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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的实时自动人体高度测量
董秋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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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怎样从视频出发准确实时地测量场景中运动人体的高度? 针对此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自动实时的人体高度测量方
法. 该方法首先在视频序列中的每帧图像上提取一种新的头部特征点以及一种新的脚部特征点, 然后根据这些特征点建立约
束方程求出近似的人体高度, 并同时在视频序列中跟踪双脚. 最后基于获得的双脚跟踪结果, 引入一条关于特征点所对应空间
点的几何约束以进一步优化测量结果. 与过去的许多测量方法相比, 本文方法有效地利用了视频序列中包含的运动信息, 有较
强的鲁棒性和较高的测量精度, 既能有效地处理透视镜头下的视频又能处理鱼眼镜头下的视频, 而且计算量很低, 可以实现实
时测量. 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和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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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based Real-time Automatic Measurement for the Height of Human Body
DONG Qiu-Lei1

WU Yi-Hong1

HU Zhan-Yi1

Abstract How to measure the height of a moving human from a video sequence? To solve this problem, a real-time
automatic method is proposed. Firstly, a new kind of head feature point and a new kind of feet feature point are extracted
in each frame of the input video sequence. Then, these extracted feature points are used to construct several constraint
equations to compute the approximate human height, meanwhile the feet are tracked in the video sequence. Finally,
based on the tracking results, the measurement result is refined with an introduced geometry constraint on the spatial
poi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extracted feature points. Compared with many previous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proposed
method is more accurate and robust because the motion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sequence is utilized effectively, and it
can handle the video sequences obtained from both a perspective camera and a fish-eye camera. Moreover, it is a real-time
measurement method which has lower computational cost. Experiments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real-time
capa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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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的人体姿态估计是指由摄像机获取的
人体运动图像序列来确定人在三维空间中的姿态,
它是视频分析的一项基本任务. 其中, 人体高度测量
是实现人体姿态估计的一项重要技术, 它在智能普
适游戏、虚拟现实、视频监控等方面都有着广阔的
应用前景.
常用的物体高度测量方法是立体视觉方法[1−3] ,
即通过两幅或多幅图像先对场景进行三维重建, 然
后再对场景中的物体进行测量. 这种方法面临的最
大问题是配准问题, 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得
到彻底解决. 此外, 如果利用这种方法计算视频序列
每帧图像中的人体高度, 将不得不同时使用多台摄
像机, 这大大增加了硬件成本. 为了回避图像间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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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问题, 一些学者提出了基于单幅图像进行场景测
量的方法[4−8] , 并且在建筑物测量、交通事故现场测
量、刑事犯罪现场测量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应用. 如
文献 [7] 提出一种基于平面单应矩阵的单幅图像测
量方法, 这种方法通过确定参考平面与其垂面的交
线, 进而实现对其垂面上两点间距离的测量. 然而在
一般场合中, 垂面与参考平面的交线是很难确定的.
这类基于单幅图像的测量方法共同的局限性在于只
对外形规则的刚体 (如桌子、柜子等) 有较高的测量
精度, 而很难准确地测定人或其他非刚体的高度.
通常情况下, 人的高度指的是空间中人的头部
顶点距地面的高度. 在人的实际运动过程中, 人的高
度以及人在空间中的姿态都是随运动状态的变化而
变化的, 且这种变化是非刚性的, 比如人在蹲下的过
程中高度不断地降低, 因此实时地确定人在三维空
间中的高度对于实时地估计人的姿态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困难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 过去的各种
方法很难实时准确地计算出视频序列中人体的实际
高度.
本质上, 计算空间中人的头部顶点距地面的高
度, 就是计算空间中过头部顶点且垂直于地面的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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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长度. 这意味着一旦我们获得了这条垂线段两
个端点的图像点, 即头部顶点的图像点以及这条垂
线段在地面上垂足的图像点, 那么根据地面的单应
矩阵和摄像机的投影矩阵就可确定人的高度. 下文
均称这条垂线段在地面上垂足的图像点为垂足图像
点. 一般来说, 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可以相对容易地获
取人头部顶点的图像点, 然而由于缺少必要的几何
约束, 垂足图像点却很难直接通过图像处理的方法
获得, 因此解决人高度测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找
到合适的几何约束来确定垂足图像点.
基于此, 本文提出了一种可以实时有效地确定
垂足图像点, 进而计算出每帧视频中人体高度的方
法. 该方法在已知地平面的单应矩阵基础上, 首先对
视频中的背景以及双脚分别进行建模, 在视频序列
中的每帧输入图像上检测运动前景区域和双脚区域,
进而通过图像处理方法提取一种新的头部顶点图像
特征点和一种新的脚部特征点; 然后根据获取的特
征点和垂直消影点建立约束方程, 进而求出近似的
人体高度, 并同时在视频序列中跟踪双脚; 最后根据
获得的双脚跟踪结果引入一条关于这些特征点所对
应空间点的几何约束来构造目标函数, 进一步优化
测量结果. 本文的优势如下:
1) 本文方法综合利用了每帧图像前景的梯度信
息和视频序列中前景的运动信息, 可以从图像序列
中动态地提取有效的特征点和几何约束. 对于每帧
输入图像, 无论其对应着人运动时的何种姿态, 该方
法都可以准确地确定人头部顶点的图像点和垂足图
像点, 进而计算出空间中人的高度以及在地面上的
位置.
2) 本文方法可以实现实时测量, 并具有较强的
鲁棒性. 该方法不需要苛刻的前景检测以及双脚检
测结果, 对于分辨率低的视频图像序列甚至鱼眼镜
头下的图像序列都可获得较准确的测量结果.
本文结构如下: 第 1 节介绍本文需要的预备知
识; 第 2 节提出基于视频的运动人体高度自动实时
测量方法; 第 3 节是实验结果及结果分析; 最后是对
全文的一个小结.

1 预备知识
本文中, 一个二维图像点表示为 m = [u, v]T ,
它对应的齐次坐标形式为 m̃ = [u, v, 1]T ; 一个三维
空间点表示为 P = [X, Y, Z]T , 它对应的齐次坐标
形式为 P̃ = [X, Y, Z, 1]T . 定义地平面为世界坐标
系中的 Xw – Yw 平面, 则地平面上空间点的齐次坐
标可以表示为 P̃ p = [X, Y, 0, 1]T . 摄像机坐标系、
图像坐标系和世界坐标系的具体定义见图 1.

1.1 摄像机标定
在传统透视摄像机模型下, 任一空间点 P 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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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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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坐标系、图像坐标系和世界坐标系
Camera coordinate frame, image coordinate
frame, and world coordinate frame

的图像点 m 存在如下关系

λm̃ = K[R T ]P̃

(1)

其中, λ 为非零尺度因子, K 为摄像机内参数矩阵,
R、T 是摄像机的外参数. 将 K[R T ] 记为 P ro,
称为摄像机的投影矩阵.
根据射影几何原理, 空间一平面与其像平面之
间存在着一一对应, 可用一个称为单应矩阵的 3 × 3
矩阵来描述这种变换. 在本文所建立的世界坐标系
下, 地平面与像平面之间的变换为




X


X
 Y 



λm̃p = K[R T ] 
 0  = K[rr 1 r 2 T ]  Y 


1
1
(2)
r
r
其中, 1 和 2 为旋转矩阵 R 的第一列和第二列. 将
K[rr 1 r 2 T ] 记为 Hg , 即地平面与像平面之间的
单应矩阵.
文献 [7] 证明, 如果摄像机的像素比例因子 α =
1 并且主点已知, 那么通过一平面与其图像间的单
应性矩阵可以实现对摄像机的标定. 此时的摄像机
内参数矩阵表示为


f s 0


(3)
K= 0 f 0 

0 0

1

其中, f 为有效焦距, s 为倾斜因子.
用文献 [1] 中的方法估计地平面与像平面之间
的单应矩阵. 之后, 摄像机的投影矩阵、内外参数都
可以从单应矩阵得到, 本文使用文献 [7] 中的方法基
于单应矩阵对这些参数进行了标定.
此外, 我们也将本文提出的测量方法应用到鱼
眼镜头下的视频序列, 使用了文献 [9] 中的标定方
法.

2期

董秋雷等: 基于视频的实时自动人体高度测量

1.2 垂直消影点
空间中直线上的无穷远点在像平面上的投影点
称为该直线的消影点 (Vanishing point)[1] . 本文中,
将空间中垂直于地平面的直线的消影点称为垂直消
影点. 如第 1.1 节所述, 当单应矩阵 Hg 已知时, K,
R 均可求出. 此时, 垂直消影点 m v 可由下式求出

λm̃ v = K(rr 1 × r 2 )

(4)

2 基于视频的运动人体高度测量
本文方法综合利用了每帧图像前景的梯度信息
和视频序列中前景的运动信息, 并引入合理的几何
约束, 实现了视频图像中运动人体高度的实时测量.
下文针对透视摄像机模型阐述本文所提出的测量方
法. 而对于鱼眼镜头下的视频序列, 当将从中提取的
前景轮廓点和脚部区域进行校正以后, 该方法仍可
适用.
在测量之前, 我们首先利用文献 [1] 中的方法计
算地平面与图像平面之间的单应矩阵 Hg , 之后由文
献 [7] 中的方法基于单应矩阵 Hg 计算出摄像机投
影矩阵 P ro 和垂直消影点 m v .
本文测量方法的主要步骤有:
步骤 1. 特征点提取. 对每帧输入图像分别检
测运动前景区域以及人的双脚区域, 进而提取一种
新的头部顶点图像特征点和一种新的脚部图像特征
点.
步骤 2. 基于单帧图像的人体高度测量. 利用
头部顶点的图像特征点、垂直消影点、垂足图像点
和两脚特征点之间的几何关系, 建立相应的关于垂
足图像点和三维空间中头部顶点的约束方程, 确定
垂足图像点和三维空间中头部顶点, 计算人的近似
高度.
步骤 3. 基于视频跟踪的优化. 基于步骤 1 中
检测到的双脚区域, 实时跟踪双脚, 并利用跟踪结果
构建空间几何约束进而定义目标函数, 以步骤 2 中

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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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结果作为初值, 通过优化此目标函数计算出
更为准确的人体高度. 本方法流程图如本页下方图 2
所示. 以下各小节将分别介绍上述关键步骤.

2.1 特征点提取
本节, 我们将从视频序列的每帧图像中提取一
种新的头部顶点图像特征点以及一种新的脚部图像
特征点.
首先, 提取头部顶点的图像特征点. 利用自适
应的混合高斯模型[10] 对背景进行颜色建模, 进而提
取出粗略的前景区域, 也就是人的区域. 这里, 并不
需要十分精确的前景检测结果, 只要能把前景区域
大致检测出来即可, 如图 3 (见下页) 所示. 计算垂
直消影点 m v 与前景轮廓上所有点的距离, 如果 m v
在图像坐标系 (见图 1) 下的 v 方向分量为正值, 则
对应距离值最大的点被选作头部顶点的图像特征点;
反之, 则对应距离值最小的点被选作头部顶点的图
像特征点. 图 3 (e) 显示了按照上述方法提取的头部
顶点图像特征点, 记为 m h . 为便于下文叙述, 此处
假定 m v 在图像坐标系下的 v 方向分量为正值.
其次, 提取脚部特征点. 利用混合高斯模型对
双脚进行颜色建模 (实际上就是对两双鞋进行建模),
进而提取双脚区域. 同样, 在这里也不需要十分精确
的双脚检测结果. 然后, 对前景区域按照脚区域与非
脚区域进行二值化, 如图 3 (c), 令脚的区域为黑色,
其他的前景区域以及背景区域为白色. 以 mh 点为
原点, m h 点到垂直消影点 m v 的向量方向 em hm v 为
纵轴方向建立临时的平面坐标系, 在此坐标系下求
脚部区域边缘的灰度梯度. 由于人在运动中两脚在
图像中的投影很可能有重叠, 因此之后的处理分为
两种情况:
1) 如果两脚在图像上的投影不重叠, 也就是说
检测到两块不连通的区域, 那么可以检测到两段边
缘曲线, 将这两段曲线上灰度梯度方向与 em hm v 方
向夹角大于 90◦ 的边缘点集合分别记为 Tf 1 和 Tf 2
(如图 3 (d)), 然后提取每个集合中纵坐标最大的点,

测量方法流程图

The flowchart of the proposed method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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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始输入视频图像

(b) 前景区域

(c) 双脚区域

(a) An original input video frame

(b) The detected foreground

(c) The detected feet regions

(d) 提取的点集 (Tf 1 和 Tf 2 )

(e) 检测到的特征点 (灰色圆点)

(f) 基于单帧图像的测量结果

(d) The extracted point sets

(e) The detected feature points

(f) The measurement result based

(Tf 1 and Tf 2 )

(gray points)

on a single frame

图3

本文算法每个步骤的输出结果

Fig. 3

The output at each step

分别记为 m f 1 和 m f 2 (如图 3 (e));
2) 如果两脚在图像上的投影有重叠, 也就是
说只能在图像上检测到一块连通的区域, 那么可以
检测到一段边缘曲线, 将此曲线上灰度梯度方向与
em hm v 方向夹角大于 90◦ 的边缘点集合记为 Tf , 然
后从集合中提取横坐标最小的点和横坐标最大的点,
分别记为 m f 1 和 m f 2 .
因此无论出现哪种情况, 均可以从脚的区域得
到两个图像特征点 m f 1 和 m f 2 .
这里, 需要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解释.
1) 为什么通过计算垂直消影点 m v 与前景轮廓
上所有点的距离来确定头部顶点的图像特征点, 而
不是直接提取图像上前景区域的最高点作为头部顶
点的图像特征点?
因为摄像机坐标系的 X 轴并不一定与地平面
平行, 因此图像上前景区域的最高点未必是人头部
顶点的图像点. 而通常情况下头部顶点在空间中是
人身体的最高点, 因此头部顶点的图像点与垂直消
影点的距离通常是垂直消影点 m v 与前景轮廓上所
有点的距离的极值.
2) 从脚部区域得到的两个特征点 m f 1 和 m f 2
的作用是什么? 也就是说为什么提取特征点 m f 1 和
mf 2?
通过本文大量实验的验证可以发现, 在视频序
列的每帧图像上, 当脚不离地面过高的时候, 这两个
脚部图像特征点和垂足图像点近似地共线. 这个结

论提供了一个关于垂足图像点的几何约束, 有助于
确定垂足图像点以及测量人的高度.

2.2 基于单帧图像的人体高度测量
基于上一小节提取的两个脚部图像特征点 m f 1
和 m f 2 , 在像平面上可以确定一个直线方程 Lf

a1 x + b1 y + c1 = 0

(5)

其中 a1 、b1 、c1 均为常数. 又由垂直消影点 m v 和
头部顶点的图像特征点 m h , 在像平面上可以确定另
外一个直线方程 Lv

a2 x + b2 y + c2 = 0

(6)

其中 a2 、b2 、c2 均为常数.
根据第 1.2 节垂直消影点的定义可知, 在像平
面上垂直消影点 m v 、头部顶点的图像点 m h 以及垂
足图像点共线, 记垂足图像点为 mp . 又根据第 2.1
节的分析, 两个脚部图像特征点 m f 1 和 m f 2 以及垂
足图像点 mp 近似地共线. 因此联立求解式 (5) 和
(6), 即可求得近似的垂足图像点 mp 的坐标. 通常
mp 不在无穷远处, 所以我们考虑式 (5) 和 (6) 是非
齐次形式.
假定三维空间中人头部顶点 P h 的齐次坐标为
P̃ h = [Xh , Yh , Zh , 1]T . 由第 1 节中世界坐标系的定
义知: 地平面为世界坐标系的 Xw − Yw 平面, 因此
在三维空间中人头部顶点 P h 在地平面上的投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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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的三维齐次坐标为 P̃p = [Xh , Yh , 0, 1]T . 根据式
(2), 有


Xh


λm̃p = Hg  Yh 
(7)
1
将由式 (5) 和 (6) 解得的垂足图像点 mp 的坐标代
入式 (7), 便可求得 Xh 、Yh , 也即确定了垂足空间点
Pp 的空间坐标.
又由文献 [7] 可知, 在已知 Hg 的情况下, 可确
定投影矩阵 P ro. 投影矩阵可提供关于人头顶点的
两个约束方程

λm̃ h = P ro P̃ h

(8)

将式 (7) 中求得的 Xh 和 Yh 代入式 (8), 即可得最
小二乘意义下的人头部顶点 Z 轴坐标 Zh , 也就是人
的高度 (如图 3 (f)).
此处, 有两点需要注意: 1) 通过本小节的计算,
我们获得了人头部顶点的三维坐标. 也就是说, 基于
单帧图像的人体高度测量算法不仅可以计算出人的
高度值, 同时还可以确定人头部顶点在地平面投影
点的坐标 (即人头部顶点的横、纵坐标), 那么该投影
坐标可以被认为是人在地平面上大致的位置. 2) 事
实上, 垂足图像点与双脚的图像特征点并不是必然
共线的. 如第 2.1 节所述, 当两脚不离地面过高时,
这两个图像特征点以及垂足图像点近似地共线. 脚
离地面越高, 则误差将越大. 因此, 对于那些对应着
人脚处于抬起状态的视频帧来说, 用本节方法对这
些帧图像进行的高度测量就会出现误差.
下面我们将综合利用视频前后帧图像提供的运
动信息, 对测量的高度进行优化, 尽量减小由于抬脚
引起的测量误差.

2.3 基于视频跟踪的优化
如第 2.2 节分析, 当脚离开地面时两个脚部特
征点和垂足图像点不能保证必然共线, 这种情况会
引起测量误差. 而通常情况下, 人在运动过程中两只
脚一般是交替运动的, 如行走和跑, 或者两只脚都不
动只是肢体其他部位运动, 如蹲下和站起, 很少出现
两只脚同时移动的情况 (双腿蹦跳为特例, 本文算法
不适用于此例). 因此处于运动状态的脚是造成测量
误差的主要原因, 尤其当处于运动状态的脚抬起较
高时, 误差会比较大. 为了提高测量精度, 需要判断
图像上的哪只脚处于运动状态、哪只脚处于静止状
态, 从而通过优化尽量降低处于运动状态的脚对测
量结果的影响. 由于我们研究的是视频序列, 所以可
以充分利用视频中前后帧的运动信息来解决此问题.
这里, 我们首先使用文献 [11] 中提出的改进的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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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算法跟踪两只脚, 得到两只脚在相邻帧之间的
对应关系. 然后基于得到的双脚跟踪结果, 判断哪只
脚处于运动状态或者双脚都没有运动. 具体的判断
法则如下:
假定一只脚在当前帧对应的区域点集为 Tf1c , 在
前一帧对应的区域点集为 Tf1p ; 另一只脚在当前帧
对应的区域点集为 Tf2c , 在前一帧对应的区域点集为
Tf2p . 构造如下度量函数

F (i) =

Tfi c ∩ Tfi p
,
max{Tfi c , Tfi p }

i = 1, 2

(9)

令 i0 = arg mini=1,2 F (i), 如果 i0 小于一个预设的
阈值 δ, 说明第 i0 脚在前后两帧的位置变化比较大,
则认为此时第 i0 脚处于运动状态, 另一只脚在地面
上保持不动; 反之如果 i0 大于等于 δ, 说明两脚都在
地面上没有明显的运动.
对于任一输入视频帧, 首先使用度量函数 (9) 判
断是否有某只脚处于运动状态. 如果判断结果为确
实是有某只脚处于运动状态, 则需要对第 2.2 节得
到的测量值进行优化. 此处, 为便于下文叙述, 假定
在相邻两帧中处于静止状态的脚在当前帧对应的图
像特征点为 m̃ cf 2 , 在前一帧对应的特征点为 m̃ pf 2 , 虽
然这两个点为相邻两帧图像间处于静止状态的脚所
对应的图像特征点, 不过有时这两个点的位置也会
存在些许的不同. 通过式 (2) 便可求得这两个图像点
对应的空间点的齐次坐标 P̃ cf 2 和 P̃ pf 2 ; 又假定头部
顶点在当前帧的齐次坐标为 P̃ ch = [Xhc , Yhc , Zhc , 1]T ,
在前一帧的齐次坐标为 P̃ ph , 头部顶点的图像点在当
前帧的齐次坐标为 m̃ ch . 为了构造有效的目标函数,
我们还需引入下面的假设.
假设 1. 对于图像序列中一只脚处于运动状态
而另一只脚处于静止状态的视频帧，处于静止状态
的脚部特征点所对应的空间点和头部顶点之间的空
间距离在前后两帧间保持不变.
由于相邻两帧的时间间隔很短, 且处于静止状
态的脚部特征点的位置在前后帧基本不改变, 因此
这个假设是合理的.
基于上述假设、投影矩阵 P ro 以及第 2.2 节提
到的直线方程 Lv , 可构造如下目标函数

min(kP roP̃ ch −m̃ ch k2 +k[a2 ,b2 ,c2 ]Hg [Xhc , Yhc , 1]T k2+
P̃ ch

(kP̃ ch − P̃ cf 2 k − kP̃ ph − P̃ pf 2 k)2 )

(10)

目标函数 (10) 中并没有再次使用处于运动状态
脚的图像特征点,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由处于
运动状态脚产生的测量误差. 以第 2.2 节得到的头
部顶点三维坐标为初始值, 通过优化目标函数 (10)
便可以获取更为精确的头部顶点三维坐标, 从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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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高测量精度.

3 实验
我们用两类实验数据测试了本文提出的人体高
度测量方法. 一类数据为透视镜头摄制的视频序列,
如图 4; 另一类为鱼眼镜头摄制的视频序列, 如图 5.
两组实验的实验场景均为办公室场景, 人在办公室
内随意行走, 步幅随意变化, 偶尔停住、蹲下再站起.
视频序列的采样频率为每秒 6 帧. 本文所有实验都
是在 CPU 为 Intel 双核 1.86 G 的计算机上实现的,
所用程序是用 Matlab 语言编写的.

3.1 透视镜头下的视频实验
所用视频序列的总帧数为 1 548 帧, 每帧图像的
分辨率为 320 × 240, 如图 4 所示. 视频中人穿鞋的
直立高度为 180.5 cm, 完全蹲下的高度为 104.0 cm.
文中方法基于视频序列中每帧图像均进行了人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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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高度测量, 对所有图像进行处理的平均执行时间
为每帧 0.15 s, 因此可以实现实时的测量. 图 4 给出
了 6 帧图像经过第 2.2 节基于单帧图像测量的测量
结果, 这 6 帧图像分别对应着人在直立、蹲下、行走
时的状态, 其中在图 4 第二行的第二个子图中人的
双脚在图像上的投影是有重叠的. 从图 4 可以看出,
基于单帧图像的测量结果是比较准确的, 这也证明
了第 2.2 节中 “当两脚不离地面过高的时候, 这两个
脚部图像特征点和垂足投影点近似地共线” 这一结
论是合理的.
人在前 140 帧的实际运动情况为: 从 13 帧到
38 帧蹲下再站起, 从 105 帧到 138 帧先稍微蹲下再
稍微站起再完全蹲下再站起, 在其他视频帧中人处
于步幅随意变化的行走状态. 图 6 给出了通过本文
方法得到的前 140 帧的优化测量结果, 其中虚线表
示人直立时高度的基准线, 点线表示人完全蹲下时
高度的基准线, 曲线上的点对应着每帧图像上人体高

图 4 透视镜头下视频序列的实验结果 (灰色圆点为特征点)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the video sequence obtained from a perspective camera lens
(The gray points are the extracted feature points.)

图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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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眼镜头下视频序列的实验结果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the video sequence obtained from a fish-eye camera lens

2期

图6
Fig. 6

董秋雷等: 基于视频的实时自动人体高度测量

前 140 帧的测量结果 (虚线表示人直立时高度的基准
线, 点线表示人完全蹲下时高度的基准线)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the first 140 frames (The

dashed line is the baseline representing the stand-up
height, and the dotted line is the baseline representing the
squat height.)

度的测量值.
对照人的实际运动情况和图 6 可以看出, 本文
方法具有很高的测量精度, 计算得到的高度值可以
很好地刻画人运动中的高度变化, 如在蹲下再站起
时的高度变化以及行走时因步幅变化引起的高度变
化.
表 1 的第二行分别列出了从透视镜头下对应人
直立状态以及完全蹲下状态的视频帧中计算的高度
平均值和方差. 从中可以看出本文的算法在透视镜
头下还是具有很高测量精度的.
综合图 4、图 6 以及表 1 可以看出, 本文提出的
基于单帧图像的测量算法一般可以比较准确地测量
出人在当前帧时刻的高度, 通过优化可以使测量精
度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3.2 鱼眼镜头下的视频实验
在鱼眼镜头下的视频中, 每帧图像的分辨率为
640 × 480. 人穿鞋的直立高度为 181.0 cm, 完全蹲
下的高度为 104.5 cm (由于所穿的鞋子不同, 此实验
中高度值与上一个实验高度值略有不同).
表1
Table 1

由于鱼眼镜头图像存在较大的畸变, 因此在使
用本文方法进行测量时, 在第 2.1 节需要增加一个
校正环节, 即用文献 [9] 中的方法将前景轮廓点和脚
部区域校正到透视摄像机的模型下, 然后再按照第
2.1 节方法提取出头部特征点和脚部特征点, 进而根
据第 2.2 节和第 2.3 节方法求出人的高度. 图 5 给出
了 3 帧鱼眼镜头下图像的测量结果. 表 1 的第三行
分别列出了从鱼眼镜头下对应人直立状态以及完全
蹲下状态的视频帧中计算的高度平均值和方差. 从
以上图表可以看出本文的算法在鱼眼镜头下依然具
有很高的测量精度.
需要指出的是, 综合本文方法在两类数据上的
执行结果可以看出, 无论图像是否存在畸变、无论
脚部检测结果是否非常精确, 本文提出的脚部特征
点以及关于特征点的几何约束都是行之有效的, 其
原因主要在于脚部区域的面积比较小, 从而按照本
文提出的脚部特征点检测方法提取的脚部边缘点集
(如图 3 (d)) 也较短, 因此即便是图像存在畸变或是
检测到的脚部区域并不十分准确, 也不会对从脚部
边缘点集得到的脚部特征点的位置有较大影响. 这
同时也说明了本文方法具有较高的鲁棒性.

4 结论
本文给出了一种基于视频的人体高度实时自动
测量方法, 通过基于单帧图像的测量以及基于双脚
跟踪的优化, 最终实现了比较准确的高度测量. 该
方法的优点在于: 1) 测量精度高. 从我们提出的图
像特征点出发, 在一般情况下即可较为准确地计算
出人在任何时刻的高度, 经过基于双脚跟踪的优化
之后测量精度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2) 执行速度快.
本文方法不需要复杂的计算, 可以实现实时测量.
3) 鲁棒性高. 本文方法并不需要精确的前景和双脚
检测结果, 对于分辨率低的视频序列仍能得到较为
准确的高度测量值. 它既可适用于普通镜头又可适
用于图像畸变较大的鱼眼镜头. 此外在获得人体高
度值时, 还同时获得人的空间位置, 实现了人的粗略
定位. 但是本文方法不适用于双脚同时离地的跳跃
式运动.

直立状态和完全蹲下状态的测量值统计表

Statistical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standing and squatting
直立状态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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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蹲下状态

实际值

平均测量值

测量方差

实际值

平均测量值

测量方差

透视镜头下的视频

180.5 cm

180.3 cm

0.58 cm

104.0 cm

105.4 cm

0.13 cm

鱼眼镜头下的视频

181.0 cm

183.6 cm

0.70 cm

104.5 cm

107.4 cm

1.8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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