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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话剧之形，传戏曲之神”——话剧表演辅助系统 

摘要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话剧表演这一兴趣爱好，但普通大众都没有

专业的指导老师，故有了做一个话剧表演辅助系统的想法。我们基于 AI-BoxX Gen.1硬件平台

和 OpenVINO™ Toolkit 软件平台运用目标检测模型、语音识别模型、表情识别模型、人体姿态

识别模型，设计了一个通过摄像头和麦克获取视频音频信息的，通过语音播报和屏幕显示来提

出改进意见的话剧表演辅助系统，来辅助话剧表演初学者进行学习。同时该系统并不局限于话

剧表演，在以后的开发中它还可以往舞台表演辅助，运动员辅助系统方面发展。 

 

关键词：人体目标检测，语音识别，表情识别，人体姿态识别，话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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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FORM OF DRAMA, EXPRESS THE 

SPIRITS OF OPERA"——DRAMA PERFORMANCE 

AUXILIARY SYSTEM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the hobby of drama 

performance, but the general public does not have a professional instructor, so they have the idea of 

making a drama performance auxiliary system. Based on the AI-BoxX Gen.1 hardware platform and 

the OpenVINO™ Toolkit software platform, we use the target detection model, voice recognition 

mode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model, and human gesture recognition model to design a camera and 

microphone to obtain video and audio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 it through voice A drama 

performance assisting system that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with screen display to assist 

drama performance beginners in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is not limited to drama 

performance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t can also be used for stage performance assistance and 

athlete assistance systems 

 

Key words: human object detection, speech recognition,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human 

posture recognition, drama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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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随着中国全面步入小康社会，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思想境界也随之提高，人

们的精神世界也逐渐得到丰富。话剧表演作为人们娱乐的一种方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

近，除了一些专业的演员，很多大众也愿意参与到话剧表演中，很多高校也有相关的社团

和艺术团。其实大多数人都只是初学者，也没有专业的指导老师，就会有身在情景中，而

不知道呈现的效果是怎样的问题，也就会导致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的没有方向的练习。在此

背景下，我们希望做出一款辅助演员学习表演的设备。在话剧舞台上，此设备通过摄像

头，识别演员的表情和肢体动作，通过麦克风进行语音识别，并作出一个评估，从而给出

一些改进的建议。 

1.1 人脸识别的研究现状 

人脸特征提取是人脸识别过程中必要的一个过程，而人脸特征提取的前提技术又是人

脸检测技术。在人脸识别过程中，容易受到光照、姿态、遮挡和面部表情等因素影响，使得

大类间的间距过小，导致人脸识别精度下降
[9]
。因此，现阶段人脸识别的热点在于如何提高

人脸图像的精度。当前，基于模板匹配的人脸识别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利用深度卷积网络模

式的相关原理可以提取人脸图像详细的局部纹理特征，提升人脸识别的准确率。 

人脸识别有很多方法，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征脸识别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方法。

（Eigenface或 PCA）。特征子脸技术的基本思想是：从统计的观点，寻找人脸图像分布的基

本元素，即人脸图像样本集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向量，以此近似地表征人脸图像。这些特征向

量称为特征脸(Eigenface)。实际上，特征脸反映了隐含在人脸样本集合内部的信息和人脸

的结构关系。将眼睛、面颊、下颌的样本集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向量称为特征眼、特征颌和特

征唇，统称特征子脸。特征子脸在相应的图像空间中生成子空间，称为子脸空间。计算出测

试图像窗口在子脸空间的投影距离，若窗口图像满足阈值比较条件，则判断其为人脸。该方

法是先确定眼虹膜、鼻翼、嘴角等面像五官轮廓的大小、位置、距离等属性，然后再计算出

它们的几何特征量，而这些特征量形成一描述该面像的特征向量。其技术的核心实际为“局

部人体特征分析”和“图形/神经识别算法。”这种算法是利用人体面部各器官及特征部位

的方法。特征脸方法忽略了人脸的局部特征（如眉毛、鼻子、眼睛、鼻子、口等）在识别中

的作用。 

1.2 表情识别的研究现状 

在探究完人脸识别算法之后，需要研究表情识别算法。现在表情识别的常用方法有人为

设计特征和神经网络。 

近几年来，前馈神经网络（FNN）和卷积神经网络（CNN）也被用来提取表情特征。基于

卷积神经网络（CNN）的新的识别框架在 FER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结果。CNN中的多个卷积 

在面部特征提取方面，ASM算法比较成熟。 ASM主动形状模型，即通过形状模型对目标

物体进行抽象。 

表情特征提取的方法有以下几种，针对静态图像有基于几何特征的方法，基于外貌特征

的方法，基于混合特征的方法，针对图像序列有基于帧内特征的方法，有基于序列特征的方

法。表情分类方法，空间分析方法，有基于专家规则的方法，有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空时

分析的方法，Muller运用伪 3维的隐马尔可夫模型（P2DHMM）进行建模，再用 ID-HMM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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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状态进行建模，最后得到表示完整表情动作的 P3DHMM。Yeasin提出两步分析法，首先将

一系列线性分类器用于 frame level，每次观察结果结合起来产生时间信号，然后用这一时

间信号作为训练数据训练离散 HMMs。
[8]
 

在网络模型训练阶段，比较成熟的模型这里参考 LeNet-5模型,如图 1-2-1所示。后期

大部分网络模型都集中在网络层深度的增加,具体训练的网络模型结构如下，输入为由原始

的 255×255 的图像经过图像压缩成 32×32 维度更小也同样汇聚了原始特征的图像，这些

人脸表情图像包含了 0～6 种人脸表情特征,对应于 7种表情类别；输出即为 0～6种的一种

表情类别；C1 层选取了 32 个 filter 即具有不同卷积核的过滤器，其中窗口大小为二维

的 5×5，步长采用 1，padding 方式采用了 same 使得图像卷积后输出的大小保持不变，

尽可能维持原始尺寸，针对这步操作需要在外围补 2圈零操，在没特殊说明的情况下都是采

用 ReLU 作为激活函数；polling 下采样层采用 filter 为 2×2,strides 为 2 的操作

MaxPooling 操作;针对第二层卷积增加了一倍数量的 filter64 个,而后的 pooling 操作同

上一步一样，最后做扁平化 flatten操作,后面全连接，全连接层激活了 1024个神经元，最

后采用 Softmax 作为分类器函数。在数据样本不足的情况下通常会出现 overfitting（过

拟合）情况出现，之前的 data augmentation 操作就防止了过拟合，同样 CNN 实验中采用

了 dropout策略来解决过拟合问题。 

1.3 语音识别的研究现状 

 人类对于语音识别领域相关技术的研究，从上世纪的 50 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

科研人员就曾对语音发音的音素特征做了相关研究。在 1952 年时,贝尔(Bell)实验室的研究

人员,通过使用模拟的电子器件,实现了针对特定说话人说英文数字的孤立词进行语音识别的

功能。这个系统主要是提取发音中每个元音的共振峰信息,然后通过简单的模板匹配,从而实

现的。该系统得到了 98%的正确率[1]。 

1960 年代,语音识别领域引入了人工神经网络。苏联的研究者 Vintsyuk 提出了用

Dynamic Programming(动态规划算法)实现 Dynamic Time Warp(动态时间规整),该算法可

以将两个长度不同的语音进行时间上的对齐,从而可以使得两端语音在相同时间长度下得

到更有意义的相似度度量。该技术在小规模词语环境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度成为自动语

音识别技术中的主流[2]。 

最近几年，随着深度神经网络的应用，加上海量大数据的使用和云计算的普及，语音识

别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在多个行业突破了实用化的门槛，越来越多的语音技术产品进入

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苹果的 Siri、亚马逊的 Alexa、讯飞语音输入法、叮咚智能音箱 

图 1-2-1  LeNet-5神经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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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自动语音识别（ASR）技术的目的是让机器能够“听懂”人类的语

音，将人类语音信息转化为可读的文字信息，是实现人机交互的关键技术，也是长期以来的

研究热点。语音识别大致需要两种模型，一种是声学模型，一种是语言模型。 

而对于中文语音识别，目前用得比较多的声学模型是科大讯飞提出的一种使用深度卷积

神经网络来对时频图进行识别的 DFCNN 以及在阿里最新的开源系统中使用的基于 DFSMN

的声学模型。语言模型用得比较多的是基于马尔科夫链的 n-gram，和来源于输入法的 CBHG，

以及谷歌在 17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 transformer，后面出现的 bert也是基于 transformer的。 

1.4 人体姿态识别的研究现状 

在深度学习出现以前，基于身体部位识别的模型思想就已经在人体姿势识别领域广泛

应用，模型具有通用性特点，不需要为每一个新的描述重新编写一个系统，而只需要制定一

组原语和参数即可描述。由 Feblzenswalb 等人提出的基于人体的可变性部位模型（DPM）

是在该领域中实用且有效的传统方法之一，之后其他人又更进一步建立了二维人体姿态估

计的概率图模型。类似于这样的传统姿态估计方法泛化能力不高，并且精确度较低。在 2013 

年以后，学者们开始使用深度学习的方法来进行姿态估计，从开始的单人姿态估计演化到如

今的多人姿态估计，神经网络结构逐渐复杂，参数也越来越多。最近的研究主要依靠卷积神

经网络（CNN）提高了姿态估计的性能。 

随着深度卷积神经网络（DCNN）的发展，使用 CNN 实现姿态估计的研究开启了该领域

研究的新时代。Toshev 和 Szegedy 使用级联的检测方法从裁剪后的输入斑块进行自顶向

下的姿态矫正，该方法提高了精度和效率，且方法简单 。在单人姿势识别方法中，最经典

的算法是由 Newell 等提出的“沙漏”模型，使用跳跃式链接来促进多尺度特征学习，将

提取更加完整的特征信息，其中包含了空间信息和语义信息，并减少了网络参数。随着深度

学习的进一步发展，研究者们开始探索多人人体骨骼关键点识别方法。 

多人姿态估计的问题呈现出不同挑战，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多人姿势识别主要可以分

为两种方法： 

（1）自上而下的方法，即首先从图像中定位和裁剪出所有人体图像，然后在每一个检

测框范围内进行关键点检测的两阶段姿势估计方法。自上而下的方法存在一个问题，该问题

是即使检测结果在检测任务下是正确的，但是提取的检测框不适用于单人姿态估计方法，或

是检测框重复导致单人的姿态被重复估计了。 

（2）自下而上的方法，即先对人体骨骼点关键点检测，然后对关键点进行聚类，辨别

出关键点属于哪个人。目前的端到端的神经网络方法还能更方便地联合检测和分组任务。 

 

图 1-4-1 人体关键点检测(2D)算法分类 

一般来说，自上而下的方法精度更高，而自下而上的方法速度更快。目前基于深度卷积

神经网络的人体检测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在自上而下的方法中，如果它的检测精确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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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直接会降低多人人体姿态识别的最后结果的精确度。而在自下而上的方法中，骨骼关键点

的关系与人体检测的精确度是紧密相关的。另一方面是研究人体骨骼关键点的检测，为了使

关键点的检测更加精确，目前研究方法都是使用神经网络提取出来的关键点热图进行关键

点定位，并且从现在的特征提取包含的信息越丰富，则检测越准确。因此对神经网络进行优

化，能够提取多尺度的特征信息，将能够使人体骨骼关键点检测的准确性提高，并且在自下

而上姿态估计的第二步人体检测中，起到较重要的作用。 

1.5 人体目标检测的研究现状 

 从 2006 年以来，在 Hinton、Bengio、Lecun 等人的引领下，大量深度神经网络的论文

被发表，尤其是 2012 年，Hinton 课题组首次参加 ImageNet 图像识别比赛，其通过构建的 

CNN 网络 AlexNet[3]一举夺得冠军，从此神经网络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深度学习利用多层

计算模型来学习抽象的数据表示，能够发现大数据中的复杂结构，目前，这项技术已成功地

应用在包括计算机视觉领域在内的多种模式分类问题上。计算机视觉对于目标运动的分析可

以大致分为三个层次:运动分割，目标检测；目标跟踪；动作识别，行为描述[4]。其中，目标

检测既是计算机视觉领域要解决的基础任务之一，同时它也是视频监控技术的基本任务。由

于视频中的目标具有不同姿态且经常出现遮挡、其运动具有不规则性，同时考虑到监控视频

的景深、分辨率、天气、光照等条件和场景的多样性，而且目标检测算法的结果将直接影响

后续的跟踪、动作识别和行为描述的效果。故即使在技术发展的今天，目标检测这一基本任

务仍然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存在很大的提升潜力和空间。[5] 

而人体目标检测作为目标检测的一个重要分支，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的研究发展。2003年，

Viola 和 Jones 提出 VJ 检测器，一个融合图像强度和运动细节的人体目标检测系统，开启

了人体目标检测研究的序幕。随后，Dala和 Triggs引入了 HOG特征，并采用线性 SVM 进行

分类得到了较好的检测效果。2007 年 Sabzmeydani 提出“shapelet”特征，用以解决静态

图像中人体目标检测的问题。Felzenswalb等人评估了不同分辨率级别的 HOG特征，得到了

“HOG 特征金字塔”，从而允许检测相对于检测窗口移动的部件。为了处理人体目标检测问

题中的部分遮挡的问题，Wang 等人将 HOG 特征与 LBP 特征进行结合：HOG 检测器在图像上

进行全局检测，LBP 检测器则仅在模糊区域运行，用以优化检测。2014 年，Dollar 等人将

用于分类任务的积分通道特征运用到人体目标检测领域，研究发现级联检测器有助于快速

检测，但是会增大计算量。为了解决人体目标检测的漏检问题，Park 等人提出了一种多分

辨率模型。该方法在数据集 Caltech数据集上具有非常令人满意的效果。 

由于深度卷积审计网络在图像分类、目标检测、目标跟踪等计算机视觉领域取得了令人

欣喜的结果，Szarvas等人在 2005年使用 CNN来对图片中的人体目标进行分类。随后，Zhang

等人使用 CNN进行特征提取，并将 Faster R-CNN运用于人体目标检测任务。2017年 Li 等

人使用全卷积网络作为特征提取器，并将不同层次的特征输入到 AdaBoost分类器中比较其

性能，与上文提到的传统方法相比，利用 CNN检测效果更好。遮挡一直是人体目标检测的一

大难题，Ouyang和 Wang提出了一种概率人体目标检测框架，解决了遮挡或者严重变形情况

下检测器分类不正确的问题。2015年，Tian等人提出构造多部件检测器，覆盖多种尺度下

身体不同部位，并自动选择重要部位进行遮挡处理。 

基于传统的人体目标检测方法多事基于表观特征，如纹理、边缘颜色直方图、前景轮廓

或者手工设计的特征，而不是基于动作的特征。实验表明，运动是一种强大的视觉线索，能

够提取到更高层次的信息。深度学习可以与运动信息更好地结合，提取到更强有力的特征，

有利于准确定位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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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设计 

2.1 系统方案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目标检测，表情识别，肢体动作识别，语音识别，对话剧演员当前的

表演状态做出一个特征提取，并与示范性的表演做一个特征对比，对当前话剧演员的表演做

出一个打分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其硬件框图如图 2-1-1所示，通过摄像头和麦克风（集成在摄像头上）收集视频流和语

音流，通过基于 intel AIbox的 windows系统的运算处理，将结果展示在显示屏上。 

 

图 2-1-1 硬件框图 

其软件流程如图 2-1-2所示，分别从摄像头和麦克风输入视频和语音信号。把语音信号

转为.wav 录音文件，供语音识别模块进行识别，分析当前表演者说到哪句台词了；把视频

流跳帧处理，输入到人脸检测和人体姿态识别模块，人脸检测之后再进行表情识别，然后把

人体姿态识别和表情识别的结果与语音识别的结果综合处理实现对话剧演员当前状态的评

估，并给出建议。 

 

图 2-1-2 软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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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语音识别  

要搭建一个完整的中文语音识别系统，包括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将输入的音频信号转

化为汉字。拟采用基于深度框架的语音识别中的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建模，其中声学模型采

用科大讯飞提出的 DFCNN（deep fully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语言模型采用

transformer。数据集采用了目前能找到的所有中文免费数据，包括：thchs-30、aishell、

primewords、st-cmd四个数据集，训练集总计大约 450个小时。 

3.1 声学模型 

DFCNN利用 CNN参数共享机制，可以将参数数量下降几个数量级别，且深层次的卷积和

池化层能够充分考虑语音信号的上下文信息，且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到识别结果，

具有较好的实时性，很符合本项目的应用场景。其框架示意图如图 3-1-1所示。 

 

图 3-1-1 基于 DFCNN 语音识别框架示意 

DFCNN使用大量的卷积层直接对整句语音信号进行建模。首先，在输入端 DFCNN直接将

语谱图作为输入，相比其他以传统语音特征作为输入的语音识别框架相比具有天然的优势。

其次，在模型结构上,借鉴了图像识别的网络配置，每个卷积层使用小卷积核，并在多个卷

积层之后再加上池化层，通过累积非常多的卷积池化层对，从而可以看到非常长的历史和未

来信息。这两点保证了 DFCNN 可以出色的表达语音的长时相关性，相比 RNN 网络结构在鲁

棒性上更加出色，同时可以实现短延时的准在线解码，从而可用于工业系统中。 

3.2 语言模型 

谷歌提出的只基于 Attention 的 Transformer 模型摒弃了固有的定式，并没有用任何

CNN或者 RNN的结构。
[7]
该模型可以高度并行地工作，所以在提升翻译性能的同时训练速度

也特别快。由于 Transformer具有高速的优势，于是采用它来作为本项目实时语音识别的语

言模型。 

Transformer 的主体结构图，如图 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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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Transformer 的主体结构图 

3.2.1 Transformer 的编码器解码器 

模型分为编码器和解码器两个部分。 

➢ 编码器由 6个相同的层堆叠在一起，每一层又有两个支层。第一个支层是一个多头

的自注意机制，第二个支层是一个简单的全连接前馈网络。在两个支层外面都添加

了一个 residual 的连接，然后进行了 layer nomalization 的操作。模型所有的

支层以及 embedding层的输出维度都是 dmodel。 

➢ 解码器也是堆叠了六个相同的层。不过每层除了编码器中那两个支层，解码器还加

入了第三个支层，如图 9所示同样也用了 residual以及 layer normalization。 

3.2.2 输入层 

编码器和解码器的输入就是利用学习好的 embeddings 将 tokens（一般是词或者字符）

转化为 d 维向量。对解码器来说，利用线性变换以及 softmax 函数将解码的输出转化为一

个预测下一个 token的概率。 

3.2.3 位置向量 

由于模型没有任何循环或者卷积，为了使用序列的顺序信息，需要将 tokens的相对以

及绝对位置信息注入到模型中去。论文在输入 embeddings的基础上加了一个“位置编码”。

位置编码和 embeddings有同样的维度也就是 dmodel，所以两者可以直接相加。有很多位置

编码的选择，既有学习到的也有固定不变的。 

3.2.4 Attention 模型 

Multi-Head Attention：结构中的 Attention并不是简简单单将一个点乘的 attention

应用进去。谷歌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发现先对 queries，keys以及 values进行 h次不同的线

性映射效果特别好。学习到的线性映射分别映射到 ， 以及 维。分别对每一个映射之后的

得到的 queries，keys以及 values进行 attention函数的并行操作，生成 维的 output值。

其具体结构如图 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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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Multi-Head Attention的网络结构 

它所对应的公式为： 

  （3-2-1） 

如图 3-2-1所示，模型中以三种不同的方式使用的了多头 Attention： 

➢ 在 encoder-decoder的 attention 层，queries来自于之前的 decoder层，而 keys

和 values都来自于 encoder的输出。这个类似于很多已经提出的 seq2seq模型所

使用的 attention机制。 

➢ 在 encoder含有 self-attention 层。在一个 self-attention层中，所有的 

keys,values 以及 queries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本例中即 encoder之前一层的的

输出。 

➢ 类似的，decoder 中的 self-attention 层也是一样。不同的是在 scaled 点乘

attention 操作中加了一个 mask 的操作，这个操作是保证 softmax 操作之后不会

将非法的 values连到 attention 中。 

3.2.5 Feed Foreword 

每层有两个支层，attention层就是其中一个，而 attention 之后的另一个支层就是一

个前馈的网络。公式描述如下： 

  （3-2-2） 

3.3 数据集 

数据集拟采用目前能找到的所有中文免费数据，包括：thchs-30、aishell、primewords、

st-cmd 四个数据集，训练集总计大约 450 个小时，使用 thchs-30+aishell+st-cmd 数据集

对 DFCNN 声学模型进行训练，以 64batch_size 训练。其训练集（training set），开发集

（development set），测试集（test set）的数量如表 3-3-1所示： 

 



                                      “以话剧之形，传戏曲之神”——话剧表演辅助系统 

第 9 页 共 55 页 

 

表 3-3-1数据集的训练集、开发集、测试集的分布情况 

Name training set development set test set 

aishell 120098 14326 7176 

primewords 40783 5046 5073 

thchs-30 10000 893 2495 

st-cmd 10000 6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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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体目标检测与区分 

利用 SSD算法，检测出摄像头获取到的图像信息中的人体，并将每个人体的对应的图像

区域提取出来，利用 dHash（差异值哈希算法）计算提取出来的图像区域和预先准备的各个

演员的全方位的图片信息进行差异计算，从而对各个演员进行识别和区分。 

4.1 SSD算法 

本项目拟采用 SSD算法（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该算法相对其它的目标

检测算法（R-CNN 系算法和 Yolo算法等）准确度和速度的优势较大，如图 4-1-1。 

 

图 4-1-1 不同目标检测算法的准确度和速度比较 

SSD算法采用 CN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来直接进行检测，而不是像 Yolo 

那样在全连接层之后做检测。并且，SSD提取了不同尺度的特征图来做检测，大尺度特征图

（较靠前的特征图）可以用来检测小物体，而小尺度特征图（较靠后的特征图）用来检测大

物体；SSD采用了不同尺度和长宽比的先验框。接下来将详细讲述 SSD算法的原理。 

SSD采用一个 CNN网络来进行检测，采用了多尺度的特征图，其基本架构如图 4-1-2所

示（原理讲解部分以这幅猫狗图为例子）。 

 

图 4-1-2 SSD 算法基本架构 

下面将 SSD核心设计理念总结为以下几点： 

4.1.1 采用多尺度特征图用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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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多尺度就是采用大小不同的特征图，CNN网络一般前面的特征图比较大，后面会逐

渐采用 stride=2 的卷积或者 pool 来降低特征图大小，这正如图 4-1-3 所示，一个比较大

的特征图和一个比较小的特征图，它们都用来做检测。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大的特征图来用

来检测相对较小的目标，而小的特征图负责检测大目标，如图 4-1-3所示，8x8的特征图可

以划分更多的单元，但是其每个单元的先验框尺度比较小。 

 

图 4-1-3不同尺度的特征图 

4.1.2 采用卷积进行检测 

与 Yolo 最后采用全连接层不同，SSD 直接采用卷积对不同的特征图来进行提取检测结

果。对于形状为  的特征图，只需要采用 这样比较小的卷积核就可以 

到检测值。 

4.1.3 设置先验框 

SSD借鉴了 Faster R-CNN中 anchor的理念，每个单元设置尺度或者长宽比不同的先验

框，预测的边界框（bounding boxes）是以这些先验框为基准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训练难

度。一般情况下，每个单元会设置多个先验框，其尺度和长宽比存在差异，如图 4-1-4 所

示，可以看到每个单元使用了 4个不同的先验框，图片中猫和狗分别采用最适合它们形状的

先验框来进行训练。 

 

图 4-1-4 SSD 的先验框 

对于每个单元的每个先验框，其都输出一套独立的检测值，对应一个边界框，主要分为

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各个类别的置信度或者评分，值得注意的是 SSD将背景也当做了一个

特殊的类别，如果检测目标共有 c个类别，SSD其实需要预测 c+1 个置信度值，其中第一个

置信度指的是不含目标或者属于背景的评分。在预测过程中，置信度最高的那个类别就是边

界框中的区域所属的类别，特别地，当第一个置信度值最高时，表示边界框中并不包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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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就是边界框的 location，包含 4个值 ，分别表示边界框的中心坐标以

及宽高。但是真实预测值其实只是边界框相对于先验框的转换值。先验框位置用

表示，其对应边界框用 表示，那么边界框的预

测值 其实是 相对于 的转换值： 

  （4-1-1） 

上述过程即为边界框的编码（encode），预测时，我们需要反向这个过程，即进行解码

（decode），从预测值 中得到边界框的真实位置 ： 

   （4-1-2） 

然而，在 SSD 的 Caffe 源码实现中还有 trick，那就是设置 variance 超参数来调整检

测值，通过 bool 参数 variance_encoded_in_target来控制两种模式，当其为 True时，表

示 variance 被包含在预测值中，就是上面那种情况。但是如果是 False，就需要手动设置

超参数 variance，用来对 的 4个值进行放缩，此时边界框需要这样解码： 

  （4-1-3） 

综上所述，对于一个大小 的特征图，共有 个单元，每个单元设置的先验框数

目记为 ，那么每个单元共需要 个预测值，所有的单元共需要 个预

测值，由于 SSD采用卷积做检测，所以就需要个 卷积核完成这个特征图的检测过

程。 

4.1.4 网络结构 

SSD采用 VGG16作为基础模型，然后在 VGG16的基础上新增了卷积层来获得更多的特征 

图以用于检测。SSD的网络结构如图 4-1-4所示（这里举输入图片大小为 300×300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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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SSD 网络结构 

采用 VGG16做基础模型，首先 VGG16是在 ILSVRC CLS-LOC 数据集预训练。然后借鉴了

DeepLab-LargeFOV，分别将 VGG16的全连接层 fc6和 fc7转换成 3×3 卷积层 conv6和 

1×1 卷积层 conv7，同时将池化层 pool5 由原来的 stride=2 的 2×2 变成 stride=1 的 3×

3的核，为了配合这种变化，采用了一种 Atrous Algorithm，其实就是 conv6采用扩展卷积

或带孔卷积（Dilation Conv），其在不增加参数与模型复杂度的条件下指数级扩大卷积的视

野，其使用扩张率(dilation rate)参数，来表示扩张的大小，如下图 4-1-5所示，(a)是普

通的 3×3卷积，其视野就是 3×3，(b)是扩张率为 2，此时视野变成 7×7，(c)扩张率 

为 4时，视野扩大为 15×15 ，但是视野的特征更稀疏了。Conv6 采用 3×3大小但 dilation 

rate=6的扩展卷积。 

 

图 4-1-5 扩展卷积 

然后移除 dropout 层和 fc8 层，并新增一系列卷积层，在检测数据集上做 finetuing。 

其中 VGG16中的 Conv4_3层将作为用于检测的第一个特征图。conv4_3层特征图大小是

38×38，但是该层比较靠前，其 norm较大，所以在其后面增加了一个 L2 Normalization层，

以保证和后面的检测层差异不是很大，这个和 Batch Normalization 层不太一样，其仅仅是

对每个像素点在 channel 维度做归一化，而 Batch Normalization 层是在[batch_size, 

width, height]三个维度上做归一化。 

从后面新增的卷积层中提取 Conv7，Conv8_2，Conv9_2，Conv10_2，Conv11_2作为检测

所用的特征图，加上 Conv4_3 层，共提取了 6 个特征图，其大小分别是 38×38、19×19、

10×10、5×5、3×3、1×1，但是不同特征图设置的先验框数目不同（同一个特征图上每个

单元设置的先验框是相同的，这里的数目指的是不同特征图一个单元的先验框数目）。先验

框的设置，包括尺度和长宽比两个方面。对于先验框的尺度，其遵守一个线性递增规则：随

着特征图大小降低，先验框尺度线性增加：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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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指的特征图个数，即 5，因为第一层（Conv4_3层）的特征图是单独设置的，

表示先验框大小相对于图片的比例，而 和 表示比例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对于第一个

特征图，其先验框的尺度比例一般设置为 。对于后面的特征图，先验框尺度按照上

面 公 式 线 性 增 加 ， 但 是 先 将 尺 度 比 例 先 扩 大 100 倍 ， 此 时 增 长 步 长 为

，对于长宽比，一般选取 ，对于特定的

长宽比，按如下公式计算先验框的宽度与高度（后面的 均指的是先验框实际尺度，而不是

尺度比例）： 

  （4-1-5） 

得到了特征图之后，需要对特征图进行卷积得到检测结果，图 4-1-6 给出了一个 5×5

大小的特征图的检测过程。其中 Priorbox 是得到先验框，前面已经介绍了生成规则。检测

值包含两个部分：类别置信度和边界框位置，各采用一次 3×3 卷积来进行完成。令 为该

特征图所采用的先验框数目，那么类别置信度需要的卷积核数量为 ，而边界框位置需要

的卷积核数量为 。由于每个先验框都会预测一个边界框，所以 SSD300一共可以预测 8732

个边界框，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所以说 SSD本质上是密集采样。 

 

 
图 4-1-6 基于卷积得到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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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剪裁图像对应区域 

获取到目标的横纵坐标范围后，可利用 OpenCV 对它进行剪裁。我们先用 imread 方法

读取待裁剪的图片，然后查看它的 shape，输出的顺序的是高度、宽度、通道数。之后我们 

利用数组切片的方式获取需要裁剪的图片范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切片给出的坐标为需要

裁剪的图片在原图片上的坐标，顺序为[y0:y1, x0:x1]，其中原图的左上角是坐标原点。最

后我们用 cv2.imwrite()方法将裁剪得到的图片保存到本地（第一个参数为图片名，第二参

数为需要保存的图片） 

4.3 差异计算 

通过图像指纹来标识一张图片，即将图像按照一定的哈希算法，经过计算后得出来一组

二进制数字。再通过计算两张图片指纹的汉明距离来确定两张图片的相似度。汉明距离是一

组二进制数据变成另一组数据所需的步骤数，汉明距离越小代表相似度越高。 

考虑到本项目对人体的区分需要实时进行，故采用差异值哈希算法（dHash），因为它相

比 pHash，dHash的速度要快的多，相比 aHash，dHash在效率几乎相同的情况下的效果要更

好，它是基于渐变实现的。 

而 dHash计算 hanming距离步骤是： 

➢ 先将图片压缩成 9*8的小图，有 72个像素点。 

➢ 将图片转化为灰度图。 

➢ 计算差异值：dHash算法工作在相邻像素之间，这样每行 9个像素之间产生了 8个

不同的差异，一共 8行，则产生了 64个差异值，或者是 32位 01字符串。 

➢ 获得指纹：如果左边的像素比右边的更亮，则记录为 1，否则为 0。 

➢ 通过 hash值来计算汉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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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表情识别 

5.1 表情识别功能说明 

表情识别，顾名思义就是让机器去识别人的表情。在本系统中，我们使用卷积神经网络

来构建一个表情识别模型，通过摄像头反馈实时人脸信息，然后，根据目标检测框出人体目

标的区域。经过处理后输出人脸表情。得到的表情共有 7种，分别是：生气（anger）、厌恶

（digust）、恐惧（fear）、开心（happy）、伤心（sad）、惊讶（surprised）、中性（neutral）。 

在本项目中，运用表情识别的目的在于，通过表情识别，识别出表演者的各类情绪表达，

并且根据处理后得到的 7种表情占比，根据预先制定的这一段表演的标准，系统对话剧表演

者提供相应的表演建议，比如：若表演者愤怒的情绪还不足够，系统可以通过显示屏上的弹

窗提示表演者应该表演的更加愤怒。 

5.2 算法原理说明 

在表情识别中，本系统采用技术比较成熟的卷积神经网络算法。其层级结构主要由以下

5层组成：数据输入层 Input Layer，卷积计算层 Convolutional layer，激励层 Rectified 

Linear Units layer，池化层 Pooling layer 和全连接层 Fully-Connected layer。 

数据输入层要做的处理主要是对原始图像数据进行预处理，其中包括：去均值，归一化，

PCA/白化。 

卷积计算层，在这一层中，有两个关键操作：（1）局部关联：每个神经元看做一个滤波

器；（2）窗口滑动：滤波器对局部数据计算。在卷积神经网络中，反向传播也很重要，下面

讲解卷积层的反向传播原理。 

要运用 CNN反向传播算法，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1）池化层没有激活函数，没有需

要学习的参数。（2）池化层在前向传播的时候，对输入进行了压缩。 （3）卷积层是通过

张量卷积，或者说若干个矩阵卷积求和而得的当前层的输出。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我们注

意的是，由于卷积层可以有多个卷积核，各个卷积核的处理方法是完全相同且独立的，为

了简化算法公式的复杂度，我们下面提到卷积核都是卷积层中若干卷积核中的一个。 

首先，正向传播的映射为： 

      ……………（5-2-1） 

卷积输出图像的任意一个元素与卷积核矩阵的任意一个元素都有关，因为输出图像的

每一个像素值都共用了一个卷积核模板。反向传播时需要计算损失函数对卷积核以及

偏置项的偏导数，和全连接网络不同的是，卷积核要作用于同一个图像的多个不

同位置。 

反向传播时需要计算损失函数对卷积核以及偏置项的偏导数，和全连接网络

不同的是，卷积核要反复作用于同一个图像的多个不同位置。根据链式法则，损

失函数对第 l 层的卷积核的偏导数为： 

       ……………………（5-2-2） 

i和 j是卷积输出图像的行和列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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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5-2-4） 

则： 

 ……（5-2-5） 

定义误差项为： 

                          ……………………………（5-2-6） 

则有 

                         ……………………（5-2-7） 

这也是一个卷积操作， 充当卷积核，𝑥(𝑙−1)则充当输入图像。 

卷积输出图像对应的误差项矩阵为： 

                                …………………………………（5-2-8） 

损失函数对卷积核各个元素的偏导数，根据链式法则有： 

            …………………（5-2-9） 

                 ……………………（5-2-10） 

这是因为产生输出𝑢11时卷积核元素𝑘11在输入图像中对应的元素是𝑥11。产生输出𝑢12时卷积

核元素𝑘11在输入图像中对应的元素是𝑥12。其他的依次类推。 

最后得到误差项的地推公式为： 

                ……………………（5-2-11） 

激励层：把卷积层输出结果做非线性映射 CNN 采用的激活函数一般为 ReLU(The 

Rectified Linear Unit/修正线性单元)，它的特点是收敛快，求梯度简单，但较脆弱。 

池化层：池化层夹在连续的卷积层中间，用于压缩数据和参数的量，减小过拟合。 

简而言之，如果输入是图像的话，那么池化层的最主要作用就是压缩图像。接下来再展开

叙述池化层的具体作用：（1）特征不变性：也就是我们在图像处理中经常提到的特征的尺

度不变性，池化操作就是图像的 resize，平时一张狗的图像被缩小了一倍我们还能认出这

是一张狗的照片，这说明这张图像中仍保留着狗最重要的特征，我们一看就能判断图像中

画的是一只狗，图像压缩时去掉的信息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而留下的信息则是具有

尺度不变性的特征，是最能表达图像的特征。（2）特征降维，我们知道一幅图像含有的信

息是很大的，特征也很多，但是有些信息对于我们做图像任务时没有太多用途或者有重

复，我们可以把这类冗余信息去除，把最重要的特征抽取出来，这也是池化操作的一大作

用。（3）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过拟合，更方便优化。最常见的池化层是规模为 2*2， 步幅

为 2，对输入的每个深度切片进行下采样。每个 MAX操作对四个数进行 

全连接层：两层之间所有神经元都有权重连接，通常全连接层在卷积神经网络尾部。也

就是跟传统的神经网络神经元的连接方式是一样的。 

全连接层和卷积层可以相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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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意一个卷积层，要把它变成全连接层只需要把权重变成一个巨大的矩阵，其中大

部分都是 0 除了一些特定区块（因为局部感知），而且好多区块的权值还相同（由于权重共

享）。 相反地，对于任何一个全连接层也可以变为卷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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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体姿态识别 

6.1 姿态识别的意义 

近十年来国际上有关表演姿态的研究越来越多，涉及到从话剧创作层面的姿态分析，到

身体动作层面的数据分析，到不同表演风格、不同文化的表演场景，再到人机交互的新形式

的现代电子表演等方面。其中很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是传统研究很少触及到的，

体现了新技术条件下表演艺术学术研究的新潮流。 

表演姿态与话剧结构的内在关联，使表演姿态在传递话剧结构的指示意义的过程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剧作家的意图、话剧的情感表现、话剧的意义传达都通过姿态作为媒介，而

表达出来。已经有许多研究从独剧表演，到合作表演，以及不同表演形式的表演中考察姿态

的作用和意义。可见，表演姿态的功能是多样化的，不仅要传达话剧的表现意义，更要实现

姿态的交流本质。这种交流本质正是剧作家、表演者和听众三位一体地达成对姿态的一致性

理解的过程。 

温莎(W．Luke Windsor)
①
认为，表演者的运动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产生声音

的行为，另一种是间接影响声音产生的行为。她通过分析音乐表演中的内隐时间间隔模式指

出我们从分析图示中看到的声音的拉长与缩短，均伴随着表演者的加速、减速、停顿和缓急

法语气的动作，听众是可以看到这些动作的，但是听众如何理解这些动作与表演者发声的关

系则与听众的音乐能力和专业性有关，也与艺术经验有关。对姿态的感知就是对背后的行为

的感知。 

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对姿态的测量手段的不断进步，舞台表演中的人工智能也逐渐

发展起来，从而对表演姿态的研究从传统的表演形式走向了人机交互的表演环境，人工智能

对表演姿态的新理解能力也产生了诸多新的表演倾向。本系统的姿态识别部分就是为了从

这一新的视角辅助舞台表演。 

6.2 姿态识别的实现 

姿态识别的第一步是人体关键点的提取。人体关键点的提取，主要用来表示人体骨骼特

征，一般主要检测人体的头部、颈部、双臂、手部、腿部和脚踝等的关节点，通过获取关节

点在图像中的绝对坐标，再结合其他关键特征，比如点坐标之间的关系或者转换为 3 维空

间用神经网络进行分类，来估计人体的行为动作。人体关键点检测是人体行为识别非常重要

的一个步骤，是某些方法人体行为识别的基础，在人体跟踪识别、人体行为检测、人体步态

识别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此项技术在现实应用场景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现场光

照强弱、识别角度差异和物体遮挡等，都会对检测造成影响。所以虽然人体关键点检测具有

很重要的应用价值，但同时也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前些年，相关研究者对人体关键点检测

提出了许多相关算法，但是这些检测算法几乎都是利用模板匹配算法实现，这些算法的核心

都是考虑用什么方式来表示人体的整个物理构造以及人体各部位之间的关系。其中，

Pictorial 结构算法具有一定代表性。此算法由模板关系和单元模板两个模块组成，并提出

了弹簧形变模型。弹簧形变模型首先建立类似于弹簧性质联结的部件，然后建立整体与部分

之间的相对位置模型，使得每个部分都可以通过相对位置确定绝对位置。 

弹簧形变模型如图 6-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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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弹簧形变模型 

多人骨骼关键点检测粗略分为自顶而下和自底而上两种检测方式。自顶而下的检测方

法主要分为两个步骤：单人的行人识别以及单人的行为姿态估计，即先运用人员检测算法检

测出图像中的每一个个体位置，然后再针对每个个体进行关键点检测。目前自顶而下的常用

算法有 G-RMI、RMPE、Mask R-CNN和 CFN； 

自底而上的检测算法也主要分为两个步骤：图像中所有人的关键点检测和关键点聚类，

即先把图像中每个人的关键点检测完成，再利用聚类算法把对应人的关键点进行聚类，从而

完成每个人的关键点检测。目前自底而上的常用算法有 Mid-Range offsets、PAF、Openpose 

和 Associative Embedding。 

6.2.1 自顶而下的人体关键点检测 

自顶向下的检测方法如图 6-2-2 所示。单人识别可通过目标检测算法实现，但是目标

检测过程可能存在目标检测缺失或者目标重复检测的问题。另外在单人关键点检测过程中，

由于人体各个部分检测难度不尽相同，所以针对不同位置检测可以采用不同的检测策略；在

一些环境较为复杂的检测过程中，人体检测关键点可能与背景细节特征相混淆，因此针对这

种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检测策略。目前大多数自顶而下的检测方法都是针对以上问题进行

改进。 

 

图 6-2-2 自顶而下的检测方法 

一个经典的方法是先使用深度神经网络进行人体关键点检测，用卷积层描述人体纹理

特征和位置信息。多个 stage 组成了卷积神经网络，第一个 stage 对人体关键点进行初

步检测，并提取特征，继而将提取的体征作为输入到下一个 stage 中，如此往复，用此策

略提高识别关键点的准确率。由于每个检测阶段都进行监督训练，这样可以尽量避免神经网

络过深导致的优化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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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自低而上的人体关键点检测 

自低而上的检测方法如图 6-2-3 所示。前文提及此方法在检测过程也分为两个步骤。目

前针对此方法的研究方向基本都是改善聚类算法，找到关键点之间的潜在联系，在关键点匹

配时尽量不出现错误，将属于不同人体的关键点区分，最后形成正确的人体关键点图。 

 

图 6-2-3 自底而上的检测方法 

具体方法是首先对人体的不同部分划分为右腿、左臂和头部等，并且已经检测的关键点

都在以划分区域中，然后进行建模，建模的标准为：根据先知经验，人体各个部分之间的相

对关系和已划分区域内关键点位置关系。这样可以较好地得出不同人的关键点位置信息。 

6.2.3 基于 Part Affinity Fields 的人体关键点检测 

Openvino范例（human_pose_estimation_demo） 姿态估计算法是由卡耐基梅隆大学提

出的一种利用人体关键点亲和域（Part Affinity Fields，PAFs）以及自低而上的多人骨架

提取算法，此方法可以提取 2D 和 3D 两种人体骨架。可以认为 Part指所定义的人体关节，

Part Affinity Fields 就是一个向量，该向量代表了身体的一段躯干。图 6-2-4是关键点

示意图。 

 

图 6-2-4 18个关键点示意图 

 

 

图 6-2-5 Openvino 整体执行示意图 

Openvino 整体执行示意图如图 2-3-5-5 所示，大致分为 4 个步骤：图像输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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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点检测、关键点聚类和关键点联结组装骨架。 

表 6-2-1 关键点编号 

编号 0 1 2 3 4 5 

关键点 鼻 胸 右肩 右肘 右手腕 左肩 

编号 6 7 8 9 10 11 

关键点 左肘 左手腕 右髋骨 右膝盖 右脚跟 右髋骨 

编号 12 13 14 15 16 17 

关键点 左膝盖 左脚跟 右眼 左眼 右耳 左耳 

 

（1）图像输入与神经网络网络结构 

Openvino 算法中关键点亲和度向量场的概念非常重要。关键点亲和度向量场是确定哪

些关键点属于同一个人的关键。首先图像经过模型 VGG-19 的前 10 层输出特征集 F，每

个阶段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预测人体关键点置信度标识图 St，第二部分预测人体关键

点亲和度向量场 Lt，两个部分预测完成后，将其结果进行特征集融合生成新的结果，再输

入下一步骤继续运算，如式（6-2-1）、（6-2-2）所示： 

   (6-2-1) 

(6-2-2) 

 

式中ρt 和 φt 分别为是阶段 t 的预测。 

当迭代次数到达一定次数时，神经网络的预测能力逐渐增强，能够在小范围区分人体的

结构。一直重复此过程，神经网络训练到一定程度时便可区分人体所有关键点以及骨架信息，

进而估算出每个人的姿态。两个分支的多层神经网络结构如图 6-2-6 所示。 

 

图 6-2-6 两个分支的多层神经网络结构 

（2）关键点置信度网络 

在训练过程中，可以用二维向量表示每个置信度标识图，对于图中某个人 k 

以及某类关键点 j，其置信度标识图有且仅有一个极值，其中置信度标签表示图中 

点到真实数据点的高斯距离，如（6-4-3）所示为高斯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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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其中 p 为关键点位置，σ 值可以调控置信度标识图中极值的范围。 

针对多个人情况，使用非极大值抑制的方法保留网络中最好的数据如式（6-2-4）所

示： 

    (6-2-4) 

 

（3）关联各部分的关键点亲和度向量场 

如图 6-2-7(a)所示，其中每组关键点给出了所有联结，下面简单介绍如何形成人体骨

架图。常规的方法，比如取中心点，可能会出现如图 6-2-7(b)的错误，这是因为此种匹配

只考虑了位置信息而没考虑方向信息。为了保存躯干的位置信息和方向信息，引入关键点亲

和度向量场，如图 6-2-7(c)所示。关键点亲和度向量场采用二维矢量对每个特定区域像素

值进行编码，这样可以使同类型躯干连接起来，并且通过计算置信度大小便可确定正确方向。 

图 6-2-7 身体各部位关联策略 (a)联结图 （b）错误匹配 （c）准确联结 

针对肢体 c 相互联结的关键点 j1 和 j2，训练时某个人 k 的某点 p 的亲和度向量

定义如式（6-2-5）、式（6-2-6）所示： 

 

 

(6-2-5) 

 

 

          (6-2-6) 

 

考虑核肢体 c 关联的像素点 dj1 和 dj2 的亲和度可定义为此路径上的亲和度向量

和 dj1 和 dj2 连线方向的单位向量相乘，然后再做路径积分，如式（6-2-7）、式（6-2-8）

所示。通常采样并求 u 的等间距值之和来近似积分。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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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4）关键点聚类 

如图 6-2-8(a)所示，通过计算得出图中有许多关键点，但是它们之间的可能配对情况

如图 6-2-8(b)所示。但是预测出的置信度标识图有每个关键点与其他关键点连接的权重，

按照上述公式，通过计算得分并选取得分最高的总亲和度的配对作为最优的配对结果。对于

躯干，有两个关键点 j1 和 j2，对应的候选集合 Dj1 和 Dj2，那么总亲和度最高的配对

如式（6-2-9）所示： 

 

(6-2-9) 

 

其中 Emn 由上述公式得出，Ec 表示关键点连线的总亲和度。此问题的最优解可采用 

Hungarian 算法求得。 

 

图 6-2-8匹配（a）原图；（b）K分图；（c）树结构；（d）二分图 

针对全部肢体，对每对单独肢体进行优化后，采用相交的关键点将不同肢体衔接成身体

骨架，如式（6-2-10）所示： 

 

(6-2-10) 

 

至此，我们就完成了整个模型的骨架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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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 

7.1 系统测试方案 

7.1.1 分块测试 

7.1.1.1 人脸和表情识别测试 

首先确定人脸的表情，比如愤怒，开心，害怕，惊讶，伤心，中立，恶心七种表情，在

确定这些表情之后，将摄像头对准人脸进行识别，根据表情识别的结果判定该表情识别是否

准确。 

7.1.1.2 语音识别测试 

首先确定要说的话，话筒识别后，会将语音信号转化成文字信息显示出来，根据语音识

别的结果判定语音识别是否准确。 

7.1.1.3 人体姿势识别 

分为单人和多人进行测试。单人做出站立、举手、伸展、下蹲、行走、坐下的动作，观

察姿态识别的效果是否和姿态相匹配；多人时观察是否两人都被检测到，两人的姿态是否是

分别被检测到。 

7.1.2 整体测试 

将几个功能合在一起进行测试，观察各模块共同工作时的效果，以及各模块工作的状态

是否正常。 

7.2 测试设备 

我们基于 AI-BoxX Gen.1 硬件平台，摄像头，显示器，麦克风，进行项目检测。 

7.3 结果分析 

测试结果以及分析均记录在表 7-3-1到表 7-3-4中。 

表 7-3-1 人脸和表情识别测试结果记录表 

性别 情绪 测试图像结果 测试结果分析 

男性 中立 

 

中立，伤心，害怕，愤怒都能检测出

来，其中中立占比最高，检测成功 

男性 高兴 

 

高兴和中立都有，其中高兴占比最

高，检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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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3-1 

男性 愤怒 

 

愤怒，害怕，高兴，伤心，惊讶，中

立都有，其中愤怒占比最高，检测成

功 

男性 害怕 

 

害怕，生气，高兴，惊讶，中立都有，

其中害怕占比最高，检测成功 

男性 伤心 

 

生气，害怕，伤心，中立都有，其中

伤心占比最高，检测成功 

男性 惊讶 

 

愤怒，害怕和惊讶都有，其中惊讶占

比最高，检测成功 

女性 中立 

 

中立占比最高，检测成功 

女性 高兴 

 

高兴占比最高，检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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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3-1 

女性 愤怒 

 

愤怒占比最高，检测成功 

女性 伤心  伤心，害怕，愤怒和中立都有 ，其

中伤心占比最高，检测成功 

女性 惊讶 

 

惊讶，中立，害怕都有，其中惊讶占

比最高，检测成功 

女性 恶心 

 

愤怒，恶心，害怕都有，其中恶心占

比最高，检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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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2 人体姿势识别测试结果记录表 

人

数 

单人 单人 单人 单人 

姿

势 

站立 举手 伸展 下蹲 

测

试

图

像

结

果 

    

测

试

结

果

分

析 

由图像可以看

出，其可以比

较准确的识别

出站立时躯体

的各个节点以

及大概的姿

态，说明识别

成功。 

由图像可以看

出，其可以比

较准确的识别

出举手时躯体

的各个节点以

及大概的姿

态，说明识别

成功。 

由图像可以看出，其

可以比较准确的识别

出双手伸展时躯体的

各个节点以及伸展时

的姿态，说明检测成

功。 

由图像可以看出，其可以

比较准确的识别出下蹲时

躯体的各个节点以及大概

的姿态，说明检测成功。 

人

数 

单人 单人 双人 双人 

姿

势 

行走 坐下 站立 一人站立一人坐下 

测

试

图

像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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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3-2 

人

数 

单人 单人 双人 双人 

姿

势 

行走 坐下 站立 一人站立一人坐下 

测

试

结

果

分

析 

由 图像可

以看出，其

可 以比较

准 确的识

别 出行走

时 躯体的

各 个节点

以 及大概

的姿态，说

明 检测成

功。 

由图像可以看

出，其可以比

较准确的识别

出坐下时躯体

的各个节点以

及 大 概 的 姿

态，说明检测

成功。 

由图像可以看出，其可以

比较准确的识别出双人站

立时躯体的各个节点以及

大概的姿态，同时，人与

人之间的节点不会重叠，

线条也不会连在一起，说

明检测精度很高，检测成

功。 

由图像可以看出，其可以

比较准确的识别出双人

中一人站立一人坐下时

人体的各个节点以及大

概的姿态，同时，人与人

之间的节点不会重叠，线

条也不会连在一起，说明

检测精度很高，检测成

功。 

 

表 7-3-3 目标检测结果测试记录表 

人数 单人 双人 

测试图像结果 

  

测试结果分析 由图像可以看出，

摄像头可以识别

出一个人的框架

并且框出其身形，

识别成功。 

由图像可以看出，摄像头可以识别出两

个人的框架并且框出其身形，同时，黑框

没有重叠，说明识别精度较高，识别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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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4 语音识别测试结果记录表 

测试图像结果 

  

测试结果分析 选取《商鞅之死》的片段进行朗读，并进行识别，可见除了一些细

小的错别字之外，识别效果良好 

 

7.3.4 综合测试结果 

现设定一个单人独白话剧情景。表演者 cc在椅子上为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今天天气很好，cc说：“今天好开心啊”，此时应该是 Happy（开心）的情绪，但是她在

说出这句话时程序检测到的仍是 Neutral（中立）的情绪，于是给出提示：“Be happier！”，

并且评价系统给当前的表演评分 60分，如图 7-1所示。 

 

图 7-1 “今天好开心啊”运行截图 

cc去吃了个早饭，发现有人插队，顿时觉得好难受，cc说：“我太难受了”，此时应该

是 Sad 的情绪，但是她在说出这句话时程序检测到的表情是 Neutral，于是给出提示：“Be 

sadder！”，并且评价系统给当前的表演评分 77分，如图 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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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我太难受了”运行截图 

cc点了一个豆浆和油条，在端豆浆的时候豆浆洒了出来，cc 说：“天呐，我的妈呀，噢

天呐我的妈呀！”，此时应该是 Surprise的情绪，但是她在说出这句话时程序检测到的表情

是 Neutral，于是给出提示：“Be more surprised！”，并且评价系统给当前的表演评分 50.5

分，如图 7-3所示。 

 

图 7-3 “噢天呐，我的妈呀”运行截图 

cc吃完早餐准备去小树林散散步，突然发现脚边有一条蛇， cc说：“我的天呐，这里

有个蛇！”，此时应该是 Fear的情绪，但是她在说出这句话时程序检测到的表情是 Neutral，

于是给出提示：“Be more fearful！”，并且评价系统给当前的表演评分 70.5分，如图 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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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我的天呐，这里有个蛇”运行截图 

走到一个角落，cc发现这里弥漫着臭味，又脏又乱又差，cc 说：“臭啊，这里好脏啊，

恶心死我了！”，此时应该是 Disgust 的情绪，但是她在说出这句话时程序检测到的表情是

Neutral，于是给出提示：“Be more disgust！”，并且评价系统给当前的表演评分 65.5分，

如图 7-5所示。 

 

图 7-5 “恶心死我了”运行截图 

可以看出，本系统可以同时实现对语音，人脸，表情，姿势等的识别，于此同时，实现

对表演者的反馈，当表演者表情不到位时，通过屏幕告诉表演者应该更加高兴或者更加惊讶。

所以，测试成功，符合预期设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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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实现功能 

7.4.1 已实现功能 

在本系统中，已经可以实现对语音，人脸，表情，人体目标和人体姿势的同时检测，于

此同时，当电脑接收到摄像头和麦克风反馈的实时语音信号和图像信号之后，及时进行处理，

然后将语音信息显示在屏幕上，同时，系统将对表演者的表情进行打分，根据占比推测出表

演者的主要表情，并且，根据占比判断表演者的表演是否到位，若表演者动作不到位，在表

情识别窗口上方会提示表演者应该如何表情才能让情绪更加的到位。 

7.4.2 预期扩展功能 

下一步希望可以对人体姿态识别进行评价，能够对人体的各类动作是否标准进行判断。 

7.4.3 运用场景 

本系统可以运用于各类舞台和节目，例如戏剧表演舞台，提前将需要用到的视频片段或

者自身的需求导入系统进行学习，在训练完模型之后，表演者开始表演，此时摄像头和麦克

风将实时的的语音信号和图像信号传回处理器，针对语音信号，经过处理之后，将转换成文

字信息显示在屏幕上，同时，将其跟训练好的模型进行比对，若出现台词错误，可以及时告

诉对方。针对图像信号，经过处理之后，将转换成表情信息和人体线条信息展示在屏幕上，

同时，将其跟训练好的模型进行比对，如果表演者表演的情绪过于强烈或者表情不到位，屏

幕将实时提示表演者应该如何去做才能达到比较满意效果。因此，本系统的应用范围十分广

阔，在影视节目遍地开花的时代，人们对于该设备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根据此系统，可以

极大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同时也可以让表演更加饱满，让观众能够看到更多精彩的作品。

如果预期扩展功能可以实现，其还可以运用到舞蹈表演的舞台，将实时检测的数据和训练完

的模型进行比对，对其舞蹈动作进行打分，识别出其舞蹈动作是否准确，如果运用到比赛的

现场，此打分也可以作为一种评判的依据，因此，此系统运用场景可以是戏剧表演舞台，也

可以是小咖秀这种模仿类的综艺节目，还可以是舞蹈表演舞台和舞蹈类的竞技比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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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程序清单： 

 

 

 

语音识别： 

#声学模型 

#DFCNN 

import keras 

from keras.layers import Input, Conv2D, BatchNormalization, MaxPooling2D 

from keras.layers import Reshape, Dense, Dropout, Lambda 

from keras.optimizers import Adam 

from keras import backend as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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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keras.models import Model 

from keras.utils import multi_gpu_model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def am_hparams(): 

    params = tf.contrib.training.HParams( 

        # vocab 

        vocab_size = 50, 

        lr = 0.0008, 

        gpu_nums = 1, 

        is_training = True) 

    return params 

 

 

# =============================搭建模型==================================== 

class Am(): 

    """docstring for Amodel.""" 

    def __init__(self, args): 

        self.vocab_size = args.vocab_size 

        self.gpu_nums = args.gpu_nums 

        self.lr = args.lr 

        self.is_training = args.is_training 

        self._model_init() 

        if self.is_training: 

            self._ctc_init() 

            self.opt_init() 

 

    def _model_init(self): 

        self.inputs = Input(name='the_inputs', shape=(None, 200, 1)) 

        self.h1 = cnn_cell(32, self.inputs) 

        self.h2 = cnn_cell(64, self.h1) 

        self.h3 = cnn_cell(128, self.h2) 

        self.h4 = cnn_cell(128, self.h3, pool=False) 

        self.h5 = cnn_cell(128, self.h4, pool=False) 

        # 200 / 8 * 128 = 3200 

        self.h6 = Reshape((-1, 3200))(self.h5) 

        self.h6 = Dropout(0.2)(self.h6) 

        self.h7 = dense(256)(self.h6) 

        self.h7 = Dropout(0.2)(self.h7) 

        self.outputs = dense(self.vocab_size, activation='softmax')(self.h7) 

        self.model = Model(inputs=self.inputs, outputs=self.outputs) 

        self.model.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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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 _ctc_init(self): 

        self.labels = Input(name='the_labels', shape=[None], 

dtype='float32') 

        self.input_length = Input(name='input_length', shape=[1], 

dtype='int64') 

        self.label_length = Input(name='label_length', shape=[1], 

dtype='int64') 

        self.loss_out = Lambda(ctc_lambda, output_shape=(1,), name='ctc')\ 

            ([self.labels, self.outputs, self.input_length, 

self.label_length]) 

        self.ctc_model = Model(inputs=[self.labels, self.inputs, 

            self.input_length, self.label_length], outputs=self.loss_out) 

 

    def opt_init(self): 

        opt = Adam(lr = self.lr, beta_1 = 0.9, beta_2 = 0.999, decay = 0.01, 

epsilon = 10e-8) 

        if self.gpu_nums > 1: 

            

self.ctc_model=multi_gpu_model(self.ctc_model,gpus=self.gpu_nums) 

        self.ctc_model.compile(loss={'ctc': lambda y_true, output: output}, 

optimizer=opt) 

 

 

 

 

 

# ============================模型组件================================= 

def conv2d(size): 

    return Conv2D(size, (3,3), use_bias=True, activation='relu', 

        padding='same', kernel_initializer='he_normal') 

 

 

def norm(x): 

    return BatchNormalization(axis=-1)(x) 

 

 

def maxpool(x): 

    return MaxPooling2D(pool_size=(2,2), strides=None, padding="valid")(x) 

 

 

def dense(units, activation="relu"): 

    return Dense(units, activation=activation, use_bias=True, 

        kernel_initializer='he_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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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hape=(none, none, none) 

# output.shape = (1/2, 1/2, 1/2) 

def cnn_cell(size, x, pool=True): 

    x = norm(conv2d(size)(x)) 

    x = norm(conv2d(size)(x)) 

    if pool: 

        x = maxpool(x) 

    return x 

 

 

def ctc_lambda(args): 

    labels, y_pred, input_length, label_length = args 

    y_pred = y_pred[:, :, :] 

return K.ctc_batch_cost(labels, y_pred, input_length, label_length) 

#语言模型 

#transformer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def normalize(inputs,  

              epsilon = 1e-8, 

              scope="ln", 

              reuse=None): 

    with tf.variable_scope(scope, reuse=reuse): 

        inputs_shape = inputs.get_shape() 

        params_shape = inputs_shape[-1:] 

 

        mean, variance = tf.nn.moments(inputs, [-1], keep_dims=True) 

        beta= tf.Variable(tf.zeros(params_shape)) 

        gamma = tf.Variable(tf.ones(params_shape)) 

        normalized = (inputs - mean) / ( (variance + epsilon) ** (.5) ) 

        outputs = gamma * normalized + beta 

 

    return outputs 

 

 

def embedding(inputs,  

              vocab_size,  

              num_units,  

              zero_pad=True,  

              scale=True, 

              scope="embedding",  

              reuse=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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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f.variable_scope(scope, reuse=reuse): 

        lookup_table = tf.get_variable('lookup_table', 

                                       dtype=tf.float32, 

                                       shape=[vocab_size, num_units], 

                                       

initializer=tf.contrib.layers.xavier_initializer()) 

        if zero_pad: 

            lookup_table = tf.concat((tf.zeros(shape=[1, num_units]), 

                                      lookup_table[1:, :]), 0) 

        outputs = tf.nn.embedding_lookup(lookup_table, inputs) 

 

        if scale: 

            outputs = outputs * (num_units ** 0.5)  

 

    return outputs 

 

 

def multihead_attention(emb, 

                        queries,  

                        keys,  

                        num_units=None,  

                        num_heads=8,  

                        dropout_rate=0, 

                        is_training=True, 

                        causality=False, 

                        scope="multihead_attention",  

                        reuse=None): 

 

    with tf.variable_scope(scope, reuse=reuse): 

        # Set the fall back option for num_units 

        if num_units is None: 

            num_units = queries.get_shape().as_list[-1] 

         

        # Linear projections 

        Q = tf.layers.dense(queries, num_units, activation=tf.nn.relu) # (N, 

T_q, C) 

        K = tf.layers.dense(keys, num_units, activation=tf.nn.relu) # (N, 

T_k, C) 

        V = tf.layers.dense(keys, num_units, activation=tf.nn.relu) # (N, 

T_k, C) 

         

        # Split and concat 

        Q_ = tf.concat(tf.split(Q, num_heads, axis=2), axis=0) # (h*N, T_q,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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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_ = tf.concat(tf.split(K, num_heads, axis=2), axis=0) # (h*N, T_k, 

C/h)  

        V_ = tf.concat(tf.split(V, num_heads, axis=2), axis=0) # (h*N, T_k, 

C/h)  

 

        # Multiplication 

        outputs = tf.matmul(Q_, tf.transpose(K_, [0, 2, 1])) # (h*N, T_q, 

T_k) 

         

        # Scale 

        outputs = outputs / (K_.get_shape().as_list()[-1] ** 0.5) 

         

        # Key Masking 

        key_masks = tf.sign(tf.abs(tf.reduce_sum(emb, axis=-1))) # (N, T_k) 

        key_masks = tf.tile(key_masks, [num_heads, 1]) # (h*N, T_k) 

        key_masks = tf.tile(tf.expand_dims(key_masks, 1), [1, 

tf.shape(queries)[1], 1]) # (h*N, T_q, T_k) 

         

        paddings = tf.ones_like(outputs)*(-2**32+1) 

        outputs = tf.where(tf.equal(key_masks, 0), paddings, outputs) # (h*N, 

T_q, T_k) 

   

        # Causality = Future blinding 

        if causality: 

            diag_vals = tf.ones_like(outputs[0, :, :]) # (T_q, T_k) 

            tril = 

tf.contrib.linalg.LinearOperatorTriL(diag_vals).to_dense() # (T_q, T_k) 

            masks = tf.tile(tf.expand_dims(tril, 0), [tf.shape(outputs)[0], 

1, 1]) # (h*N, T_q, T_k) 

    

            paddings = tf.ones_like(masks)*(-2**32+1) 

            outputs = tf.where(tf.equal(masks, 0), paddings, outputs) # (h*N, 

T_q, T_k) 

   

        # Activation 

        outputs = tf.nn.softmax(outputs) # (h*N, T_q, T_k) 

          

        # Query Masking 

        query_masks = tf.sign(tf.abs(tf.reduce_sum(emb, axis=-1))) # (N, T_q) 

        query_masks = tf.tile(query_masks, [num_heads, 1]) # (h*N, T_q) 

        query_masks = tf.tile(tf.expand_dims(query_masks, -1), [1, 1, 

tf.shape(keys)[1]]) # (h*N, T_q, T_k) 

        outputs *= query_masks # broadcasting. (N, T_q, C) 

           



                                      “以话剧之形，传戏曲之神”——话剧表演辅助系统 

第 42 页 共 55 页 

        # Dropouts 

        outputs = tf.layers.dropout(outputs, rate=dropout_rate, 

training=tf.convert_to_tensor(is_training)) 

                

        # Weighted sum 

        outputs = tf.matmul(outputs, V_) # ( h*N, T_q, C/h) 

         

        # Restore shape 

        outputs = tf.concat(tf.split(outputs, num_heads, axis=0), axis=2 ) 

# (N, T_q, C) 

               

        # Residual connection 

        outputs += queries 

               

        # Normalize 

        outputs = normalize(outputs) # (N, T_q, C) 

  

    return outputs 

     

 

def feedforward(inputs,  

                num_units=[2048, 512], 

                scope="multihead_attention",  

                reuse=None): 

 

    with tf.variable_scope(scope, reuse=reuse): 

        # Inner layer 

        params = {"inputs": inputs, "filters": num_units[0], "kernel_size": 

1, 

                  "activation": tf.nn.relu, "use_bias": True} 

        outputs = tf.layers.conv1d(**params) 

         

        # Readout layer 

        params = {"inputs": outputs, "filters": num_units[1], "kernel_size": 

1, 

                  "activation": None, "use_bias": True} 

        outputs = tf.layers.conv1d(**params) 

         

        # Residual connection 

        outputs += inputs 

         

        # Normalize 

        outputs = normalize(out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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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outputs 

 

 

def label_smoothing(inputs, epsilon=0.1): 

 

    K = inputs.get_shape().as_list()[-1] # number of channels 

    return ((1-epsilon) * inputs) + (epsilon / K) 

 

 

class Lm(): 

    def __init__(self, arg): 

        self.graph = tf.Graph() 

        with self.graph.as_default(): 

            self.is_training = arg.is_training 

            self.hidden_units = arg.hidden_units 

            self.input_vocab_size = arg.input_vocab_size 

            self.label_vocab_size = arg.label_vocab_size 

            self.num_heads = arg.num_heads 

            self.num_blocks = arg.num_blocks 

            self.max_length = arg.max_length 

            self.lr = arg.lr 

            self.dropout_rate = arg.dropout_rate 

                 

            # input 

            self.x = tf.placeholder(tf.int32, shape=(None, None)) 

            self.y = tf.placeholder(tf.int32, shape=(None, None)) 

            # embedding 

            self.emb = embedding(self.x, vocab_size=self.input_vocab_size, 

num_units=self.hidden_units, scale=True, scope="enc_embed") 

            self.enc = self.emb + 

embedding(tf.tile(tf.expand_dims(tf.range(tf.shape(self.x)[1]), 0), 

[tf.shape(self.x)[0], 1]), 

                                        

vocab_size=self.max_length,num_units=self.hidden_units, zero_pad=False, 

scale=False,scope="enc_pe") 

            ## Dropout 

            self.enc = tf.layers.dropout(self.enc,  

                                        rate=self.dropout_rate,  

                                        

training=tf.convert_to_tensor(self.is_training)) 

                         

            ## Blocks 

            for i in range(self.num_blocks): 

                with tf.variable_scope("num_blocks_{}".form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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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ultihead Attention 

                    self.enc = multihead_attention(emb = self.emb, 

                                                    queries=self.enc,  

                                                    keys=self.enc,  

                                                    

num_units=self.hidden_units,  

                                                    

num_heads=self.num_heads,  

                                                    

dropout_rate=self.dropout_rate, 

                                                    

is_training=self.is_training, 

                                                    causality=False) 

                                 

            ### Feed Forward 

            self.outputs = feedforward(self.enc, 

num_units=[4*self.hidden_units, self.hidden_units]) 

                                     

            # Final linear projection 

            self.logits = tf.layers.dense(self.outputs, 

self.label_vocab_size) 

            self.preds = tf.to_int32(tf.argmax(self.logits, axis=-1)) 

            self.istarget = tf.to_float(tf.not_equal(self.y, 0)) 

            self.acc = tf.reduce_sum(tf.to_float(tf.equal(self.preds, 

self.y))*self.istarget)/ (tf.reduce_sum(self.istarget)) 

            tf.summary.scalar('acc', self.acc) 

                         

            if self.is_training:   

                # Loss 

                self.y_smoothed = label_smoothing(tf.one_hot(self.y, 

depth=self.label_vocab_size)) 

                self.loss = 

tf.nn.softmax_cross_entropy_with_logits_v2(logits=self.logits, 

labels=self.y_smoothed) 

                self.mean_loss = tf.reduce_sum(self.loss*self.istarget) / 

(tf.reduce_sum(self.istarget)) 

                 

                # Training Scheme 

                self.global_step = tf.Variable(0, name='global_step', 

trainable=False) 

                self.optimizer = 

tf.train.AdamOptimizer(learning_rate=self.lr, beta1=0.9, beta2=0.98, 

epsilon=1e-8) 

                self.train_op = self.optimizer.minimize(self.mean_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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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_step=self.global_step) 

                         

                # Summary  

                tf.summary.scalar('mean_loss', self.mean_loss) 

                self.merged = tf.summary.merge_all() 

 

 

def lm_hparams(): 

    params = tf.contrib.training.HParams( 

        num_heads = 8, 

        num_blocks = 6, 

        # vocab 

        input_vocab_size = 50, 

        label_vocab_size = 50, 

        # embedding size 

        max_length = 100, 

        hidden_units = 512, 

        dropout_rate = 0.2, 

        lr = 0.0003, 

        is_training = True) 

return params 

目标检测： 

def main(): 

    log.basicConfig(format="[ %(levelname)s ] %(message)s", level=log.INFO, 

stream=sys.stdout) 

 

    log.info("Creating Inference Engine...") 

    ie = IECore() 

    if cpu_extension and 'CPU' in device: 

        ie.add_extension(cpu_extension, "CPU") 

    # Read IR 

    log.info("Loading network") 

    net = ie.read_network(model, os.path.splitext(model)[0] + ".bin") 

 

    if "CPU" in device: 

        supported_layers = ie.query_network(net, "CPU") 

        not_supported_layers = [l for l in net.layers.keys() if l not in 

supported_layers] 

        if len(not_supported_layers) != 0: 

            log.error("Following layers are not supported by the plugin for 

specified device {}:\n {}". 

                      format(device, ', '.join(not_supported_layers))) 

            log.error("Please try to specify cpu extensions library path in 

sample's command line parameters using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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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cpu_extension command line argument") 

            sys.exit(1) 

 

    img_info_input_blob = None 

    feed_dict = {} 

    for blob_name in net.input_info: 

        if len(net.input_info[blob_name].input_data.shape) == 4: 

            input_blob = blob_name 

        elif len(net.input_info[blob_name].input_data.shape) == 2: 

            img_info_input_blob = blob_name 

        else: 

            raise RuntimeError("Unsupported {}D input layer '{}'. Only 2D 

and 4D input layers are supported" 

                               .format(len(net.input_info[blob_name].input

_data.shape), blob_name)) 

 

    output_postprocessor = get_output_postprocessor(net) 

 

    log.info("Loading IR to the plugin...") 

    exec_net = ie.load_network(network=net, num_requests=2, device_name= 

device) 

    # Read and pre-process input image 

    n, c, h, w = net.input_info[input_blob].input_data.shape 

    if img_info_input_blob: 

        feed_dict[img_info_input_blob] = [h, w, 1] 

        input_stream = 0 

    cap = cv2.VideoCapture(input_stream) 

    assert cap.isOpened(), "Can't open " + str(input_stream) 

 

    labels_map = None 

 

    cur_request_id = 0 

    next_request_id = 1 

 

    log.info("Starting inference in async mode...") 

    is_async_mode = True 

    render_time = 0 

    if is_async_mode: 

        ret, frame = cap.read() 

        frame_h, frame_w = frame.shape[:2] 

 

    presenter = monitors.Presenter(utilization_monitors, 45, 

        (round(cap.get(cv2.CAP_PROP_FRAME_WIDTH) / 4), 

round(cap.get(cv2.CAP_PROP_FRAME_HEIGHT)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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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To close the application, press 'CTRL+C' here or switch to the 

output window and press ESC key") 

    print("To switch between sync/async modes, press TAB key in the output 

window") 

 

    while cap.isOpened(): 

        if is_async_mode: 

            ret, next_frame = cap.read() 

        else: 

            ret, frame = cap.read() 

            if ret: 

                frame_h, frame_w = frame.shape[:2] 

        if not ret: 

            break  # abandons the last frame in case of async_mode 

        # Main sync point: 

        # in the truly Async mode we start the NEXT infer request, while 

waiting for the CURRENT to complete 

        # in the regular mode we start the CURRENT request and immediately 

wait for it's completion 

        inf_start = time.time() 

        if is_async_mode: 

            in_frame = cv2.resize(next_frame, (w, h)) 

            in_frame = in_frame.transpose((2, 0, 1))  # Change data layout 

from HWC to CHW 

            in_frame = in_frame.reshape((n, c, h, w)) 

            feed_dict[input_blob] = in_frame 

            exec_net.start_async(request_id=next_request_id, 

inputs=feed_dict) 

        else: 

            in_frame = cv2.resize(frame, (w, h)) 

            in_frame = in_frame.transpose((2, 0, 1))  # Change data layout 

from HWC to CHW 

            in_frame = in_frame.reshape((n, c, h, w)) 

            feed_dict[input_blob] = in_frame 

            exec_net.start_async(request_id=cur_request_id, 

inputs=feed_dict) 

        if exec_net.requests[cur_request_id].wait(-1) == 0: 

            inf_end = time.time() 

            det_time = inf_end - inf_start 

 

            # Parse detection results of the current request 

            for obj in 

output_postprocessor(exec_net.requests[cur_request_id].output_bl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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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raw only objects when probability more than specified 

threshold 

                if obj[2] > prob_threshold: 

                    xmin = int(obj[3] * frame_w) 

                    ymin = int(obj[4] * frame_h) 

                    xmax = int(obj[5] * frame_w) 

                    ymax = int(obj[6] * frame_h) 

                    class_id = int(obj[1]) 

                    # Draw box and label\class_id 

                    color = (min(class_id * 12.5, 255), min(class_id * 7, 

255), min(class_id * 5, 255)) 

                    cv2.rectangle(frame, (xmin, ymin), (xmax, ymax), color, 

2) 

                    det_label = labels_map[class_id] if labels_map else 

str(class_id) 

                    cv2.putText(frame, det_label + ' ' + str(round(obj[2] * 

100, 1)) + ' %', (xmin, ymin - 7), 

                                cv2.FONT_HERSHEY_COMPLEX, 0.6, color, 1) 

 

            # Draw performance stats 

            inf_time_message = "Inference time: N\A for async mode" if 

is_async_mode else \ 

                "Inference time: {:.3f} ms".format(det_time * 1000) 

            render_time_message = "OpenCV rendering time: {:.3f} 

ms".format(render_time * 1000) 

            async_mode_message = "Async mode is on. Processing request 

{}".format(cur_request_id) if is_async_mode else \ 

                "Async mode is off. Processing request 

{}".format(cur_request_id) 

 

            cv2.putText(frame, inf_time_message, (15, 15), 

cv2.FONT_HERSHEY_COMPLEX, 0.5, (200, 10, 10), 1) 

            cv2.putText(frame, render_time_message, (15, 30), 

cv2.FONT_HERSHEY_COMPLEX, 0.5, (10, 10, 200), 1) 

            cv2.putText(frame, async_mode_message, (10, int(frame_h - 20)), 

cv2.FONT_HERSHEY_COMPLEX, 0.5, 

                        (10, 10, 200), 1) 

 

        presenter.drawGraphs(frame) 

        render_start = time.time() 

        cv2.imshow("Detection Results", frame) 

        render_end = time.time() 

        render_time = render_end - render_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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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is_async_mode: 

            cur_request_id, next_request_id = next_request_id, 

cur_request_id 

            frame = next_frame 

            frame_h, frame_w = frame.shape[:2] 

            key = cv2.waitKey(1) 

         if key == 27: 

            break 

         if (9 == key): 

            is_async_mode = not is_async_mode 

            log.info("Switched to {} mode".format("async" if is_async_mode 

else "sync")) 

          else: 

            presenter.handleKey(key) 

print(presenter.reportMeans()) 

表情识别： 

def main(): 

    # run real time camera 

    print("执行图像识别") 

    while True: 

        # if failed to open camera 

        if not cap.isOpened(): 

            print('open camera failed') 

            break 

        # read current frame image 

        frame = cap.read()[1] 

        frame = imutils.resize(frame, width=1000) 

        # construct prob canvas 

        prob = np.ones((500, 500, 3), dtype='uint8') 

        # transfer to grey image 

        frame_grey = cv.cvtColor(frame, cv.COLOR_BGR2GRAY) 

        emotion = drawFace(frame, frame_grey) 

        # print(emotion) 

        # sum = emotion.sum() 

        # if not sum == 0: 

        #     emotion = emotion / sum 

        # print(emotion) 

        for i in range(0, 7): 

            # cv.putText(prob, 'hello', (90, (8 + 1) * 35 + 10), 

cv.FONT_HERSHEY_COMPLEX, 0.5, (255, 255, 255), 1) 

            cv.putText(prob, emotion_label[i], (10, (i + 1) * 35 + 10), 

cv.FONT_HERSHEY_COMPLEX, 0.5, (255, 255, 255),1) 

            lr = 90 + int(emotion[0][i] * 300) 

            cv.rectangle(prob, (90, i * 35 + 25), (90 + int(emotion[0][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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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i + 1) * 35 + 30), (0, 255, 0), -1) 

            cv.putText(prob, str(int(emotion[0][i] * 100)) + '%', (lr, (i + 

1) * 35 + 10), cv.FONT_HERSHEY_COMPLEX, 0.5, 

                       (255, 255, 255), 1) 

            cv.putText(prob, str(int(emotion[0][i] * 100)) + '%', (lr, (i + 

1) * 35 + 10), cv.FONT_HERSHEY_COMPLEX, 0.5, 

                       (255, 255, 255), 1) 

        cv.imshow('probability', prob,) 

        cv.imshow('video', frame) 

        # print_words() 

        if cv.waitKey(1) == ord('q'): 

            break 

 

    cap.release() 

姿态检测：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try { 

        std::cout << "InferenceEngine: " << GetInferenceEngineVersion() << 

std::endl; 

 

        // ------------------------------ Parsing and validation of input 

args --------------------------------- 

        if (!ParseAndCheckCommandLine(argc, argv)) { 

            return EXIT_SUCCESS; 

        } 

 

        HumanPoseEstimator estimator(FLAGS_m, FLAGS_d, FLAGS_pc); 

        cv::VideoCapture cap; 

        if (!(FLAGS_i == "cam" ? cap.open(0) : cap.open(FLAGS_i))) { 

            throw std::logic_error("Cannot open input file or camera: " + 

FLAGS_i); 

        } 

 

        int delay = 33; 

 

        // read input (video) frame 

        cv::Mat curr_frame; cap >> curr_frame; 

        cv::Mat next_frame; 

        if (!cap.grab()) { 

            throw std::logic_error("Failed to get frame from 

cv::VideoCapture"); 

        } 

 

        estimator.reshape(curr_frame);  // Do not measure network re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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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t happened 

 

        std::cout << "To close the application, press 'CTRL+C' here"; 

        if (!FLAGS_no_show) { 

            std::cout << " or switch to the output window and press ESC key" 

<< std::endl; 

            std::cout << "To pause execution, switch to the output window 

and press 'p' key" << std::endl; 

        } 

        std::cout << std::endl; 

 

        cv::Size 

graphSize{static_cast<int>(cap.get(cv::CAP_PROP_FRAME_WIDTH) / 4), 60}; 

        Presenter presenter(FLAGS_u, 

static_cast<int>(cap.get(cv::CAP_PROP_FRAME_HEIGHT)) - graphSize.height - 10, 

graphSize); 

        std::vector<HumanPose> poses; 

        bool isLastFrame = false; 

        bool isAsyncMode = false; // execution is always started in SYNC 

mode 

        bool isModeChanged = false; // set to true when execution mode is 

changed (SYNC<->ASYNC) 

        bool blackBackground = FLAGS_black; 

 

        typedef std::chrono::duration<double, std::ratio<1, 1000>> ms; 

        auto total_t0 = std::chrono::high_resolution_clock::now(); 

        auto wallclock = std::chrono::high_resolution_clock::now(); 

        double render_time = 0; 

 

        while (true) { 

            auto t0 = std::chrono::high_resolution_clock::now(); 

            //here is the first asynchronus point: 

            //in the async mode we capture frame to populate the NEXT infer 

request 

            //in the regular mode we capture frame to the current infer 

request 

 

            if (!cap.read(next_frame)) { 

                if (next_frame.empty()) { 

                    isLastFrame = true; //end of video file 

                } else { 

                    throw std::logic_error("Failed to get frame from 

cv::VideoCap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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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f (isAsyncMode) { 

                if (isModeChanged) { 

                    estimator.frameToBlobCurr(curr_frame); 

                } 

                if (!isLastFrame) { 

                    estimator.frameToBlobNext(next_frame); 

                } 

            } else if (!isModeChanged) { 

                estimator.frameToBlobCurr(curr_frame); 

            } 

            auto t1 = std::chrono::high_resolution_clock::now(); 

            double decode_time = std::chrono::duration_cast<ms>(t1 - 

t0).count(); 

 

            t0 = std::chrono::high_resolution_clock::now(); 

            // Main sync point: 

            // in the trully Async mode we start the NEXT infer request, 

while waiting for the CURRENT to complete 

            // in the regular mode we start the CURRENT request and 

immediately wait for it's completion 

            if (isAsyncMode) { 

                if (isModeChanged) { 

                    estimator.startCurr(); 

                } 

                if (!isLastFrame) { 

                    estimator.startNext(); 

                } 

            } else if (!isModeChanged) { 

                estimator.startCurr(); 

            } 

 

            if (estimator.readyCurr()) { 

                t1 = std::chrono::high_resolution_clock::now(); 

                ms detection = std::chrono::duration_cast<ms>(t1 - t0); 

                t0 = std::chrono::high_resolution_clock::now(); 

                ms wall = std::chrono::duration_cast<ms>(t0 - wallclock); 

                wallclock = t0; 

 

                t0 = std::chrono::high_resolution_clock::now(); 

 

                if (!FLAGS_no_show) { 

                    if (blackBackground) { 

                        curr_frame = cv::Mat::zeros(curr_frame.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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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_frame.type()); 

                    } 

                    std::ostringstream out; 

                    out << "OpenCV cap/render time: " << std::fixed << 

std::setprecision(2) 

                        << (decode_time + render_time) << " ms"; 

 

                    cv::putText(curr_frame, out.str(), cv::Point2f(0, 25), 

                                cv::FONT_HERSHEY_TRIPLEX, 0.6, cv::Scalar(0, 

255, 0)); 

                    out.str(""); 

                    out << "Wallclock time " << (isAsyncMode ? "(TRUE ASYNC):      

" : "(SYNC, press Tab): "); 

                    out << std::fixed << std::setprecision(2) << wall.count() 

                        << " ms (" << 1000.f / wall.count() << " fps)"; 

                    cv::putText(curr_frame, out.str(), cv::Point2f(0, 50), 

                                cv::FONT_HERSHEY_TRIPLEX, 0.6, cv::Scalar(0, 

0, 255)); 

                    if (!isAsyncMode) {  // In the true async mode, there 

is no way to measure detection time directly 

                        out.str(""); 

                        out << "Detection time  : " << std::fixed << 

std::setprecision(2) << detection.count() 

                        << " ms (" 

                        << 1000.f / detection.count() << " fps)"; 

                        cv::putText(curr_frame, out.str(), cv::Point2f(0, 

75), cv::FONT_HERSHEY_TRIPLEX, 0.6, 

                            cv::Scalar(255, 0, 0)); 

                    } 

                } 

 

                poses = estimator.postprocessCurr(); 

 

                if (FLAGS_r) { 

                    if (!poses.empty()) { 

                        std::time_t result = std::time(nullptr); 

                        char timeString[sizeof("2020-01-01 00:00:00: ")]; 

                        std::strftime(timeString, sizeof(timeString), 

"%Y-%m-%d %H:%M:%S: ", std::localtime(&result)); 

                        std::cout << timeString; 

                     } 

 

                    for (HumanPose const& pose : poses) { 

                        std::stringstream raw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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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wPose << std::fixed << std::setprecision(0); 

                        for (auto const& keypoint : pose.keypoints) { 

                            rawPose << keypoint.x << "," << keypoint.y << " 

"; 

                        } 

                        rawPose << pose.score; 

                        std::cout << rawPose.str() << std::endl; 

                    } 

                } 

 

                if (!FLAGS_no_show) { 

                    presenter.drawGraphs(curr_frame); 

                    renderHumanPose(poses, curr_frame); 

                    cv::imshow("Human Pose Estimation on " + FLAGS_d, 

curr_frame); 

                    t1 = std::chrono::high_resolution_clock::now(); 

                    render_time = std::chrono::duration_cast<ms>(t1 - 

t0).count(); 

                } 

            } 

 

            if (isLastFrame) { 

                break; 

            } 

 

            if (isModeChanged) { 

                isModeChanged = false; 

            } 

 

            // Final point: 

            // in the truly Async mode we swap the NEXT and CURRENT requests 

for the next iteration 

            curr_frame = next_frame; 

            next_frame = cv::Mat(); 

            if (isAsyncMode) { 

                estimator.swapRequest(); 

            } 

 

            const int key = cv::waitKey(delay) & 255; 

            if (key == 'p') { 

                delay = (delay == 0) ? 33 : 0; 

            } else if (27 == key) { // Esc 

                break; 

            } else if (9 == key) { //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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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syncMode ^= true; 

                isModeChanged = true; 

            } else if (32 == key) { // Space 

                blackBackground ^= true; 

            } 

            presenter.handleKey(key); 

        } 

 

        auto total_t1 = std::chrono::high_resolution_clock::now(); 

        ms total = std::chrono::duration_cast<ms>(total_t1 - total_t0); 

        std::cout << "Total Inference time: " << total.count() << std::endl; 

        std::cout << presenter.reportMeans() << '\n'; 

    } 

    catch (const std::exception& error) { 

        std::cerr << "[ ERROR ] " << error.what() << std::endl; 

        return EXIT_FAILURE; 

    } 

    catch (...) { 

        std::cerr << "[ ERROR ] Unknown/internal exception happened." << 

std::endl; 

        return EXIT_FAILURE; 

    } 

 

    std::cout << "Execution successful" << std::endl; 

    return EXIT_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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