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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音樂控制三維虛擬角色動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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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來 3D 虛擬角色的動作控制技術不斷的進步，但在製作連續動作上仍然耗費極大的人

力及時間，音樂為一個相當複雜且發展成熟的藝術型態，本身具旋律及節奏等元素，透過線性

迴歸分析，能夠計算出音符沿著時間軸的線性關係，以數位音樂 MIDI（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作為控制元素，對動作資料庫之動作進行對應，動作重新混合編輯產生新的角色動

作，在此架構之下，動作不僅能自動產生，並且能透過參數的設定，讓角色動畫產生多樣性和

可變性。 

關鍵詞：角色動畫，動作控制，數位音樂，動作合成，線性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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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motion synthesis of 3D virtual human 

animation.  However, this procedure still consumes a large amount of manpower and time.  In this 

report, motion synthesis techniques in character animation are first described.  Then, a new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musical elements and motion-capturing data to synthesize realistic human 

motion is proposed.  We analyzed the control elements with digital music and associated them with 

the corresponding motion-capturing data.  Subsequently, the selected motion data were mixed by an 

editing program.  Within this structure, the resulting movements can be not only produced 

automatically but also tuned through the controlling parameter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e tendency of the melody, which can be an element for motion controlling the character.  

Therefore, character animation devised from a convenient source such as music can certainly and 

efficiently reduce the time and manpower required for animation. 

Key Words: character animation, motion controlling, motion synthesi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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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年來數位內容產業的急速發展，3D 電腦動畫已成為

電影、動畫，廣告和其它數位媒體中不可或缺的元素，而電

腦虛擬人（virtual human）的出現，更擴展了電腦動畫的應

用層面，從人員的教育訓練、醫學的手術模擬、人物角色的

互動式教學，乃至於電腦遊戲與電腦動畫影片，角色動畫

（character animation）儼然已成為電腦動畫的靈魂。 

  虛擬角色常需表現出真實流暢的人物動作，目前在各種

產生人體動畫的方法之中，有最簡單的關鍵畫格（keyframe）

動作控制，運動學的動作控制，乃至複雜的動力學

（dynamics）動作控制，這些方法均有其相對的優缺點，但

是當角色的複雜度提高之後，這些控制方法便顯的沒有效

率，甚至於滯礙難行。這樣的瓶頸直到動作擷取系統（motion 

capture）的應用之後，角色動畫才有了一個較為完善的動作

控制機制，但因動作擷取系統設備昂貴，取得不易，加上動

作在錄製結束後，動作資料往往需經過費時的編輯以符合需

求的真實動作，故此方法仍然無法普及化且被大量使用。而

為了善加利用動作擷取系統的資料，將既有的動作重新合成

以產生新的動作也就成為動作控制中的一大重點。 

  二零零一年十二月，Animusic 這家公司的 Lytle 與

Crognale 發表了一部全三維的音樂動畫，並在二零零四年與

二零零五年陸續的發表了 Animusic1 與 Animusic2 兩部音樂

動畫，他們使用 MIDImotionTM 這套商業軟體來利用 MIDI

控制動畫的參數，創作出了機器人與機械樂器演奏音樂的動

畫，其中有一段則是由許多小球精準的在鍵盤上連續不間斷

的敲擊出正確的音符，並在空中形成美妙的弧線（如圖 1）。

根據其官方網頁上的報告 [9]，使用軟體來用作 MIDI 的控

制對應，的確比手動調動作來的有效率，並且更加的準確。

因此，不禁令人思考是否可以利用 MIDI 來控制角色動畫，

並且根據音樂與生俱來的特性如旋律，作為角色的情緒表達

的參考。 

 

二、相關研究 

  數位音樂的儲存方式有兩種，一種是高階的 Symbolic

的儲存方法，另外一種是低階的 Acoustic 的儲存方式。

Acoustic 的儲存方式是最完整的，包含所有人類可以感知的

資訊，而 Symbolic 的儲存方式只能紀錄完整的的旋律與節

奏，最常見的 Symbolic 的儲存方法為 MIDI（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本論文也就是採用 MIDI 作為 

 
 

圖 1. Animusic 畫面擷圖（發表於 2004 年） 

 

分析的來源格式。常見的 MIDI 有三種不同的格式。一般最

常見的為 GM（general MIDI），另外兩種為 GS（general 

standard）與 XG（extended general MIDI）[4]。 

（一）音樂與情緒的關係 

  聽到音樂，手舞足蹈，似乎是人類不分年齡的自然反

應。因為人們的這種天性，聽者常常會「聞樂起舞」。瑞士

音樂教育家達克羅茲認為：在音樂上，凡聲音的強弱、速度

的快慢、節奏的長短、聲音的高低之各種變化的動感，均可

以身體的動作予以外顯。 

  曲調的音高關係是完整的音樂形式中最重要的表現手

法之一 [2]，（瑪采爾：《論旋律》）提出「只有當人們把音

高（音程）關係看作特殊的表情特性來領會它、區分它和使

用它再現時，才能產生作為人類的特殊社會能力的音樂性，

和作為社會意識的特殊形式的音樂」，音高作為表現手段與

生活中音響的高地交替、特別是與語言的音調高低抑揚有直

接的關係，它與節奏是構成曲調的最重要因素。 

  在音樂中的音高一般是通過音程來表現的，完整的音程

系統形成是歷史發展的結果，是音高在音樂中的科學概括的

表現。音程的連續構成了曲調進行的線條，「曲調線」（或稱

「旋律線」），它是曲調上的音高變化（各種音程和進行方式）

配置的相互關係，也即是由此產生的曲調「波浪」及其頂峰

的相互關係，跳進和級進的相互關係的體現，這種「線條」

的進行是極其自由和多樣的：從音域來說，它可能不斷的往

上下開展，也可能長時間停留在幾乎同一高度；從進行方式

上說，上升和下降可能是平滑的（圖 2）；也可能是急劇的

（圖 3）；可能是直線式的進行，見下面貝多芬《鋼琴奏鳴

曲》Op.10 No 19 一例（圖 4）；也可能是曲折式的圖 5；或

階梯式的（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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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雲南民歌《小河流水》 

 

 
 

圖 3. 山西民歌《想親親想在心眼上》 

 

 
 

圖 4.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Op.10 No 19 

 

 
 

圖 5. 蕭邦《前奏曲》No 19 

 

 
 

圖 6. 丁善德《中國民歌主題變奏曲》 

 

  它依靠自己的內部邏輯，將不同的進行方式具有個性地

綜合在一首曲調中。一般來說，幾乎任一個曲調都是波浪式

的（一首完整的音樂作品整體進行的線條往往也都是波浪式

的），由依次並互相平衡的上行和下行組成：比較大的音程

常與比較小的音程交替；在一系列同一方向的平穩進行之

後，常會往反方向跳進，或者在跳進以後，利用朝另一方向

的跳進或平穩進行，來補上前一跳進所造成的音程間空隙。

向上的進行（特別是時間較長、音樂較廣的進行）常用來表

現情緒的高漲，大多數情況之下常伴隨著漸強（圖 4）。 

  由曲調線形成的曲調波浪式進行，及從而出現的曲調高

潮或低落，特別是曲調的高潮或高峰的形成，大大幫助了音

樂表現感情和激動人心的作用，尤其是當它與某種節奏組織

相結合之時，其表現能力是極其豐富和多樣的，足以表達生

活中種種複雜的現象，足以作為角色動作的控制來源。 

  在了解音樂豐富的表現之後，接著要探討的是音樂與聽

者之間所存在的關聯。在心理學中有兩種概念描述從一種心

理體驗引起另一種心理體驗的現象，稱之為「聯覺」與「聯

想」。聯覺（synesthesia）被定義為「從一種感覺引起另一種

感覺的心理活動」[1]，也就是刺激一種感覺器官引起其他

器官的感覺活動，而聯想則是定義為「由一種事物的觀念想

到另一種事物的心理過程」。兩者皆指從一種心理活動來引

起另一種心理活動現象，不同之處在於聯覺發生在感覺層

次，聯想發生在觀念層次，例如聲音的高低產生視覺亮暗的

感覺就屬於感覺層次上的關連，為一種聯覺現象；而由「戰

爭」想到「傷兵」就屬於觀念層次上的關連，為一種聯想現

象。 

  聯覺與聯想是音樂表現問題研究中的基礎觀念，由於聯

想是基於個人經驗，同一種音能使人聯想到什麼對象，在不

同主體是無規律可循的，而音樂聽覺則是直接影響了聯覺活

動，故聯覺的規律扮演了音樂與聽者之間基礎與關鍵。 

  根據周海宏 [5] 的實驗證明，在聽覺音高的感覺與情

態興奮性之間具有聯覺上的對應關係（單音實驗材料      

p < 0.01，雙音實驗材料 p = 0.01）：聽覺的音高越高，情態

體驗傾向於興奮性；聽覺的音高越低，情態體驗傾向於抑制

性。音高與情態興奮之間的聯覺規律決定了高音區具有興

奮、快樂，明朗之類的性質，低音區具有壓抑、悲哀、憂鬱

之類的性質。同時也決定了，由低向高的上行音程進行使人

產生興奮情態體驗，下行進行產生抑制性情情態體驗。由此

可說明為什麼在音樂中上行往往具有積極、明朗、亢奮的情

緒特徵，而下行則具有消極、陰暗、抑鬱的情緒特徵。 

（二）動作表演與情緒的關係 

  近幾年來，幾位研究並分析「肢體語言」與「非語言溝

通」的學者包含 Rober A. Hinder、Carol-Lynne Moore 與 

Kaoru Yamamoto 等人 [22] 都強調經過觀察與分析個人的

動作或行為可以真正了解一個人，他們提出語言雖然有溝通

的能力，但只能傳達人類十分之ㄧ的訊息，其餘十分之九的

訊息是需要靠非語言溝通，即肢體語言與輔助語言來完成，

這些學者的共同觀點反映出「動作」是人類表達情感和溝通

的最主要工具。根據亞歷山卓‧皮爾斯（Alexandra Pierce）

與羅傑‧皮爾斯（Rogern Pierce）在其著作 Expressive 



 

科學與工程技術期刊 第四卷 第四期 民國九十七年 

                                                        

20 

Movement [8] 亦明白指出「動作」是隨時表達每個人內心

的態度與意願。 

  身體是進行表演時所用的工具，大致上可以分為頭頸、

軀幹、四肢三大部分，身體上凡是能動的部份就都有表情的

功用。所謂的表情，就是指身體的全部或是一部份的「由靜

到動」，或「由動到靜」的過程；因為動靜的不同，於是所

表現出來的意義也就不同，這一動一靜之間的變化也可稱之

為「表情」。 

  一個角色的演出，可分為視覺上和聽覺上二種。聽覺就

是聲音；視覺上的技巧，又可分為動作、姿勢與表情三種。

所謂的「動作」是指手、足的揮動；「姿態」是指整個軀體

的形態；「表情」是指面部的表演、情緒的反應。 

  根據詹竹莘在表演藝術概論 [6] 一書中提出的各種情

緒表演，頭部的動作是與面部表情相互配合的。動作的種類

雖然不多，但是所表現的意義卻是特別明顯。肢體各部位、

尤其是手部動作的結合可以表現出不同的情緒行為（如   

圖 7）。 

（三）情緒分類 

  在音樂心理學中傳統的方式是以形容詞符號來表現情

緒的反應 [21]，如：憐憫的（pathetic）、充滿希望的（hopeful） 

 

   
身向前彎，腹縮入：

羞慚、膽怯、悔恨。 

身 向 左 或 右 彎 ： 恭

敬、賣弄風情、知足。 

身體轉開：畏懼、不

信任、小心、怕事。 

   
手舉起，兩肘外伸：

裝腔作勢。 

兩臂交疊在胸前：期

待。 

一臂橫在胸前，撐著

下巴；用心思。 

   
一 手 摸 頭 ， 一 手 垂

下，身向 後：失望。 

兩手摸頭，頭縮低：

十分失望。 

兩手摸頭，頭仰後，

身向前：絕望。 
 

圖 7. 肢體各部位結合表現出不同的情緒行為 

和陰沉的（gloomy）等，但這些形容詞顯得非常的不統一。

直到 Hevner [17] 於 1935 年提出形容詞清單（adjective 

checklist），才得以統一，這個清單由八個不同類別的六十七

個形容詞組成，包含：清醒的（sober）、陰沉的（gloomy）、

渴望的（ longing）、熱情奔放的（ lyrical）、生氣勃勃的

（sprightly）、快樂的（joyous）、焦躁不安的（restless）及

茁壯的（robust）。但其缺點是在同一個類別中的形容詞往往

相似於其他同類別的形容詞。到了 1989 年，Thayer 提出了

一種二維的情緒模型 [25]（圖 8），此情緒模型採用了兩項

變數：壓力（stress）和能量（energy）。 

  在此模型中，壓力的值是由快樂（happy）發展到焦慮

（anxious），能量的值是由冷靜（calm）到充滿活力的

（energetic）。模型圖中的滿足（contentment）是由快樂和冷

靜所形成的區域，Depression 來自於焦慮與冷靜，生氣勃勃

的（exuberance）來自快樂及充滿活力，而發狂似的（frantic）

則是由充滿活力與焦慮的集合。本研究由此模型作為情緒分

析的定義。 

（四）角色動作生成 

1. 運動學 

運動學是力學的一部分。通過位移、速度、加速度等物理量，

描述和研究物體位置隨時間變化的關係，不涉及力和質量等

因素。依據控制機制在骨架上的階層關係，分為正向關節

（forward kinematics）與逆向關節（inverse kinematics）。正

向關節是由子關節跟隨父關節位置改變，動作大部分是由動

畫師利用設置關鍵畫格（keyframe），在姿勢之間產生內插

以形成補間動作（in-between），這種方式著重在於關鍵畫格

的設定及內插方式的選擇，為目前最簡單也是計算量最少的

一種動作控制方式，缺點是因線性內插與子關節跟隨父關節

的階層關係，若希望末端能夠到達指定的位置就必須對於階

層上的每個關節逐一設定，同時在角色行走時也會產生末端

的腳穿過地面的現象。因此想要得到流暢且具真實性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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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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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Thayer 的情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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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靠有經驗的動畫師，利用對於觀察動作的敏銳度，調

整人體超過二十個關節的角度，並且適當的改變運動曲線的

切線斜率，來調整動作的加速度變化，整個過程相當繁瑣並

充滿了困難度，雖然之後有逆向關節的發明，以末端效應器

（end-effector）控制角色人物的動作，就如同皮影戲的操偶

師以操偶桿來控制影偶動作一般。這種較直覺的動作設定方

式雖然已成為動作表現上的主流控制方法，但對於動畫師而

言製作角色動畫仍是一項冗長且耗費時間的工作。 

2. 動力學 

  另一種製作真人動畫的技術則是由動力學（dynamics）

來模擬，依據所施的力（force）和力矩（torques）來計算位

置、速度，加速度等，最後帶入前述所提及的動力學控制機

制，產生虛擬人的運動。動力學的程式架構在物理法則，也

就是牛頓運動定律（Newton`s laws）。雖然相關的研究 [15]

不 在 少 數 ， 但 由 於 人 類 的 運 動 關 係 到 生 物 力 學

（biomechanics）中肌肉與關節的控制機制，其複雜的相關

運動仍不清楚，並且運動中的肢體質量中心與慣性不易衡

量，故應用動力學進行虛擬人物的模擬仍然是電腦動畫中最

大的挑戰之一。 

3. 動作擷取系統 

  目前最省時且最真實的動畫製作方式是動作擷取系統

（motion capture system），這項技術在早期是應用在醫學復

健上，隨著電腦遊戲的興起動作擷取成為一項新興的解決方

案。此方法是透過黏貼在真人身上的追蹤點（ tracking 

points），擷取真人骨架的位移值，透過資料的轉換解算為關

節的旋轉值，最後套用在虛擬的角色上。依據擷取設備的差

異，動作擷取系統可概分為三類：機械式擷取系統、電磁式

擷取系統、及光學式擷取系統，三者的比較如表 1。 

 

表 1. 動作擷取系統比較 

 優點 缺點 
機械式 1. 不受場地限制。 

2. 使用前無需校正，精確且

不受干擾。 
3. 價格較低。 

1. 機器阻礙表演者動作，並

限制的其動作的自然性。

2. 無法多人互動。 

電磁式 1. 靈活度較高。 
2. 可多人互動。 

作 業 空 間 受 磁 場 強 度 限

制，訊號易受其他金屬干

擾，產生雜訊。 
光學式 1. 可多人互動。 

2. 取樣頻率較電磁式高。 
3. 穿著較為輕便。 

1. 價格較為昂貴。 
2. 光點容易產生遮蔽。 
3. 數據須手動調整。 
4. 需要較大的場地。 

  動作擷取依其流程可分為：（1）排練動作擷取全程，計

畫後續擷取資料編輯套用；（2）動態擷取的進行；（3）清理

動態擷取資料；（4）編輯動態擷取資料；（5）將擷取資料套

用在虛擬角色上。由於設備取得的昂貴，在動作編輯上如何

有效的運用便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 

（五）角色動作合成之技術 

  由於動作資料的取得昂貴，故在後續的資料組合上成為

相當熱門的研究領域。所謂資料的組合是將資料庫裡的動作

再度應用，並於動作與動作之間作平順的過渡，其中一個主

要作業參考依據為時間，也就是在一定的時間內由一個動作

過渡到另一各動作，在這時間內隨著時間的進行前動作的影

響力逐漸減弱，而後動作的影響力逐漸增強，就像在影像剪

輯中常見的融接（dissolving）效果一樣，在動作控制則稱

之為動作混和（motion blending）。 

  目前的動作合成（motion synthesis）有許多方法，可約

略分成三大類：第一類為以動作擷取系統為基礎，第二類為

動詞與副詞（verbs and adverbs）[23] 之文字字彙 [3] 系統，

以及第三類為以物理作為基礎的方法 [15]。 

1. 以動作擷取系統為基礎之動作合成 

  為了能善加利用動動擷取下來的資料，可以從系統的資

料中擷取一段一段的動作進行合成，Li、Wang 與 Shum [28] 

提出動態貼圖（motion texture）的概念將動作自動化的分

段，Arikan 與 Forsyth [10] 使其合成後的動作跟隨某路徑前

進，或前往某一特定目的地，Kovar [19] 等人更提出動態圖

樣（motion graphs）來修正跟隨路徑方向的問題。先將一段

動作序列細分為數個極小的片段，每個片段皆可能有不同的

長度，並由 texon 來描述其動力學的特性，每個 texon 則由

線性的動力系統（linear dynamics system）與初始的分布狀

況（initial state distribution）定義之。此方法的優點為經過

分析之後，一組 Motion Texture 便可由一群 texon 來表示，

之後可再組合產生新的動作 [28]。Arikan 與 Forsyth [10] 從

已有的動作序列中切下不同方向的片段之模型，每個片段成

為一個可以組成新動作序列的節點。他們並提出亂數搜尋

（randomized search）的方式來尋找最適合的路徑，其優點

為可以自動的對移動中的動作片段進行裁剪及貼上，並產生

新的自然動作。Kovar [19] 將動作片段（clip）定義為一組

角色的參數集合，包含根關節（root joint）的位置及旋轉值

和其他關節的旋轉值，同時也允許一段動作片段受其他的參

數影響，並且接受一些條件的限制，如讓雙腳保持在地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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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動態圖樣是具有方向性的圖型，所有的線條都會影響到

Clip 的動作，每一個動作片段都有開始與結束兩個點，我們

可以在片段中的任何一處插入一個新的節點讓動作片段一

分為二，也可以在任意的初始片段中加入關節的位移，藉著

一段一段的動作組合成複雜的動作。 

2. 動詞與副詞（verbs and adverbs）之詞彙系統 

  利用動作合成器將描述語言轉換為合理的動畫資訊，缺

點是需要大量的詞彙的資料庫，並且不同的內插方式會導致

不同的結果，Rose 和 Cohen [23] 將喜怒哀樂等情緒參數

化，以動作混合技術即時的控制虛擬角色在不同情緒下的動

作。其系統分為兩個部份，一是離線（off-line）的作家系統

（authoring system），提供設計動作的工具，從動作範例中

設計出動詞動作，動作的範例是由兩個維度的情緒軸向組

成，並且將動詞動作與位移結合而成為動詞圖樣

（verb-graph），另一則是即時系統，用於即時計算出每一個

影格角色的姿勢。一旦動詞動作決定之後接著就是定義副

詞，副詞為的動作參數連續空間，也就是每一個時間點會存

在一個影響角色動作的參數，當角色情緒轉換時產生作用。 

  Arikan等人 [11] 提出動作註解的方式控制動作在性質

上的特性，允許使用者在動作合成的過程中透過註解修改動

作的進行，讓動作的合成更加的明確，如：必須跑、不能向

後跑等。圖 9 是一段自動合成的動作，角色被限定從跌倒開

始，接著跑步，並且在跑步進行當中進行跳躍的動作，其優

點為利用自然語言的注解來做動作的控制較為直覺，就好像

由導演指導演員該如何表演一樣。 

3. 以物理作為基礎的方法 

  藉由特定的約束（constrain）以物理的方式來做動作合

成最佳化，可以利用很少的輸入值來產生新的動作，最早由 

 

 
 

圖 9. 由動作註解合成的動作 [11] 

Witkin 和 Kass [25] 利用一座跳躍的檯燈，設定其初始姿勢

與最終姿勢，以物理的方式計算出中間的動作。此作法雖然

可以解決動作內插時產生的問題，不過當套用在整組角色的

所有關節時，因為計算量相當龐大容易產生效率不佳的問

題。 

  動作合成在目前的動畫及遊戲產業中應用的越來越頻

繁，相關的研究因而非常的豐富 [20, 24, 29]，其它一些相

關動作合成的作法如 Kovar [18] 等人提出關於對腳約束的

演算法，修正了動作合成時腳與地面產生的問題，Gleicher  

[16] 提出動作重新定位（motion retargetting）解決了更換不

同虛擬人物身體的問題，Brand 與 Hertzmann [13] 提出動作

學習方法，使動作合成能經過學習賦予風格化的特性，

Witkin 與 Popovic [27] 利用變形動作來滿足位置上的約

束，Bregler [14] 等人由 2D 卡通擷取動作。 

4. 統計分析法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是一種統計分析方法，

它利用一組預測變數（或稱獨立變數）的數值，對某一準則

變數（或稱應變數）做預測，它也可以做為評估預測變數對

準則變數的影響程度。很不幸地，迴歸（regression）的名

字取得不理想，從字面上並不能表現出這種方法的重要性及

其應用，取名實際上來自於 1885 年高登（Galton）所寫的

論文 “Regression Toward Mediocrity in Heredity Stature”。迴

歸的主要目的是做預測，目標是發展一種能以一個或多個預

測變數的數值來做為應變數預測的方法。本論文將採 “簡

單” 線性迴歸模式，也就是只用一個獨立變數 x 去預測應變

數 y 的模式。 

  統計學主要應用之一是做預測，一般預測需要先收集資

料，然後建立模式，再由給定的預測變數值，求出對應的準

則變數值是多少？迴歸分析就是找出變數間的關係式。我們

將變數分成兩類，一類變數是做為預測提供者，稱為獨立變

數（ independent variable）或稱為預測變數（ predictor 

variable），以 x 表示，另一類是我們真是關心的被想預測者，

稱為應變數（dependent variable）或準則變數（response 

variable），以 y 表示。所謂建立模式，就是找出 y 與 x 的函

數關係式，即找函數 f 滿足 y = f(x)。 

  最常用的函數 f 是線性函數，即 

 
f(x) = x10 β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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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1 為迴歸係數，表示直線斜率； 

β0 為截距，表示迴歸線與 y 軸交點的縱座標。 

而 y = β0+β1x 稱為簡單線性迴歸（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模式。 

  動作合成的方法相當的多元，藉由音樂的旋律線可以找

出與情緒的相關性，動作的資料庫可以經由事前的設計，以

伴隨情緒的表演來建立動作庫，我們將利用這樣的這兩組資

料來進行動作的對應。 

 

三、音樂控制角色動作系統 

（一）系統流程規劃 

1. 軟硬體介紹 

  本研究使用 Alias Maya 7.0 為主要的平台，藉助此軟體

在三維動畫製作方面的動畫模組及模型模組提供的藝術家

專用工具，所有的模型、骨架，動作庫都於其中建立。也因

MAYA 的可擴充性優點，允許自行攥寫 MEL（maya 

embedded language）MAYA 程式語言增加使用者自訂工具，

本系統即以此語言開發了 MidiAnimator.mel，進行 MIDI 與

角色動作的對應，以及 MA_mirrorAnimation.mel 做鏡向動

作複製的工具。 

  音樂的來源格式為 MIDI（ .mid），使用 MIDI File 

Disassembler/Assembler 將 MIDI 轉換為純文字文件資料

（.txt）。硬體的規格為：Pentium(R) 4 CPU 2.60GHz，記憶

體為 1.00GB。 

2. 流程介紹 

  Midi Animator 的流程分為三大部分：音樂分析、動作

資料庫以及動作合成三大部分。首先，將 MIDI 格式的數位

音樂，透過 MIDI File Disassembler/Assembler 進行檔案轉換

為可供讀取的純文字文件格式，根據文件格式的內容我們設

計了一個能夠辨識其資料的 Loader function ，經由

MidiAnimator.mel 的使用者介面匯入系統，接著進行音樂的

分析，在這裡我們採用簡單線性迴歸方法，將輸入的音樂依

使用者給定的分析長度（單位：小節）進行分析，計算出兩

組數據資料：相關係數與直線方程式的斜率。 

  在統計學上，相關性的分析是以相關係數絕對值小於

0.3 或大於 0.3 作為判斷的依據，本系統經相關係數的判斷，

在動作合成的階段決定是否採用來自音樂的情緒因素，挑選

來自動作資料庫及的動作。當線性迴歸的結果呈現有相關性

時，此時（0.3<=|r|<=1；r 表示相關係數），便採用音樂的情

緒因素來進行動作的挑選，而當線性迴歸的結果呈現低程度

的相關性時，此時（0<|r|<0.3），則使用作家系統的情緒因

素來挑選動作，進行動作合成。流程如圖 10。 

（二）系統介面 

  系統介面主要分為音樂處理及動作庫兩大類： 

1. Midi Analysis（圖 11）：功能包含 Midi 資訊輸入處理、線

性迴歸分析、音樂格式輸入、作家系統（Thayer 情緒模

型），以及執行動作合成。 

2. Motion Library（圖 12）：資料庫的分類上，姿勢以情緒

分為快樂與焦慮兩類，動作以情緒（快樂、憂鬱，正常）

分為三類，在介面上的配置分別是 Pose Clips 為一個姿勢

分類的區塊，Motion Clips 為一個動作分類的區塊。 

 

 
 

圖 10. MidiAnimator 的工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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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系統介面一 

 

 
 

圖 12. 系統介面二 

 

（三）動作資料庫設計 

  動作資料庫的設計我們採用詹竹莘在表演技術概論 

[6] 所提供的表演分類進行製作，分為兩大類別，姿勢與動

作。姿勢用來決定大體的情緒表現，而動作則由各身體部位

依不同的情緒個別建立，分別如表 2 項目。 

  並且依 Thayer 的情緒模型將以上的動作進行分類，分

成快樂、焦慮，和正常三大類。 

  本論文亦採用了 Rose 和 Cohen [23] 的作家系統，定義

如（圖 13）。水平軸表示壓力的強弱，越往左側壓力越大，

反之越小；垂直軸表示能量的大小，越往上顯示活力越旺

盛，往下趨於平靜。作家系統在本系統中的定位是輔助音樂

分析，可讓使用者能在音樂中自行設定角色動作隨著音樂的

進行，可能出現的情緒反應，當線性分系的結果呈現低度相

關時系統便會引入作家系統的情緒建議。 

（四）MIDI 音樂情緒分析 

1. MIDI 輸入 

  由於 MIDI 所包含的資訊非常多，但本論文只需要當中

的部分資訊，故將 MIDI 格式的數位音樂，透過 MIDI File 

Disassembler/Assembler 僅保留部分資訊，進行檔案轉換為

可供讀取的純文字文件格式，設定如圖 14；由 MIDI File 

Disassembler/Assembler 轉出的純文字格式如圖 15。 

  針對圖 15 的資料做簡單介紹： 

Pitch： 音高，包含兩個資訊，如：pitch=D 4，D 代表音

名，4 代表音階。自定義音名的對照如表 3。 

Division： 時間的最小單位（細分程度），480 表示每一拍可

細分成 480 個最小單位 

BPM： quarter notes per minute，節奏的單位，每分鐘四

分音符的個數。 

micro： microseconds per quarter note，每四分音符所佔的

時間，單位是百萬分之一秒。 

4/4： bitNumber/noteSize，前面的數字代表每小節的拍

子數，後面的數字代表拍子的長度，4/4 代表每

小節有 4 拍，以四分音符為一拍。 

Time： 分為前中後三個部份，分別為小節（measure）、

拍子（meter），和細分單位（divisionNumber）。

  根據上述資料我們可以推導出時間的計算方程式： 

 
Time = {[(measure-1) × bitNumber] + (meter-1)} × division +  

division number （1） 

 
  由於在 3D 軟體中我們習慣用影格數（frame）來作為時

間的單位，導出轉換為影格數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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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Thayer 的情緒模型 

division1000000
TimeFrame

×
×

×=
farmeRatemicros  （2） 

 
其中，frameRate：每秒鐘的影格數 

（五）簡單線性迴歸 

  當討論兩變數的資料時，我們會問兩個問題，第一個問

題是這兩個變數間有無關係，如有關係，它的關係有多大（相

關係數）。另一個問題是一變數對另一變數有何影響（迴歸 

表 2. 動作資料庫列表（左右的動作互為鏡向動作，列表中省略左側） 

動   作 

肩部表情 

Rshd_U_A01_hpy 兩肩舉起 Rshd_T_A01_anx 兩肩磨轉 

Rshd_B_A01_hpy 兩肩退後 Rshd_D_A01_anx 一肩高一肩低 

Rshd_F_A01_hpy 兩肩朝前 Rshd_I_A01_anx 兩肩縮緊 

手的表情 

Rhnd_F_A01_nml  
Rhnd_F_A02_nml 

手平而手掌朝上 Rhnd_F_K01_nml 
舉手近面，手掌朝內 
指尖從額微動向外 

Rhnd_F_B01_nml 手平而手掌朝下 Rhnd_F_L01_hpy 從唇向外 

Rhnd_F_C01_hpy 手斜側，以掌心向人 Rhnd_F_M01_nml 同上，從心胸向外 

Rhnd_F_D01_hpy 手豎起，手掌朝內 Rhnd_F_N01_nml 同上，從外向自身  

Rhnd_F_E01_anx 手豎起，手掌朝外 Rhnd_F_O01_nml 搖指、手掌朝外 

Rhnd_F_F01_nml 雙手往兩側攤開 Rhnd_F_P01_anx 手按額 

Rhnd_F_G01_hpy 雙手往前方攤開 Rhnd_F_Q01_anx 手按眼 

Bhnd_F_H01__nml 雙手當胸交叉 Rhnd_F_R01_nml 手按口 

Bhnd_F_I01_nml 雙手併靠，掌尖朝人 Rhnd_F_S01_anx 手按胸 

Bhnd_F_J01_nml 雙手合攏，掌尖向上 Rhnd_F_T01_anx 手置背後 

臂與肘部的表情 

Rhnd_F_U01_nml 提起兩臂，將肘衝前  Rhnd_F_Z01_nml 以肘指點 

Rhnd_F_V01_nml 同上，將肘橫伸 Rhnd_F_Z02_hpy 微微轉臂，以肘向對象 

Rhnd_F_W01_nml 同上，將肘退後 Rhnd_F_Z03_nml 以肘推擠 

Rhnd_F_X01_anx 兩臂緊靠身旁，將肘衝前 Rhnd_F_Z04_anx 臂與肘緊靠身旁 

Rhnd_F_Y01_hpy 以肘輕觸   
肩部表情 

Rshd_B_A01_anx 兩肩退後 Rshd_I_A01_anx 兩肩縮緊 

Rshd_D_A01_anx 一肩高、一肩低(惡意的)  Rshd_T_A01_anx 兩肩磨轉 

Rshd_F_A01_hpy 兩肩朝前 Rshd_U_A01_hpy 兩肩舉起 

頭部表情 

Head_A_A01_nml 點頭  Head_A_F01_hpy  仰頭(昂首)  

Head_A_B01_nml 搖頭： Head_A_G01_anx  低頭 

Head_A_C01_nml 搖頭(輕微的)  Head_A_H01_nml  扭頭 

Head_A_D01_anx 
Head_A_D02_anx 

斜側  Head_A_I01_nml  歪頭 

Head_A_E01_nml 忽然一揮   
姿    勢 

身體與腰腹 

pose_A01_anx 身向前彎，腹部縮入 pose_D01_anx pose_D02_anx 身體轉開 

pose_B01_hpy pose_B02_hpy 身向左或向右彎 pose_E01_hpy 
綜合背胸腰腹部 : 
直背+挺胸+直腰+凸腹  

pose_C01_hpy pose_C02_hpy 身體轉向一邊，腹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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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MIDI File Disassembler/Assembler 使用設定 

 

 
 

圖 15. midi 轉出的純文件格式 

 

表 3. Tracks：音軌的數量，第 0 軌（Track #0）紀錄整首 
MIDI 的設定 

音名 Do #Do Re #Re Mi Fa #Fa So #So La #La Si
記號 C Cs D Ds E F Fs G Gs A As B
索引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分析）。迴歸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變數間的關係式，即找函數

f，使應變數 y 與獨立變數 x 間有：y = f(x) 的關係式，最簡

單的函數 f 是線性函數，即 

 
f(x) = x10 ββ +  （3） 

 
我們稱這種線性關係式 y = x10 ββ + 為簡單線性迴歸模式，

其中β1 稱為迴歸係數（regression coefficient，表示直線斜

率），β0表示截距（intercept，表示迴歸線與 y 軸交點的縱座

標）。當收集到一組資料後，迴歸第一步驟就是估計β1，β0

（後面將介紹最小平方法求β0，β1的估計）。 

  當我們針對某問題，收集資料後，想找出迴歸式，第一

步驟做參數估計，所謂參數就是β0，β1，而估計就是利用資

料求出其β0，β1 的數值是多少。在迴歸分析，最常用的估計

方法是所謂的最小平方法（the method of least square，簡寫

成 LS）。我們舉一小節旋律（圖 16）來說明最小平方法。 

  在這一小節中由八個音符組成，分別為 A2、A2、A2、

B2、D3、D3、D3、B2。我們定義半音與半音之間的相隔為

一個單位，一個音階有十二個半音，根據我們自定義的索引

號加上所在的音階，可以換算成為我們的音高單位：33、33、

33、35、38、38、38、35，音符的分布狀況如圖 17。 

  由圖 18 的散佈圖上可以看出這些點不在一線上，但直

覺上好像可以找出一條直線與這些點的趨勢相符，這條直線

可以用來代表這些點的 x，y 之間的關係。因此，接著而來

的問題：如何找到這一條 “代表線”？統計學上利用『最小

平方法』來求得。進行方式如（圖 18），假設直線 L 的方程

式是： 

 
y = x10 ββ +  （4） 
 

自第 i 筆資料點 P(xi, yi) 做 x 軸垂線，與線 L 交於點    

M(xi, ix10 ββ + )，則 MP 長度的平方是 ( )[ ]210 ii xy ββ +− ，

而所有這些平方和為： 

 

( )[ ]∑
=

+−
n

i
ii xy

1

2
10 ββ  

 

 
 

圖 16. 旋律範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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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範例旋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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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範例旋律作線性迴歸 

 

設此平方和為 S。而最小平方法就是要找 β0, β1，使 S 值最

小。其過程為：利用 S 對 β0, β1微分後令其等於 0，知 β0, β1

滿足下列之聯立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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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兩式化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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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兩方程式稱為正規方程式（normal equation），它是二元

一次聯立方程組，令其解為 0β̂ , 1β̂ ，則 

 
( )( )

( ) xx

xy

i

ii
S
S

xx

yyxxˆ
∑

∑
−

−−
= 21β  

 
xˆyˆ

10 ββ −=  

 
而迴歸線為 

 
xˆˆy 10 ββ +=  （7） 

 
如果資料已經整理算出 x 與 y 的平均數 x , y ；x 與 y 的標

準差 Sx, Sy 及其相關係 r，則 1β̂ 也可以表示成 

 

x

y

s
s

rˆ ⋅=1β  （8） 

而迴歸線也可表示成 

 

( )xx
s
s

ryy
x

y −⋅+=  （9） 

 
也就是只要算出此兩變數的平均數、標準差與相關係數就可

求得迴歸線。 

（六）動作合成 

1. 角色風格設定 

  為了突顯表演動作，角色設計採用卡通化的造型    

（圖 19），對於頭部及四肢的細節一律省略，並且強調角色

的邊緣弧度，加強角色的趣味性。 

2. 動作來源 

  系統的動作分為三大部分：（1）動作擷取系統的動作，

（2）手動調整的表演動作，（3）姿勢。我們選用動作擷取

系統取得的一段走路片段，經編輯成為循環動作，以此動作

為基底，將其他動作與之合成。本論文將動作的合成限定在

上半身，可避免雙腳滑步或是穿過地面的問題，這兩個議題

亦不在本論文的研究範圍當中。 

  為了降低問題的複雜度，將表演動作的長度固定設定為

四十八個影格長，相當於一個小節的長度，讓表演動作更符

合音樂的節奏進行。動作片段從角色的初始動作開始，以初

始動作結束，並且在動作曲線都採取平滑的水平斜率緩進緩

出圖 20），讓動作可以平順的銜接。圖 21 為動作

Rhnd_F_F01_nml，雙手攤開：承認、坦白、有所主張的表

演動作。 

  為了增加資料庫建置的效率，我們亦設計的一個能夠鏡

向複製動作的工具（MA_mirrorAnimation.mel），根據骨架

的命名原則將名稱開頭為 “R”（代表右邊）的骨架的關鍵影

格複製到開頭為 “L”（代表左邊）的骨架，反之亦然。 

 

 
 

圖 19. 角色設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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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單筆動作曲線圖 

 

 
 

圖 21. 單筆動作資料示意圖 

 

3. 動作之合成 

  利用 Maya 軟體提供的 Character 功能作為動作暫存

處，由於角色動畫在設定時包含了許多骨架或是控制器，因

此擁有相當繁多的設定屬性，Character 的功能將所有的屬

性同時打包加到一組設定，並可將所有的屬性上的關鍵格動

畫曲線記錄下來，進行輸入或是輸出的編輯，這些輸出或是

輸入的單位稱為 Clip（動作片段），可以針對動作片段以非

線性剪接的方式處理，如時間的快慢調整、融接、或是疊加，

系統最後呈現的動作由所有 Character 的動作進行加權合

成，Character 根據動作的分類分為三組：MotionMan、

PoseMan、MocapMan。 

（1）MotionMan：加載由音樂所對應的肢體動作。 

（2）PoseMan：加載由音樂所對應的姿勢動作。 

（3）MocapMan：由動作擷取系統取得的一套基本的循環

動作。 

  系統的動作合成虛擬碼為下： 

最後結果 = MotionMan 的動作*權重 + PoseMan 的動作*權

重 + MocapMan 的動作*權重 + 作家系統*權

重； 

權重的部份由音樂所計算出的相關係數作為判斷，當係數呈

相關時，PoseMan 的權重相對提高，若係數呈無相關時，

PoseMan 的權重設定為 0，而相關係數的正負值為情緒判斷

的參考值，若為正值時 MotionMan 會從動作資料庫中的正

面情緒動作以亂數的方式任意取出動作，負值時則從負面的

情緒動作取出動作，若相關係數為無相關（絕對值小於零點

三或等於零）則取出正常情緒動作。 

  對於使用者我們尚提供作家系統，為兩組不同姿勢的角

色組成，一組為快樂開朗的姿勢，一組則為沮喪悲傷的姿

勢，依據這兩組極端的動作及 Thayer 的情緒模型作線性內

插，計算出使用者所決定的情緒姿勢。 

  各角色系統之間的關係可表示為圖 22。 

 

四、研究結果 

  為了驗證本系統的可信度，我們選取了兩不同情緒類型

的歌曲來進行實測，根據周海宏的分析 [5]，李劫夫的《我

們走在大路上》一曲表現了樂觀積極向上，並且堅定而豪邁

的精神。 

  「樂觀向上」的情緒在音樂的音響上體現為強調旋律進

行的「上行感」，使用協和性、低緊張度的音程。擷取四個

小節來試驗系統對於正面情緒的分析能力，進行分析的樂譜

如圖 23 所示。 

  經過本系統的分析，分別設定每小節，以及每兩小節作

一次線性迴歸，得到如表 4 的結果。 

 

 
 

圖 22. 角色系統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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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李劫夫的《我們走在大路上》 

 

表 4. 李劫夫的《我們走在大路上》分析資料 

每小節作一次線性迴歸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r = 0.500 
s = 0.167 

r = 0.728 
s = 0.204 

r = 0.416 
s = 0.0211 

r = -0.755 
s = -0.17 

每二小節作一次線性迴歸 

第一、二節 第三、四節 

r = 0.500 
s = 0.167 

r = 0.576 
s = 0.126 

 

  表 4 中，r 表示相關係數，s 表示直線斜率。可以發現

的確可以鑑別出旋律線是採取上行的方式，而取樣的長度也

會影響分析的結果。以本例而論，兩小節作一次分析出來的

結果可看出較為正確的旋律線走向趨勢，其得到的相關係數

值皆為正值，計算出的回歸直線斜率也符合旋律線的實際走

向。 

  另外我們選用了河北民歌《小白菜》）做悲傷情緒的分

析，這首曲子是中國民歌中表現悲傷情感的典型代表，旋律

以緩滿的速度，強調下行進行，上行發生在不同的音組，切

斷了上行感，特別在最後一句出現了具有強烈消極情態特徵

的半音下行，強化了整首作品的悲傷情感。 

  經線性迴歸數據如圖 24，迴歸係數的值表示其所在的

時間點往後一個小節的趨勢，水平軸為時間的影格數，垂直

軸為其值。可以對照上方的旋律線（melody）與下方的相關

係數（RFactor），看得出彼此間的關係，相關係數皆呈現負

值，成功的鑑別出旋律往下行的發展。 

 

 
 

圖 24. 河北民歌《小白菜》經線性迴歸得到的結果 

  確定了系統的分析能力後，本研究的實作部份，選用《愛

情的限時批》這首流行歌曲作為 MIDI 的來源，這首曲子的

詞曲作者為歌手伍佰，整曲描述男女互相愛戀卻不敢當面表

白愛慕之意的情感，歌曲結構分為為前奏、主歌、副歌、音

樂過門及結尾四個部份，主歌的部份是描述較為內向、羞澀

的情緒，不知如何說出內心的話，屬於較為壓力較大並些許

憂慮的情感；副歌描述對於對方的愛慕，並透過寫信的方式

表達，屬於較為正面並快樂的情緒；結尾則是互相形容雙方

的風采也是屬於較為正面的情緒，因主歌與副歌具有不同的

情緒，故選用這首曲子做為分析的來源。這首歌曲本身除了

旋律之外，尚包含伴奏、鼓聲及和弦等，這些資訊無助於系

統的分析，因此歌曲僅保留主旋律的部份，分析後的結果如

圖 25。 

  從圖表觀察我們可以觀察到迴歸係數的趨勢與旋律的

上行下行在趨勢上是相符的（圖 26），如時間 443 格到 492

格當中，旋律的值變化為 30 到 40 且趨勢為上行，分析的結

果在這一小節的相關係數為 0.781 與圖表相符。 

  同時，我們在每段音樂分析完成之後，根據分析的結果

進行自動化動作合成，即可獲得一段跟音樂等長的動畫。我

們以擷取動態圖片（圖 27）來顯示成果。 

 

五、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在角色動畫的製作流程當中，需要相當大的人力、時間

以及動畫師的經驗才能達到完美流暢的的動作，尚若要將與

音樂情境結合則要花費更高的成本。因此，本研究提供一個

能根據音樂自動產生對應於情緒的動作表演機制，並提供使

用者亦能夠導入主觀情緒的功能。 

 

 
 

圖 25. 愛情的限時批旋律線與相關係數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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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歌曲之時間由 443 格至 492 格局部示意 

 

   

   
 

圖 27. 動畫成果 

 

本研究具體成果如下： 

1. 提出以 MIDI 線性迴歸的情緒辨識系統控制角色動畫之

流程。 

2. 建構一套依情緒分類的肢體及姿勢的動作資料庫。 

3. 加入使用者自定義情緒的功能，提高使用者的操控性。 

  由於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多媒體在各方面的應用已朝

向多樣性發展，本論文提出一新思維，讓角色動畫的製作在

音樂及表演藝術的結合下，產生新的火花。 

（二）未來研究及建議 

  對後續的研究提出一些看法： 

1. 除了旋律線之外，音樂的元素還有節奏、合聲、和弦，

曲調等，未來可嚐試以不同的元素來進行對應，或是利

用其他的元素來影響角色的次要動作或跟隨動作。 

2. 在表演動作上，可嚐試以舞蹈表演藝術為出發點來進行

分類，如以拉幫舞譜系統等。 

3. 本研究尚未加入腳步的動作合成，未來可加入以提高表

演的豐富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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