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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用于影响虚拟对象的设备，即增

强现实的虚拟对象，包括外壳，视频相机、显示器

和处理数据的计算单元在外壳中。设备具有用于

存储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动作的数据库，该数

据库与对应于用户的面部表情和姿势的某些预

定选项的不同命令相关联。提供一种电子识别单

元，用于识别通过相机以及相对应的命令接收的

面部表情和用户姿势。识别单元的输出连接至设

备的计算单元的输入，用于激活虚拟对象的动

作。命令识别块进一步包括用于确定用户心率的

模块。实现的技术成果是扩展影响增强现实的虚

拟对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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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影响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设备，至少包括：

外壳，

相机（2），

显示器（3），

计算模块（4），

存储器，

单元（6），单元（6）适于识别用户（11）的面部表情和姿势，用户的面部表情和姿势识别

（11），包括适于确定用户的心率的模块；

所述设备适于：

从相机（2）捕获图像，

识别用户（11）的面部表情和姿势，

确定用户（11）的心跳，和

基于所识别的用户（11）的面部表情和姿势和/或具体心跳控制虚拟对象（10）。

2.如权利要求1的设备，其中存储器包括数据库（5），数据库（5）存储增强现实的虚拟现

实对象（10）的动作，该动作与对应于用户（11）的某些面部表情和姿势的命令相关联。

3.如权利要求2的设备，其中单元（6）适于识别存储在所述数据库中的命令，其中所述

命令对应于用户（11）的面部表情和姿势。

4.如权利要求3的设备，其中命令识别单元（6）的输出连接至位于所述计算模块（4）中

的电子单元（7）的输入，电子单元（7）的输入激活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对应动作，该对应

动作与对应于用户（11）的面部表情和姿势的各种实施例的所识别的命令相关联。

5.如权利要求3的设备，其中识别单元（6）还包括以下的至少一个：

适于识别用户（11）的面部的生物特征参数的模块（61），

适于识别用户（11）的姿势的生物特征参数的模块（62），

适于确定连接至红外相机（64）或热成像器的用户（11）的温度的模块（63），

用户眼睛眨动频率检测单元（65），和

用户动作预测单元（67）。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643153 A

2



用于影响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影响虚拟对象的设备，即用于影响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设备，

该设备包括外壳，在外壳中视频相机、显示器、麦克风连接至处理数据的计算单元。

[0002] 本文使用以下术语。

[0003] 虚拟对象-通过技术手段创建的不存在的对象，其中通过技术手段模拟传递给人

的感觉（通过听觉和视觉等）。

[0004] 增强现实-通过使用计算机感知现实（虚拟对象安装在感知领域中）“增强”的元素

创建的感知混合现实。

[0005] 用于创建和查看对象增强现实的设备-具有显示器和视频相机的任何计算设备，

其可以实时地从视频相机传递显示图像并显示附加的虚拟图像。这种设备的典型代表：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具有增强现实点形式的耳机的计算机，例如谷歌眼镜等。

[0006] 智能手机（英文智能手机-智能手机）-手机，具有掌上电脑的功能。

[0007] 面部的生物特征参数-特定参数的集合，人面部上的点，可以通过图像分析识别模

仿人面部表情的基本情感，如喜悦、悲伤、恐惧、惊讶、愤怒、蔑视和排斥，以及人面部给出的

信号（眨眼等）。

[0008] 生物特征参数姿势-特定参数的集合，人身体的点，尤其是手，其中分析其图像允

许识别人类姿势（抚摸、分离、摇动等）的信号。

背景技术

[0009]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各种电子设备并与虚拟对象交互。这不仅发生在计算机

游戏中，而且发生在学习过程中，以及例如在商品的远程交易中，当买方决定使用虚拟商品

模型进行购买时。最有希望的发展方向看起来像是增强现实的创造-即计算机设备或智能

手机和眼镜虚拟或增强现实的显示的组合、具有从所述设备的视频相机实时获得的真实图

像的虚拟对象。

[0010] 除了对增强现实对象的简单观察之外，还需要与它们交互，即通过不同的方式发

送控制信号，这导致增强现实对象响应于该影响的事实。

[0011] 已知用于影响虚拟增强现实对象的设备，该设备包含外壳，在外壳中视频相机和

显示器连接至处理数据的计算单元。该现有技术在RF13862820.03.2014号的实用新型专利

的公布中公开。

[0012] 该设备在技术本质和所获得的技术结果上是最接近，并且被选择作为所提出的发

明的原型。与本发明类似，原型可以显示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

[0013] 该原型的缺点在于其不能控制增强现实对象的动作或运动，这取决于与用户的面

部表情和姿势相对应的命令。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出用于影响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设备，其至少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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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上述缺点中的至少一个，即通过面部表情和用户姿势影响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来扩展影

响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可能性。

[0015] 为了实现该目标，装置具有存储单元，该存储单元包括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动

作的数据库，该动作与对应于面部表情和用户姿势的某些预定选项的各种命令相关联，耦

合至计算模块，该计算模块包括用于通过设备的相机、来自数据库的命令所接收的用户的

面部表情和姿势的各种选项的电子识别单元，其中识别单元的输出连接至位于计算模块中

的电子单元的输入，电子单元的输入激活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对应动作，该对应动作与

对应于用户的面部表情和姿势的各种实施例的识别的命令相关联。

[0016] 由于这些有利特性，可以通过模仿和用户姿势来管理增强现实的对象。根据面部

表情、姿势，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将执行与指定命令相对应的动作。例如，增强现实中的虚

拟狗将跟随伸出的手朝下的姿势而躺下。基于用户的所识别的微笑，增强现实中的虚拟人

将作出微笑响应。增强现实中的虚拟小猫在手动抚摸时会发出声音。

[0017] 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面部表情以及用户的姿势和命令的识别单元具有用于识别面

部的生物特征参数的模块。由于这种有利特性，可以在用户的面部表情中定义数据库中的

某些面部表情并且允许形成对应于该用户的面部表情的对应命令，所述命令影响增强现实

的虚拟对象。

[0018] 还存在本发明的实施例，其中用于面部表情以及用户的姿势和命令的识别单元具

有生物姿势识别模块。利用该有利特性，可以检测数据库中的某些姿势中的用户姿势，并且

允许它们生成对应于用户的姿势的对应命令，用于影响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

[0019] 还存在本发明的实施例，其中用于面部表情以及用户的姿势和命令的识别单元具

有用于检测与红外相机或热成像器耦合的温度的模块。在这种情况下，增强现实的物体可

以对周围世界的温度作出反应，例如，在街道上的零下20度的温度下，它们描绘它们冻结或

变成冰柱。

[0020] 由于该有利特性，可以确定用户身体的各个区域的温度，主要是面部的温度。这反

过来允许我们确定“热”和“冷”区域的分布，与它们的本地化相比较。还可以进行定量估计

以确定与对称区域相比的所研究区域的温差（梯度）指数。  此外，可以执行图像的数学处

理。定向器分析图像中可以适合面部的通用特征：眉毛、眼睑的睫毛边缘、鼻子的轮廓。

[0021] 还存在本发明的实施例，其中用于用户的面部表情、姿势和命令的识别单元具有

用于确定用户眼睛的眨动频率的模块。由于这些有利特性，可以识别存储在数据库中的眼

睛眨动的某些组合，并且可以将其解释为某些命令，例如，用一只或两只眼睛眨眼。或者可

以跟踪眼球的运动，甚至允许具有受损运动功能的用户使用通过眼睛运动所执行的姿势来

输入命令。

[0022] 本发明还有进一步实施例，其中用于用户的面部表情、姿势和命令的识别单元具

有用于确定用户心率的模块。

[0023] 由于这些有利的特性，可以附加地确定心率并使用它来提高识别由人的面部表情

所表达的基本情绪的准确性，例如快乐、悲伤、恐惧、惊讶、愤怒等等。

[0024] 另外，存在本发明的实施例，其中用于用户的面部表情、姿势和命令的识别单元具

有用户动作预测模块。

[0025] 由于该有利特性，可以实时识别用户的面部表情和姿势，即甚至在姿势处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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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例如，用户刚开始微笑，因为模块预测用户的动作并且甚至在微笑本身形成之前自动

发送检测到用户的微笑的信号。

附图说明

[0026] 下面给出的说明清楚地遵循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和优点，所述说明不是限制性的，

参考附图，其中：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用于影响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装置的示意图，

图2示意性地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影响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方法的步骤。

[0027] 根据图1，用于影响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设备包括外壳1，外壳1容纳连接至用于

处理数据的计算单元4的视频相机2、显示器3。

[0028] 设备具有数据库单元，该数据库单元用于存储与各种命令相关联的增强现实虚拟

对象的动作，对应于用户的预定面部表情和姿势的某些变体，所述数据库单元连接至计算

单元4，所述数据库单元连接至计算单元4，计算单元4包括电子识别单元6，用于将数据库中

的命令与从设备的视频相机2接收的用户的各种面部表情和姿势相关联，其中，识别单元6

的输出连接至电子单元7的输入，用于激活虚拟现实对象的动作，该动作与对应于用户的各

种面部表情和姿势的识别的命令相对应。

[0029] 用户面部表情、姿势和命令识别单元6可以具有：

生物面部识别模块61，

生物姿势识别模块62，

与红外相机64（或成像器）耦合的用户温度确定模块63，

用户眼睛眨动频率检测单元65，

用户心率确定单元66，

用户动作预测单元67。

[0030] 图1还表明：

8-摄录一体机2拍摄的现实对象，

9-显示器3上现实对象的图像，

10-显示器3上增强现实虚拟对象的图像，

11-用户。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用于影响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设备如下工作。

[0032] 这是本发明最全面的示例，记住该实施例不限制本发明。

[0033] 根据图2：

步骤A1.  在开始影响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之前，形成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动作的数

据库，该动作与各种实施例、用户的面部表情和姿势相对应的各种命令相关联。

[0034] 步骤A2.  预先建立用户的面部表情和姿势与增强现实对象的动作的变体之间的

对应关系。

[0035] 步骤A3.  将任何图像定位在设备的视频相机的视野中以创建和查看虚拟对象增

强现实，所述图像用作用于创建虚拟对象增强现实或物理对象的标记。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9643153 A

5



[0036] 步骤A4.  创建增强现实对象并将其显示在设备的显示器上。

[0037] 步骤A5.  用户示出数据库中可用的面部表情和姿势。

[0038] 步骤A6. 设备拍摄用户面部或姿势的图像。 因此，执行从相机2捕获视频。

[0039] 步骤A7.  然后，通过识别单元，在通过视频相机接收的各种设备面部表情和用户

姿势中，从数据库中识别命令，所述识别是实时导向的；

识别面部表情的过程可以包括几个子步骤。

[0040] 步骤A71. 首先，预处理数字图像以提高识别质量。

[0041] 步骤A72.  然后，在全景图像中检测到人的面部，并且将人的图像复制到单独的

帧，该帧被馈送至分类器的输入。通过反向传播训练的神经网络算法可以用作分类器。训练

集可以包括Ekman分类器的七个标准，其中模仿图片在表达强度上显著不同。

[0042] 步骤A8.  在电子单元7的帮助下，激活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动作，该动作与对应

于用户的各种面部表情和姿势的识别的命令相对应。

[0043] 可以训练装置，即可以将新姿势添加到数据库中。

[0044] 将增强现实的对象放置在现实对象上（例如在桌面上），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1. 从适于创建和查看增强现实的设备的视频相机获得的图像中识别现实三维空间的

标记。通常，标记可以是任何形状或对象。但实际上，我们受到网络相机（手机）的分辨率、显

色性、照明和设备处理能力的限制，因为一切都是实时发生的，因此必须快速处理，因此通

常是选择简单形式的黑色和白色标记。

[0045] 2. 形成与现实三维空间的标记的空间位置相关联的物理基础坐标系。

[0046] 3.  在基础坐标系中设置增强现实的三维虚拟对象的坐标。

[0047] 4.  通过分析来自设备的相机的图像，确定适于相对于基本坐标系创建和查看增

强现实的设备的坐标。

[0048] 阶段的顺序是示例性的并且允许人们同时重新排列、减去、添加或执行一些操作，

而不会丧失与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交互的能力。

[0049] 工业实用性

所提出的用于影响增强现实的虚拟对象的设备可以由本领域技术人员实现，并且当实

现时，确保实现所要求保护的名称，这使得可以得出结论，本发明的标准“工业实用性”被满

足。

[0050] 根据本发明，制造原型设备。原型测试表明它允许：

确定用户的面部表情和姿势的各种选项，对应于预存储在数据库中的用户的某些预定

义的面部表情和姿势的一些选项，

在数据库中确定对应于用户的特定姿势或面部表情的增强现实对象的动作顺序，

在增强现实的对象上执行与用户的特定姿势或面部表情相对应的所述动作顺序。

[0051] 实现实施例1.  当用户试图宠爱它时，作为增强现实的对象创建的虚拟狗舔手。见

图1。

[0052] 实现实施例2.  当识别用户脸上的悲伤时识别喜悦和褪去，作为增强现实的对象

而产生的花朵绽放。

[0053] 实现实施例3.  作为增强现实的对象而创建的虚拟人响应于识别用户的问候或告

别的姿势而将其作为问候或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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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因此，本发明解决了技术问题集合-通过用户的模仿和姿势影响增强现实的所述

虚拟对象来扩展与虚拟现实对象交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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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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