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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与 ＢＰ 网络相结合的方法对人体整体或局部行为进行分类检测ꎬ首先利用

人体姿态估计算法获得人体骨架节点坐标数据ꎬ然后利用 ＢＰ 分类网络对节点坐标数据进行迭代
训练与学习ꎮ 检测不同整体行为的分类模型ꎬ训练准确率达 １００％ꎬ网络损失仅为 ０.０９１ꎬ实测各
类准确率及总体准确率均达 １００％ꎻ检测局部行为的分类模型ꎬ训练准确率亦达 １００％ꎬ网络损失
小于 １０ －６ ꎬ实测各类准确率及总体准确率均达 １００％ꎻ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与 ＢＰ 网络相结合的方法不仅可
以实现不同整体行为或局部行为快速、准确的分类检测任务ꎬ同时还克服了传统行为检测方法的
不足ꎬ能够实现更高效、更准确、更快速的分类检测ꎮ
关键词:ＢＰ 神经网络ꎻＯｐｅｎＰｏｓｅꎻ行为识别ꎻ隐藏层
中图分类号:ＴＰ３９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随着人体行为识别技术和计算机视觉的快速
[１￣３]

简称ꎬ是一种按照误差反向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

在人机交互、视频监控和

馈神经网络ꎬ其以网络实际输出值与期望输出值之

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等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ꎬ已引

间的误差均方差为目标函数ꎬ利用梯度下降法使目

发展ꎬ行为检测和识别

起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ꎬ并成为计算机视
觉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ꎮ 行为检测主要是对视频
或视频流中人体行为模式进行分析与识别ꎬ并分析
判断是否发生了指定的目标行为ꎬ比如站立、坐着、
躺卧等ꎬ当检测到指定目标行为后则执行后续相关
操作ꎮ 传统的行为检测方法主要包括模板匹配法、

标函数最小以实现网络最优ꎮ ＢＰ 神经网络的结构
如图 １ 所示ꎬ包括输入层、隐藏层、输出层 [１４] ꎬ其中
隐藏层可以包括一层或多层ꎬＢＰ 神经网络不存在
层与层之间的局部连接ꎬ而是全部保持全连接状
态ꎮ ＢＰ 神经网络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ꎬ可
以对任一种非线性输入输出关系进行逼近ꎬ在解决

状态空间法以及基于模型 [４] 的方法ꎬ这些方法普遍

一些非线性问题方面非常突出ꎬ已广泛应用在分类

存在识别准确率低、识别可靠性差等问题ꎬ难以满

识别、模式识别、函数逼近、回归预测等领域ꎮ

足对海量图片进行准确、高效的行为检测的需求ꎮ
本文采用 “ 姿态估计” 与 “ 分类网络” 相结合的方
法ꎬ即利用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５￣８] 与 ＢＰ 分类网络 [９￣１３] 相结

合的方法对视频或视频流中的目标行为进行识别:
首先ꎬ基于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提取图像中的人体骨架节点
坐标数据ꎻ再次ꎬ将骨架节点坐标数据作为 ＢＰ 分
类网络的输入数据进行迭代训练与学习ꎻ最后ꎬ利
用分类检测模型输出行为检测结果ꎮ

１

ＢＰ 神经网络
ＢＰ 神经网络

[１１￣１３]

图１

是误差反向传播神经网络的

Ｆｉｇ.１

ＢＰ 神经网络拓扑结构图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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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Ｐ 神经网络的训练流程:输入信号经输入层

关节点位置 Ｓ 和像素点在骨架中的走向 Ｌꎻ两个分

出ꎬ以网络输出与期望输出之间的误差均方差为目

损失函数ꎬ然后将 Ｌ、Ｓ 以及通过 ＶＧＧＮｅｔ 提取的原

输入ꎬ通过隐含层的复杂计算由输出层得到网络输
标函数ꎬ若目标函数不满足期望要求ꎬ则将误差信
号通过误差反向传播算法ꎬ由输出层向输入层逐层
反传并分摊给各层所有单元ꎬ并根据各单元误差信
号计算梯度来更新各单元权值及相关参数ꎬ参数更

支网络的结构是多阶段迭代的ꎬ每个阶段计算一次
始图像特征连结后继续下一阶段的训练ꎮ 图 ３ 所
示为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的网络结构图ꎬ其中 Ｆ 是通过 ＶＧ￣

ＧＮｅｔ 提取出的原始图像的特征ꎬ下标 １ 和 ２ 分别
表示多阶段迭代中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ꎮ

新后输入信号再次由输入层输入网络ꎬ重复上述过
程ꎬ直到目标函数满足期望要求ꎬ或迭代过程达到
预先设定的训练次数为止ꎮ

２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算法 [５￣８] 是由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

( ＣＭＵ) 基 于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１５￣１６] 和 监 督 学 习 并 以
ｃａｆｆｅ [１７￣１８] 为框架开发的人体姿态估计算法ꎬ该算法

图３
Ｆｉｇ.３

是自下而上的估计算法ꎬ即先得到关节点位置再获
得人体骨架ꎮ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是第一个用于多人二维姿
态检测的开源实时系统ꎬ它可以获得人体骨架节点
并将它们很好地关联起来ꎬ不会受到画面中人数、
人的位置与比例、以及人与人间肢体互动的影响ꎬ
同时ꎬ画面中人数增加不会影响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的检测
实时性ꎮ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可以实现二维多人关键点实时
识别ꎬ包括 １８ 个身体关键点的识别、７０ 个面部关
键点的识别、以及 ４２ 个左右手关键点的识别ꎬ图 ２

所示为 １８ 个 身 体 关 键 点 的 识 别 效 果 图ꎮ 因 此ꎬ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可以实现面部表情、躯干、四肢及手指的
姿态估计ꎬ适用于单人和多人实时检测ꎬ且具有很
好的鲁棒性ꎮ

３

３.１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网络结构图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整体行为分析
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文共采集站立、坐着、躺着共 ３ 类整体行为

图片ꎬ每类行为图片均利用 ｕｓｂ 摄像头采集１ ２５０

张ꎬ其中１ ０００张用于网络训练ꎬ余下 ２５０ 张用于网
络实际测试ꎮ 每类行为图片均利用摄像头从正面
进行采集ꎬ且采集过程中四肢、躯干保持自然状态ꎬ
无抬腿、摸头、倾斜等有意状态ꎮ 利用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对
上述 ３ 类行为图片中人体骨架节点的坐标位置信
息进行提取ꎬ由此可得到躯干、四肢、头部等部位共

１８ 个骨架节点( 包括鼻子、脖子、右肩、右肘、右腕、
左肩、左肘、左腕、右髋、右膝、右踝、左髋、左膝、左
踝、右眼、左眼、右耳、左耳) 的位置信息ꎬ并保存在
ｊｓｏｎ 文件内ꎮ

３.２

特征提取与学习

站立、坐着、躺着这 ３ 类整体行为主要与左右

臂、左右腿和脖子共 １３ 个骨架节点有关ꎬ因此仅从

ｊｓｏｎ 文件内提取这 １３ 个骨架节点的坐标位置信息

作为 ＢＰ 网络的输入数据进行迭代训练与学习ꎬ然后
利用训练所得模型对实际行为数据进行检测ꎬ从而
得到最终的结果分类与输出ꎬ具体流程如图 ４ 所示ꎮ
图２
Ｆｉｇ.２

络

[１９]

身体关键点的识别效果图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ｏｄｙ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的 主 体 网 络 结 构 采 用 ＶＧＧＮｅｔ 网
作为骨架ꎬ然后采用两个分支网络分别回归

１３ 个骨架节点坐标记为 ( Ｐ １ ꎬＰ ２ ꎬ...ꎬＰ １３ ) ꎬ将

其 展 成 一 个 骨 架 向 量 ( Ｐ ｘ１ ꎬＰ ｙ１ ꎬＰ ｘ２ ꎬＰ ｙ２ ꎬ...ꎬＰ ｘ１３ ꎬ
Ｐ ｙ１３ ) 作为 ＢＰ 神经网络的输入ꎮ 输入数据既包含
行为数据的点特征ꎬ同时包含点与点之间的线特
征ꎬ以及线与线之间的面特征ꎬ这些特征通过Ｂ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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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Ｆｉｇ.４

 ８９

算法流程图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分类网络进行提取与学习ꎮ 本文设计的 ＢＰ 分类

网络共有 ３ 层ꎬ即一个输入层、一个隐藏层和一个

输出层ꎬ其中输入层输入训练数据ꎬ其节点数为 ２６ꎬ
由输入数据包含的元素个数决定ꎬ代表输入数据的

２６ 个特征ꎻ隐藏层迭代学习输入数据的二维结构
特征ꎬ其节点数为 １３０ꎬ由于其无相应理论指导ꎬ故
由反复试验确定ꎻ输出层输出学习分类结果ꎬ其节
点数为 ３ꎬ由结果类别个数决定ꎬ代表输出数据的

３ 个特征ꎬ具体网络参数见表 １ꎮ
表１

Ｔａｂ.１

参数选取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取值

输入层节点数 / 个

２６

隐层节点数 / 个

１３０

学习率 / ％

０.０１

输出层节点数 / 个

Ｆｉｇ.５

网络损失曲线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ｏｓｓ ｃｕｒｖｅ

( １) 利用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与 ＢＰ 分类网络相结合的

方法ꎬ可以实现对不同整体行为准确、高效的分类

３

最大迭代次数 / 次

３.３

图５

参数

检测ꎮ

(２) 将人体行为转换为二维坐标位置数据ꎬ即

５０ ０００

将人体行为二维数据化ꎬ可以将不同整体行为的表
现特征以二维数据化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ꎬ这种表

结果与分析

利用 ＢＰ 神经网络对 ３ 类行为数据进行５０ ０００

次迭代训练ꎬ得到的检测模型性能参数如表 ２ 所

现形式不仅使行为特征更加量化具体ꎬ还使行为特
征的训练学习变得更加简单有效ꎬ从而充分提高了

示ꎬ模型训练准确率达到了 １００％ꎬ模型网络损失仅

训练模型的准确性和收敛速率ꎮ

后就迅速趋于 １００％ꎬ此后随着迭代次数增加保持

络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ꎬ使行为数据的迭代

图 ５ 所示ꎬ训练初始阶段网络损失为 ４００ 左右ꎬ在

良好的行为检测效果ꎮ

迭代训练次数的增加ꎬ网络损失最终趋于 ０ꎮ

对不同整体行为进行行之有效的检测ꎮ 但是ꎬ如果

为 ０.０９１ꎬ其中训练模型的准确率在迭代 ２ ０００ 次
１００％的准确率不变ꎻ模型训练损失的曲线变化如
３ ０００次迭代训练后网络损失迅速下降ꎬ此后随着

(３) 待检测行为的二维数据化结合 ＢＰ 分类网

训练与学习变得更加快速、准确、有效ꎬ进而保证了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与 ＢＰ 分类网络相结合的方法ꎬ可以

利用检测模型对每类 ２５０ 个共计 ７５０ 个行为

将躯干整体拆分为一个个局部躯干ꎬ对于这些局部

达到 １００％ꎬ模型总准确率亦为 １００％ꎮ 上述测试

的检测效果? 针对这一问题ꎬ接下来将检测人体的

数据进行实际测试ꎬ得到各个类别的检测准确率均
结果表明:

表２
Ｔａｂ.２

躯干的局部行为ꎬ上述方法又是否能达到同样良好
局部行为ꎬ分析讨论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与 ＢＰ 分类网络相结
合的方法对人体局部行为的分类检测性能ꎮ

检测模型性能参数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取值

参数

取值

准确率

１.０

网络损失

０.０９１

４

４.１

局部行为分析
数据处理与训练

共采集左臂平举、右臂平举、双臂平举共 ３ 类

局部行为图片ꎬ每类行为图片均利用 ｕｓｂ 摄像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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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１ ２５０ 张ꎬ其中 １ ０００ 张用于网络训练ꎬ余下 ２５０

张用于网络实际测试ꎮ 每类行为图片均利用摄像
头从正面进行采集ꎬ且采集过程中使单臂平举的另
一臂保持自然状态ꎮ 利用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对上述３ 类行

为图片中人体骨架节点的坐标位置信息进行提取ꎬ
并将得到的躯干、四肢、头部等部位 １８ 个骨架节点
的位置坐标信息保存在 ｊｓｏｎ 文件内ꎮ

４.２

特征提取与学习

左臂平举、右臂平举、双臂平举这 ３ 类局部行为

主要与左右臂共 ６ 个骨架节点有关ꎬ因此仅从 ｊｓｏｎ

文件内提取这 ６ 个骨架节点的位置坐标数据作为网

图６

络的输入数据进行迭代训练与学习ꎬ然后利用训练

Ｆｉｇ.６

所得模型对实际行为图片进行检测ꎬ从而得到最终
的结果分类与输出ꎬ其具体流程与图 ４ 所示相同ꎮ

６ 个骨架节点坐标记为 (Ｐ１ ꎬＰ２ ꎬ...ꎬＰ６ ) ꎬ将其

展成一个骨架向量 (Ｐ ｘ１ ꎬＰ ｙ１ ꎬＰ ｘ２ ꎬＰ ｙ２ ꎬ...ꎬＰ ｘ６ ꎬＰ ｙ６ ) 作
为 ＢＰ 神经网络的输入ꎮ 输入数据不仅包含行为数

网络损失曲线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ｏｓｓ ｃｕｒｖｅ

(１)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与 ＢＰ 分类网络相结合的方法ꎬ

针对局部行为和整体行为均可达到准确、快速、高
效的分类检测效果ꎬ该方法具有较好的行为检测普
适性ꎮ

(２) 不论是局部行为ꎬ还是整体行为ꎬ行为的

据的点特征ꎬ同时包含点与点之间的线特征ꎬ以及
线与线之间的面特征ꎬ这些特征通过 ＢＰ 分类网络

二维数据化都是行之有效的ꎬ它不会因为行为的整

络共有 ３ 层ꎬ即一个输入层、一个隐藏层和一个输出

现程度出现偏好性或差异性ꎮ

进行提取与学习ꎮ 特征学习所使用的 ＢＰ 分类网

体性或局部性之分ꎬ导致行为特征的二维数据化表

层ꎬ其中输入层的节点数为 １２ 个ꎬ隐藏层节点数为

４.４

４.３

置数据ꎬ再利用 ＢＰ 分类网络对该数据进行迭代训

１３０ 个ꎬ输出层的节点数为 ３ 个ꎬ其余与表 １ 相同ꎮ
结果与分析

利用 ＢＰ 神经网络对 ３ 类行为数据进行 ５０ ０００

次迭代训练ꎬ得到的检测模型性能参数如表 ３ 所

讨论

利用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将人体行为转化为二维坐标位

练与学习ꎬ即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与 ＢＰ 分类网络相结合的行
为检测方法ꎬ具有较好的行为检测普适性ꎬ其不仅

示ꎬ模型训练准确率达到了 １００％ꎬ模型训练损失小

可以对躯干整体产生的整体行为进行准确、快速、

就迅速 趋 于 １００％ꎬ 此 后 随 着 迭 代 次 数 增 加 保 持

可以达到很好的分类检测效果ꎮ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与 ＢＰ

图 ６ 所示ꎬ训练初始阶段网络损失为 ２４０ 左右ꎬ在

相对于传统的行为检测方法大幅提高了特征学习

迭代训练次数的增加ꎬ网络损失最终趋于 ０ꎮ

法准确率低、效率低、可靠性差等问题ꎬ可以在海量

数据进行实际测试ꎬ得到各个类别的检测准确率均

类检测效果ꎮ

果表明:

７０ 个关键点、 以及左右手 ４２ 个关键点 的 识 别 检

于 １０ －６ ꎬ其中训练模型的准确率在迭代 １ ０００ 次后

有效的分类检测ꎬ对局部躯干产生的局部行为同样

１００％的准确率不变ꎻ模型训练损失的曲线变化如

分类相结合的检测方法ꎬ收敛速度快、训练耗时短ꎬ

２ ０００次迭代训练后网络损失迅速下降ꎬ此后随着

效率ꎮ 不仅如此ꎬ该方法还解决了传统行为检测方

利用检测模型对每类 ２５０ 个共计 ７５０ 个行为

行为图片的分类任务中实现准确、高效、可靠的分

为 １００％ꎬ模型总准确率亦为 １００％ꎮ 上述测试结

除 １８ 个身体关键点的识别检测外ꎬ对于面部

表３
Ｔａｂ.３

测ꎬ使用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与 ＢＰ 分类网络相结合的检测方

检测模型性能参数

法ꎬ只要合理地设计网络及其参数ꎬ同样可以实现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取值

准确率

１.０

参数
网络损失

宏观与细节的普适检测ꎬ并具有良好的检测效果ꎮ

取值
小于 １０

－６

这样ꎬ无论是整体面部表情、多手指姿态的识别ꎬ还
是面部表情一个细节、单手指姿态的识别ꎬ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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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准确、高效、可靠的识别检测效果ꎮ

５

结论

 ９１

[７] ＳＯＮＧ Ｃ Ｈꎬ ＫＩＭ Ｓ Ｈ. Ｒｏｂｕｓｔ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ｏｃｃｕｐａ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ＧＢ￣ｄｅｐｔｈ￣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ａｍｅｒａ[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Ｓｏ￣
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３(１) : ３１￣３７.

(１) 对每类 ２５０ 个共计 ７５０ 个行为数据进行实

[８] ＰＡＲＫ Ｊ Ｈꎬ ＳＯＮＧ Ｋ Ｈꎬ ＫＩＭ Ｙ Ｓ. Ａ ｋｉｄｎａｐｐｉｎｇ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行为分类检测ꎬ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与 ＢＰ 分类网络相结合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３

际测试发现ꎬ无论是整体行为分类检测ꎬ还是局部
方法均可以实现各类行为检测准确率达 １００％ꎬ总
体检测准确率亦达到 １００％ꎮ

(２)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与 ＢＰ 分类网络相结合的行为检

测方法ꎬ具有较好的行为检测普适性ꎬ其不仅可以
对躯干整体产生的整体行为进行准确、快速、有效
的分类检测ꎬ对局部躯干产生的局部行为同样可以
达到很好的分类检测效果ꎮ

(３) ＯｐｅｎＰｏｓｅ 与 ＢＰ 分类网络相结合的方法收

敛速度快、训练耗时短ꎬ且克服了传统行为检测方
法效率低、准确率低、可靠性差等不足ꎬ能够对大批
量行为图片进行更高效、更准确、更快速的行为分
类检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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