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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 AI行为监控技术是对视频中出现的感兴趣目标进行有效检测和实时跟

踪，进而识别出其行为并分析其意图。在此基础上分析判断目标的身份和行为，

并给出目标的相关行为动作描述，从而实现对整个监控场景行为状态识别，并在发

生异常事件时按指定的预警方案及时进行报警和记录。

行为识别作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在智能监控、智能安防、虚

拟现实、运动性能分析以及高级的人机交互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现有的大多数

人体行为的识别算法绝大多数采用 2D相机技术，其所记录的人体行为易受到光

照、视角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识别率的下降，这十分不利于人体行为分析的商业化

推广。为此本作品尝试利用 3D 视频技术获得图像景深信息作为突破点进行人体

描述，来避免因光照和视角等因素造成的识别率下降，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人体行为

的深度数据。针对现有基于骨骼节点的行为识别算法的准确率低，计算复杂等问

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关键骨骼节点的人体行为识别算法。在运动目标跟踪方面，提

出了一种融合颜色、梯度信息等跟踪算法。在目标行为分析方面，提出一种基于

样本类间分布信息的优化支持向量机 DAG SVM的算法，并将其作为行为特征向

量的多分类器。在行为分析方面引进红外相机实时测量人体的温度、脉博、心跳

等生物信息作为参考标识，提高行为识别率的准确率。

关键字：3D视频，运动目标跟踪，骨骼节点，DAG SVM，主动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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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许多活动场所都布置了高清摄像头监控异常事件的发生，但是仍然需

要数据标注师耗时费力地收集异常事件的视频样本。而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

来越成熟，安防监控系统研发开始融合计算机视觉领域中三种重要的智能分析技

术：目标检测、目标跟踪、行为识别。在视频侦查应用中，行人对象作为被监控的

主体，不仅具有一般对象如颜色轮廓、背景噪声、光照亮度等通性，更具有人物交

错遮挡、衣着打扮多样、姿态视角多变、交互行为关联等特性，这都给视频人体

行为分析增加了难度。相对传统的 2D图像技术 3D图像可以更好描述物体的空

间几何位置、物体表面的颜色信息以及物体的发射强度信息。此外，利用3D图

像还可以计算物体的空间坐标、方位角、表面法向量以及物体的体积和表面积

等。

采用 AI 机器学习算法，根据人体骨架结构，以关节为运动节点，利用 3D

相机抓拍勾勒出人体骨架图形，通过后台行为识别算法，从而判断出人的运动轨

迹，结合行为样本数据集的特征参数，识别出人的动作行为，并通过后台预警，

从而达到主动防御和提前预判的目的。

《3D视频智能 AI行为监控系统》能主动识别场景内各种求救事件、打架事

件、摔倒事件、闯入事件、攀爬事件，一旦被监控 3D摄像机扑捉到类似行为，

立即预警给监控中心，监控中心可以快速做出反应，及时防范，阻止事态恶化。

还可以根据用户实际需求，由用户自定义各种符合管理要求的行为动作，从而实现

各种异常行为动作的识别和预警。

人体行为识别作为模式识别、机器视觉领域中一个热门的研究方向，具有重

大的研究意义和经济价值，尤其在 3D 相机出现后，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人体行为识别在虚拟现实，智能监控，视频内容检索，人机交互以及运动员辅助训

练以及等方面应用广泛并且有着潜在的商业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人体行为识别是计算机视觉中广泛研究的领域之一，它的发展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目前为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识别视频中的行为，早期的行为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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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于传统的彩色摄像机捕捉的图像。人体行为识别的相关研究存在于广泛的

领域中，包括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模式识别、人工智能等。在代表视频的不同

类型的特征提取方法中，大多数采用边缘和时空兴趣点的方法。

智能视频监控技术中，从运动目标的检测，到运动目标的跟踪，再到目标的

行为识别，众多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针对不同的领域和研究点给出了开创性或者

是改进性的算法。Dan 等[1]提出了基于记忆机制的粒子滤波跟踪法，有效处理了

在目标外观及姿态发生剧烈变化情况下的跟踪问题，但是该算法要存储目标的历

史状态序列，具有较高的空间复杂度。文献[2]利用神经网络对自由度为 20的人

体行为骨架信息进行行为识别，这种基于全局特征的表达比局部特征获得了更好

的识别效果。国内的谷军霞等人在三维行为样本中选取了若干帧作为连接二维观测

样本和三维关节点特征的桥梁，然后通过行为分类器识别与二维观测样本序列相

对的三维关键姿势序列[3]。

基于分类的检测算法将数据映射到特征空间，使用分类器对正常特征和异常

特征进行区分，该方法可分为单分类[4,5]和多分类[6]两类。支持向量机(SVM)是

单分类检测算法中最具代表性的算法，它对代表正常行为数据的边界进行学习， 若

一些测试的行为实例距离该边界较远，那么这些行为实例就被判断为异常行为。多

分类检测算法同时对代表正常行为的数据和代表异常行为的数据进行训练，如 果

一些测试的人体行为实例被判定与代表异常行为的数据相似，那么该实例就被 判断

为异常行为。Luo 等人[7,8]假设在高维特征空间中，每个视频样本数据都有一定概

率的近邻数据，通过建立高斯模型作为样本数据之间的关联矩阵，取代最 近邻图来

描述两个样本数据之间的相似度。但这种针对小样本的特征选择算法， 除了要满足

超参数较大取值范围的调参外，还要根据每个数据集评估所选特征数 量对于识别任务

的性能。

传统的人体异常行为检测算法不需要很大的计算量，不需要强大的硬件设备

的支持，也不需要大量的数据样本，同时现实工程中的大多数场景也不需要获得大

量样本，因此传统的方法针对计算较少的小样本数据进行异常行为检测具有优势。

但传统的人体异常行为检测算法也有很多不足，比如其检测需要手工提取特征，而

手工提取特征只能针对特定的场景，这就造成了它的单一性和局限性，且泛化能力

差。但是基于机器学习的人体异常行为检测方法和传统的方法不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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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动对特征进行提取，不需要人工提取，它可以直接使用视频数据对模型进行

训练和学习，且提取的特征可以有效的表示人体行为，加强了模型对输入数据的适

应性。

目前大多数的行为识别研究方法并没有将 RGB彩色图像、深度信息和骨骼

关节信息进行联合学习。实验证明，不同通道提取到的数据确实可以共享一些特

征信息，但同时也为彼此提供了一些互补的信息，因此，它有效的降低了任务的复

杂性，使得相关任务之间的知识可以进行转移。

本作品基于 X3D.Engine三维开发平台，设计了一种融合多种特征的行为识

别方法，主要包含 RGB 图像特征、深度通道、骨豁动画关节点、运动特征信息联合

的行为识别方法，采用优化的 DAG SVM 行为识别模型进行人体行为的训练学习。目前

对常见行为的识别率达到 98.7%，高于现有文献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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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为识别相关软硬件

2.1 3D相机

3D相机是固定安装在监控目标环境上方，实时获取目标环境的高清图的彩

色图像以及带有深度信息的 3D图像，获取到的颜色信息和空间信息相辅相成，

因此行为识别完全不受环境光线的影响。一方面通过彩色图像可以对事物的颜色变

化进行准确识别；另一方面，通过非接触体温和心跳检测数据可以准确判断目标的情

绪变化，实现对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的高精度识别和预判。

3D相机参数——3D传感器阵列，由 TOF深度传感器、1080P彩色图像传

感器、720P彩色图像传感器组成，工业气体快速检测仪中硬件采用对称强大的

低功耗 GPU并行处理器(TOF+双目）强大的图像并行分析能力，使得产品更准

确、更可靠。

图 2-1 3D相机

表 2-1 3D视觉传感器阵列硬件参数

彩色图像相机
水平视角 垂直视角

85°-180° 75°

主动式红外线图像视角 75°-180° 75°

彩色图像传感器 A分辨率 1920*1080/30fps

彩色图像传感器 B分辨率 1280*720/30fps

主动式红外线传感器分辨率 640*480/30fps

三维扫描传感器范围 10米/100米

CPU 四核

GPU 低功耗

RAM 8GB

扫描精度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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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种传感器捕捉多项信息并进行综合分析，高精度(厘米级）的深度传

感器构造三维空间，并能够进行高精度识别和预判。

通过彩色图像传感器 A、B取空间信息，可以精准判断人体之间，以及人体与

物体之间的距离及其变化，能够精准判断人体的行为并且不受环境光线的影响。每一

个符合内部已存人体模型的物体就会被创造成相关的骨骼模型，系统再将该 模型转换

成虚拟角色，该角色通过识别该人体骨骼模型的关键部位进行下一步动 作的触发。在

虚拟骨骼模型的帮助下，系统可识别人体的 20个关键部位。

通过三维扫描传感器对人脸面部特征进行精确的三维扫描，可以精准捕捉微

表情变化（如对面部肌肉、眼球的运动轨迹等进行精确的三维扫描）。

通过主动式红外线传感器非接触式体温和心跳检测可以准确判断目标的情

绪变化。

2.2 3D软件平台

1.X3D.Engine三维平台

对比这些国内外成熟的商业引擎，我们选用的国内的 X3D.Engine平台（苏

州凯普贝尔三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该平台适用于千差万别的客户端 PC 硬件

环境，该平台让 3D技术在极其普通的环境下成为了可能。X3D.Engine在兼顾传

统二维信息，视频融合。

基于 X3D.Engine 开发的三维互联网软件产品，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前文

提及，无模式的三维游戏技术 (Modeless Open Web Game) 使得三维虚拟世界中

的游戏本身开发就像写一个网页一样简单。自然，要在基于 X3D.Engine开发的

三维软件中加载网页、声音、视频等内容，更是轻而易举的。

X3D.Engine编辑器有非凡的生产力优势，可视化工作流程就是相当独特的

设计。鉴于其他开发工具通常混杂了必定引发争议的不相关部分，或者需要用户自

己设置集成开发环境的编程库类、构建链和其他陈旧的设计等，X3D.Engine中

的开发工作流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可视化编辑器定位的。这些编辑器可以布局视频

监控场景，将监控资源绑定在一起并对可交互对象进行编码，因此，对于无论是

快速迭代以及原型制作，还是在测试周期中打磨都非常有益。用户可以在编辑器

中调整物体，甚至在程序运行时移动物体。另外，X3D.Engine 允许用户通过编

写脚本来自定义编辑器，这样可以在界面上增加一些新特性和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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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组件系统中，“组件”是一个混合搭配功能的包，对象由一系列组件构

建，而不是由层级严格的类构建。换句话说，组件系统是和面向对象编程不同的方

法，对象是通过组合的方式而不是继承的方式构建的。在组合模式中，物体存在于

一个扁平的层级结构，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组件集合，而不像继承结构，不同物

体处于树的完全不同的分支中。这种设计加快原型的开发，因为当物体改变时，

程序员能快速混合搭配不同组件而不必重构继承链。支持当前的人工智能框架，如

Tensorflow、Caffe等，便于基于 3D产品的迅速迭代。

X3D.Engine更具有多种灵活的产品定价方案。客户既可以选择一次性的购

买引擎授权，又可以直接要求定制 X3D.Engine软件产品行业解决方案，也可以

在不支付先期费用的基础上，选择后期用户收益分成的合作模式。这使得

X3D.Engine 不仅可以面向大型软件公司，还可以面向各类行业客户、也可以

面向高院科研院所。为了在国内推广该平 3D 台，对高院科研院所提供免费版

本。多样化的产品定价使得产业链上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用户对 X3D.Engine

都有很高的接受度。

2.X3D.Engine的技术特点

（1） 该平台支持物体数量无限制的大场景和 LOD显示技术；为大规划群

体识别提供了技术支持。

（2） 高效的材质和模型压缩算法，在保证同等视觉质量的情况下，使整体

场景的下载数据大小只有其它引擎的十分之一；为行为监控迅速响应提供了优势。

（3） DOM对象脚本编程模式，多重脚本支持( Lua, Javascript)，并提供集成

的调试工具；为相关开源代码程充的移植提供了支持，加带了 3D 视频相关软件

系统的开发。

（4） 基于完美物理世界模拟的物理引擎；骨骼动画、变形动画、路径动画、

贴图动画；交通工具、视频和语音通信；基于属性驱动和语义描述的人工智能(AI)系

统。

（5） 基于普通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计算机视觉及听觉技术，包括：人脸、手

势的识别和姿态捕捉，并可用于监能监控。

2.3 3D视频行为识别方法

人体行为识别的目的是理解人类手势和行为的语义。手势通常涉及一个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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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识别

基于模板的识别方法 基于算法的识别方法

直接匹配 基于模型的匹配

DTW 各种机器学习方法 非机器学习的运动建模

个手，也有可能包含身体的姿态，传达一些具体的意义，如挥手说再见。行为通常

是指一系列的全身动作，如行走、跑、刷牙等。用于手势和行为识别的方法， 大致

分为两类：

1.基于模板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模式识别自动的与预先记录的模板运动进

行比较，以达到对未知手势和行为进行识别的目的。

2.基于算法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基于一组自己定义的规则对手势和行为进行

识别。

3.基于模板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

（1）直接匹配方法：在这种方法中，直接将待分类的运动与模板运动进行

比较。使用直接匹配的最典型的算法是动态时间规整算法（Dynamic Time

Warping，DTW）。

（２）基于模型的匹配方法：这种方法采用运动模型或是统计模型，模板是

用来确定模型的参数的，基于算法的识别不依赖于训练样本数据。

基于模板的方法的好处是自动识别未知的手势或行为。大多数的基于模板的

匹配方法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但是直接匹配方法的计算量较大且不适合实时的

识别，一些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也需要根据应用场景手动调整模型的参数。

图 2-2 行为识别方法分类



9

三 融合多种特征的行为识别系统

3.1 人体行为特征的提取

准确识别出人体的动作行为，需要提取出对不同行为具有较好区分度的特征。

一般会从颜色、纹理、形状等特征中选取一个或者多个进行融合。本作品选取了 基

于目标最小外接矩形框的运动特征、基于 Hu不变矩的区域特征以及基于 HOG描述

的局部边缘方向特征相组合，共同作为描述人体行为模板的特征向量。

1.基于最小外接矩形框的运动特征

人体的运动特征代表了图像序列在时域中的变化。由于人体轮廓不规则，考

虑到提取和处理时的方便性，可以从人体的最小外接矩形中提取相关特征。从左

至右、从上到下两次扫描二值图像，得到目标区域的水平边界 xmin和 xmax,以及垂直

边界 ymin和 ymax。然后通过（xmin,ymin）、（xmin,ymax）、（xmax,ymin）以及（xmax,ymax）四

个顶点可以构造出人体的最小外接矩形。

高宽比：人体的行为动作往往都具有周期性，所以运动目标的最小外接矩形框

也会发生周期性变化，这里以矩形框的高宽比来描述这种变化。考虑到本作品需

要识别的几种人体行为，其中走和跑两种行为的高宽比幅度变化不大，原地跳以

及跳跃行走的宽高比变化幅度稍大，幅度最大的是弯腰行为。

高宽比 = ℎ(高度）

(宽度）

其中，h和 w分别为人体最小外接矩形的高度和宽度。

（3-1）

垂直方向速度 vy: 在弯腰和跳的时候，人体的质心会在垂直方向有较大的移

动，而对于走和跑两种行为，质心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幅度不是很大，因此，这也

可以当作区别这几组动作的一个指标。为了得到质心在垂直方向上的速度，选用

了前几帧运动目标质心的垂直位置作参考。

y 
y(x, y)R f (x, y)

，V  （3-2）(x, y)R f (x, y) y

水平方向速度 vx: 与垂直方向速度类似，水平方向上的速度也可以作为运动

特征，比如弯腰和原地跳时人的水平方向速度基本为零，而走路和跳跃时的水平速

度要明显小于人体跑步时的水平速度。

s  y2 y1
 

t t2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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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y)R f (x, y)

x 
(x, y)R f (x, y)

，Vx （3-3）

X3D.Engine引擎通过适当的脚本编写就能直接获取场景中人和物的相关物

理状态信息，极大方便了本作品的开发和设计工作。

2.Hu矩特征

在当前已有的 7个经典不变矩理论基础上，总结出基不变矩的一般构造规律及

独立性判别方法，补充导出了三个不依赖于经典不变矩的矩表达式，提高了对图像分

类和识别的准确度；0阶矩代表了图像目标区域的质量，1阶矩表示目标区域的质

心，2阶矩为目标区域的旋转半径，3阶矩为目标区域的方位和斜度， 反映了目

标的扭曲程度。为目标区域往往伴随着空间变换，比如平移、旋转、尺度变化，所

以在普通矩的基础上构造出具备不变性的矩组—Hu 矩阵。

Hu不变矩便是利用归一化处理之后的 2阶和 3 阶中心矩构造出下面 7个不

变矩组来表示图像形状特征。该不变矩组共同构成了一组特征量，并且该向量在

图像平移、旋转和发生比例变化时能够保持不变。不变矩已经被证明了具有稳定性

好、匹配效率高等优点。在本作品中目前已得到的目标区域图像的 7个不变矩

作为运动目标的区域特征。

M 1 2002 （3-4）

M  (  )2  4 2 （3-5）
2 20 02 11

M  (  3 )2  (3 )2 （3-6）
3 30 12 21 03

M  (+ )2  (+ )2
4 30 12 21 03 （3-7）

M  ( -3 )( + )[( + )2  3( + )2 ]
5 30 12 30 12 30 12 21 03 （3-8）
(3  )( + )[3( + )2  (+ )2 ]
21 03 21 03 30 12 21 03

M  ( - )[( + )2  ( + )2 ]
6 20 02 30 12 21 03

411 (30+12 )(21+03 )
（3-9）

M  (3 - )( + )[( + )2  3( + )2 ]
7 21 03 30 12 30 12 21 03 （3-10）
(  3 )( + )[3( + )2  (+ )2 ]
30 12 21 03 30 12 21 03

3.PCA-HOG特征

t t2 t1
s  x2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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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方向垂直方图主要描述图像边缘方向的描述子。由跟踪窗口得到了目标

区域图像 f，为了统一计算，将 f的尺寸调整为 64×128，接着转为灰度图像，

本作品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对多维的 HOG特

征进行降维，在保留绝大部分信息的情况下使用较小的维数描述梯度方向特征，

形成所谓的 PCA-HOG特征。

4.多尺度特征的张量

采用 3D相机并且结合 X3D.Engine可以检测到人体的 3D骨骼模型，当行为

者面对相机并且没有障碍物遮挡时可以跟踪到较好的 3D骨骼模型，从而可以取得

较好的行为识别准确率。但是，在视频监控或是家庭监控场景中，摄像机一般放

置在较高的位置，并且有部分遮挡现象，因此仅仅利用 3D相机检测到 3D运动

感知数据以及估计到的 3D节点位置来识别人体行为是不明智的。通过实时视频

采集将连续的人体行为序列图像作为样本，并用 3 阶张量表示，其中单帧行为

图像表示二维空间，图像序列代表第三维时间维度，这样可以保持群体行为序列

的全部有效信息，得到理想的识别结果。

图 3-1 人体行为 3阶张量表示图

人体在不同的光照、姿态变化下会构成一个低维空间的流形，可以利用流形

作为输入描述人的分布。人的行为是一个高维数据中的非线性低维流形，而现实

世界中人的行为是在多个因素（比如光照，视角等）共同作用下。把张量的多维

线性分析和非线性流形分析结合起来，研究一种多维非线性流形子空间分析的新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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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一个人体行为样本在不同视角下的连续动作示意图

传统的行为识别问题中，往往将数据向量化，将连续的行为序列转换成一个

矩阵来处理。但是，由于向量化之后维度过大，容易引起维度诅咒问题。本方法是

利用将连续的行为序列表示成一个高阶张量，模 1、模 2表示图像维度，模 3表

示时间维度即序列维度。例如将一个人体弯行为实现张量化表示。

图 3-3 人体 3阶张量展开成模 3的矩阵示意图

多线性研究为保留样本的空间结构提供了可能性，一个三阶彩色张量用来表

示被跟踪的目标，并可以考虑到环境的影响，把有偏判别分析被扩展到张量空间

中，目的是把目标从背景中分离出来。采用尺度降维，即行为样本可以根据运动的

不同尺度来降维。许多行为识别的相关工作都是基于多尺度特征的，引进多尺度

特征的张量判别分析方法来构建行为模型。引入核函数可以将两类样本映射到高

维空间，从而找到可以划分样本类别的超平面，通过核函数将输入空间在到高维的

特征空间中表示，从而在高维特征空间中构造出最优分类超平面，以解决在原始

空间中线性不可分的问题。

5.3D人体骨骼特征

3D传感器能够追踪站姿和坐姿状态下的人体，在站姿状态下可以追踪到全

身的 20个骨骼节点，在坐姿状态下会自动忽略下半身的骨骼节点。骨骼帧都是

基于深度数据计算的。如图 3-4可见，3D传感器在站姿下的骨骼捕捉基本能够

表现出人体行为的肢体运动细节。采用相对的关节对位置特征表示人体运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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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区分行更强、更直观的特征信息。

图 3-4 3D传感器捕捉下的人体骨骼节点标号以及对应部位示意图

6.改进的 DAG-SVM向量机

本作品研究的多种人体行为识别问题，就需要使用到多分类的支持向量机。

所谓的多分类 SVM，也是由多个两分类 SVM组合而成的，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SVM，该方法所用到的 DAG分布并不唯一，而且分布也

会影响到最终的分类精度，此外，该方法也存在着自上而下的“误差累积”现象。

因此位于最上层分类器的选取至关重要，原则上希望越靠上层的分类器其识别率越

高，即分类器所分离的两个样本差距最明显。即若在某一层上的分类器发生错误，

则该错误将会影响到下层的分类器。本作品中采取让分类效果最为明显的分类器作

为根节点，从而使得最容易分隔开的样本尽早分隔出来，已减少错误分类的可能性，

提高整体分类的性能。

3.2 识别系统软件配置

硬件环境：一台搭载 Windows 7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其中计算机的配置是

intel-i5-8500H、8G 内存、64 位操作系统。软件环境：计算机搭载 Windows 7

操作系统；开发工具为 X3D.Engine 平台，支持 Visual Studio 2013，Open CV

开源库与 FFmpeg 工具。其中 Open CV 开源类库是开放源代码的计算机视觉类

库，该数字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视觉处理平台拥有基于 intel 处理器指令集开发的

优化代码。同时 Open CV 类库有标准化的结构定义功能与矩阵图像计算能力，

类库提供很多的 API 方便调用，并可以直接的应用到很多的关于数字图像处理

的项目中。

而 FFmpeg 是一套可以用来记录、转换数字音频、视频，并能将其转化为流

的开源计算机程序。该程序采用了 LGPL、GPL 许可证。它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功

能。包括视频录制、视频格式转换以及流化音视频的完整解决方案。并且它包含了

先进的音频/视频编解码库 libavcodec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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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3D视频智能 AI行为监控系统

4.1 系统组成

行为识别所用的分类器，整个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可以分为五大模块：运动目

标检测模块、目标跟踪模块、行为特征提取模块、人体行为类别库的训练模块和人

体行为的识别模块。

1.检测模块

系统初始时，需要从智能视频监控序列中识别到运动的目标。运动目标检测 算

法采用第三章介绍的结合优化的多高斯模型和运动阴影消除的目标检测法。在 经过短

暂的背景初始化阶段后，检测模块便能提取出运动前景区域以及目标轮廓。

2.跟踪模块

跟踪模块根据检测模块的结果初始化运动目标的跟踪窗口，作为智能视频监

控系统的感兴趣区域(ROI)，使用卡尔曼滤波器和多特征自适应融合的 MS跟踪

算法对目标进行跟踪。

3.行为特征提取模块

本模块输入为包含运动目标的 ROI，输出为多维特征向量。提取模块提取该

区域的 Hu 矩特征、相关运动特征以及经过， PCA 降维之后的 HOG 特征

(PCA-HOG)，三者共同作为描述当前目标行为的特征向量。

4.训练模块

在系统初始化时，还需要确定所要识别的人体的行为类别。首先要从各类

训练样本中提取本章所用的表征行为的三种特征，得到每一类对应的特征向量，

得到各类样本间的距离，最后根据本章介绍的基于类间距离的优化 DAG SVMs

构造用于目标行为识别的分类器。

5.识别模块

在运动目标的跟踪过程中，每隔 N帧获取一次包含运动目标的区域(ROI)，

将其输入到行为特征提取模块得到能够表征 ROI中目标行为的特征向量，再将

其输入训练好的 DAG SVMs分类器中，最终得到此时目标的行为类别。

五大模块共同构成人体行为识别系统，如图 4-1所示：其中，分类器的训

练工作应在其它模块启动前完成，之后行为库中增加新的行为，需要对分类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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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为
特

征
提
取
模
块

训练模块跟踪模块检测模块

人体张量特征人体张量特征人体张量特征

33DD人体骨髂特征人体骨髂特征人体骨髂特征

PPPPCCAA--HHOOGG特征特征特征

HHuu特征特征特征

运动特征运动特征运动特征

机机机

器器器

学学学

习习习样本样本样本

行行行

为为为

库库库

优化的优化的优化的DDAAGG
SSVVMM分类器分类器分类器

样本运动特样本运动特样本运动特

征提取征提取征提取

跟踪窗口初跟踪窗口初跟踪窗口初

始化始化始化

运动目标轮运动目标轮运动目标轮

廓提取廓提取廓提取

运动目标阴运动目标阴运动目标阴

影消除影消除影消除

运动目标滤运动目标滤运动目标滤

波检测波检测波检测

进行更新。

33DD相机实时数相机实时数相机实时数

识

别

模

块

据采集据采集据采集

运动目标特征运动目标特征运动目标特征 骨髂动画关骨髂动画关骨髂动画关 心跳体温脉博心跳体温脉博心跳体温脉博

提取提取提取 节点标识节点标识节点标识 检测检测检测

利用利用利用DDAAGGSSVVMM
识别目标行为识别目标行为识别目标行为

图 4-2 人体行为识别处理流框图

4.2 实验数据对比

融合异构特征的行为识别算法，在时间、空间、状态、生物信息四个维度上

对环境、物体和人物进行实时观察和理解。对 MSR-Action3D 数据库和

UTD-MHAD数据库对算法进行评价和验证。对常见的行为进行测试如站列、坐

下、弯腰、躺下、摔倒等。本系统在人体骨骼关键点是在骨架中的每个骨骼向量上

平均采样 5 个点。采用 MSR-Action 3D 数据库，主要对此数据库进行实验与分

析，利用融合异构特征算法和系统提供的公共的算法进行实验对比结果如表4-1

所示。

表 4-1 MSR-Action 3D数据库动作分类识别率

方法 识别率

Actionlet Ensemblc 88.20%

Sketleton Embedded body 90.80%

HSTOPC+LEE 94.14%

跟踪窗口窗跟踪窗口窗跟踪窗口窗口口口

RROOII

动态目标实动态目标实动态目标实

时计算分析时计算分析时计算分析

视视视频频频

数数数

据据据

集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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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TOPC+LEE 94.51%

Quaternion 91.88%

本作品的算法 98.71%

本系统的采用的行为识别算法比 Quaternion方法提高了 6.83%，比

HSTOPC+LHW方法中高 4.20%；通过实验分析发现，对于深度数据，减少了深

度数据中的时空区域，并且提取了深度数据中重要的深度骨骼点，从一定程度上可

以影响整个特征向量；从时间角度上，相对已有的算法行为识别时间减少，结果

如表 4-2所示。

表 4-2 MSR-Action3D 在运算时间上的实验结果与传统对比结果

方法 识别时间

Actionlet Ensemblc 71.82ms

HSTOPC+LEE 66.15ms

HSTOPC+LEE 62.41ms

Quaternion 1.34ms

本作品算法 0.71ms

通过开发的 GPU边缘计算技术提取感兴趣的时空区域，即把数据对应的起

始和结束阶段都删除，把动作集中的时空区域提取出来。对于深度数据，其可以

准确地模拟人体的轮廓信息，可以通过周围的一些接触的信息提取特征，但是也

存在不利的影响因素，比如人的体型不同，还有部分信息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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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3D图像空间分离 增加数据集的维度

数据预处理

融合异构特征的行为识别算法

DAG SVM向量机

分类模型

3D行为样本集比较和分析

提升

结束 提升识别精度

图 4-2 行为识别流程图

本系统引进 DAG-SVM融合异构特征的行为识别方法，其流程图如图 4-2

所示。用骨骼数据来选择深度图中感兴趣的区域，减少了运算时间，同时也获得每

个点周围的深度信息所表达的特征；同时采用骨骼数据来表示骨骼之间的位置关

系，减少了特征向量的维度。

利用 AI 机器学习算法框架，2020 年 3 月开发出“3D 视频智能 AI 行为监

控系统”，团队经过持续两年的努力，2019年 9月至今，我们已自建 51个动作

类行为库，近一万多个短视频数据用于机器学习。目前已实现“行为监控”的主

动预警技术。在老师和相关专家的指导下，经过多次迭代，识别率接近 99%，

具备了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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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应用场景

本作品可以实现公共安全从被动式查看变为主动式防御，其中包括群体行为

实时观察、舆情分析、危险信号发现，人群积聚区域人员计数，人员身份识别和比

对，当系统发现行为后：比如暴乱，暴力等，系统可以联动防御设备进行反击和防

御。也可以应用在在监狱、看守所、银行等地方，对监控区域人员进行行为监控，

防止抢劫、自杀、越狱等行为以及危险指数预测。还可以应用在工厂工人劳动过程

的行为识别、优化及控制。本作品目前已在养老院、银行进行了产品试用。产品

常见行为识别也在江苏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进行了功能实验检测，识

别率达到 98.7 。

5.1 相关场景测试

本系统采用 3D视频智能 AI学习法，在 X3D.Engine引擎的驱动下，实现了

公共安全从被动式查看变为主动式防御，其中包括群体行为实时观察、舆情分析、危

险信号发现。当监控场景下，摄像机拍摄到有人求救、或者有人打架、或者有人摔

倒、或者有人非法闯入、或者有人爬越围墙或窗户、有人意欲聚众闹事等行为，监

控系统能立即分析这些异常动作行为，立即预警给监控中心，自动调集出该区域的

视频画面，让值班人员及时通过视频发现这些问题，及时处理。2020年 12月前完

成了主要场景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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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3D视频智能 AI行为监控研发调试场景

打架行为动作：当场景下有人打架，被摄像机捕捉到的情况下，会立即在监

控中心的预警屏幕上显示该画面，如果属于朋友之间的打闹，随着打架动作的停

止，屏幕上的画面也会消失。而如果是恶性事件的打架，整个打架过程会一直显示

在监控中心的预警屏幕上，那么，值班人员自然可以判断出是真打架还是假打

架，可以做出相应的预防措施。

图 5-2 打架行为测试

摔倒行为动作：当场景下拍摄到有人不小心摔倒在地上，这个摔倒的现场视频

会一直显示在监控中心的预警屏幕上，如果是小朋友的不小心摔倒、或者大人的不小

心摔倒，问题不大，当他们起身后，预警画面会立即消失。而当老人摔倒、或者有人突

然身体不舒服摔倒在地上了，或者有人喝醉了酒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那么，监控中心

看到现场视频，根据情况的严重性，提供相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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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摔倒行为测试

攀爬行为动作：当围墙的监控系统拍摄到有人攀爬围墙、当公共区域的监控拍

摄到有小孩攀爬楼梯护手或者电梯护手、当建筑外墙隐蔽通道监控拍摄到有人攀爬水

管、当户外电力或电信基站拍摄到有人攀爬高塔等情况，监控中心的预警屏幕能立即

弹出攀爬现场的视频，监控中心根据不同的情况及时做出应对措施， 可以预防各种

盗窃事件、意外伤害事件等情况。

图 5-4 越界攀爬行为测试

久坐久躺测试：从老年人从实际场景出发，对老年人在居住环境、身体状态、日

常行为等方面的全方位进行测试。针对老年人的久坐、久躺、摔倒等异常行为在

苏州某养老院进行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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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苏州养老院现场测试

地铁站入侵越界现场测试：对公共安全领域下的越界行为进行了测试。选择

苏州地铁某号线进行了测试。

图 5-6 地铁站入侵越界现场测试

自定义动作，才是我们 AI 智能行为监控系统的核心竞争优势，由于我们是

一套 AI 架构的系统，我们的系统可以学习各种行为动作，可以根据不同的行业， 不

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动作需求，让系统学习后达到可识别的目的。

可学习的动作只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就可以学习成功并识别出来。

第一个条件：这个动作能被摄像机拍摄到，也就是说注意场景的摄像机安装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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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条件：这个动作不是隐蔽的，至少，我们人眼可以看出来这个动作是异

于常规的，设备才可以分析出来，系统才能识别出来。

5.2 应用优势

1.主动防御、提前预警

众所周知，传统的监控系统，如果没有监控中心专人值班，基本上等于摆设， 只

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和事后视频取证的作用。而如果有专人值班的情况，往往

又是项目比较大，监控画面比较多，必须设专门的监控中心，那么，值班人员面

对几十上百个甚至几百个监控画面，他们也想看完所有的监控画面，但是有心无

力，根本不可能关注到所有画面，等于还是起不到值班的作用。

智能 AI 行为监控系统，它是通过系统检测所有前端画面，把业主需要管理的

各种异常动作行为先设置好，然后，一旦被监控系统拍摄到这些异常情况，系 统会立

即把事发现场的视频调到预警屏幕上，这也是为什么可以不用高清解码器、综合平台、

网络键盘、流媒体服务器这些设备的原因，又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2.无人值守

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的预警方式有两种，第一种预警方式为监控中心预警

屏幕自动弹出事发现场的视频，让值班人员及时发现问题，也就是说，平时只需

要关注预警屏幕即可达到实时监控的目的。第二种预警方式为手机 APP预警，

系统会把发生异常情况的现场视频截图发送到手机预警 APP上，让管理者或者

让无人值班的监控场景也能立即发现问题，提前预警。

如果没人值班，它的优势相当明显，它可以做到无人值守。而如果有人值班， 它

也给监控中心的值班人员降低了工作难度，只需要面对一个预警屏幕即可完成值

班监控的目的。

3.兼容旧系统改造

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它是一套全数字架构的视频监控系统，它和传统的

数字高清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并无区别，因此，如果是旧系统改造，只要旧系统使

用的是数字高清的监控系统，无论是什么品牌，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全部兼容的，

即使协议不能兼容，以现在的技术，也可以对接好协议解决兼容的问题。

4.降低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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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它安装在前端的每一个监控点，都相当于我们人的

眼睛，它会不折不扣的把它所看到的情况，及时的汇报给监控中心或者管理者。

如果增加监控点位的布局，无死角监控的话，理论上来讲，巡逻的保安可以大幅度

减少，从而达到降低人工的目的。

监控中心的值班保安，由于不用再面对上百个或者几百个监控画面而发愁了，

工作强度降低了，智能 AI 行为监控系统还可以和消防系统联动，也就是说，一个

监控和消防在一起的监控中心，完全不用考虑替换代班人员，也可以适当减少 值班人

员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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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作品说明

6.1 作品构成

在 3D视频 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的设备架构中，它的组成主要分为三个部

分：前端行为 3D采集摄像机、GPU处理器、行为预警管理服务器。

图 6-1 产品原型

1.前端行为采集摄像机。智能 AI行为采集摄像机，由 TOF深度传感器、1080P

彩色图像传感器、720P彩色图像传感器组成，工业气体快速检测仪中硬件采用

对称强大的低功耗 GPU并行处理器(TOF+双目）强大的图像并行分析能力，使

得产品更准确、更可靠。它负责采集前端各个区域的视频画面，勾勒出人的骨架， 给

到后台进行分析。

图 6-2 前端 3D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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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PU处理器。本作品实现多目标处理，一般性能 GPU可同时处理 200个

以下目标，性能越高，处理的目标越多。用户可根据监控场地的目标数进行不同

GPU性能的配置。

图 6-3 GPU处理器

3.行为预警边缘服务器。智能 AI行为边缘服务器，它是智能 AI行为监控系

统的核心，也是承载智能 AI行为分析后台的硬件服务器。通俗来讲，如果没有

该设备，它只是一套普通的数字高清监控系统，而有了该设备，它就可以分析前端

行为采集摄像机拍摄的异常动作，可以预警给监控中心。

图 6-4 边缘服务器多目标处理

智能 AI行为监控系统，它是以网络数字高清监控系统为基础，搭建的一套

智能行为分析的平台，关联服务器和 IPC，因此，它的组网和传统的数字网络高

清监控系统相同。

6.2 创意价值

如银行、监狱、诊疗室、老人宿舍、食堂、健身房、库房、棋牌室、聊天室、阅

览室、多功能厅等，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安全性。社区在丰富人生活的同时， 也给

人带来潜在的管理风险。因为涉及场地大，人员通过传统视频监控需要每天

24 小时全程盯住不间断，或事后查看，无法顾及到每个角落的每位人，所以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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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采取一种有效的方式来照顾这些人，让他们能安全地、舒服的生活，避免出

现人摔倒、撞墙、异常健康等没有及时发现，延误人最佳治疗时间，避免人员走

失、受虐等事件的发生。

6.3 可行性分析

3D行为识别能够完成对人的包括头、四肢驱赶等姿态信息进行识别。高精

度轨迹追踪，精确到厘米级别，能够快速定位。利用深度传感器针对人体肢体、

脸部等裸露皮肤进行专门算法优化，利用红外摄像技术进行非接触心跳检测，对

人心跳周升骤降进行判断，并反馈给统一管理。能够对人异常心跳进行报警。

6.4 预期成果

该作品可以投入生产并广泛应用于家庭、养老院、学校、公共场所等公共安

全领域的监控，从而大大减少避免出现人摔倒、撞墙、异常健康等没有及时发现， 延

误人最佳治疗时间，避免人员走失、受虐等事件的发生。

6.5 缺陷与不足

相对于单个家庭可能监控成本相对比较高，如果持续进行研究利用该技术实

现安全健康监测的智能机器人，并进一步降低设备成本，达到该技术走进千家万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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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作品是在我尊敬的两位老师关怀和悉心教导下完成的，在此首先向敬爱的

指导老师表达我由衷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从 2019 年 9 月加入机电技术学院电子

科技创新团队，两位老师就在我的日常生活和学业上给予了莫大的帮助。2019年 6

月在学长申报的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训练的研究基础上，利用已取得的成果，

2019 年 9 月我们确定 3D 视频智能 AI 行为监控系统选题后，并邀请了不同专业的

同学参加，一年多后作品取得了一些进展，本人也成长为团队的组长。两位老师对

该作品理论指导、实验设计、设备调试、代码测试等方面给予了细心指点， 为本作

品的顺利完成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两位老师严谨的治学之道，渊博的专业知识，坚持

投身实验前线的作风，将是我终生受益。

经过持续 20个月的努力，团队以本人作为第一人申报 8 个软件著作权（已

受理）、团队成员申请了 1 个实用新型专利（已受理）。在课题的研究期间，我也

得到了科技团队凌静伟、沈婕、王克函、刘江山、李熙文、徐靖哲同学的全力配

合。感谢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塘支行）、苏州福星养老院的相关领导和同

志，愿意试用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产品的不断优化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感谢江苏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两位工程师在产品检测过程

中，对产品提出的宝贵的建议。

由于我们能力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评委老师多多指正。希望得到老

师的认可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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