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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

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具体步骤包括：数据采

集、数据分割、识别。解决了使用可穿戴传感器进

行人体行为识别中，对运动序列进行划分时步骤

繁琐、模型复杂度较高的问题，通过结合参考传

感器标签的高程和水平信息的变化，在识别前，

对数据预先进行0级、1级、2级三个参考级别的分

割，而不依赖于复杂的模型，实现了高效的对运

动序列的划分以及识别，降低分割过程模型复杂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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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数据采集，采用时间轴对齐及缺失填充方法，对数据预处理；

步骤二：进行数据分割；

步骤三：对分割后的动作序列段进行识别并输出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一具体为：所述的数据采集在人体的胸部、右大臂、右小臂及左大腿四个位置

布置用于识别的位置信息传感器标签，另外在左肩部位置布置参考标签；使用包括参考标

签在内的五个传感器标签同时进行数据采集；所述的数据采集中采集到的数据首先按照标

签的不同划分成多组数据；其次，对由于遮挡或其他信号干扰等原因产生的少量数据缺失，

自动按上一条数据进行缺失填充，将各位置信息传感器标签采集到的数据时间轴对齐。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二所述的数据分割是按照参考标签采集到的数据对整体数据进行三个层次

的分割，分别为0级参考级别分割、1级参考级别分割和2级参考级别分割；所述的数据分割

采用滑动窗口法，设置的时间窗口大小为0.5s-10s，采取12个采样间隔作为一个窗，同时采

用前后30％的窗口覆盖。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0级参考级别分割是考察参考标签的高程信息，按照高程信息变化ΔH大于

0.4m的时刻，将整体数据分割成若干数据段；所述的1级参考级别分割是考察0级参考级别

分割后数据的Y轴信息的变化，按照Y轴信息变化ΔY保持在0m到0.2m的时间段，对0级参考

级别分割后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分割；所述的2级参考级别分割是考察1级参考级别分

割后数据的X轴信息的变化，按照X轴信息变化ΔX保持在0m到0.2m的时间段，对1级参考级

别分割后的数据段进行最终分割。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三是采用SVM分类模型，在训练好的模型上，对分割后的动作序列段进行识别

并输出结果。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SVM分类模型是对动作序列可能包含的所有单一动作进行训练，在对SVM分

类模型进行训练时，判断是否继续训练的因素是否满足评估指标，如果不满足则继续训练，

如果满足则可得到最好的行为识别精度时的SVM分类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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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尤其涉及一种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

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属于模式识别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基于可穿戴传感器的人类行为识别是模式识别领域的研究热点。最初的行为识别

研究大都是基于视频设备的，然而，这种方式由于需要长时间的拍摄，而且这一类的设备通

常部署困难，导致了其大大受到使用场景的限制，不适用于长期、持续性的记录人的行为动

作。与其相比，随着传感器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在行为识别中基于可穿戴传感器的研究受到

研究者的青睐。在基于可穿戴传感器的行为识别研究中，大多数都集中在对简单孤立的行

为的研究上，对人体行为序列识别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存在着不足，如何高效且准确的对人

体序列进行分割以及识别，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0003] 目前对于人体序列的分割和适别的研究中，大都集中在如何提高分割准确率和识

别精度上，San-Segundo等人(Segmenting  human  activities  based  on  HMMs  using 

smartphone  inertial  sensors[J].Pervasive  and  Mobile  Computing,2016,30:84-96.)

提出了一种活动序列模型，通过将此模型与隐式马尔科夫模型结合，实现了人体行为序列

的精确分割和识别。但由于模型复杂，计算效率较低，忽略了识别效率的问题，不能实现对

人体序列的高效识别。Trabelsi等人(An  unsupervised  approach  for  automatic 

activity  recognition  based  on  hidden  Markov  model  regress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3,10(3):829-835.)提出了

一种改进的隐式马尔科夫模型，此模型将行为序列分割问题表示为多维时间序列的联合分

割，每个行为用回归模型表示，通过马尔科夫模型控制行为间的切换。但由于改进后的模型

较为复杂，需要大量的计算时间，在识别效率上表现较差。

[0004]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依

靠位置传感器可实时获得传感器标签的位置信息的优势，而不依赖于复杂的模型，通过设

置参考标签，考察参考标签高程及水平信息的变化，实现了对人体行为序列准确高效的分

割和识别。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使用可穿戴传感器进行人体行为识别中，对运动序列进

行划分时步骤繁琐、模型复杂度较高的问题而提供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

序列识别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具体步骤如下：

[0007] 步骤一：数据采集，采用时间轴对齐及缺失填充方法，对数据预处理；

[0008] 步骤二：进行数据分割；

[0009] 步骤三：对分割后的动作序列段进行识别并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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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还包括以下特征：

[0011] 1、步骤一具体为：所述的数据采集在人体的胸部、右大臂、右小臂及左大腿四个位

置布置用于识别的位置信息传感器标签，另外在左肩部位置布置参考标签；使用包括参考

标签在内的五个传感器标签同时进行数据采集；所述的数据采集中采集到的数据首先按照

标签的不同划分成多组数据；其次，对由于遮挡或其他信号干扰等原因产生的少量数据缺

失，自动按上一条数据进行缺失填充，将各位置信息传感器标签采集到的数据时间轴对齐。

[0012] 2、步骤二所述的数据分割是按照参考标签采集到的数据对整体数据进行三个层

次的分割，分别为0级参考级别分割、1级参考级别分割和2级参考级别分割；所述的数据分

割采用滑动窗口法，设置的时间窗口大小为0.5s-10s，采取12个采样间隔作为一个窗，同时

采用前后30％的窗口覆盖。

[0013] 3、所述的0级参考级别分割是考察参考标签的高程信息，按照高程信息变化ΔH大

于0.4m 的时刻，将整体数据分割成若干数据段；所述的1级参考级别分割是考察0级参考级

别分割后数据的Y轴信息的变化，按照Y轴信息变化ΔY保持在0m到0.2m的时间段，对0级参

考级别分割后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分割；所述的2级参考级别分割是考察1级参考级别

分割后数据的X轴信息的变化，按照X轴信息变化ΔX保持在0m到0.2m的时间段，对1级参考

级别分割后的数据段进行最终分割。

[0014] 4、步骤三是采用SVM分类模型，在训练好的模型上，对分割后的动作序列段进行识

别并输出结果。

[0015] 5、所述的SVM分类模型是对动作序列可能包含的所有单一动作进行训练，在对SVM

分类模型进行训练时，判断是否继续训练的因素是否满足评估指标，如果不满足则继续训

练，如果满足则可得到最好的行为识别精度时的SVM分类模型参数。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结合参考传感器标签的高程和水平

信息的变化，在识别前，对数据预先进行0级、1级、2级三个参考级别的分割，而不依赖于复

杂的模型，实现了高效的对运动序列的划分以及识别，降低分割过程模型复杂度。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9]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可以解决对

运动序列进行划分时步骤繁琐、模型复杂度较高的问题，提出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

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通过结合参考传感器标签的高程和水平信息的变化，降低分

割过程模型复杂度，实现高效的对运动序列的划分以及识别。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可穿

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是一种基于监督的行为识别方法。本发明的整个

过程分为数据采集，数据分割以及识别三个阶段。数据采集阶段，需在测试者胸部、右大臂、

右小臂及左大腿四个位置布置用于识别的位置信息传感器标签(分别命名为Tag_1、Tag_2、

Tag_3、Tag_4)，此外，需要在测试者的左肩部位置布置辅助参考标签(命名为Tag_0)。使用

包括参考标签在内的五个传感器标签同时进行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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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在数据分割

阶段，按照参考标签Tag_0采集到的数据对整体数据进行三个层次的分割，分别称为0级参

考级别分割、1级参考级别分割和2级参考级别分割。

[0021]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的0级参考级

别分割，仅考查参考标签Tag_0的高程信息，认为标签高程信息发生明显变化一定是由于产

生了不同动作导致的，按照高程信息变化ΔH大于0.4m的时刻T0，将数据分割成若干数据

段。

[0022]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的1级参考级

别分割，仅考察分段后数据的Y轴信息的变化，按照Y轴信息变化ΔY保持在0m到0.2m的时间

段(Tsi,Tei)，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分割。

[0023]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的2级参考级

别分割，仅考查标签X轴信息变化，按照X轴信息变化ΔX保持在0m到0.2m的时间段(Tsi ,

Tei)，对1级参考级别分割后的数据段进行最终分割。

[0024] 结合图1，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具

体流程如下：

[0025] (1)采用时间轴对齐及缺失填充方法，对数据预处理。

[0026] (2)对数据进行0级参考级别分割。

[0027] (3)对步骤(2)产生的序列段的每一段，进行1级参考级别分割。

[0028] (4)对步骤(3)产生的序列段的每一段进行2级参考级别分割。

[0029] (5)对于(4)产生的动作序列段，采用滑动窗口法进行最终划分。

[0030] (6)采用SVM模型，在训练好的模型上，对分割后的动作序列段进行识别并输出结

果。

[0031] (7)结束。

[0032]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流程的步骤

(1)具体特征还包括，由于使用基于位置信息的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实质上是传感器在每

次采样时刻的位置信息，首先按照标签的不同划分成多组数据。其次，由于遮挡或其他信号

干扰等原因，会产生少量的数据缺失，导致两条连续的采样数据间隔超过一次采样间隔，但

采样频率较高，可以认为在短时间内标签的位置变化不大，自动按上一条数据进行缺失填

充，按照此方法将各标签数据做到时间轴对齐。

[0033]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流程的步骤

(2) 具体特征还包括，ΔH表示为：

[0034] ΔH＝Ht2-Ht1

[0035] 其中，Ht1、Ht2为4倍采样间隔的两条数据的高程信息。T0表示为：

[0036]

[0037] 由于采样频率较高，考虑到短时间内高程信息可能不会发生明显变化，所以这里

选择4 倍采样间隔。按照上述的每个T0时间点将数据初步分割成若干数据段，表示为：

[0038] λ＝(λ01，λ02，λ03，...，λ0i，...，λ0n)

[0039] 其中λ表示初始数据序列，λ0i(i＝1,2,3...)代表进行0级参考级别分割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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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0040]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流程的步骤

(3)具体特征还包括，在步骤(2)的基础上，对于0级参考级别分割后的每一段数据，进行1级

参考级别分割，1级参考级别分割的具体分割方式同与0级参考级别所采用的思想一致，但

由于Y  轴信息可能在4倍采样时间内会发生明显连续变化，而这些连续的变化可能是由于

同一动作导致的，例如走。因而此阶段仅考查Y轴信息基本不发生明显变化的时间段，时间

段的开始时间点表示为Tsi，结束时间点表示为Tei，按照(Tsi,Tei)(i＝1,2,3...)对序列段进

行再次分割。步骤(4)按照(3)的方式考查X轴信息变化，对序列进行继续分割。进行步骤(4) 

后，保证了不同动作产生的数据一定被分在不同的数据组中。分割后的数据表示为：

[0041] λ0i＝(λ11，λ12，λ13，...，λ1n)

[0042] λ1i＝(λ21，λ22，λ23，...，λ2n)

[0043] 其中λ1i(i＝1,2,3...)表示1级参考级别分割后的数据，λ2i(i＝1,2,3...)代表进

行2级参考级别分割后的数据序列。

[0044]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流程的步骤

(5)  具体特征还包括，采用的是当前的行为识别研究中最常见的数据分割方法是滑动窗口

法，通常设置的时间窗口大小为0.5s～10s，由于基于位置信息传感器的采样频率较高，为

保证一个时间窗口内包含完整动作，此处采取12个采样间隔作为一个窗口，同时为减少无

效数据的影响，采用前后30％的窗口覆盖。

[0045]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可穿戴位置传感器的人体行为序列识别方法流程的步骤

(6)具体特征还包括，是将识别和模型训练分开为两个阶段来进行，首先采用SVM模型对动

作序列可能包含的所有单一动作进行训练，然后用训练好的模型对分割后的动作序列进行

识别。该过程选择Gaussian  kernel作为行为识别的核函数，表示为：

[0046]

[0047] 并设置参数σ＝0.1。然后，对SVM分类模型进行训练，判断是否继续训练的因素是

否满足评估指标，如果不满足则继续训练，如果满足则可得到最好的行为识别精度时的SVM

模型参数。最后，将待分类数据测试模型的识别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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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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