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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行为识别应用场景

安防监控：
实时监测定位人体，判断特殊时段、核心区域是否有人员入侵；基于

人体关键点信息，识别特定的异常行为，及时预警管控

娱乐互动：
视频直播平台、线下互动屏幕等场景，可基于人体检测和关键点分析，

增加身体道具、体感游戏等互动形式，丰富娱乐体验

体育健身：
根据人体关键点信息，分析人体姿态、运动轨迹、动作角度等，辅助

运动员进行体育训练，分析健身锻炼效果，提升教学效率



人体行为识别应用场景

视频检索：
对视频创建高层次索引，便于视频检测。

虚拟现实：
识别虚拟显示应用中的用户手势和其他交互动作，进行人机交

互

医疗领域：
辅助诊断病人运动问题



人体行为识别基本流程



目标检测

目标检测

时间差分法

背景减除法

基于主动轮廓线模
型的方法

基于小波的方法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
的方法

块匹配法

光流估计法



特征描述

边界框描述

棍棒图描述

细节的不同水平
人体描述 2D轮廓

3D体

根据应用对模板复
杂度的需要而定

可变形轮廓

近似为面片描述

近似为带状描述

silhou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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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blob model

card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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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体

圆柱体

圆锥

球体



骨架动作空间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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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动作时间特征描述

Rate Variation

3 frames per 1 action

fast

Intra-action Variation

Straight Punch

Curved Punch



动作特征描述

• 绝对骨架位置描述
• 关节点坐标
• 同一个动作，跟方向和位置相关性高

• 相对骨架位置描述
• 相对前一帧的关节点差分坐标
• 同一个动作，跟方向和位置低相关
• 简化时域骨架运动描述

• 绝对相对结合的骨架位置描述
• 相对于第一帧的关节点差分坐标
• 同一个动作，跟方向和位置低相关
• 可一定程度描述时域骨架运动



动作特征描述

动作方向对齐



动作特征描述

动作特征提取

Difference between  
two skeletons



动作建模

身体部位+ 时间维度RNN



动作建模

多层特征提取+时空卷积神经网络



时空卷积



不同类型算法识别精度对比

MSR Action3D dataset



不同类型算法识别精度对比

Northwestern-UCLA dataset



舞水科技智能监控平台



舞水科技智能监控平台



舞水科技智能监控平台



舞水科技智能监控平台



舞水科技智能监控设备

• 华为SDC合作伙伴
• 支持1 TOPS算力能力
• 支持行为分析、异常侦测、人脸&人体、人
群态势分析

• 采用1/2.7"逐行扫描CMOS
• 强光抑制，强光干扰下不丢失关键信息
• 智能透雾，增强雾天场景下图像清晰度
• 支持码流平滑，适应不同场景下对图像质
量、流畅性的不同要求

• 支持流量整形，精准控制视频编码瞬间突
发，视频流畅不丢包

• TCP加速，让网络承载更高质量的视频码流
• 支持码流AES加密



行为识别演示：行为识别



行为识别演示：吸烟行为检测



热点方向

• 多源数据融合：音频结合视觉、生物特征融合

• 行为理解与描述

• 边缘设备应用



应用难点

• 运动分割
• 人体建模
• 遮挡问题
• 多摄像机的使用
• 运动特征选择与表达
• 高层行为与场景理解
• 性能评估



相关数据库

• KTH human motion dataset
• Weizmann human action dataset
• INRIA XMAS multi-view dataset
• UCF sports action dataset
• Hollywood human action dataset
• CASIA
• MSR Action3D dataset
• Northwestern-UCLA dataset



学术会议

• ICCV(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 ICPR(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 ECCV(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 IJCV(International 30umal of Computer Vision)
• PAMI(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 IEE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racking and Surveillance



参考文献

• Temporal Pyramid Network for Action Recognition
• Pyramid Scene Parsing Network
• A survey of advances in vision-based human motion capture and 

analysis
• A survey on vision-based human action recognition
• Action Recognition in Videos from Motion Capture Labs to the Web
• Human Motion: Modeling and Recognition of Actions and Interactions
• Ensemble Deep Learning for  Skeleton-based Action Recognition 

using Temporal Sliding LSTM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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