

的终结点，其余曲线上的点以弧长为基础换算。

3．6骨骼变形算法

在进行变形计算之前，我们先确定一下已知信息以及需

要求取的信息：系统在这一步保存有初始模型中都有顶点的

坐标集，保存有原始曲线骨骼(用户定义骨骼的曲线)以及

3．1节中所计算的曲线和骨骼的对应关系S值集，获取用户

输入的目标骨骼曲线，根据以上的信息，系统求取当前时刻

用户所期望的模型状态。

针对于模型上单个顶点y的变形计算，我们将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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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琅m束：坐标值Ⅵ． 泼顶点柱原始模型上的坐标值；坐

标值st 浚顶点仔储的s值所对应的蟓婚骨骼曲线}．的

具体s伸置的坐标；坐标便宴 谶聩点存储的5值肝对府

舟日标骨骼曲线L的具体s忙蹬的世标；单似向量叭

韧时曲线s位蹬韧的往向屋，单位m量"． 目标曲线在s

位霍时的法向营．有¨i些值．我们瓤町“开精如f的转换

】。作：首先将向量v”-S,，旋转至与m，旋转到z轴佩怿的角

度．然后旋转z轴到H．的市度．最后加r封标骨骼的位器

S．得到单一顶点的变嘭}}算‘j式：

v．=S．+R：RjR-托．fv”一S-) f 6)

№☆Skclcmn

4结论

ongfnai 出fⅡ啊

斜12崔瞄竹浩时的麒点位镕m盘嘲

丰盅介绍r一种新的手绘苹图建横以技动蜥系统皿苴

算法；疆垃陵系统．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手经空甄方苴来建

盘模型以厦角色动1日。奉《采用丁距离场一隔影场一模型的

形体扩展方式。本文的算法往建填曲自山崖打面显得硝有

不足．但在操作简便性冉面肄有讲显的优势．特剐是≠E创建

一些空心．尖锐形状的模型打面醢僻十什便利．车空的系统

述支持多轮痹线共同建模的功能．井Ⅱ允许轮廓钱带有自

交，生成的模型也极大限度l保蝌丁用户绘制的轮廓线

细岢。

任建漠系统中．用户町以通过一些交耻选择实现创建授

型的任虐倒格偌窿．自由的模型厚度“盟不同的扩展J【}状．

不仅如此．用户垤nf以通过在横型上直接手绘的变卑方式．

来对幢型表面的细竹进行恪政．通过奉文系统胼刨建的模

型．完全地媒鲥r坩户轮廓缱的各种细竹特点．井且在拓扑

L完仝的封闭；{{l型的=角形度数均为6．睬丁存槛少数边群

缝合点数为4或者8．绝大多数情况下避免丁按托i堵形的

产生。

本文的动ml景统提m了一种新的曲线捌骨集方案．渣曲

线骨架系统窿结音模璎的瘦形动阃“皿手绘曲线编辑片面

其省根大的怃势，井Ⅱl废曲缒骨挑动耐系境Hf以作勾独特的

技术使只；I于j￡他非手鲶建模的动湎领域．车文所探索的曲

线骨架系统无论存表选方式还是交Ⅱ方式b牲与夸动画技

术方面均属于比较新撷的思路．值得对肆盎行探人研睨

探索．

国1 3中展示了一条鱼模型的嫠制过程，闱1 4冉一些非

专qk人员遣垃缓系统．f≈“抱徙JL仆钟绘制的艇型，

目】4 一#m过连矗境蛰彻的横Ⅺ

5未米l：作

本文所介绍的研究1‘作试离刨建一个新疆的．便利的，

整体的手绘建糕及动嘲系统．世是m于Hj斛、艟JJ等同索．

浚目标芹4：容易达到．本文的系统仍存拒一訾不足以及一些

可眦扩展的地古．目前归纳有姒F几点有待束米研究的

T_作：

{"盥正的垒自由度建模。目前的建横系统仍然局限

于时徉平面l+的轮职曲线B口扩藤．而对于任意的斜傩手缭曲

线水支持．如何将宅弼I二任意 条曲搜扩展为手经模型是

争后设幕统的T作重点。

f2)某些无法，蛮规的幔型拓扑。’*前建模]_具已经能

罅表达井创建大多教拓扑的模型．但是埘于一些比较特殊的

拓扑．如空心的球体模型．管状结拘的模型以礁一些非谱c体

惭朴横埕I尤法实现建幢针对番种特殊拓扑的模型建模找

们将会继续研究苴手绘交互方{圭．

c 3】刚格模型优化，目前生战的网丰}f模型．最拣在鼍角

脬度数和狭长=伯彤的避免L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目亍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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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点和三角形数量偏多，如果要作为普通实时渲染的模

型，需要将其进行简化。根据我们构造模型拓扑的方法，在

轮廓线附近的模型需要比较精确的描述，而在距离场中部的

一些部位完全不需要构造如此多的顶点，选择一种合适的网

格简化算法势在必行。

(4)基于手绘的模型布尔运算。我们所产生的模型均

为基于轮廓线投影一次构造的封闭拓扑，如果用户需要构造

两个网格拓扑来表达一个物体，系统需要将两个拓扑网格进

行布尔合并，并且在连接处进行光滑处理，这些操作也需要

能通过手绘的方式来操作。这方面是Teddy系统比较成熟

的优势，也是我们当前正在努力的方向。

(5)精炼曲线骨架系统。目前的曲线骨架系统还只是

处于在动画基本功能上的适应性研究和实现，并且使用了本

系统建模模型的特性，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首先是将该系统修

改于能适用绝大多数的网格拓扑。此外，用户在使用骨架的

功能时需要有一定的经验以及了解我们的骨架系统，我们将

会另外构造一种用户通过手绘曲线创立曲线骨架的方式来

适应用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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