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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与距离其最近的预测位置处指尖关联，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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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预测位置与当前帧中检测到的相对应的指尖的

位置非常接近，这样通过预测位置作为中间过渡

量实现关联，可使当前帧中的指尖较准确地关联

至前一帧中相应的指尖，提高了指尖跟踪的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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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 利用摄像装置获取手指运动时的连续多帧图像，检测得到各帧图像中的指尖的位

置，作为检测位置 Xi＝ ((x 1，y1)，(x2，y2)…(xj，yj)) 其中 i表示帧数，j表示指尖的数目，

(xj，yj) 表示第 j个指尖的检测位置；

2) 针对各帧图像中的指尖，将其与前一帧图像中相应的指尖进行关联；具体为：以当

前帧为第 i帧图像说明：

21) 使用前三帧图像得到的指尖的检测位置，计算得到指尖的加速度和各帧图像中指

尖的速度；

22)根据步骤21)得到的所述加速度和第i-1帧图像中指尖的速度，以及第i-1帧图像

中指尖的检测位置，预测第i帧图像中指尖的位置，得到第i帧图像中指尖的预测位置X′ i

＝ ((x′ 1，y′ 1)，(x′ 2，y′ 2)…(x′ j，y′ j)) ；

23) 针对各个指尖，检测得到与其欧式距离最小的预测位置处相应的指尖，进而得到第

i帧图像中各个指尖在第 i-1 帧图像中的相应指尖；

24) 针对各个指尖，将第 i帧图像中各个指尖与第 i-1 帧图像中的相应指尖进行关联，

得到各个指尖的运动轨迹。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1) 中根据如下方式计算得到指尖的加速度和各帧图像中指尖的速度：

其中，Xi-1、Xi-2和 X i-3分别为第 i-1 帧、第 i-2 帧、第 i-3 帧图像中的指尖的检测位置，

Vi-1、Vi-2 和 Vi-3 分别为第 i-1 帧、第 i-2 帧、第 i-3 帧图像中的指尖的速度，t为两帧图

像拍摄的间隔时间，a为指尖运动的加速度。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2)中，根据如下方式计算得到指尖的预测位置Xi’： 其中，a为所述

加速度，Vi-1 为第 i-1 帧图像中指尖的速度，Xi-1为第 i-1 帧图像中指尖的检测位置，t为

两帧图像拍摄的间隔时间。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3) 具体为：以当前指尖为第 j 个指尖说明，计算步骤 1) 中得到的第 i 帧图像第 j 个指尖

的检测位置(xj，yj)与步骤22)中得到的第i帧图像各个指尖的预测位置的欧式距离，得到

欧式距离最小值对应的预测位置为第 k 个指尖的预测位置，该第 k 个指尖即为第 j 个指尖

相应的预测指尖，该第 i-1 帧图像中的第 k个指尖即为当前第 j个指尖的相应指尖。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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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中将第i帧图像中的第j个指尖与第i-1帧图像中的第k个指尖相关联，得到第j个指

尖的运动轨迹。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 包括以下步骤：

11)针对获取的各帧图像，提取图像中运动信息和肤色信息，得到各帧图像对应的包含

运动信息的二值图像和包含肤色信息的二值图像；

12) 针对各帧图像，对包含运动信息的二值图像和包含肤色信息的二值图像进行与操

作，得到各帧图像对应的包含手部区域的二值图像；

13)针对各帧图像，对获得的包含手部区域的二值图像进行轮廓提取，通过计算曲率的

方法检测得到各帧图像中的指尖的检测位置Xi＝((x 1,y1),(x2,y2)…(xj,yj))，其中 i表示

帧数，j表示指尖的数目，(xj，yj) 表示第 j个指尖的检测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3) 中计算曲率检测得到检测位置时，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131) 计算轮廓上各个点的曲率，将曲率大于设定阈值的点作为指尖候选点；

132)距离变换法去除干扰点：a)对步骤12)中得到的包含手部区域的二值图像进行距

离变换，得到距离变换后的距离图像；b) 将距离图像转换为二值图像，并提取该二值图像

的轮廓；c)计算步骤 131)中得到的指尖候选点到步骤b)中得到的二值图像的轮廓的最小

距离，若最小距离大于设定的阈值，则保留该指尖候选点；若最小距离小于设定的阈值，则

去除该指尖候选点；

133) 将剩余的指尖候选点按照坐标位置进行聚类，得到各个指尖对应的指尖候选点，

将各个指尖对应的指尖候选点的坐标位置取平均值作为相应指尖的坐标位置，从而得到各

个指尖的坐标位置 (x1,y1),(x2,y2)…(xj,yj)。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33) 之前还包括步骤 132’) 向量叉乘法去除干扰点：a’) 取步骤 131) 获得指尖候选点处

的两个向量，以指尖候选点 P为例说明，第一个向量为 第二个向量为 其中，P1点

为候选点 P 沿轮廓向前的第 N 个点，P2 点为候选点 P 沿轮廓向后的第 N 个点；其中 N 的取

值范围为 5 ～ 20 ；b’) 计算各指尖候选点处的两个向量的叉乘，根据向量的叉乘结果选择

需要保留的指尖候选点。

9.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31)根据如下方法计算得到各个点的曲率：以点Q为例说明，对于点Q处的两个向量，第一

个向量为 第二个向量为 其中，Q1点为候选点 Q沿轮廓向前的第 N个点，Q2 点为

候选点Q沿轮廓向后的第N个点，则点Q的曲率为向量 和向量 的夹角的余弦值 ；其

中 N的取值范围为 5～ 20。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13) 中进行轮廓提取时，采用如下方法：寻找步骤 12) 中得到的二值图像中周长最大的轮

廓，若该轮廓的周长值大于设定的阈值，则以该轮廓为提取的轮廓；若该轮廓的周长值小于

设定的阈值，则认为出错，重新进行步骤 11)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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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图像处理与分析技术，特别是涉及一种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和智能电视、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简单、自

然、直观的人机交互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基于视觉的人机交互方式直接通过视频

采集用户信息 (比如人脸、步态、手势等 )，具有简单自然的优点，从而成为当前的一个热点

研究方向。

[0003] 在传统的人机交互过程中，人们通过鼠标、键盘、触摸屏等物理设备实现与设备之

间的交互，但无法满足人们对简单、自然、直观的要求。例如，在强调自动化、智能化和网络

化的家居环境中，使用鼠标、键盘、遥控器乃至触摸屏对家电设备进行控制都将给用户带来

诸多不便。

[0004] 基于指尖的人机交互通过识别用户指尖的位置或轨迹来实现人机交互，为用户提

供了一种更便捷的交互模式，不仅能显著提升用户体验，而且还降低了用户对硬件设备的

依赖程度，在机器人控制、虚拟现实、消费类电子产品、医疗卫生、视频游戏以及智能家居等

诸多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0005] 指尖运动轨迹的跟踪主要分为基于数据手套的指尖跟踪和基于视频的指尖跟踪。

基于数据手套的指尖跟踪需要用户在识别的过程中始终佩戴一种类似于手套的特殊设备，

设备昂贵而且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只能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场合。基于视频的指尖跟踪可

以分为基于特殊摄像头的指尖跟踪和基于普通摄像头的指尖跟踪。基于特殊摄像头的指尖

跟踪采用红外摄像头、立体摄像头等特殊摄像头，由于特殊摄像头价格比较昂贵，因此无法

实现广泛应用。基于普通摄像头的指尖跟踪分为基于标记的指尖跟踪和基于裸手的指尖跟

踪。基于标记的指尖跟踪需要在手指或指尖上做特定的标记，以便于分割提取。虽然基于

标记的指尖跟踪通过辅助设备提高了指尖跟踪的精度，但是影响了人机之间交互的自然直

观。基于裸手的指尖跟踪具有直观便捷的优点，是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趋势。

[0006] 当前，基于裸手的指尖轨迹跟踪通常假设用户的手臂被衣服等遮盖，没有充分考

虑手臂裸露时对指尖跟踪的干扰。而对于多目标的指尖跟踪，目前常用的方法为将当前帧

中检测的指尖位置与上一帧中距离其最近的指尖相关联。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当指尖

运动幅度较大时，将会导致关联错误。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弥补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对手指尖运

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可以避免指尖运动幅度过大时导致指尖的关联失误。

[0008] 本发明的技术问题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予以解决：

[0009] 一种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 利用摄像装置获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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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运动时的连续多帧图像，检测得到各帧图像中的指尖的位置，作为检测位置 Xi＝ ((x 1，

y1)，(x2，y2)…(xj，yj))，其中 i表示帧数，j表示指尖的数目，(xj，yj) 表示第 j个指尖的检

测位置；2) 针对各帧图像中的指尖，将其与前一帧图像中相应的指尖进行关联；具体为 ：以

当前帧为第i帧图像说明：21)使用前三帧图像得到的指尖的检测位置，计算得到指尖的加

速度和各帧图像中指尖的速度；22) 根据步骤 21) 得到的所述加速度和第 i-1 帧图像中指

尖的速度，以及第 i-1 帧图像中指尖的检测位置，预测第 i 帧图像中指尖的位置，得到第 i

帧图像中指尖的预测位置 Xi′＝ ((x1′，y1′ )(x2′，y2′ )…(xj′，yj′ )) ；23) 针对各个

指尖，检测得到与其欧式距离最小的预测位置相应的指尖，进而得到第 i 帧图像中各个指

尖在第 i-1帧图像中的相应指尖；24)针对各个指尖，将第 i帧图像中各个指尖与第 i-1帧

图像中的相应指尖进行关联，得到各个指尖的运动轨迹。

[001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对比的有益效果是：

[0011] 本发明的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在指尖跟踪的过程中，先利用前三

帧图像中指尖的检测位置预测得到当前帧中指尖的预测位置，则跟踪时，通过检测位置与

预测位置的欧式距离最小的判断方法从而关联预测位置处相应的指尖，进而关联到前一帧

中相应的指尖。由于通过前一帧的信息预测得到预测位置，使得预测位置与当前帧中检测

到的相对应的指尖的位置非常接近，这样借助预测位置关联，相对于现有技术中直接由当

前帧关联前一帧，可以避免指尖运动幅度过大时导致的关联失误，提高了指尖跟踪的准确

性，增强了系统的鲁棒性。

【附图说明】

[0012] 图 1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的流程图；

[0013] 图 2 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步骤 1) 中检测图像中指尖的检测位置的方法流程

图；

[0014] 图3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步骤13)中通过计算曲率检测指尖点的坐标位置时

的方法流程图；

[0015] 图4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步骤13)中通过计算曲率检测指尖点的坐标位置时

的一种优选方法流程图；

[0016] 图5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步骤13)中通过计算曲率检测指尖点的坐标位置时

的另一种优选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并对照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8] 如图 1 所示，为本具体实施方式中的对手指尖运动轨迹进行跟踪的方法的流程

图，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1) 利用摄像装置获取手指运动时的连续多帧图像，检测得到各帧图像中的指尖的

位置。用 Xi＝ ((x 1，y1)，(x2，y2)…(xj，yj)) 表示各指尖的检测位置，其中 i表示帧数，j表

示指尖的数目，(xj，yj) 表示第 j个指尖的检测位置。

[0020] 具体地，如图2所示，为步骤1)中检测图像中指尖的检测位置的方法流程图，包括

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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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11) 针对获取的各帧图像，提取图像中运动信息和肤色信息，得到各帧图像对应的

包含运动信息的二值图像和包含肤色信息的二值图像。

[0022] 在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摄像装置获取的视频图像为基于 RGB 颜色空间的彩色图

像。获取包含运动信息的二值图像时，通过对视频图像中的连续三帧进行三帧差分来检测

当前帧中运动目标本身的变化区域，得到运动目标的运动信息。具体为按照如下公式 (1)，

公式 (2) 和公式 (3) 计算得到三帧差分图 Fk(x,y)。其中 Ik(x,y) 是获取的第 k 帧图像中

像素点 (x，y) 处的像素值，To为二值化时设定的阈值，D k(x,y) 是二帧差分图。

[0023] 

[0024] 

[0025] Fk(x,y) ＝ Dk(x,y)&Dk+1(x,y)     (3)

[0026] 根据上述公式可得，二帧差分图 Dk(x,y) 为二值图像，其中较明亮的目标区域反

映的是当前帧中像素值相对于上一帧中像素值变化较大，运动的像素点；同样，二帧差分图

Dk+1(x,y) 也为二值图像，其中较明亮的目标区域反映的是下一帧中像素值相对于当前帧中

像素值变化较大，运动的像素点。通过两个二帧差分图“与”运算后得到三帧差分图，其也

为二值图像，明亮的目标区域即为两次差分过程中均有运动的像素点。通过前后两次差分

后与运算得到的运动信息的二值图像，更能精确地反应当前帧图像中的运动信息，得到的

包含运动信息的二值图像更精确。

[0027] 获取包含肤色信息的二值图像时，首先根据转换公式 (4) 将视频图像从 RGB 颜色

空间转换为 YCrCb 颜色空间：

[0028] 

[0029] 在 YCrCb 颜色空间，Y 代表光照分量，Cr 和 Cb 表示色调信息，即是要获取的肤色

信息。由于各种族的肤色对应的参数 Cr 和 Cb 的取值的范围不同，因此需要根据图像中肤

色设置二值化阈值范围，将满足阈值范围的像素点作为目标点，将其余点作为背景点，得到

二值化图像。例如，如摄取的图像中的手指肤色为黄色人种的手指，则 Cr 值的范围通常为

[133,173]，Cb 值的范围通常为 [77,127]，因此上述转换后，将 Cr 值在 [133,173] 范围，Cb

值在 [77,127] 范围内的像素点的灰度值取 255，其余不满足该范围条件的像素点的灰度值

取 0，从而得到包含肤色信息的二值图像。

[0030] 12) 针对各帧图像，对包含运动信息的二值图像和包含肤色信息的二值图像进行

与操作，得到各帧图像对应的包含手部区域的二值图像。

[0031] 此步骤，即是根据运动信息和肤色信息进行前景分割，获得包含手部区域的二值

图像。优选地，该步骤中还包括对得到的二值图像进行形态学处理去除噪音的过程。如，利

用形态学中的腐蚀来消除二值图像中的孤立的小区域，利用形态学中的膨胀来消除二值图

像中的孤立的小空洞。通过形态学处理去除噪音，从而得到比较光滑的包含手部区域的二

值图像，提高后续跟踪处理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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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13) 针对各帧图像，对获得的包含手部区域的二值图像进行轮廓提取，通过计算曲

率的方法检测得到各帧图像中的指尖的检测位置。指尖的检测位置使用标记 Xi＝ ((x 1，

y1)，(x2，y2)…(xj，yj)) 表示，其中 i表示帧数，j表示指尖的数目，(xj，yj) 表示第 j个指尖

的检测位置，即图像中包括 j个指尖，需要分别得到这 j个指尖的位置坐标 (x，y)。

[0033] 具体地，步骤 13) 进行轮廓提取时，采用如下方法：寻找步骤 12) 中得到的二值图

像中周长最大的轮廓，若该轮廓的周长值大于设定的阈值，则以该轮廓为提取的轮廓，继续

进行后续的处理过程；若该轮廓的周长值小于设定的阈值，则认为前景分割出错，重新进行

步骤 11) 至 12)。

[0034] 步骤 13) 提取到轮廓后，计算曲率检测指尖点的坐标位置时，优选地，按照如图 3

所示的方法进行：

[0035] 131) 计算轮廓上各个点的曲率，将曲率大于设定阈值的点作为指尖候选点。

[0036] 具体地，以点Q为例说明，对于点Q处的两个向量，第一个向量为 第二个向量

为 其中，Q1点为候选点 Q沿轮廓向前的第 N个点，Q2点为候选点 Q沿轮廓向后的第 N

个点，其中 N 的取值范围为 5 ～ 20，则点 Q 的曲率为向量 和向量 的夹角 θ 的余弦

值，如公式 (5) 所示：

[0037] 

[0038] 计算出轮廓上所有点的曲率后，设定一个阈值范围，将曲率满足阈值要求的点构

成一个集合，作为指尖的候选点。由于指尖出相邻两个向量的夹角较小，因此其余弦值较

大，例如设定阈值为 0.8，当某点的曲率大于 0.8 时，即将该点作为指尖候选点。当然，此处

阈值的具体取值，需要根据 N 值的大小以及多次测试后根据用户经验设置，上述仅距离说

明，并不是唯一的阈值设定值。

[0039] 由于除了指尖附近的轮廓点曲率较大之外，位于两指之间的凹槽处，手掌与手臂

的连接处，以及手臂与衣服等背景的分割处等的轮廓点也有较大的曲率，但其为干扰点。也

即，通过曲率计算，判断的方法，会将指尖处的点，两指间凹槽处，手背与手臂的连接处，手

臂与衣服等背景的分割处的点作为候选点保留。为了避免误判，应配合后续的去除干扰点

的步骤将除指尖外的干扰点排除掉。

[0040] 132) 距离变换法去除干扰点：

[0041] a) 对步骤 12) 中得到的包含手部区域的二值图像进行距离变换，得到距离变换后

的距离图像。其中，距离变换是针对二值图像的一种变换。在二维空间中，一幅二值图像可

以认为仅含目标和背景两种像素，目标像素值为 1，背景像素值为 0。距离变换的结果不是

另一幅二值图像，而是一幅灰度级图像，即距离图像，图像中每个像素的灰度值为该像素与

距其最近的背景像素间的距离。通常，距离越近，灰度值越小；距离越远，灰度值越大。

[0042] b) 将距离图像转换为二值图像，并提取该二值图像的轮廓。转换时，设置转换阈

值，例如 [80,255]，则将灰度值在 [80,255] 范围内的像素作为明亮的目标点，将灰度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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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范围内的像素作为较暗的背景点，从而得到距离变换后的二值图像。

[0043] 通过距离变换后，即可将步骤 12) 中包含手部区域的二值图像中手指细长区域去

除掉，留下手背区域。如果图像中有手臂裸露区域以及衣服颜色和肤色很接近的区域，也会

被留下。

[0044] c)计算步骤131)中得到的指尖候选点到步骤b)中得到的二值图像的轮廓的最小

距离，若最小距离大于设定的阈值，则保留该指尖候选点；若最小距离小于设定的阈值，则

去除该指尖候选点。

[0045] 具体地，如果步骤 131) 中确定的指尖候选点为 A1，A2，A3，A4，B1，B2，B3，B4，B5，

C1，C2，C3，C4。则分别计算上述各点到步骤 b) 中二值图像的轮廓的最小距离，如候选点

为指尖上的点，则其距离步骤 b) 中二值图像 ( 手背区域，手臂裸露区域 ) 的轮廓的最小距

离会较大；如候选点为手背与手臂的连接处，以及手臂与衣服等背景的分割处等的凸出处

的干扰点，则其距离步骤 b) 中二值图像的轮廓的最小距离会较小。因此设置阈值，对于最

小距离大于阈值的点，则保留作为候选点；对于最小距离小于阈值的点，则作为干扰点排除

掉。

[0046] 通过上述距离转换方法的处理，即可以排除掉手背与手臂的连接处，以及手臂与

衣服等背景的分割处等的凸出处的干扰点。

[0047] 133) 将剩余的指尖候选点进行聚类，得到各个指尖对应的指尖候选点，将各个指

尖对应的指尖候选点的坐标位置取平均值作为相应指尖的坐标位置，从而得到各个指尖的

坐标位置。

[0048] 具体地，如果步骤 132) 距离变换法去除掉干扰点后，剩余的指尖候选点分别为

A1，A2，B1，B3，B4，C2，C3 和 C4，如果指尖候选点对应同一指尖，则指尖候选点的坐标位置相

近，因此，根据这一原则，将坐标位置相近的点聚类，得到各个指尖对应的指尖候选点。如食

指指尖，对应的候选点为 A1，A2 ；中指指尖，对应的候选点为 B1，B3，B4 ；无名指指尖，对应的

候选点为 C2，C3和 C4。将候选点 A1和 A2的坐标位置中 x坐标取平均值，y坐标取平均值，

得到食指指尖的坐标位置 (x1，y1)。类似地，将候选点 B1，B3 和 B4 的坐标位置取平均值，得

到中值指尖的坐标位置 (x2，y2)。将候选点为 C2，C3 和 C4 的坐标位置取平均值，得到无名

指指尖的坐标位置 (x3，y3)。综上，即得到各个指尖的检测位置 (x1，y1)，(x2，y2)…(xj，yj)。

[0049]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优选地，按照上述步骤 131)-133) 检测各个指尖的位置，检测

过程中，采用曲率的方法来确定候选指尖点，通过距离变换的方法排除干扰指尖点，并对剩

余的候选指尖点进行聚类得到指尖的位置，从而对于手臂裸露以及衣服的颜色和肤色很接

近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排除掉干扰点，增强了系统的鲁棒性。通过上述方法检测指尖位置

时，可不再要求必须让手臂被衣服遮盖，及时手臂裸露，也可实现检测跟踪，从而扩大了人

机交互系统的应用范围。

[0050] 在检测过程中进一步优选地，如图4和图5所示，步骤133)之前还包括步骤132’)

向量叉乘法去除干扰点：a’) 取步骤 131) 获得指尖候选点处的两个向量，以指尖候选点 P

为例说明，第一个向量为 第二个向量为 其中，P1 点为候选点 P 沿轮廓向前的第

N个点，P2 点为候选点 P沿轮廓向后的第 N个点；其中 N的取值范围为 5～ 20 ；b’)计算各

指尖候选点处的两个向量的叉乘，根据叉乘结果选择需要保留的指尖候选点。选择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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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两种情况进行选择：

[0051] 第一种情况：轮廓的方向为逆时针方向，且取垂直于图像平面 ( 纸面、屏幕等轮廓

所在的平面 )朝向用户的方向为正方向时，若指尖候选点处的叉乘值大于 0，则保留该指尖

候选点；若叉乘值小于0，则去除该指尖候选点。这是因为：若轮廓的方向为逆时针方向，则

轮廓上凸出处点的向量 和向量 的叉乘方向是垂直于平面 ( 纸面、屏幕等轮廓所

在的平面 ) 朝向用户；凹槽处点的向量 和向量 的叉乘方向是垂直于平面 ( 纸面、

屏幕等轮廓所在的平面 ) 远离用户。取垂直于平面 ( 纸面、屏幕等轮廓所在的平面 ) 朝向

用户的方向为正方向，则轮廓上指尖等凸出处点的向量的叉乘大于零，凹槽处点的向量的

叉乘小于零。通过计算候选点处两个向量的叉乘，并去除叉乘值小于零的点，即排除掉位于

两指之间的凹槽处，手掌与手臂的连接处，以及手臂与衣服等背景的分割处等的凹槽处的

干扰点。

[0052] 第二种情况：轮廓的方向为顺时针方向，且取垂直于图像平面 ( 纸面、屏幕等轮廓

所在的平面 )朝向用户的方向为正方向时，若指尖候选点处的叉乘值大于 0，则去除该指尖

候选点；若叉乘值小于0，则保留该指尖候选点。这是因为：若轮廓的方向为顺时针方向，则

轮廓上凸出处点的向量 和向量 的叉乘方向是垂直于平面 ( 纸面、屏幕等轮廓所在

的平面 ) 远离用户；凹槽处点的向量 和向量 的叉乘方向是垂直于平面 ( 纸面、屏

幕等轮廓所在的平面 ) 朝向用户。取垂直于平面 ( 纸面、屏幕等轮廓所在的平面 ) 朝向用

户的方向为正方向，则轮廓上指尖等凸出处点的向量的叉乘小于零，凹槽处点的向量的叉

乘大于零。通过计算候选点处两个向量的叉乘，并除去叉乘值大于零的点，即排除掉位于两

指之间的凹槽处，手掌与手臂的连接处，以及手臂与衣服等背景的分割处等的凹槽处的干

扰点。

[0053] 按照上述方式中的指尖候选点的向量叉乘结果去除部分干扰点，即排除掉位于两

指之间的凹槽处，手掌与手臂的连接处，以及手臂与衣服等背景的分割处等的凹槽处的干

扰点。上述优选方案中，距离变换法和向量叉乘法共同作用，可全面去除干扰点，提高指尖

点检测的准确性。

[0054] 步骤 1) 检测得到各帧图像中的指尖的检测位置后，进入步骤 2) 将各帧图像中的

指尖，与前一帧图像中相应的指尖进行关联。继续如图 1所示，具体为：

[0055] 21) 使用前三帧图像得到的指尖的检测位置，计算得到指尖的加速度和各帧图中

指尖的速度。

[0056] 具体地，根据如下方式计算得到指尖的加速度和各帧图像中指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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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其中，Xi-1、Xi-2和 X i-3分别为第 i-1 帧、第 i-2 帧、第 i-3 帧图像中的指尖的检测位

置，Vi-1、Vi-2 和 Vi-3 分别为第 i-1 帧、第 i-2 帧、第 i-3 帧图像中的指尖的速度，t为两

帧图像拍摄的间隔时间，a 为指尖运动的加速度。上述 4 个方程式中，参量 Xi-1、Xi-2和 X i-3

均在步骤 1) 中检测得到，拍摄间隔时间 t 是已知的，即可求解得到未知的速度参量 Vi-1、

Vi-2 和 Vi-3 以及加速度 a。

[0059] 22) 根据步骤 21) 得到的所述加速度和第 i-1 帧图像中指尖的速度，以及第 i-1

帧图像中指尖的检测位置，预测第i帧图像中指尖的位置，得到第i帧图像中指尖的预测位

置。

[0060] 具体地，由于步骤 21) 中已求解得到第 i-1 帧图像中指尖的速度 Vi-1，加速度 a，

且第 i-1帧图像中指尖的检测位置 Xi-1和间隔时间 t是已知的，因此根据位移计算公式，可

预测得到该指尖的预测位置Xi’： 根据该公式，即第1个指尖预测得

到第 1个预测位置，第 2个指尖得到第 2个预测位置，……，第 j个指尖得到第 j个预测位

置，即Xi-1中 j个元素分别一一对应预测得到X i’中j个元素，(x′ 1，y′ 1)，(x′ 2，y′ 2)…

(x′ j，y′ j)。

[0061] 23) 针对各个指尖，检测得到与其欧式距离最小的预测位置相应的指尖，进而得到

第 i帧图像中各个指尖在第 i-1 帧图像中的相应指尖。

[0062] 24)针对各个指尖，将第i帧图像中各个指尖与第i-1帧图像中的相应指尖进行关

联，得到各个指尖的运动轨迹。

[0063] 具体为：以当前帧中第 j 个指尖说明，步骤 1) 中已检测得到其检测位置 (xj，yj)，

步骤 22) 中预测得到各个指尖的预测位置 (x′ 1，y′ 1)，(x′ 2，y′ 2)…(x′ j，y′ j)，计

算该检测位置与各个预测位置之间的欧式距离 得到欧式距离最小

值对应的预测位置为第k个指尖的预测位置，如当前为第j个指尖，其距离第k个指尖的预

测位置的欧式距离最小，则该第k个指尖即为第j个指尖相应的预测指尖，该第i-1帧图像

中的第 k 个指尖即为当前第 j 个指尖的相应指尖。相应地，步骤 24) 中将第 i 帧图像中的

第j个指尖与第i-1帧图像中的第k个指尖相关联，即得到第j个指尖的运动轨迹。对j个

指尖分别检测欧式距离最小值，获得对应的预测指尖，进而获得对应的上一帧的相应指尖，

将 j个指尖与各自相应的上一帧的相应指尖关联起来，从而实现了多个指尖的跟踪。

[0064] 本具体实施方式通过摄像头得到视频图像，获得视频图像帧中的运动信息和肤色

信息，根据获得的运动信息和肤色信息提取包含手部区域的二值图像，然后从包含手部区

域的二值图像中检测用户的指尖，并实现指尖的跟踪。上述跟踪过程中，使用预测位置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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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过渡，将当前帧中的指尖与上一帧中的相应指尖关联，实现运动轨迹的跟踪。

[0065] 由于利用摄像装置进行视频采集的过程中，帧与帧之间的时间间隔 t 的值很小，

比如若摄像装置的视频采集频率为25帧每秒，帧与帧之间的时间间隔t为40毫秒。在t这

一短时间段内，指尖运动的加速度几乎不发生变化或变化很小，因此根据前一帧的信息预

测得到的当前帧中指尖的预测位置，与当前帧中检测到的相对应的指尖的位置非常接近。

指尖运动过程中，由于指尖运动的速度、加速度的存在，当前帧中检测到的指尖的位置与前

一帧中检测到的相对应的指尖的位置存在一定的距离。如果指尖的运动幅度较大时，相应

指尖之间的欧式距离不一定是最小的，如果按现有技术中当前帧直接关联前一帧，则会导

致关联失误。例如，当前帧的食指错误关联至前一帧的中指，当前帧的中值错误关联至前一

帧的无名指等等。但如果按本具体实施方式中借助预测位置关联，由于当前帧中指尖的预

测位置与实际的位置较为接近，因此可准确关联出相应的指尖 ( 食指关联预测位置相应的

食指，中指关联预测位置相应的中指等等 )，而各指尖的预测位置均是根据上一帧中的相应

指尖的检测位置计算得到，因此借助预测位置，使得当前帧中的指尖能关联至上一帧中相

应的指尖 (食指关联上一帧中的食指，中指关联上一帧中的中指等等 )，从而避免了指尖运

动幅度过大时直接由当前帧关联前一帧而导致的关联失误，提高了指尖跟踪的准确性，增

强了系统的鲁棒性。

[0066]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

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做出若干替代或明显变型，而且性能或用途相同，都应当视为

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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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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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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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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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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