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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智能魔镜——照亮世界也照亮你

摘要

本项目是一款集成了信息娱乐、生活服务、健康管理等功能，专注指导用户健身的智能

魔镜。 智能魔镜基于 linux的 Ubuntu系统，使用硬件平台 AI-box和 Hero，魔镜的姿态检测

模块基于开源的 openpose姿态检测框架，通过检测骨骼关键点确定人体姿态，以此来矫正用

户动作。镜面前端使用开源魔镜项目Magic mirror，并加入语音识别模块 wukong-robot。整个

项目融合了计算机视觉，边缘计算，神经网络，Iot等多项技术，同时抓住健身用户群体的痛

点，在大健康+AI这个市场具有极大的前景。

关键词：姿态检测，语音识别，智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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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MAGIC MIRROR

——BRIGHTEN THE WORLD AND BRIGHTEN YOU

ABSTRAC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ntent of this project is a smart magic mirror that integrates
infotainment, life services, health management and other functions to guide the user's fitness, which
is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me assistant with mirror as a carrier. This intelligent magic mirror is
based on the linux Ubuntu system, using the hardware platform AI-box and Hero, the mirror built-in
touchable voice control display, can support multi-touch, wireless connectivity supports Wi-Fi and
Bluetooth. Smart Magic Mirror in the same time adapted to the Android terminal, support for users
in the Android market free to download APP to use. The posture detection module of Mirror is based
on the open source openpose posture detection framework, which is deployed on AI-box by
openvino. The posture of the human body is determined by detecting key skeletal points, and then
the time series of human posture is input into LSTM network for training to learn the action
categories. Correct user movements. The front end of the mirror using open source magic mirror
project Magic mirror, and adding voice recognition module wukong-robot, to achieve voice
recognition, intelligent dialogue and other functions. The whole project integrates computer vision,
edge computing, neural networks, Iot and other technologies, while seizing the pain points of the
fitness user group, which has great prospects in the market of health + AI.

Key words: Attitude detection, speech recognition, intelligent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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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项目背景和意义

毋庸置疑，随着人们对于健康领域的关注，健身已然成为一种时尚运动。不仅仅如此，

在全民健身意识觉醒、互联网高度普及的时代下，基于新媒体技术的运动健身类应用俨然成

为了人们的新宠。该类应用数量众多、功能全面、用户群体庞大，见证并推动了运动健身类

应用的创业潮。仅跑步类应用来看，2012至 2014的三年间，就有咕咚、Nike+、动动、益

动、去动、乐动力、 赛乐跑、悦跑圈、悦动圈、阿甘跑步等逾十款应用上市，每款应用都

有千万级的用户规模。咕咚、动动、悦动圈这三款应用的用户量更是达到了五千万以上。 “大
健康”的热潮势不可挡。运动健康类的 APP 的大量出现，极大地降低了健身的准入门槛。

然而，这类 APP 的使用时却有非常大的缺陷，用户在健身时需要对着手机这样一个小

小的屏幕去学习观看健身的动作，这其实非常不利于用户体验。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1）屏幕太小，观感不好，学习动作的过程会影响健身体验。

（2）缺乏反馈机制，对于健身小白无法确认自己动作的标准与否。

（3）缺乏对用户身体实时状况的监控，没有实时激励机制。

事实上，在健身房中一般会放置大面积的镜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如果把健身

的 APP 的功能移植到镜子上，并加入语言识别、动作捕捉、AR 动作辅助等功能，搭建

反馈和激励机制。基于这样的设想和痛点，我们构想了一块智能运动魔镜，在没开机状态下

就是一面普通的镜子，当魔镜系统开启后，它就变成一面智能显示屏，可以与用户进行多种

互动。健身房智能镜子 在人机交互上也将愈加多样化，触摸控制、语音控制、手势操作、

人脸识别等各种交互方式将在魔镜上应用，会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健身体验。

1.2 国内外发展状况分析

事实上，智能魔镜作为一项黑科技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但一直不瘟不火。黑科技往往

拥有这很高的技术含量，但缺缺乏有效的应用场景，难以落地，只有同时具备高技术含量和

好的应用场景的“灰科技”才能更好的为人所用。

智能魔镜现在的主要应用场景主要有以下三个，家庭，酒店，商场。

在家庭端可以作为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的终端，通常在卫生间，可以通过感应人的到来，

自动唤醒屏幕。如果长时间无人出现，则自动进入休眠状态。自带的智能推荐功能，可以根

据个人的喜好和设定自动推荐娱乐、政治、财经等方面视频和新闻资讯。自带体脂称和皮肤

检测功能，通过对体重的实时监测，推荐合理的健身和减肥意见。

在商场比较前沿的应用有体感试装，方便顾客更好的选择服装。在美妆柜台可以针对

个人的皮肤情况，推荐使用合适的化妆品。 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来定制个性化的应用。

但是，智能魔镜在健身运动领域的应用被挖掘的较少，在很多健身房的应用往往是停

留在一块比较大的显示屏的情况，并没有特别针对健身的用户的特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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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肤质检测智能魔镜

1.3 项目应用前景

从场景角度，本项目的主要应用场景主要有两个：健身房和居家使用。通过智能运动

魔镜为用户提供更好的健身体验，特别是针对健身初学者提供更有效的指导，降低健身入门

门槛，解决健身 APP 的应用缺陷。除了健身，未来还可以与舞蹈，武术等专业的训练的结

合，为用户提供更多元的指导。

图 2 健身房应用场景示意图

从技术角度，本项目将融合边缘计算，语音识别，目标检测、动作捕捉、AR 等多项

技术动作，深度挖掘智能运动的应用场景。与运动手环等可穿戴设备连接，可以更好地对运

动者的身体状态进行实时的监控，提供更好的健身指导。

从功能角度，除了健身的指导，可以加入健身游戏，与 VR 设备协同，将健身游戏化，

增加健身的趣味性，使用户可以持续地得到正反馈，提高用户积极性。



运动智能魔镜——照亮世界也照亮你

第 3 页 共 35 页

第二章 系统方案

图 3 系统结构示意图

系统方案按照分层设计，可以分为用户层、交互层、应用层、平台层与系统层。

（1）用户层：面向用户主要是健身爱好者、居家健身者和健身教练，使用场景包含健

身房或者家中，利用运动魔镜丰富健身体验。

（2）交互层：用户与摄像头与显示屏触摸屏进行交互，也可以使用语音进行控制分为

教练 API 接口，与健身者 API接口。

两个 API 接口的侧重点不同，健身者主要利用显示屏得到健身动作反馈，再学习健身

动作的同时并对自己动作进行纠正；在在线学习过程中与教练跟练，并进行语音交互。教练

端口 API 侧重于数据的上传，利用摄像头在平时锻炼过程中，进行正确动作的演示作为标

签数据上传到数据库；在在线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屏幕显示对方视频进行指导。

（3）应用层：安卓端的健身、互联软件（keep，zoom），基于 python 开发的健身指

导软件。

系统同时包含安卓端与自身开发软件，给用户提供多种选择。健身指导软件可以展示

健身动作视频，通过利用人体姿态检测技术检测健身者姿势是否正确，若有偏差则会在镜子

上虚拟显示出正确的姿势引导。同时还包含语音识别功能、语音控制等应用，作为智能显示

屏进行互动。安卓端软件主要利用其安卓市场的丰富性，可以下载并使用各种安卓端的应用，

其体验与手机使用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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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支撑层：openvino，tensorflow，caffe，anbox（安卓模拟器），magic mirror^2。
利用 openvino 作为神经网络平台，将 tensorflow 或者 caffe 的神经网络转化为可供

处理器更高效处理的文件进行处理，可以提高神经网络的计算效率。tensorflow 或者 caffe
提供神经网络框架，可以利用 github 开源的预训练模型直接进行训练获得权重，也可以自

己设计神经网络结构，利用自己搜集的数据库进行训练，以获取对不同情况下的识别与预测。

Magic Mirror^2 是一个开源智能镜子平台，拥有众多如时间显示、天气显示等基本模块，还

能够进行触摸控制的互动。

（5）操作系统：ubuntu 18.04.3。
linux 操作系统拥有简洁开源的优势，能够更加方便使用者进行开发，即便没有显示屏

也能够利用键盘键入控制整个系统。

第三章 功能与指标

（1）动作识别

OpenPose 人体姿态识别项目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CMU）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监督

学习并以 caffe 为框架开发的开源库。可以实现人体动作、面部表情、手指运动等姿态估计。

适用于单人和多人，具有极好的鲁棒性。是世界上首个基于深度学习的实时多人二维姿态估

计应用，基于它的实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体姿态估计技术在体育健身、动作采集、3D 试

衣、舆情监测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人们更加熟悉的应用就是抖音尬舞机。本魔镜在

openpose 的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进，能准确的识别用户的动作，准确率达到 95%以上，并根

据识别的动作给用户进行打分。

（2）智能魔镜

MagicMirror 是一个开源的模块化智能镜像平台，本魔镜基于 Magic mirror，能够实现

时间，日期显示，代办事项提醒，新闻推送等功能。

（3）语音助手

wukong-robot 是一个简单、灵活、优雅的中文语音对话机器人/智能音箱项目，第一个

开源的脑机唤醒智能音箱。可以自由地移植到各类物联网，智能家居应用，快速构建成熟的

语音识别，AI 对话，语音控制等功能，具有较强的兼容性。魔镜在 wukong-robot 的基础

上能实现高效准确的语音识别，能与用户进行智能的语音交互，回答问题，通过语音完成对

智能魔镜的控制。

第四章 实现原理

4.1 姿态检测

在本产品的姿态检测模块，我们首先通过摄像头获取用户做出动作的图片，之后通过

基于 openpose 建立的神经网络对用户的身体关键节点进行识别，以标准动作为训练集，将

识别出的节点进行训练分类，分别与事先规定好的的动作进行对比，关键节点以时间序列的

方式输入 LSTM 网络进行训练，根据对比的结果输出用户动作的得分，即输入值（用户动

作）和标准值（标准动作）的关键节点向量余弦距离作为标准。



运动智能魔镜——照亮世界也照亮你

第 5 页 共 35 页

4.1.1 openpose 姿态检测模块原理

一、简介

openpose 作为一个开源姿态节点检测框架，能有效检测图像中多个人的 2D 姿态。使

用 PAFs (Part Affinity Fields)，来学习关键点和肢体。这种结构对 global context（全局上下

文）进行编码，自下而上进行解析，具有多人，高精度，实时的特点。通过序列结构神经网

络的两个分支来联合学习：关键点位置、关键点之间的联系即 PAF。该方法取得了 2016 关

键点检测挑战赛冠军，准确率与效率都大大超过了 MPII 基准。

在姿态检测中主要存在以下的难点

1.每张图中，人的数量、位置、大小，都未知。

2.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接触、遮挡等）会干扰不同身体关键点的联系。

3.人数多使得运算复杂性增加，保证实时性很困难。自上而下的方法（先检测出人，

再进行单人的姿态估计）会因为人越多计算量越大，而且严重依赖检测效果。

openpose 解决了以上难点，并发明了 PAFs（Part Affinity Fields，Affinity 指两点配对

的关联程度是二维矢量场的集合，表示肢体的位置和方向）。基于 PAFs 与关键点位置，

可以计算出两个关键点的关联程度。

图 4 PAF效果图

二、方法

openpose 具体的执行过程如下图所示，一张输入图像 w*h，经过两个分支，一个得到

confidence maps （表示关键点位置，该集合记为 S），一个得到 PAFs（表示关键点的关联，

该集合记为 L）。然后转化成图上的匹配问题——边权值最大的二分图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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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openpose的执行示意图

(1)Simultaneous Detection and Association（检测与关联）

原图经过 VGG-19，得到 feature maps，记为 F，经过如图所示的网络，该网络分上下

两个分支，每个分支都有 t 个阶段（表示越来越精细），每个阶段都会将 feature maps 进

行融合。其中ρ φ表示网络。

图 6 双分支多级 CNN

为了引导网络不同的分支做不同的预测任务，我们使用不同的损失函数,如下所示。其

中带上标*的是 ground truth，带上标 t 的是不同阶段的预测值，p 是每一个像素点，W(p)=0
代表该点缺失标记，防止惩罚了 true positive predictions(真阳性的预测)。每个阶段的中间

监督通过定期补充梯度来解决消失的梯度问题，其实就是每个阶段都有损失函数，这样就不

会梯度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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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nfidence Maps for Part Detection（人体区域检测的置信图）

训练阶段，ground truth 的置信度图 S*，每一张置信度图是对特定关键点的 2D 表示

（如果图像中只有一个人且关键点可见，则每个置信度图应存在单个峰值；若图像中有 k 个

人，其中该关键点可见的有 j 个，比如 j 个脖子，则应该有 j 个峰值）。S 的意义理解为

对于图像属于关键点 j 的概率。

['nose', 'neck', 'Rsho', 'Relb', 'Rwri', 'Lsho', 'Lelb', 'Lwri', 'Rhip', 'Rkne', 'Rank', 'Lhip', 'Lkne',
'Lank', 'Leye', 'Reye', 'Lear', 'Rear', 'pt19'] 19 种关键点，J=19，一张图像有 19 张关键点置信

图。

首先对第 k 个人产生部位 j 的置信度图。其中是图中第 k 个人部位 j 的位置，p 是

图像坐标，表示了峰值的蔓延程度:

)
||||

exp()(S 2

2
2,*

, 
kj

kj

xp
P




总置信度图的计算公式为：

)(max)(S *
,

*
j pSp kjk



取最大置信度图而不是平均值，是为了峰值附近的精确度保持不同，如下图所示。神

经网络的上半区域则是用于预测该置信图。

已知关键点，如何形成未知人数的全身姿态？需要对每一种关键点的连接进行置信度

的度量，图 a 是所有的连接候选；另一种方式是附加每对连接的中点，如图 b，检查中点

的发生率，这样错误率依然很高。错误的原因是：1.只编码位置信息，没有方向信息；2.
将一个区域只用一个点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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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Fs 是一个 2D 矢量场，保留了位置和方向，如图 c 所示，表示一个肢体，在肢体

上的每个点是从一个关键点到下一个关键点的 2D 单位矢量。令和表示 ground truth 中的

关键点 j1,j2 的坐标，这两个关键点组成第 k 号人的一个肢体 c，如果一个点 P 在这个肢

体上面，如图所示，则的值为 j1 指向 j2 的单位矢量；其他点都是零向量，如公式 8。每

一个点上都有一个向量，L 可以理解为对于图像中肢体的单位向量表示。

Ground-truth 的 PAF 计算方法如下：C=38

2,,,, ||||/)(v
1212 kjkjkjkj xxxx 

在肢体上的点 P 满足下式（其实代表的就是 P 在肢体对应的矩形内）

lkjkckj xpvandlxp  |)(|)(v0 ,,, 11

2,,, ||||l
12 kjkjkc xx 

其中，L 是肢体的长度，是肢体的宽度，v是垂直矢量。

一张图像中肢体 c 的 PAFs 是(重叠处，多个人的同一肢体)所有人物进行平均得到:

)(
)(

1)(L *
,

* pL
pn

p
k

kc
c

c 

Nc(P)是 P 点处所有非零向量的个数，即 k 个人重叠肢体在像素上的平均。

在测试时，沿着“关键点对”组成的线段计算上面 PAF 的线积分，来度量这对“关键点对”的
关联程度。换句话说，关联程度是通过度量这两者的对齐程度得到：预测的 PAF，通过关

键点连接形成的肢体。具体的=来说，对于两个候选关键点，位置是和，沿着线段采样预测

出的 PAF 值（即 Lc），表示这两个关键点相关联的置信度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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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u)是两个部位(关节点)和之间内插的位置。

在实践中，通过对 u 的均匀间隔采样来近似求积分。

21
)1()(p jj udduu 

(3)多人 PAFs
对检测出来的置信度图执行非极大值抑制，获得离散的关键点位置候选集。由于图中

有多人，对于每种关键点，有若干候选。因此有很多可能的肢体，如图 6b 所示。通过计算

PAF 上的线积分（公式 10）评估每一个候选肢体的置信度。找到最优肢体是一个 NP 问

题，在本文中使用一个贪心松弛策略，使得每次都能产生高质量的匹配，其根据是：由于 PAF
网络的大感知场，成对关联分数隐含地编码了全局上下文。

图 7 图匹配

首先，得到一系列关键点候选（整张图像多个人），记为 Dj={}，表示关节 j 的

图中第 m 个候选关键点。这些关键点候选需要跟同一个人的其他关键点进行关联，找

到关键点的成对关系，即肢体。定义变量={0 或 1}表示关键点候选和是否关联。算法

目标：找到所有最佳关联，记为 Z。

考虑一对关键点 j1,j2(例如脖子，右臀)组成肢体 c，找到最佳匹配，是最大权重

二分图匹配问题：节点是候选集 Dj，边的权值由公式 10 计算，二分图匹配选择最大

权重的边（匹配就是从边中选子集），使得没有边共享节点（由公式 13-14 强制要求，

没有同类肢体共享一个关键点，比如一个脖子只连接一个右臀）。找最佳二分图匹配时

使用匈牙利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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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找到多人的全身姿势时，确定出 Z 是 NP Hard 问题并且存在许多优化之处。专门

针对这个领域，该论文有两个优化策略：1.选择边的最小数目，来构造人体姿态骨架，而不

使用完全图，如图 6c（只需要考虑有关系的两种关键点，对于单个人的骨架而言是一个生

成树）2.将这个匹配问题进一步分解成一个个的子问题，独立地确定相邻树节点的匹配，如

图 6d。（其实这两个策略是递进地解决了该问题）。在 3.1 节展示了详细的比较结果，证

明最小贪心推理可以近似全局最优解，而计算消耗却大大减少。原因在于相邻树节点之间的

关系由 PAF 明确建模，在内部，非相邻节点之间的关系由 CNN 隐式建模。此属性的出现

是因为：使用大型感知场训练 CNN 网络，而非相邻树节点的 PAFs 也影响预测的 PAF。
通过这两个松弛策略，该优化目标为：

因此，我们独立地使用公式 12-14 获得每种肢体类型的肢体候选。通过所有肢体连接

候选，将共享相同关键点的不同肢体组装成人的全身骨架姿态。树结构上的优化方案比完全

连通图上的优化要快很多。

三、结果

在两个基准上评估：1.MPII human mutil-person dataset 2. COCO 2016 keypoints
challenge dataset . 包含了不同场景、拥挤、遮挡、接触、比例变化。

(1)MPII Multi-Person
使用参考论文 22 的工具包来测量基于 PCKh 阈值的所有身体部位的 mAP.简单的

说，准确率高，运行极快。

在全部测试集上，3 种尺度（0.7,1,1.3），大大提高准确率。

表 2.说明贪心策略可行，效率提高很多，且效果更好（收敛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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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CO key points challenge
在此数据集上不是所有指标都最好，原因是该数据集人员突出，自上而下方法裁取单

个人的变化尺度很小。自上而下的单人 CPM（也是该团队的工作）有更好的指标。

(3)运行时间分析

自顶向下的方法：人体检测+CPM，与该方法比较，本方法较快。

图 8 运行时间比较

4.1.2 动作检测模块

动作检测是指在一段视频里，检测出人的动作（已知的几类动作）。目前关注比较多

的是动作识别，也可以叫动作分类。动作识别的任务是，对于一段输入的视频，将其归为 N
类已知动作中的一类，不需要关心动作发生的时间，因为剪辑好的视频包含了某个动作从开

始到结束的完整过程，而且它也不用考虑视频中可能不包含任何已知的动作。与动作检测不

同之处在于，动作检测需要对连续输入的视频进行处理，没有动作的起始信息，是对输入的

连续处理。所以，动作检测一般比动作识别难，但动作检测与健身运动动作的应用关系更密

切。

文章[10]中提出一种基于 Multi-Stream Bi-Directional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的方

法，用于检测一段视频中人的动作。这里的 Multi-Stream，是指有四个 Stream 的 CNN 网

络：完整的帧和包含人的边框(fullframe and person-centric)两个空间尺度，每个尺度包含两

种 Stream（motion andappearance）。首先，把视频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7 帧大小），每

个视频块经过多流网络提取出高级的特征描述（highlevel representations），这些特征描述

又作为双向 LSTM 的输入，LSTM 的输出是这 7 帧图像对应的动作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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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检测的任务是对输入的一个视频块(6 帧连续的图像)进行动作分类。如图 1 所

示，我们首先训练了四个独立的卷积神经网络，每个都基于 VGG 架构。在四个网络后面

又接了一个全连接层，为了整合四个流的信息。如图 2 所示，多流网络的输出又作为双向

LSTM 的输入，在每个方向 LSTM 的隐藏状态（hidden states）之上接一个全连接层，然

后再接一个 softmax 层，以获得对每一类动作的评分。最后，由两个 LSTM 的平均得分得

出分类结果。

图 9 LSTM 架构

图 10 MSN

由于人体的跟踪以及姿态检测任务已由 openpose 模块执行，其输出为人体的各关节点

的位置信息以及标签。因此，动作检测的输入数据实际上不是高维视频信息，而是经压缩提

取的连续姿态信息。我们将连续输入的视频替换为连续输入的关节点位置信息，将其输入到

双向 LSTM 网络中，对应输出某 7 帧视频对应的动作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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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语音识别模块

语音识别模块我们采用的了开源方案 wukong-robort（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wzpan/wukong-robot ）wukong-robot 是一个简单、灵活、优雅的中文

语音对话机器人/智能音箱项目，第一个开源的脑机唤醒智能音箱。可以自由地移植到各类

物联网，智能家居应用，快速构建成熟的语音识别，AI 对话，语音控制等功能，具有较强

的兼容性。主要有以下功能和特性：

（1）模块化。功能插件、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对话机器人都做到了高度模块化，第

三方插件单独维护，方便继承和开发自己的插件。

（2）中文支持。集成百度、科大讯飞、阿里、腾讯等多家中文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技

术，且可以继续扩展。

（3）对话机器人支持。支持基于 AnyQ的本地对话机器人，并支持接入图灵机器人、

Emotibot 等在线对话机器人。

（4） 全局监听，离线唤醒。支持 Muse脑机唤醒 ，及无接触的离线语音指令唤醒。

（5） 灵活可配置。支持定制机器人名字，支持选择语音识别和合成的插件。

（6）智能家居。支持和 mqtt、 HomeAssistant等智能家居协议联动，支持语音控制智

能家电。

（7） 后台配套支持。提供配套后台，可实现远程操控、修改配置和日志查看等功能。

（8） 开放 API。可利用后端开放的 API，实现更丰富的功能。

（9） 安装简单，支持更多平台。相比 dingdang-robot，舍弃了 PocketSphinx 的离线

唤醒方案，安装变得更加简单，代码量更少，更易于维护并且能在 Mac 以及更

多 Linux 系统中运行。

图 11 语音对话演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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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agic Mirror 前端显示模块

MagicMirror 是一个开源的模块化智能镜像平台。随着可安装模块的增加，MagicMirror
可以让你把走廊或浴室的镜子变成你的私人助理。在本项目中，以 MagicMirror 为设备主

页，让健身房中的镜子成为了你的健身好帮手。

我们在 MagicMirro 中集成了丰富的拓展功能：

（1） 时间显示：以自定义格式显示所在时区的时间

（2） 日历日程：显示近期的日历以及提前预设的日程安排或者节日

（3） 天气及天气预报：显示当前城市的天气以及未来一周当前城市的天气预报

（4） 欢迎词播放：滚动播放预设欢迎词，欢迎用户的使用

（5）热点新闻播报：实时显示并滚动播放近期的热点新闻

我们以 MagicMirror 作为魔镜产品的预设交互界面，起到类似设备主页的作用。在闲

置情况下，能够有效地给予用户必要的日常信息以及时事热点；同时主体背景为黑色，不会

影响 MagicMirror 产品作为镜子的使用功能，也能够极大地节省设备的功耗，达到绿色节

能的边缘计算产品特点。

第五章 硬件框图

总体的硬件框图如下图所示：以 AIBOX 为主体，利用 HERO 平台进行硬件加速，

输入设备为麦克风、摄像头，输出设备为扬声器、显示屏。

图 12 硬件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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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软件流程

6.1姿态检测

通过摄像头获取包含用户动作的图片，通过 openpose 识别出用户的身体节点，根

据节点间的关系，以及之前通过训练集训练出的结果，对用户的动作进行分类，并且将

用户动作与标准动作进行比较，将得到的差值作为用户动作与标准动作的距离。距离越

小，则说明用户动作与标准动作之间相差越小，即用户的该动作越标准，其得分也就越

高，当得分高于某一事先设定好的阈值时，系统判定其为标准动作（correct），否则为

不标准（false）.

我们在进行姿态检测的时候，可以将事先拍好的标准动作的照片作为我们训练的标

准集，之后用户在做出动作之后，可以通过摄像头来动态捕捉动作进行识别判断。

图 13 姿态检测流程图

6.2语音识别

wukong robot 有一些官方插件，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官方预设的插件来更方便的使用

wukong-robot 的语音识别功能。一部分常用的官方插件如下所示：

（1）localplayer:播放本地音乐

触发条件：指令中包含“本地音乐”关键词

（2）常用指令：

指令 相同指令 用途

播放本地音乐 - 开始播放指定目录下的音乐。

下一首 下一首歌, 下首歌 切换到下一首歌。如果没有下一首歌，就回到列表中

第一首歌

上一首 上一首歌，上首歌 切换到上一首歌。如果没有上一首歌，就跳到列表中

最后一首歌

停止播放 结束播放/退出播放 停止播放音乐的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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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点 大声一点，调大音量调大音量

小声点 小声一点，调小音量调小音量

（3）Email:检查邮件功能

触发条件：用户已在 ~/.wukong/config.xml 中完成了邮箱的配置，并且指令中有

关键词 “邮件” 。

（4）Camera
用于调起摄像头拍照（如果安装了摄像头的话）。拍完后将在后台管理端的会话气泡中

直接展示。

适用平台：适用于树莓派、带有 USB 摄像头的 PC 或者 Mac。
触发条件：指令中有关键词 “拍照” 或 “拍张照” 时。如果接入了邮箱，照片将发

送到用户的邮箱中。

（5）Poem
让 wukong-robot 给你写一首诗

触发条件：指令中含有关键词“写诗”

（6）Echo
简单的回话/传音功能。

触发条件：当检测到指令中包含 "echo" 或者 "传话" 时，将其余内容直接念出来。

（7）Volume
音量控制功能。可以让 wukong-robot 调节音量。

触发条件：当检测到用户的问题符合 CHANGE_VOL 意图时。

（8）Geek（极客模式）

类似 DuerOS 的极客模式。用于免唤醒实现和 wukong-robot 交互。当超过 5 轮用户

没有说出指令时，自动结束极客模式。

触发条件：指令中含有关键词 “进入极客模式” 。

6.3 Magic Mirror

“魔镜”是一个有趣的物联网项目，它是根据标准的 Web 技术（CSS，HTML，JS）
编码，并且在后端充分利用了托管在 Azure 上的 NodeJS 和 Mongo，省掉了开发后端的麻

烦。

“魔镜”通过内置镜头融合 Windows API（mediaCapture）来进行面部识别，并且可以

辨识人类 8 种不同情绪，让用户在每天清晨就能了解，并调节自己的情绪，让每一天都能

有好心情。

magic mirror 具有以下功能：

1.时钟。显示当前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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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候语。随机显示一句问候语

3.天气。显示当前的天气和之后几天的天气预报

4.Hello World
在屏幕上显示一句固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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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闻播报

滚动新闻标题是基于时间的（updateInterval），但是也可以通过将新闻订阅源特定的通

知发送到模块来进行控制。

6.更新通知

当 magic mirror 有可更新的版本时，将会在屏幕上显示。

第七章 系统测试方案

7.1 测试设备

本系统以 ai box 为主控制设备，集成无线收发以及蓝牙传输功能，以 HERO 为辅助

运算单元，交互界面使用由单面原子镜与显示屏构成的魔镜。功能测试的设备如下

（1） 集成陈列麦克风的摄像头 (720p)
（2） AI BOX
（3） 显示屏

（4） 带增益天线的无线网卡

7.2 测试方案

7.2.1 语音交互测试

我们利用语音测试数据，测试语音识别与交互的正确性，在设备开启之后，启动语音

交互功能，播放预设的语音测试数据，查看语音日志文件，对比识别准确率。

将语音识别功能后台开启，选取随机时刻播放语音指令，检测魔镜是否正确被语音触

发，并根据识别指令执行对应的功能。同时，选取随机时刻播放非指令语音，即无关噪声（如：

使用者交谈声等），检测魔镜是否被误触发并错误地执行指令功能。

在压力测试环节，我们对魔镜进行连续语音输入，同时夹杂语音指令信息，检测语音

识别以及交互模块面对大量数据的情况下是否依旧能够正常工作，以保证在极端情况下用户

的使用体验。



运动智能魔镜——照亮世界也照亮你

第 19 页 共 35 页

7.2.2 Magic Mirror 模块测试

启动魔镜设备，检测 Magic Mirror 模块是否自启动。若 MagicMIrror 主页自启动成

功，检测日历、时间、天气、天气预报、欢迎词、新闻热点等显示功能是否正确运行。

启动后长时间静置，检测 MagicMirror 主页是否不会息屏，若能持续正常显示，同时

能够继续实时更新显示信息，则通过测试。

7.2.3 健身动作纠正测试

启动魔镜设备，并开启健身辅导功能，利用预设的测试数据对其识别能力与纠错功能

进行识别。

首先测试姿态检测功能，设置软件的默认输入数据为视频信息，并关闭动作检测纠正

功能。输入预先录制的动作视频，检查姿态检测输出的关节点日志，并查看实时视频输出，

检查关节点显示位置与实际人体关节点是否重合，且其误差是否在容许范围内。再输入一段

无人空视频，再次查看视频输出，检测是否有误识别等错误发生。

接着测试动作检测功能，将软件的动作检测及纠错功能开启。输入预先录制的健身动作视频，

判断魔镜屏幕的实时动作反馈，与实际动作是否匹配。我们设计了两套性能测试，一方面利

用快速、中速和慢速健身动作作为输入，判断在不同速度下是否依旧能够正确检测出动作，

并对动作准确性进行判断；另一方面，通过不同完成程度的的动作进行测试，判断健身动作

的不标准程度是否会影响检测以及识别的效果。

7.3 测试数据

7.3.1 姿态识别

我们事先设定了几个动作，由我们自己做好并拍下作为标准集。之后我们对着摄像头

分别做出标准动作和不标准的动作让系统进行识别，观察系统能否给出正确的判断结果，以

及观察系统对动作识别的灵敏度等性能。几个具体的标准动作如下：

1. 做出哑铃推举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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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做出哑铃蹲起的动作

3. 做出侧弓步动作，并且双手放在前弓步的膝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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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语音识别

我们对系统说出若干条指令，观察系统是否可以对我们的指令进行正确识别，并给出

相应的回答。几个具体的指令如下：

1.悟空，你好！（激活语音）

2.可以讲个笑话吗？

3.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7.3.3 Magic Mirror

启动 Magic Mirror, 在保证网络等外界条件一切正常的情况下，观察系统中的插件是

否可以按照我们的预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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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结果分析

7.4.1姿态识别结果

（1）哑铃推举

正确动作

错误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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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弓步压腿

正确动作

错误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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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哑铃蹲起

正确动作

错误示范

从三个测试动作的测验结果可以看出 openpose模型能够比较好地实现目标功能，检测

出动作类型，并返回动作标准度（具体演示可以参照视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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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语音识别结果

（1）悟空你好

（2）天气

（3）讲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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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Magic Mirror测试结果

Magic Mirror：启动之后界面可以正常显示

第八章 实现功能

（1）动作识别

OpenPose 人体姿态识别项目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CMU）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监督

学习并以 caffe 为框架开发的开源库。可以实现人体动作、面部表情、手指运动等姿态估计。

适用于单人和多人，具有极好的鲁棒性。是世界上首个基于深度学习的实时多人二维姿态估

计应用，基于它的实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体姿态估计技术在体育健身、动作采集、3D 试

衣、舆情监测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人们更加熟悉的应用就是抖音尬舞机。本魔镜在

openpose 的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进，能准确的识别用户的动作，准确率达到 95%以上，并根

据识别的动作给用户进行打分。

（2）智能魔镜

MagicMirror 是一个开源的模块化智能镜像平台，本魔镜基于 Magic mirror，实现时间，

日期显示，代办事项提醒，新闻推送等功能

（3）语音助手

wukong-robot 是一个简单、灵活、优雅的中文语音对话机器人/智能音箱项目，第一个

开源的脑机唤醒智能音箱。可以自由地移植到各类物联网，智能家居应用，快速构建成熟的

语音识别，AI 对话，语音控制等功能，具有较强的兼容性。魔镜在 wukong-robot 的基础

上能实现高效准确的语音识别，能与用户进行智能的语音交互，回答问题，通过语音完成对

智能魔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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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项目特色与创新点

1.项目融合了计算机视觉，边缘计算，神经网络，Iot等多项技术，在技术上具有较高

的创新性和前瞻性

2.项目抓住健身用户群体的痛点，从健身缺乏反馈和激励机制这个问题出发，在大健康

+AI这个市场具有极大的前景。

3.智能魔镜中同时包含安卓端和自身开发软件，使用户可以直接从安卓市场自由下载

APP,操作与手机无异，拉近与用户的距离。

4.实现了用户端的互联，健身者和教练可以通过在线和离线两种方式进行指导学习。

5.用户也可以通过镜子进行健身游戏，放松娱乐，劳逸结合，使健身效果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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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源代码

以下为姿态检测中的一部分代码：

1. def normalize_on_neck(pose):

2. # use the neck as the normalize center

3. center = pose.keypoints[1]

4. # from the bounding box to obtain the width and height

5. width = pose.bbox[2]

6. height = pose.bbox[3]

7. scale_w = 1.0 / width

8. scale_h = 1.0 / height

9. length = len(pose.keypoints)

10. norm_keypoints = np.ones((length, 2), dtype=np.float64) * -1

11. for i in range(0, length):

12. # skip those keypoints do not appeared in the image

13. if pose.keypoints[i, 0] != -1:

14. norm_keypoints[i, 0] = (pose.keypoints[i, 0] - center[0]) * scale_w

15. norm_keypoints[i, 1] = (pose.keypoints[i, 1] - center[1]) * scale_h

16. return norm_keypoints

17.
18. def infer_fast(net, img, net_input_height_size, stride, upsample_ratio, cpu,

19. pad_value=(0, 0, 0), img_mean=(128, 128, 128), img_scale=1/256):

20. height, width, _ = img.shape

21. scale = net_input_height_size / height

22. scaled_img = cv2.resize(img, (0, 0), fx=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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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fy=scale, interpolation=cv2.INTER_CUBIC)

24. scaled_img = normalize(scaled_img, img_mean, img_scale)

25. min_dims = [net_input_height_size, max(

26. scaled_img.shape[1], net_input_height_size)]

27. padded_img, pad = pad_width(scaled_img, stride, pad_value, min_dims)

28. tensor_img = torch.from_numpy(padded_img).permute(

29. 2, 0, 1).unsqueeze(0).float()

30. if not cpu:

31. tensor_img = tensor_img.cuda()

32. stages_output = net(tensor_img)

33. stage2_heatmaps = stages_output[-2]

34. heatmaps = np.transpose(

35. stage2_heatmaps.squeeze().cpu().data.numpy(), (1, 2, 0))

36. heatmaps = cv2.resize(heatmaps, (0, 0), fx=upsample_ratio,

37. fy=upsample_ratio, interpolation=cv2.INTER_CUBIC)

38. stage2_pafs = stages_output[-1]

39. pafs = np.transpose(stage2_pafs.squeeze().cpu().data.numpy(), (1, 2, 0))

40. pafs = cv2.resize(pafs, (0, 0), fx=upsample_ratio,

41. fy=upsample_ratio, interpolation=cv2.INTER_CUBIC)

42. return heatmaps, pafs, scale, pad

43.
44. def cal_LSE(standard, current):

45. ret = []

46. for std_pose in standard:

47. error = 0

48. for i in range(0, len(std_pose)):

49. if std_pose[i, 0] != -1 and current[i, 0] != -1:

50. error += np.sum((std_pose[i] - current[i])**2)

51. ret.append(error)

52. return ret

53.
54. def run_demo(net, image_provider, height_size, cpu, track, smooth, STANDARD):

55. net = net.eval()

56. if not cpu:

57. net = net.cuda()

58.
59. stride = 8

60. upsample_ratio = 4

61. num_keypoints = Pose.num_kpts

62. previous_poses = []

63. delay = 33

64. for img in image_provider:

65. orig_img = img.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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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 rotate the image

67. heatmaps, pafs, scale, pad = infer_fast(

68. net, img, height_size, stride, upsample_ratio, cpu)

69. total_keypoints_num = 0

70. all_keypoints_by_type = []

71. for kpt_idx in range(num_keypoints): # 19th for bg

72. total_keypoints_num += extract_keypoints(

73. heatmaps[:, :, kpt_idx], all_keypoints_by_type, total_keypoints_num)

74. pose_entries, all_keypoints = group_keypoints(

75. all_keypoints_by_type, pafs, demo=True)

76. for kpt_id in range(all_keypoints.shape[0]):

77. all_keypoints[kpt_id, 0] = (

78. all_keypoints[kpt_id, 0] * stride / upsample_ratio - pad[1]) / scale

79. all_keypoints[kpt_id, 1] = (

80. all_keypoints[kpt_id, 1] * stride / upsample_ratio - pad[0]) / scale

81. current_poses = []

82. for n in range(len(pose_entries)):

83. if len(pose_entries[n]) == 0:

84. continue

85. pose_keypoints = np.ones((num_keypoints, 2), dtype=np.int32) * -1

86. for kpt_id in range(num_keypoints):

87. if pose_entries[n][kpt_id] != -1.0: # keypoint was foun

88. pose_keypoints[kpt_id, 0] = int(

89. all_keypoints[int(pose_entries[n][kpt_id]), 0])

90. pose_keypoints[kpt_id, 1] = int(

91. all_keypoints[int(pose_entries[n][kpt_id]), 1])

92. pose = Pose(pose_keypoints, pose_entries[n][18])

93. current_poses.append(pose)

94. if len(current_poses) is not 0:

95. # print_pose(current_poses[0].keypoints)

96. norm_pose = normalize_on_neck(current_poses[0])

97. print_pose(norm_pose)

98. else:

99. continue

100. if STANDARD:

101. filepath = "./standard/stretch.txt"

102. folder_path = os.path.dirname(filepath)

103. os.makedirs(folder_path, exist_ok=True)

104. with open(filepath, 'w') as f:

105. simplejson.dump(norm_pose.tolist(), f)

106. return

107. else:

108. folder_path =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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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standard_pose = np.empty((len(POSE_CLASS), KPT_NUM, 2))

110. for i in range(0, len(POSE_CLASS)):

111. filepath = folder_path + POSE_CLASS[i] + ".txt"

112. with open(filepath, 'r') as f:

113. standard_pose[i] = np.array(simplejson.load(f))

114.
115. # print_pose(standard_pose)

116. # calculate the least square error

117. LSE = cal_LSE(standard_pose, norm_pose)

118. print("")

119. print("*****LSE: " + str(LSE) + "*****")

120. print("")

121. # judge whether the pose is correct

122. if min(LSE) < THRESHOLD:

123. wrong_pose = False

124. pose_index = LSE.index(min(LSE))

125. else:

126. wrong_pose = True

127. if track:

128. track_poses(previous_poses, current_poses, smooth=smooth)

129. previous_poses = current_poses

130. pose = current_poses[0]

131. pose.draw(img)

132. img = cv2.addWeighted(orig_img, 0.6, img, 0.4, 0)

133. # add indicative information (including colored box and text) to the video

134. if wrong_pose:

135. cv2.rectangle(img, (pose.bbox[0], pose.bbox[1]),

136. (pose.bbox[0] + pose.bbox[2], pose.bbox[1] + pose.bbox[3]), (0, 0, 255),

5)

137. cv2.putText(img, 'Wrong Pose!', (int(img.shape[0]/2 - 100), int(

138. img.shape[1]/2 -5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fontScale=1.5, thickness=2, color=

(0, 0, 255))

139.
140. else:

141. cv2.rectangle(img, (pose.bbox[0], pose.bbox[1]),

142. (pose.bbox[0] + pose.bbox[2], pose.bbox[1] + pose.bbox[3]), (0, 255, 0),

5)

143. cv2.putText(img, 'Correct ' + POSE_CLASS[pose_index] + '!', (int(img.shape[0]/2 - 100),

int(

144. img.shape[1]/2 -5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fontScale=1.5, thickness=2, color=

(0, 255, 0))

145. if track:

146. cv2.putText(img, 'id: {}'.format(pose.id), (pose.bbox[0], pose.bbox[1]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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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cv2.FONT_HERSHEY_COMPLEX, 0.5, (0, 0, 255))

148. # print_pose(pose)

149. # make sure the rest of the video is black

150. img_extend = np.zeros((480, 848, 3), dtype=np.uint8)

151. img_extend[:, 103:743, :] = img

152. # for changeable windows

153. WindowName = 'Lightweight Human Pose Estimation Python Demo'

154. # changeable size

155. cv2.namedWindow(WindowName, cv2.WINDOW_NORMAL)

156. # full screen display

157. cv2.setWindowProperty(WindowName, cv2.WND_PROP_FULLSCREEN, cv2.WINDOW_FULLSCREEN)

158. cv2.imshow(WindowName, img_extend)

159. key = cv2.waitKey(delay)

160. if key == 27: # esc

161. return

162. elif key == 112: # 'p'

163. if delay == 33:

164. delay = 0

165. else:

166. delay = 33

167.
168. def train(prepared_train_labels, train_images_folder, num_refinement_stages, base_lr, batch_size,

batches_per_iter,

169. num_workers, checkpoint_path, weights_only, from_mobilenet, checkpoints_folder, log_afte

r,

170. val_labels, val_images_folder, val_output_name, checkpoint_after, val_after):

171. net = PoseEstimationWithMobileNet(num_refinement_stages)

172. stride = 8

173. sigma = 7

174. path_thickness = 1

175. dataset = CocoTrainDataset(prepared_train_labels, train_images_folder,

176. stride, sigma, path_thickness,

177. transform=transforms.Compose([

178. ConvertKeypoints(),

179. Scale(),

180. Rotate(pad=(128, 128, 128)),

181. CropPad(pad=(128, 128, 128)),

182. Flip()]))

183. train_loader = DataLoader(dataset, batch_size=batch_size, shuffle=True, num_workers=num_worker

s)

184. optimizer = optim.Adam([

185. {'params': get_parameters_conv(net.model, 'weight')},

186. {'params': get_parameters_conv_depthwise(net.model, 'weight'), 'weight_decay': 0},



运动智能魔镜——照亮世界也照亮你

第 33 页 共 35 页

187. {'params': get_parameters_bn(net.model, 'weight'), 'weight_decay': 0},

188. {'params': get_parameters_bn(net.model, 'bias'), 'lr': base_lr * 2, 'weight_decay': 0},

189. {'params': get_parameters_conv(net.cpm, 'weight'), 'lr': base_lr},

190. {'params': get_parameters_conv(net.cpm, 'bias'), 'lr': base_lr * 2, 'weight_decay': 0},

191. {'params': get_parameters_conv_depthwise(net.cpm, 'weight'), 'weight_decay': 0},

192. {'params': get_parameters_conv(net.initial_stage, 'weight'), 'lr': base_lr},

193. {'params': get_parameters_conv(net.initial_stage, 'bias'), 'lr': base_lr * 2, 'weight_deca

y': 0},

194. {'params': get_parameters_conv(net.refinement_stages, 'weight'), 'lr': base_lr * 4},

195. {'params': get_parameters_conv(net.refinement_stages, 'bias'), 'lr': base_lr * 8, 'weight_

decay': 0},

196. {'params': get_parameters_bn(net.refinement_stages, 'weight'), 'weight_decay': 0},

197. {'params': get_parameters_bn(net.refinement_stages, 'bias'), 'lr': base_lr * 2, 'weight_de

cay': 0},

198. ], lr=base_lr, weight_decay=5e-4)

199. num_iter = 0

200. current_epoch = 0

201. drop_after_epoch = [100, 200, 260]

202. scheduler = optim.lr_scheduler.MultiStepLR(optimizer, milestones=drop_after_epoch, gamma=0.333)

203.
204.
205. if checkpoint_path:

206. checkpoint = torch.load(checkpoint_path)

207. if from_mobilenet:

208. load_from_mobilenet(net, checkpoint)

209. else:

210. load_state(net, checkpoint)

211. if not weights_only:

212. optimizer.load_state_dict(checkpoint['optimizer'])

213. scheduler.load_state_dict(checkpoint['scheduler'])

214. num_iter = checkpoint['iter']

215. current_epoch = checkpoint['current_epoch']

216. net = DataParallel(net).cuda()

217. net.train()

218. for epochId in range(current_epoch, 280):

219. scheduler.step()

220. total_losses = [0, 0] * (num_refinement_stages + 1) # heatmaps loss, paf loss per stage

221. batch_per_iter_idx = 0

222. for batch_data in train_loader:

223. if batch_per_iter_idx == 0:

224. optimizer.zero_grad()

225. images = batch_data['image'].c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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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keypoint_masks = batch_data['keypoint_mask'].cuda()

227. paf_masks = batch_data['paf_mask'].cuda()

228. keypoint_maps = batch_data['keypoint_maps'].cuda()

229. paf_maps = batch_data['paf_maps'].cuda()

230. stages_output = net(images)

231. losses = []

232. for loss_idx in range(len(total_losses) // 2):

233. losses.append(l2_loss(stages_output[loss_idx * 2], keypoint_maps, keypoint_masks,

images.shape[0]))

234. losses.append(l2_loss(stages_output[loss_idx * 2 + 1], paf_maps, paf_masks, images.

shape[0]))

235. total_losses[loss_idx * 2] += losses[-2].item() / batches_per_iter

236. total_losses[loss_idx * 2 + 1] += losses[-1].item() / batches_per_iter

237. loss = losses[0]

238. for loss_idx in range(1, len(losses)):

239. loss += losses[loss_idx]

240. loss /= batches_per_iter

241. loss.backward()

242. batch_per_iter_idx += 1

243. if batch_per_iter_idx == batches_per_iter:

244. optimizer.step()

245. batch_per_iter_idx = 0

246. num_iter += 1

247. else:

248. continue

249. if num_iter % log_after == 0:

250. print('Iter: {}'.format(num_iter))

251. for loss_idx in range(len(total_losses) // 2):

252. print('\n'.join(['stage{}_pafs_loss: {}', 'stage{}_heatmaps_loss: {}']).fo

rmat(

253. loss_idx + 1, total_losses[loss_idx * 2 + 1] / log_after,

254. loss_idx + 1, total_losses[loss_idx * 2] / log_after))

255. for loss_idx in range(len(total_losses)):

256. total_losses[loss_idx] = 0

257. if num_iter % checkpoint_after == 0:

258. snapshot_name = '{}/checkpoint_iter_{}.pth'.format(checkpoints_folder, num_iter)

259. torch.save({'state_dict': net.module.state_dict(),

260. 'optimizer': optimizer.state_dict(),

261. 'scheduler': scheduler.state_dict(),

262. 'iter': num_iter,

263. 'current_epoch': epoch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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