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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本文中，我们介绍了基于区域的多连接体（手指）的三维运动跟踪。我们首先用多约束融合的方法

以及手指的运动特性，得到初始幀手指的三维结构，然后根据刚性多连接体的运动模型，以及相应的姿势约

束模型，给出了这一特殊运动模型三维运动估计的优化算法，最后利用区域跟踪的方法获取它的三维运动，

并在真实的手指序列图像中实现了我们的算法；实验结果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三维运动跟踪, 约束融合, 刚性多连接体, 图像序列  

Region-Based 3D Motion Tracking of Hand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region-based 3D motion tracking on multi-linkage. Firstly by constraint fusion 

and special properties on fingers, we obtain the initial 3D structure of finger from the image, and then by the motion 

properties of rigidity multi-linkage and corresponding gesture constraints，we give the general descriptions of 3D 

region tracking of this linkage, finally we apply the techniques to 3D motion tracking of hand. The experiment with 

real images is included to demonstrate the validity of the theoretic results.  

Key Words: 3D motion tracking, Constraint fusion, Rigidity multi-linkage, Image sequence  

 

引言  

手势识别和手的运动跟踪在人机交互中技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各种原因，手的三维运动跟踪显得非

常困难。迄今为止，除了运动捕捉系统（光学、电磁波）和数据手套以外，几乎没有特别鲁棒的手的三维运

动跟踪方法，更谈不上对手的三维运动进行实时跟踪。这方面存在的主要困难有：  

手指的三维运动是一种既非形变也非刚体的多自由度的运动，因此在跟踪过程中需要同时估计很多个运动

参数。另外由于人的观察力敏锐，任何微小的错误运动都很容易被看出，因此在实际的运动跟踪中需要获取

非常精确的三维运动。再者，手运动时，仅仅通过一个摄像机是不可能始终跟踪手的所有部分，其某一部分

经常会遮挡另一部分，由于遮挡，这部分信息就会在图像序列中丢失，从而不可能跟踪或估计出这部分结构

的三维运动。  

目前，主要有三种三维运动估计的方法：  

基于特征点：这种方法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从人的序列运动图像中获取高精度的特征点匹配 [1，2]。虽

然此类方法中的运动捕捉系统和数据手套比较有效，但该系统需要在关节上安放特殊的标志和穿戴特殊的设

备，以便在序列图像中准确跟踪这些特殊的标志 [3]。这种系统由于需要安放特殊的标志和穿戴特殊的设备，



因而极大地约束了它的应用范围。  

基于边缘特征：这种方法通常需要比较简单的背景，以便能够从背景中分割出运动物体的边缘 [4, 5]。但

通常情况下，即使有简单的背景，这也很难做到有效的分割。因为衣服的许多皱褶和皮肤的相似性足以使许

多图像分割的方法不可能从背景中分割出有语义的身体和手指的各个部分。  

基于区域特征：这种方法绝大部分是通过基于光流的匹配模板来实现的 [13]， 其跟踪误差是逐步积累的， 

因而随着跟踪帧数的增加，误差也越来越大，从而产生错误的匹配，而且一旦产生错误匹配，由于没有反馈

过程，就不可能回到正确的匹配中去。  

事实上，手指的运动有着一定的动态和静态约束关系。用这种约束关系可以修正在跟踪过程中所造成的错

误匹配，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反馈过程，实现鲁棒的三维运动跟踪。在本文中，我们详细地讨论了基于区域

特征和约束融合的运动跟踪方法，并以手指的运动为例来具体实现我们的算法。我们首先分析刚性多连接体

的运动特殊性，给出了这一特殊运动模型一般的三维运动估计算法，为了得到初始幀手指的三维结构，我们

利用了多约束融合的方法和手指运动的特殊性，最后，我们给出了真实图像的实验结果。  

一：刚性多连接体的运动分析 

1: 单区域的运动分析 

考虑到图像在象素 m 时刻),( yx T= t 的灰度值为 ),,( tyxI ，点 的图像运动速度为

，假设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即两帧之间）点的灰度值保持不变，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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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 ,, φyxu 是运动模型，如果运动模型是线形的，当为二维仿射运动时，参数可以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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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1）的一阶台劳展开可以写成：  

( ) ( ) ( ) ( ) 0],,,, ,,[ =⋅+ φyxyxI yxIyxI yxt u                  (3) 

进一步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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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 ∆∆∆= ； 这是仿射模型的

运动估计,详细见 [6][7]。 , ，I 分别是两幅图像之间时域和空域的灰度变化，可以用两幅图像间的

灰度差来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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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刚体的三维运动描述 

物体在摄像机坐标系下和世界坐标系下的坐标变换关系可以写成：  



00qGqc =                                       (5) 

其中： 是摄像机坐标系下的齐次坐标，qTzyxq ]1,,,[ 0000 =
T

cccc zyx ]1,,,[= 是世界坐标系下的齐次

坐标，G 是两者间的变换关系, 详细见[8]。  0

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摄像机模型是带有尺度的平行投影，那么点投影到图像上的图像坐标可以写成：

],[],[ ccimim yxyx λ= , 这里λ 是尺度, 是图像坐标。单刚体运动有六个自由度（三个旋转，三

个平移）。因此要估计单刚体的运动，需要决定的参量有[

],[ imim yx

],,,,,, 321321 wwwνννλ ,其中, ],,[ 321 ννν 为

平移矢量，[ 为旋转矢量。文章[13]给出了单刚体的三维运动估计的公式：  ],, 321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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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H ],,,,,[ IXIYIZIZIIIYIX ycxcxcycyxycxc ⋅+⋅⋅⋅⋅+⋅= −−i ; 对于每一个象素都有上述

方程，这样当有 N 个象素时，就有 N 个上述的方程，因此，上式能被写成矩阵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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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求的变量，I , , 可以从两幅图像的灰度变化中求出，见公式（3）。

是摄像机坐标系下物体的三维坐标，这里，我们利用[12]中提出的方法对多连接体进

行初始化分析，然后用得到的三维结构去构造一圆柱体的多连接体模型，这样，就可以得到 。详细的分

析见后面。事实上，我们只要知道了初始幀物体的三维坐标，就可以利用上述迭代公式计算出相应的旋转、

平移和尺度，从而进一步地求出下一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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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对于刚性多连接体，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共面的旋转链， ),2,1( kii L=θ 表示相邻两连接

体之间的夹角，其三维运动估计的一般式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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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可以写成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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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运动有着特殊的关系，但其整体结构的运动是任意的, 以上详细的推导过程见[13]。虽然该算法不需要优

化迭代，但它的误差是积累的，而且在整个算法实现中没有反馈过程，所以，随着被处理帧数的增加，其跟

踪的区域将逐渐偏离实际跟踪的目标，从而得出错误的结果，而且一旦产生错误匹配， 由于没有反馈过程，

就不可能回到正确的匹配中去。因此必须在该算法的基础上增加约束。  

二：手指的三维模型和其约束关系  

下面我们根据解剖学的知识，分析手指的特殊性，并给出相应的静态约束和动态约束，然后把这些约束用来

估计手指的三维运动。  

θ 2  

θ 1  

手掌 

手指 

 

图1: 手指模型  

一般而言，手指可以被看成是棍棒模型[9]。每根手指都由三节组成（拇指除外），因而有三个关节点，但每

个关节点的自由度是不一样的，图1（右）给出了手指的简单模型。对于所有的指关节，除与手掌相连的关节

外，其余关节都只有一个自由度----伸张和弯曲，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在同一个平面上运动，即共面约

束。进一步地，不同指节间都有相互约束，这种约束可以分为静态约束和动态约束两种。静态约束是指手指

有着一定相对运动范围，即如果把每一个手指的第一节（与手掌相连）定义成MCP（见图1左），Y方向表示手

指的伸缩，而X方向表示手指的局部拐动，那么MCP相对手掌的运动范围可以表示成：在X方向的活动范围为

，而在Y方向的活动范围为[ 。而动态约束是指某一指节运动时，必定会带动另外一节运动，

如表1所示动态约束的最后一项表示各节手指骨之间在X方向的运动约束关系，其它项表示各节手指骨之间在Y

方向的运动约束关系（右栏仅对大拇指而言，左栏针对其它各手指，表中相应的符号见图1）。例如每一个手

指第二节的运动必定会带来第三节的运动，而且两指节的旋转角之间满足关系式：

],[ 1515 oo− ],0 90o

θθ y
DIP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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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见图1所示

和 的关系。另外，表中左栏相应的第二项是关于各手指的第一节在X方向运动的动态约束关系。由于我

们可以通过三节手指(已知相互间的长度关系)来获取其三维结构,同时利用上面的角度动态约束来消除它的

歧义性,因此,这一项就不再作详细介绍。各种约束关系如表1所示[10]。事实上,这里我们用到了三类手指约

束：刚体约束，共面约束,以及在X/Y方向的动态依赖关系的约束。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约束关系来估计手指的

初始三维结构,以及在后面的区域估计中修正所估计出的三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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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手指的静态和动态约束 

三：手指三维运动的优化估计算法  

事实上，在真实的三维运动估计中，由于图像噪声的影响，以及公式推导过程中的许多近似假设，方程（10）

的关系不可能得到满足，因此该方程可以写成：  

 ZJH +⋅= φζ ],[1                             (11) 

这里，我们称之为运动约束。另外，上述的静态和动态约束关系也是近似的，可以表示成：  

DIPPIPMCPsyxph p
s ,,;,,)(2 === θζ                  (12) 

再则，对于多连接体的所有刚体，其长度在三维运动中应相应地保持不变，我们可以表示成如下刚体约束方

程，详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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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为单刚体的旋转和平移矢量，q 为刚体初始帧的三维姿势。上述的

二种约束我们称之为姿势约束。因此，一般地我们可以写成：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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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α , β , γ 为权重因子， )1,0(,, ⊂γβα ，且 1=++ γβα ，误差ζ 是参数 和V
v

,λ kθθθ ,, 21 K 的

函数，因此，上述的三维运动估计就转化为如何求得一组 V
v

,λ 和 kθθθ ,,1 2K 的值，使得ζ 最小，这是一个

典型的优化问题，可以用优化编程的方法进行，这里，我们应用遗传算法求解该问题。  

上述的误差准则ζ 作为目标函数，通过下面的等式建立目标函数与适应度函数 f 之间的关系：
ζ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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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优化参数 和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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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kθθθ ,, 21 K 进行二进制编码，每个参数编码的长度为 10=il ，各参数的寻优区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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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我们的算法中，交叉概率为 15%，变异概

率为 0.5%，详见[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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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算法流程及相应的实验结果  

这里，我们简述一下我们的算法，并给出相应的计算结果。  

算法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利用共面约束、刚体约束，以及运动的动态约束，对手指的三维结构进行初始化分析，

同时，选择出合适的图像跟踪区域，利用上述的优化方法跟踪它的三维运动，需要说明的是: 

(1): 在文章[12][14]中，我们论述过，当有三个连接体且其相互间的长度关系已知时，我们就可以用共面约束

和刚体约束的方法计算出其相应的三维结构。因此我们可以用该方法得到手指初始幀的三维结构，图 2(左)

是所获到的初始幀手指的三维结构，此时的三维结构是摄像机坐标系下的。得到了初始三维结构后，我们就

可以用圆柱体来模拟手指的结构，圆柱体的半径大小必须保证该圆柱体反投到手指图像的区域不能超过图像

中手指的区域。通过手指图像某区域的投影线相交于给定圆柱体，一般有两个交点，我们取距离图像最近的

那一点作为 q。图 2(右)给出了带有圆柱体的手指的三维初始结构，图 3(左)给出了反投回相应图像的区域， 图

3(左)说明经计算得到的初始三维结构是正确的，并给出了与图 3(左)相对应的圆柱体的半径。上述分析表明，

我们可以通过增大圆柱体的半径来扩大图像中的相应区域，从而增加跟踪区域的信息量。  

 

图 2：初始幀手指的三维结构: 左：不带有圆柱体，右：带有圆柱体 

(2): 每节手指的跟踪区域是不同的，见图 3(左)，第一节的跟踪区域最大，相应的象素点个数也最多，三个区

域的象素点个数分别为 1523、856、353。在每幀的跟踪过程中，其每个区域的象素点个数是不变的；另外，

在跟踪过程中不需要已知摄像机的内参数，也即摄像机的内参数在拍摄过程中是可以变化的。最后，由于选

中的区域并没有用到边缘信息，因而不需要进行图像的分割，同时也不需要特征点的对应，因此该方法在这

方面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同时，由于在跟踪过程应用了刚体约束和手指相互之间的静态和动态约束，因此

又极大地提高了跟踪的鲁棒性。  



 
图 3：左：反投回相应图像的区域, 右：跟踪的手指的三维运动轨迹  

 
图 4：人手的运动图像 

 

图5： 程序的基本框架，左边框中的示图是简单的三维虚拟手指，右边的是显示的序列图像  

 
我们用 CCD 摄像机来拍摄人手的运动图像，图 4 给出了其中的两幀；然后，我们用上述方法来求取人手的三



维运动，图 3(右)给出了我们跟踪的手指的三维运动轨迹，图中右边上翘的部分为指尖端，相对应的另一端为

与手掌相联的指末端。最后，我们用该方法获取的三维数据去驱动人手的三维模型。如图 5 所示是程序的基

本框架，左边框中的示图是简单的三维虚拟手指，右边的是显示的序列图像。 

本文中，我们利用基于区域的多约束融合的方法实现了手指的三维运动跟踪，由于该方法利用了手指的运动

特性以及相应的姿势约束模型，所以它能鲁棒地估计手指的三维运动，我们用真实的序列图像实现了我们的

算法；实验结果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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