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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

评价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获取人体骨骼节点

的三维位置信息；2)构建人体骨骼向量，并根据

人体骨骼向量和机器人关节结构建立人体虚拟

关节，形成人体骨骼模型；3)建立基于人体骨骼

模型各连杆的连杆参考坐标系；4)将人体骨骼模

型的连杆骨骼向量转换到其母连杆参考坐标系

中；5)计算机器人各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

向量坐标；6)根据人体骨骼模型连杆在其母连杆

坐标系中的骨骼向量坐标和机器人连杆在其母

连杆坐标系中的向量坐标计算人形机器人与人

体姿态的相似度。本发明利用连杆在其母连杆坐

标系中的连杆向量量化评价姿态相似度，具有表

征充分、侧重局部、评价准确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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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通过深度摄像头获取人体骨骼节点的三维位置信息；

2)根据人体骨骼节点的三维位置信息构造人体骨骼向量，并依据人体骨骼向量和机器

人关节结构建立人体虚拟关节，形成人体骨骼模型；

3)建立基于人体骨骼模型各连杆的连杆参考坐标系；

4)将人体骨骼模型的连杆骨骼模型向量转换到其母连杆参考坐标系中；

5)根据机器人各关节角度计算机器人各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向量坐标；

6)根据人体骨骼模型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骨骼向量坐标和机器人连杆在其母

连杆坐标系中的向量坐标计算人形机器人与人体姿态的相似度；

在所述步骤2)中，人形机器人与人体骨骼模型的构成部分，具体包括：

将人形机器人与人体骨骼模型的躯干、头部、左上臂、左下臂、左手、左大腿、左小腿、左

脚、右上臂、右下臂、右手、右大腿、右小腿、右脚定义为连杆；将靠近躯干的连杆定义为远离

躯干的连杆的母连杆；将远离躯干的连杆定义为靠近躯干的连杆的子连杆；将颈部、左肩、

左肘、左腕、左髋、左膝、左踝、右肩、右肘、右腕、右髋、右膝、右踝定义为主关节；将人形机器

人主关节所具有的不同自由度定义为该主关节的次关节；将靠近躯干的主关节定义为远离

躯干的主关节的母关节，将靠近躯干的次关节定义为远离躯干的次关节的母关节；将远离

躯干的主关节定义为靠近躯干的主关节的子关节，将远离躯干的次关节定义为靠近躯干的

次关节的子关节，其中，互为母关节和子关节的两个次关节可以从属于相同的主关节，也可

以从属于不同的主关节；将与一个关节相连的两个连杆中靠近躯干的连杆定义为该关节的

母连杆，远离躯干的连杆定义为该关节的子连杆；将与一个连杆相连的两个主关节中靠近

躯干的主关节定义为该连杆的母关节，远离躯干的主关节定义为该连杆的子关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人体

骨骼节点是指骨骼中能够发生旋转的关节点以及骨骼末端节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

人体骨骼节点的三维位置信息构造人体骨骼向量，并依据人体骨骼向量和机器人关节结构

建立人体虚拟关节，形成人体骨骼模型，具体包括：

在人体骨骼模型中建立与人形机器人关节数量和类型相同的虚拟关节，根据人形机器

人的关节特点，在初始姿态时，虚拟关节的次关节旋转轴与该关节的母连杆的骨骼向量共

线或垂直，若两个次关节同属一个主关节，则两个次关节相互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虚拟

关节类型包括：翻滚、俯仰、偏航；所述初始姿态定义为双臂下垂的直立姿态，所对应的关节

角度定义为初始关节角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

连杆或关节与躯干的距离来判断靠近或远离，其判断依据为：在连杆-关节链中衡量连杆或

关节与躯干的距离，而非在全空间中衡量连杆或关节与躯干的距离。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建立

人体骨骼模型各连杆的连杆参考坐标系，具体包括：

对于子关节是含有两个次关节的主关节的连杆，其参考坐标系的两个轴分别与两个子

关节在初始关节角度时的旋转轴共线，另一个旋转轴与这两个轴构成的平面垂直，形成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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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直角坐标系，在初始姿态时，X轴指向人体骨骼模型的正前方，Y轴指向人体骨骼模型的正

左方，Z轴指向人体骨骼模型的正上方；

对于子关节是含有一个次关节的主关节的连杆，其参考坐标系的一个坐标轴与子关节

的旋转轴共线，一个坐标轴与该连杆骨骼向量共线或垂直，另一个旋转轴与这两个轴构成

的平面垂直，形成右手直角坐标系，在初始姿态时，X轴指向人体骨骼模型的正前方，Y轴指

向人体骨骼模型的正左方，Z轴指向人体骨骼模型的正上方；

连杆坐标系的坐标原点均位于连杆末端点，即连杆的子关节中心点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人

体骨骼模型的连杆骨骼向量转换到其母连杆参考坐标系中，具体包括：

利用转换矩阵Rm将深度摄像头坐标系中的连杆骨骼向量转换到其母连杆的连杆坐标系

中，转换矩阵Rm为：

其中 分别为在深度摄像头坐标系中与深度摄像头坐标系X轴、Y轴、Z轴正向同向

的向量， 分别为在深度摄像头坐标系中与目标连杆母连杆的连杆参考系坐标

X轴、Y轴、Z轴正向同向的向量；

则对于第k个用于计算姿态相似度的人体骨骼模型连杆，在其母连杆的连杆参考系中

的连杆骨骼向量 为：

其中Rmk为相应的转换矩阵， 为在深度摄像头坐标系中的连杆骨骼向量。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

机器人各关节角度计算机器人各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向量坐标，具体包括：

令机器人各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初始姿态连杆向量坐标均为(0，0，1)T，根据其

母关节各次关节的旋转角度θmki，利用相应旋转矩阵R(θmki)，得到当前姿态的连杆向量坐标

其中，n为目标连杆母关节的次关节个数，i的数值越小表示该次关节在连杆-关节链中

越靠近母连杆。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

人体骨骼模型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骨骼向量坐标和机器人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

中的向量坐标计算人形机器人与人体姿态的相似度，具体包括：

根据转换坐标后的连杆向量，利用人体骨骼模型连杆骨骼向量和相应机器人连杆向量

权　利　要　求　书 2/3 页

3

CN 107818318 B

3



的夹角的余弦值计算两连杆姿态的相关系数，进一步计算各组连杆相关系数的算术平均

值，得到机器人动作模仿的相似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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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机交互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并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医疗、科学研究、教育

培训以及家庭日常生活等领域当中。与此同时，越来越复杂多样的应用环境对机器人的适

应性和智能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机器人模仿学习技术可以提高机器人学习效率，提升

机器人智能化程度，将开发者从繁重的编程工作中解脱出来。因此，对机器人模仿姿态与人

体姿态的相似度进行恰当的评价，对于机器人模仿系统的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一些

研究使用主观评价的方法，该种方法需要发放问卷来搜集信息，过程较为繁琐，难以获取精

确的量化评价指标。另外一些研究使用量化评价方法对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进行评价，这些

方法大多基于关节角度或身体关键节点。而关节角度或者身体关键节点无法直接表征模仿

或演示的姿态，因而难以有效评价人形机器人动作模仿的相似度。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基于关节角度或身体关键节点无法直接表征机器人模仿或

演示的姿态，而难以有效评价人形机器人动作模仿相似度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连

杆向量对机器人与人体的姿态进行表征的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1、通过深度摄像头获取人体骨骼节点的三维位置信息；

[0007] 2、根据上述人体骨骼节点的三维位置信息构造人体骨骼向量，并依据人体骨骼向

量以及机器人关节结构建立人体虚拟关节，形成人体骨骼模型；

[0008] 3、建立基于人体骨骼模型各连杆的连杆参考坐标系；

[0009] 4、利用转换矩阵将人体骨骼模型的连杆骨骼向量转移到其母连杆参考坐标系中；

[0010] 5、根据机器人各关节角度及相应旋转矩阵计算机器人各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

中的向量坐标；

[0011] 6、根据人体骨骼模型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骨骼向量坐标和机器人连杆在

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向量坐标计算人形机器人与人体姿态的相似度。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人体骨骼节点是指骨骼中能够发生旋转的关节点以及骨骼末端节

点。具体可包括：脊椎底部、脊椎中部、脊椎顶部、颈部、头部、左肩、左肘、左腕、左手、左手

尖、左拇指、右肩、右肘、右腕、右手、右手尖、右拇指、左髋、左膝、左踝、左脚、右髋、右膝、右

踝、右脚。进一步地，所述机器人关节结构是指人形机器人结构中能够发生旋转的关节旋转

轴数量及位置特点，建立人体虚拟关节是指在人体骨骼节点基础上，建立与机器人关节数

量与类型相对应的虚拟关节，这些虚拟关节构成人体骨骼模型中的关节。从而便于后续姿

态相似度的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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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人体骨骼模型定义如下：将躯干、头部、左上臂、左下臂、左手、左大腿、

左小腿、左脚、右上臂、右下臂、右手、右大腿、右小腿、右脚定义为连杆；将靠近躯干的连杆

定义为远离躯干连杆的母连杆；将远离躯干的连杆定义为靠近躯干连杆的子连杆；将颈部、

左肩、左肘、左腕、左髋、左膝、左踝、右肩、右肘、右腕、右髋、右膝、右踝定义为主关节；将人

形机器人主关节所具有的不同自由度定义为该主关节的次关节；将靠近躯干的主关节定义

为远离躯干的主关节的母关节，将靠近躯干的次关节定义为远离躯干的次关节的母关节；

将远离躯干的主关节定义为靠近躯干的主关节的子关节，将远离躯干的次关节定义为靠近

躯干的次关节的子关节，其中，互为母关节和子关节的两个次关节可以从属于相同的主关

节，也可以从属于不同的主关节；与一个关节相连的两个连杆中靠近躯干的连杆定义为该

关节的母连杆，远离躯干的连杆定义为该关节的子连杆；将与一个连杆相连的两个主关节

中靠近躯干的主关节定义为该连杆的母关节，远离躯干的主关节定义为该连杆的子关节。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依据人体骨骼向量和机器人关节结构建立人体虚拟关节，形成人

体骨骼模型，具体包括：在人体骨骼模型中建立与人形机器人数量与类型相同的虚拟关节。

根据一般人形机器人的关节特点，在初始姿态时，虚拟关节的次关节旋转轴与该关节的母

连杆的骨骼向量共线或垂直，若两个次关节同属一个主关节，则两个次关节相互垂直。本发

明只考虑主关节的次关节为一个或两个的情况。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虚拟关节类型包括：翻滚、俯仰、偏航；所述初始姿态定义为双臂下

垂的直立姿态。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建立基于人体骨骼模型各连杆的连杆参考坐标系，具体包括：对于

子关节是含有两个次关节的主关节的连杆，其参考坐标系的两个轴分别与两个子关节在初

始关节角度时的旋转轴共线，另一个旋转轴与这两个轴构成的平面垂直，形成右手直角坐

标系；在初始姿态时，X轴指向人体骨骼模型的正前方，Y轴指向人体骨骼模型的正左方，Z轴

指向人体骨骼模型的正上方。对于子关节是含有一个次关节的主关节的连杆，其参考坐标

系的一个坐标轴与子关节的旋转轴共线，一个坐标轴与该连杆骨骼向量共线或垂直，另一

个旋转轴与这两个轴构成的平面垂直，形成右手直角坐标系；在初始姿态时，X轴指向人体

骨骼模型的正上方，Y轴指向人体骨骼模型的正左方，Z轴指向人体骨骼模型的正上方。连杆

坐标系的坐标原点均位于连杆末端点，即连杆的子关节中心点处。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将人体骨骼模型的连杆骨骼向量转移到其母连杆参考坐标系中，

具体包括：利用转换矩阵Rm将深度摄像头坐标系中的连杆骨骼向量转换到其母连杆的连杆

坐标系中，转换矩阵Rm为：

[0018]

[0019] 其中 分别为在深度摄像头坐标系中与深度摄像头坐标系X轴、Y轴、Z轴正

向同向的向量， 分别为在深度摄像头坐标系中与目标连杆母连杆的连杆参考

坐标系X轴、Y轴、Z轴正向同向的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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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对于第k个用于计算姿态相似度的人体骨骼模型连杆，在其母连杆的连杆参考系

中的连杆骨骼向量 (列向量)为：

[0021]

[0022] 其中Rmk为相应的转换矩阵， 为在深度摄像头坐标系中的连杆骨骼向量。

[0023] 进一步地，所述根据机器人各关节角度计算机器人各连杆在母连杆坐标系中的向

量坐标，具体包括：令机器人各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初始姿态连杆向量坐标均为(0,

0,1)T，根据其母关节各次关节的旋转角度θmki，利用相应旋转矩阵R(θmki)，得到当前姿态的

连杆向量坐标

[0024]

[0025] 其中，n为目标连杆母关节的次关节个数，i的数值越小表示该次关节在连杆-关节

链中越靠近母连杆。

[0026] 进一步地，所述根据人体骨骼模型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骨骼向量坐标和机

器人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向量坐标计算人形机器人与人形姿态的相似度，具体包

括：根据转换坐标系后的连杆向量，利用人体骨骼模型连杆骨骼向量和相应机器人连杆向

量的夹角的余弦值计算两连杆姿态的相关系数，之后计算各组连杆相关系数的算术平均

值，得到机器人动作模仿的相似度指标。

[0027]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0028] 1、建立了人体骨骼模型各连杆的连杆参考坐标系，可以精确地确定人体各连杆的

姿态。

[0029] 2、使用定量评价方法，可以得到机器人姿态与人体姿态相似度的精确量化指标。

[0030] 3、使用连杆向量对机器人与人体的姿态进行表征是更加充分而有效的，可以得到

更为准确的姿态相似度评价。

[0031] 4、利用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连杆向量，可以有效评价局部姿态相似度。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的流程图；

[0033] 图2是由Kinect  II获取的人体骨骼节点名称及编号示意图；

[0034] 图3是Nao机器人与人体骨骼模型全身关节和连杆坐标系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但本发明的作用不

限于此：

[0036] 实施例

[0037]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的评价方法，使用Kinect  II作为深度

摄像头，使用Nao机器人作为人形机器人。

[0038] 人形机器人模仿相似度评价方法的具体实施方式，实施的步骤流程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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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9] S1、通过深度摄像头获取人体骨骼节点的三维位置信息；

[0040] 使用Kinect  II摄像头来获取人体骨骼节点的三维信息，获取的各骨骼节点名称

以及编号如图2所示。

[0041] S2、根据人体骨骼节点构建人体骨骼向量，并依据人体骨骼向量和机器人关节结

构建立人体虚拟关节，形成人体骨骼模型；

[0042] 根据人体骨骼节点的三维位置信息建立人体骨骼向量。设在深度摄像头坐标系

中，由一个骨骼节点指向另一个骨骼节点的骨骼向量化为 其中a为向量始端的骨骼节

点的数字编号，b为向量末端的骨骼节点的数字编号，部分骨骼向量如图3所示。

[0043] 根据Nao机器人的关节结构特点，在人体骨骼模型中构建与Nao机器人关节数量与

类型一致的虚拟关节，由于Nao机器人躯干下部的偏航俯仰关节由一个电机去驱动且左右

对称，因此在此环节不予考虑。定义机器人与人体骨骼模型的初始状态为双臂下垂的直立

姿态，此时相应的关节角度定义为初始关节角度，其中肩部俯仰角为 其余关节角度均为

0。在初始姿态时虚拟关节的旋转轴均与骨骼向量共线或垂直。

[0044] 以左半身部分关节为例，如图3所示，构建人体骨骼模型虚拟关节，其余关节同理。

[0045] 左肩俯仰关节是左肩翻滚关节的母关节，其旋转轴与向量 共线，左肩翻滚关

节的旋转轴位置随着左肩俯仰关节的变化而变化，其旋转轴与平面2-5-6的法向量

共线， 为： 当左肩俯仰关节为初始角度时，左肩翻滚关节的旋

转轴与左上躯干参考平面的法向量 共线， 为：

[0046] 左肘偏航关节是左肘翻滚关节的母关节，其旋转轴与量 共线。左肘翻滚关节

的旋转轴位置随着左肘偏航关节的变化而变化，其旋转轴与平面5-6-7的法向量 共

线， 为： 当左肘偏航关节为初始角度时，左肘翻滚关节的旋转

轴与平面2-5-6的法向量 共线。

[0047] 左髋翻滚关节是左髋俯仰关节的母关节，其旋转轴与左下躯干参考平面的法向量

共线， 为： 左髋俯仰关节的旋转轴位置随着左髋

翻滚关节的变化而变化，其旋转轴与由 与 构成的平面法向量共线。当左髋翻

滚关节为初始角度时，左髋俯仰关节的旋转轴与向量 共线。

[0048] 左膝俯仰关节是左膝唯一的次关节，其旋转轴与平面17-18-19的法向量

共线， 为：

[0049] S3、建立基于人体骨骼模型各连杆的连杆参考坐标系；

[0050] 以左半身部分连杆为例，如图3所示，构建人体骨骼模型连杆的连杆参考系，其余

连杆同理。

[0051] 左上躯干连杆参考系的X轴与左肩俯仰关节为初始角度时的左肩翻滚关节的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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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共线，指向连杆的正前方；Y轴与左肩俯仰关节的旋转轴共线，指向连杆的正左方；Z轴垂

直于X-Y平面，指向连杆的正上方。其坐标原点位于骨骼节点5。

[0052] 左大臂连杆参考系的X轴与左肘偏航关节为初始角度时的左肘翻滚关节的旋转轴

共线，指向连杆的正前方；Z轴与左肘偏航关节的旋转轴共线，指向连杆的正上方；Y轴垂直

于X-Z平面，指向连杆的正左方。其坐标原点位于骨骼节点6。

[0053] 左下躯干连杆参考系的X轴与左髋翻滚关节的旋转轴共线，指向连杆的正前方；Y

轴与左髋翻滚关节为初始角度时的左髋俯仰关节的旋转轴共线，指向连杆的正左方；Z轴垂

直于X-Y平面，指向连杆的正左方。其坐标原点位于骨骼节点17。

[0054] 左大腿连杆参考系的Y轴与左膝俯仰关节的旋转轴共线，指向连杆的正左方；Y轴

与左大腿连杆骨骼向量 共线，指向连杆的正上方；X轴垂直于Y-Z平面，指向连杆的正

前方。其坐标原点位于骨骼节点18。

[0055] 连杆的正前方、正左方、正上方在连杆中的方位与初始姿态时连杆的正前方、正左

方、正上方分别保持一致。

[0056] S4、将人体骨骼模型的连杆骨骼向量转换到其母连杆参考坐标系中；

[0057] 为了将深度摄像头坐标系中的连杆骨骼向量转换到其母连杆的连杆坐标系中，构

造转换矩阵Rm为：

[0058]

[0059] 其中 分别为在深度摄像头坐标系中与深度摄像头坐标系X轴、Y轴、Z轴正

向同向的向量， 分别为在深度摄像头坐标系中与目标连杆母连杆的连杆参考

坐标系X轴、Y轴、Z轴正向同向的向量。

[0060] 则对于第k个用于计算姿态相似度的人体骨骼模型连杆，在其母连杆的连杆参考

系中的连杆骨骼向量 (列向量)为：

[0061]

[0062] 其中Rmk为相应的转换矩阵， 为在深度摄像头坐标系中的连杆骨骼向量。

[0063] S5、根据机器人各关节角度计算机器人各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向量坐标；

[0064] 令机器人第k个用于计算姿态相似度的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初始姿态连杆

向量坐标为 根据其母关节各次关节的旋转角度θmki，利用相应旋转矩阵R

(θmki)，得到当前姿态的连杆向量坐标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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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其中，n为目标连杆母关节的次关节个数，i的数值越小表示该次关节在连杆-关节

链中越靠近母连杆。

[0067] S6、根据人体骨骼模型连杆在其母连杆坐标系中的骨骼向量坐标和机器人连杆坐

标系中的向量坐标计算人形机器人与人体姿态的相似度。

[0068] 进一步，根据所述步骤S6，机器人第k个连杆和人体骨骼模型第k个连杆的相关系

数 为:

[0069]

[0070] 在本实施例中，考虑躯干、头部、左上臂、左下臂、左手、左大腿、左小腿、右上臂、右

下臂、右手、右大腿、右小腿等10个连杆，侧重局部相似度的人形机器人与人体姿态相似度

指标为：

[0071]

[0072] 以上所述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例，但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专利所公开的范围内，根据本发明专利的发明构思或

者技术方案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属于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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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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