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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

训练系统及方法，其利用仿真产生的大数据集训

练深度神经网络，再使用真实采集的数据进行迁

移学习，进而建立准确的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

模型；同时，本发明仅利用单一的惯性传感器获

取训练者的双脚传感器数据或双手传感器数据，

并将该双脚或双手传感器数据的时间序列作为

跑步识别模型的输入，从而分析出训练者在运动

过程中存在的姿势不规范的问题并给出纠正建

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训练者预防、减轻运

动损伤，帮助训练者培养良好的运动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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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系统，包括可穿戴设备、用户终端设备和云服务

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可穿戴设备佩戴于训练者的足部和/或手部，其设有惯性传感器以及

连接惯性传感器的第一通讯模块，惯性传感器，用于采集训练者运动状态下的运动数据，并

通过第一通讯模块传递至用户终端设备；

所述用户终端设备设有肢体姿态动作分析模块、第二通讯模块和语音提示模块；所述

第二通讯模块与第一通讯模块连接，用于接收惯性传感器采集到的运动数据；所述肢体姿

态动作分析模块连接第二通讯模块以获取运动数据，并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模型对采集到的

运动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和统计分析，识别判断训练者的动作姿态；所述语音提示模块连接

肢体姿态动作分析模块，当肢体动作姿态分析模块识别出训练者的错误运动姿势时，语音

识别模块进行语音播报提示；

所述云服务器连接用户终端的肢体姿态动作分析模块，该云服务器用于训练动作姿势

分析神经网络模型，将训练好的神经网络参数传输给用户终端，存储训练者的运动数据并

进行统计分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用

户终端设备还设有肢体动作统计分析模块，所述肢体动作统计分析模块连接第二通讯模块

以获取传感器数据，并根据传感器数据获取训练者的运动统计量，该运动统计量包括动作

频率、平均持续时间、最快最慢动作时间；所述肢体动作统计分析模块还连接语音提示模

块，当运动统计量超过设定范围时，语音提示模块进行语音播报提示；所述肢体动作统计分

析模块还连接云服务器，用于将训练者的运动统计量发送至云服务器中进行存储。

3.一种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采用如权利要求1所

述的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系统实现，其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训练

步骤1.1、获取运动姿势训练集数据

构造出可调整各部分骨骼比例的人体模型，并控制各部分骨骼运动，针对每一种运动，

模拟出各种身体比例不同人的同一动作姿势的正确及各种错误姿势的3D动作模拟动画模

板；根据这些动画模板，生成带有一定随机性的动作动画，并利用其生成足够数量的双脚或

双手的运动仿真数据，并将其作为运动姿势训练集数据；

同时，将搭载有惯性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佩戴于教练的足部和/或手部，采集教练示范

的正确运动姿势下和常见错误运动姿势下的传感器数据，并将其加入运动姿势训练集数据

中；

步骤1.2、利用步骤1.1得到的运动姿势训练集数据对包含LSTM层的动作姿势分析神经

网络进行训练，获取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具体如下：

首先，使用仿真得到的运动仿真数据的时间序列作为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的输入，

从而对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生成识别不同运动类型及识别同一运动类型的运动姿势识别

网络模型，并利用该神经网络提取动作姿势识别的特征，然后根据定义的打分公式进行动

作正确性评估；

然后，使用迁移学习算法，将真实采集的传感器数据的时间序列作为动作姿势分析神

经网络模型的输入，对用模拟数据训练生成的神经网络模型继续进行训练，调节神经网络

的参数，生成适合人体真实运动的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并将此模型的参数传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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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终端设备上；

最后，在用户使用时，可以根据用户的数据进一步训练调整，生成适应个人动作的动作

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

步骤2、运动姿势识别

步骤2.1、训练者在进行运动时，将搭载惯性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佩戴于训练者的足部

和/或手部，然后通过惯性传感器实时采集训练者在运动状态下的传感器数据，并通过第一

通讯模块传送给用户终端设备；

步骤2.2、用户终端设备中的运动姿势分析模块根据步骤2.1中得到的传感器数据，并

将传感器数据的时间序列输入到步骤1训练得到的适应适合人体真实运动或个人动作的动

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中进行评估，从而给出训练者的运动姿势与正确动作的相似程

度；

步骤3、当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给出训练者的运动姿势分值较低时，触发语音提

示模块进行语音播报，提醒训练者注意姿势纠正。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运动辅助训练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识别运动姿势的同

时，用户终端设备中的肢体动作统计分析模块根据双脚或双手传感器数据获取训练者的动

作频率、平均持续时间、最快最慢动作时间等运动统计量；当训练者的运动统计量超过设定

范围时，触发语音提示，提醒使用者注意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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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健身辅助训练、运动康复、肢体动作学习训练等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肢

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体育健身、运动康复等领域，学习正确的肢体运动动作过程中，练习者通常依赖

于教练的反馈。若能自动评判运动动作的正确性，将能加快学习进度，降低学习成本。当前

有一些常见的运动训练辅助类应用，一般只能提供一些简单的分析记录，无法对动作准确

性进行打分，对错误动作进行有效识别。也有一些运动辅助类应用采用视频分析的方法来

识别动作的准确性，这限制了运动的范围，特别是无法应用于一些户外运动。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人提出了一种可以对跑步、哑铃等运动的动作姿势进行分析并

给出建议的辅助训练系统。该系统使用简便，仅需配戴单个惯性传感器，对运动的约束较

小。同时该系统采用3D动画模拟技术生成的仿真数据训练动作评估模型，减少了动作训练

所需的数据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系统及方法，其通过分

析训练者在运动过程中存在的姿势不规范的问题并给出纠正建议，从而帮助训练者预防、

减轻运动损伤，帮助训练者培养良好的运动姿势。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系统，包括可穿戴设备、用户终端设备和云服

务器，所述可穿戴设备佩戴于训练者的足部和/或手部，其设有惯性传感器以及连接惯性传

感器的第一通讯模块，惯性传感器，用于采集训练者运动状态下的运动数据，并通过第一通

讯模块传递至用户终端设备；

[0007] 所述用户终端设备设有肢体姿态动作分析模块、第二通讯模块和语音提示模块；

所述第二通讯模块与第一通讯模块连接，用于接收惯性传感器采集到的运动数据；所述肢

体姿态动作分析模块连接第二通讯模块以获取运动数据，并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模型对采集

到的运动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和统计分析，识别判断训练者的动作姿态；所述语音提示模块

连接肢体姿态动作分析模块，当肢体动作姿态分析模块识别出训练者的错误运动姿势时，

语音识别模块进行语音播报提示；

[0008] 所述云服务器连接用户终端的肢体姿态动作分析模块，该云服务器用于训练动作

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将训练好的神经网络参数传输给用户终端，存储训练者的运动数

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0009] 所述用户终端设备还设有肢体动作统计分析模块，所述肢体动作统计分析模块连

接第二通讯模块以获取传感器数据，并根据传感器数据获取训练者的运动统计量，该运动

统计量包括动作频率、平均持续时间、最快最慢动作时间；所述肢体动作统计分析模块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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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语音提示模块，当运动统计量超过设定范围时，语音提示模块进行语音播报提示；所述肢

体动作统计分析模块还连接云服务器，用于将训练者的运动统计量发送至云服务器中进行

存储。

[0010] 一种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方法，其采用如上所述的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

辅助训练系统实现，其包括以下步骤：

[0011] 步骤1、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训练

[0012] 步骤1.1、获取运动姿势训练集数据

[0013] 构造出可调整各部分骨骼比例的人体模型，并控制各部分骨骼运动，针对每一种

运动，模拟出各种身体比例不同人的同一动作姿势的正确及各种错误姿势的3D动作模拟动

画模板；根据这些动画模板，生成带有一定随机性的动作动画，并利用其生成足够数量的双

脚或双手的运动仿真数据，并将其作为运动姿势训练集数据；

[0014] 同时，将搭载有惯性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佩戴于教练的足部和/或手部，采集教练

示范的正确运动姿势下和常见错误运动姿势下的传感器数据，并将其加入运动姿势训练集

数据中；

[0015] 步骤1.2、利用步骤1.1得到的运动姿势训练集数据对包含LSTM层的动作姿势分析

神经网络进行训练，获取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具体如下：

[0016] 首先，使用仿真得到的运动仿真数据的时间序列作为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的输

入，从而对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生成识别不同运动类型及识别同一运动类型的运动姿势

识别网络模型，并利用该神经网络提取动作姿势识别的特征，然后根据定义的打分公式进

行动作正确性评估；

[0017] 然后，使用迁移学习算法，将真实采集的传感器数据的时间序列作为动作姿势分

析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对用模拟数据训练生成的神经网络模型继续进行训练，调节神经

网络的参数，生成适合人体真实运动的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并将此模型的参数传

输到用户终端设备上；

[0018] 最后，在用户使用时，可以根据用户的数据进一步训练调整，生成适应个人动作的

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

[0019] 步骤2、运动姿势识别

[0020] 步骤2.1、训练者在进行运动时，将搭载惯性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佩戴于训练者的

足部和/或手部，然后通过惯性传感器实时采集训练者在运动状态下的传感器数据，并通过

第一通讯模块传送给用户终端设备；

[0021] 步骤2.2、用户终端设备中的运动姿势分析模块根据步骤2.1中得到的传感器数

据，并将传感器数据的时间序列输入到步骤1训练得到的适应适合人体真实运动或个人动

作的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中进行评估，从而给出训练者的运动姿势与正确动作的相

似程度；

[0022] 步骤3、当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给出训练者的运动姿势分值较低时，触发语

音提示模块进行语音播报，提醒训练者注意姿势纠正。

[0023] 在识别运动姿势的同时，用户终端设备中的肢体动作统计分析模块根据双脚或双

手传感器数据获取训练者的动作频率、平均持续时间、最快最慢动作时间等运动统计量；当

训练者的运动统计量超过设定范围时，触发语音提示，提醒使用者注意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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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采用上述方案后，本发明利用仿真产生的大数据集训练深度神经网络，再使用真

实采集的数据进行迁移学习，进而建立准确的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同时，本发明仅

利用单一的惯性传感器获取训练者的双脚传感器数据或双手传感器数据，并将该双脚或双

手传感器数据的时间序列作为跑步识别模型的输入，从而分析出训练者在运动过程中存在

的姿势不规范的问题并给出纠正建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训练者预防、减轻运动损伤，

帮助训练者培养良好的运动姿势。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之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系统的结构框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之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方法的流程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之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方法的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

训练流程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之具体实施例的跑步辅助训练方法的流程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之具体实施例的人体模型的骨骼构建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揭示了一种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系统，包括可穿戴设

备、用户终端设备、云服务器和肢体动作统计分析模块。

[0031] 其中，可穿戴设备佩戴于训练者的足部和/或手部，其设有惯性传感器以及连接惯

性传感器的第一通讯模块，惯性传感器，用于采集训练者运动状态下的运动数据(加速度、

角速度及方向等)，并通过第一通讯模块传递至用户终端设备；

[0032] 用户终端设备设有肢体姿态动作分析模块、第二通讯模块和语音提示模块；所述

第二通讯模块与第一通讯模块连接，用于接收惯性传感器采集到的运动数据；所述肢体姿

态动作分析模块连接第二通讯模块以获取运动数据，并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模型对采集到的

运动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和统计分析，识别判断训练者的动作姿态；所述语音提示模块连接

肢体姿态动作分析模块，当肢体动作姿态分析模块识别出训练者的错误运动姿势时，语音

识别模块进行语音播报提示；

[0033] 云服务器连接用户终端的肢体姿态动作分析模块，该云服务器用于训练动作姿势

分析神经网络模型，将训练好的神经网络参数传输给用户终端，存储训练者的运动数据并

进行统计分析。

[0034] 肢体动作统计分析模块连接第二通讯模块以获取传感器数据，并根据传感器数据

获取训练者的动作频率、平均持续时间、最快最慢动作时间等运动统计量；所述肢体动作统

计分析模块还连接语音提示模块，当运动统计量超过设定范围时，语音提示模块进行语音

播报提示；所述肢体动作统计分析模块还连接云服务器，用于将训练者的运动统计量发送

至云服务器中进行存储。

[0035] 如图2和图3所示，基于上述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系统，本发明还揭示了

一种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36] 步骤1、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训练

[0037] 步骤1.1、获取运动姿势训练集数据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09919034 A

6



[0038] 构造出可调整各部分骨骼比例的人体模型，并控制各部分骨骼运动，针对每一种

运动，模拟出各种身体比例不同人的同一动作姿势的正确及各种错误姿势的3D动作模拟动

画模板；根据这些动画模板，生成带有一定随机性的动作动画，并利用其生成足够数量的双

脚或双手的运动仿真数据，并将其作为运动姿势训练集数据；

[0039] 同时，将搭载有惯性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佩戴于教练的足部和/或手部，并采集教

练示范的正确运动姿势下和常见错误运动姿势下的传感器数据，并将其加入运动姿势训练

集数据中；

[0040] 步骤1.2、利用步骤1.1得到的运动姿势训练集数据对包含LSTM层的动作姿势分析

神经网络进行训练，获取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具体如下：

[0041] 首先，使用仿真得到的运动仿真数据的时间序列作为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的输

入，从而对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生成识别不同运动类型及识别同一运动类型的运动姿势

识别网络模型，并利用该神经网络提取动作姿势识别的特征，然后根据定义的打分公式进

行动作正确性评估；

[0042] 然后，使用迁移学习算法，将真实采集的传感器数据的时间序列作为动作姿势分

析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对用模拟数据训练生成的神经网络模型继续进行训练，调节神经

网络的参数，生成适合人体真实运动的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并将此模型的参数传

输到用户终端设备上；

[0043] 最后，在用户使用时，可以根据用户的数据进一步训练调整，生成适应个人动作的

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

[0044] 步骤2、运动姿势识别

[0045] 步骤2.1、训练者在进行运动时，将搭载惯性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佩戴于训练者的

足部和/或手部，然后通过惯性传感器实时采集训练者在运动状态下的传感器数据，并通过

第一通讯模块传送给用户终端设备；

[0046] 步骤2.2、用户终端设备中的运动姿势分析模块根据步骤2.1中得到的传感器数

据，并将传感器数据的时间序列输入到步骤1训练得到的适应适合人体真实运动或个人动

作的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中进行评估，从而给出训练者的运动姿势与正确动作的相

似程度；

[0047] 步骤3、当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给出训练者的运动姿势分值较低时，触发语

音提示模块进行语音播报，提醒训练者注意姿势纠正。

[0048] 在识别运动姿势的同时，用户终端设备中的肢体动作统计分析模块根据双脚或双

手传感器数据获取训练者的动作频率、平均持续时间、最快最慢动作时间等运动统计量；当

训练者的运动统计量超过设定范围时，触发语音提示，提醒使用者注意纠正。

[0049] 本发明利用仿真产生的大数据集训练深度神经网络，再使用真实采集的数据进行

迁移学习，进而建立准确的动作姿势分析神经网络模型；同时，本发明仅利用单一的惯性传

感器获取训练者的双脚传感器数据或双手传感器数据，并将该双脚或双手传感器数据的时

间序列作为跑步识别模型的输入，从而分析出训练者在运动过程中存在的姿势不规范的问

题并给出纠正建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训练者预防、减轻运动损伤，帮助训练者培养良

好的运动姿势。

[0050] 上述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系统可以用于体育健身、运动康复等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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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应用于体育健身时，可以对跑步、哑铃运动等进行辅助训练，为详尽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以下将以跑步辅助训练进行详细说明。

[0051] 如图4所示，将肢体动作识别与纠正辅助训练用于跑步辅助训练时，跑步辅助训练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2] 步骤1、跑步姿势识别模型训练

[0053] 步骤1.1、获取跑步姿势训练集数据

[0054] 利用blender工具构造出可调整各部分骨骼比例的人体模型，并利用Python代码

控制各部分骨骼运动，模拟出人的正常与错误跑姿的跑动动画；以这些动画为模板，对动画

的各帧中脚部和腿部运动关节角度加入一些随机调整，使得生成的动画每步均不相同，生

成1000万步跑步的动画。再利用Bodysim软件，在脚部设置一个惯性传感器，模拟生成并导

出该传感器在上述3D动画跑步运动过程中的加速度和角速度数据，并将其作为跑步姿势训

练集数据。

[0055] 其中，在构建人体模型时，如图5所示，骨骼可以简化如下：头部和颈部的骨骼为2

项，脊柱骨骼为1项，腰部和臀部骨骼为1项，上部和肩部骨骼为8项，腿部骨骼为4项，脚骨2

项。所有骨骼都在模型中构建。首先，建立臀部骨骼，然后，构建3个骨架：脊柱(Spine)，左大

腿(LeftUpLeg)和右大腿(RightUpLeg)，它们来自臀部(Hips)骨骼的尾部。接下来，4个骨

骼：左肩膀(LeftShoulder)，左小腿(LeftLeg)，右肩膀(RightShoulder)和右小腿

(RightLeg)来自上述3个骨骼的尾部，依此类推。

[0056] 同时，将搭载有惯性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佩戴于教练的足部，并采集教练在正确

跑步姿势下和错误跑步姿势下的双脚传感器数据，并将其加入跑步姿势训练集数据中，以

验证模型仿真数据和真实数据的拟合程度。

[0057] 步骤1.2、构造一个包含3层LSTM和一层softmax层的神经网络模型，利用步骤1.1

得到的跑步姿势训练集数据对该LSTM网络进行训练，获取跑步姿势识别模型。具体如下：

[0058] 首先，使用仿真得到的双脚传感器数据的时间序列作为LSTM网络的输入，从而对

LSTM网络进行训练；

[0059] 然后，使用真实采集的双脚传感器数据的时间序列作为LSTM网络的输入，对LSTM

网络继续进行训练，以调节LSTM网络的参数，提高跑步姿势分类的准确度。然后将softmax

层去掉，将前几层LSTM网络做为特征提取器，生成特征向量，利用KNN算法找到正确与错误

动作姿势的聚类中心，然后用下面的公式来对一个动作准确性进行打分。

[0060]

[0061] 其中，sr为当前动作的分数，dr为当前动作与正确动作的距离，max(di)为当前动作

与第各类动作的距离最大值，公式中的距离为动作特征向量与正确或错误跑步姿势动作特

征向量聚类中心的欧式距离。

[0062]

[0063] 其中se为错误动作的最高分数，de为当前动作到错误动作聚类中心的距离。如果sr

小于se,则分数为0，否则评分为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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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步骤2、跑步姿势识别

[0065] 步骤2.1、训练者在进行跑步时，将搭载惯性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佩戴于训练者的

足部，然后通过惯性传感器实时采集训练者在跑步状态下的双脚传感器数据，并通过第一

通讯模块传送给用户终端设备。

[0066] 步骤2.2、用户终端设备中的跑步姿势分析模块根据步骤2.1中得到的双脚传感器

数据，并将双脚传感器数据的时间序列输入到步骤1训练得到的跑步姿势识别模型中进行

分类，从而识别出训练者的跑步姿势。

[0067] 同时，用户终端设备中的跑步数据统计模块根据双脚传感器数据的时间序列峰值

变化情况进行记步，获取训练者的跑步步数；同时通过计算每秒的步数，获取训练者的步伐

频率。

[0068] 训练者的跑步姿势、跑步步数以及步伐频率等参数可以上传至云服务器中，可利

用云计算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加工；同时，也可实现数据储存/同步、用户注册/登陆的功

能。

[0069] 步骤3、当跑步姿势识别模型对训练者的跑步姿势评分低于0.3时，触发语音提示

模块进行语音播报，提醒训练者注意姿势纠正；

[0070] 当训练者的跑步步数、步伐频率超过安全范围时，触发语音提示，提醒使用者注意

纠正。

[007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的技术范围作任何限制，故凡是

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细微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

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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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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