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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手势识别用于计算机控制，可以实现更加人性化的人机交互，随着计算

机性能的提高，基于图像的手势识别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基于图像的手势识别

可以摆脱传统硬件的控制，同时减低硬件成本。RealSense 是 Intel 开发的深度

相机，可以同时获得 RGB 图像和深度图。使用深度相机可以简化手势识别过程

中手势预处理以及分割过程，在提高识别速度的同时提高识别的准确度。 

本文主要介绍了基于 RealSense 深度图的图像处理，静态手势识别、动态

手势识别以及通过手势对计算机进行控制。通过图像分割，特征提取过程为手

势识别奠定基础，通过搭建 BP 神经网络进行静态手势识别，通过手指指尖的

追踪进行手势的判断，进而控制计算机。对计算机的控制主要应用在了 PPT 播

放，开发 Unity 游戏并用于游戏的控制，开发 Arduino 小车并通过蓝牙进行无

线控制。 

关键词：RealSense，手势识别，控制，Unity，Arduino 



Abstract 

The use of gesture recognition for computer control can achieve more human-

oriente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omputer 

performance, image-based gesture recognition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Image-based gesture recognition can get rid of traditional hardware control while 

reducing hardware costs. RealSense is a deep camera developed by Intel that can 

acquire both RGB images and depth maps. Using the depth camera can simplify 

gesture recognition during the gesture preprocessing and segmentation process, while 

improving the recognition spee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identific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image processing based on RealSense depth map, static 

gesture recognition, dynamic gesture recognition and control of computer by gesture. 

Through the image segmentation, the feature extraction process lay the foundation for 

gesture recogni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BP neural network for static gesture 

recognition, through the finger fingertips to track the gesture to judge, and then 

control the computer. The control of the computer is mainly used in PPT playback, 

development of Unity games and for the control of the game, the development of 

Arduino car and wireless control through Bluetooth. 

Keywords: RealSense, gesture recognition, control, Unity, Arduino



目录 

1. 绪论 .............................................................................................................................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3 

1.3. 目前存在的问题 .................................................................................................... 5 

1.4. 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 6 

2. 手势分割与特征提取 ................................................................................................. 7 

2.1. RealSense 简介 ....................................................................................................... 7 

2.2. 开发环境简介 ........................................................................................................ 9 

2.3. 图像预处理 .......................................................................................................... 11 

2.4. 手势分割 .............................................................................................................. 13 

2.5. 手势特征提取 ...................................................................................................... 14 

2.6. 本章小结 .............................................................................................................. 16 

3. 静态手势识别 ........................................................................................................... 17 

3.1. 人工神经网络 ...................................................................................................... 17 

3.2. 手势样本库建立 .................................................................................................. 18 

3.3. BP 人工神经网络 ................................................................................................ 20 

4. 动态手势识别 ........................................................................................................... 23 

4.1. 手指指尖识别 ...................................................................................................... 23 

4.2. 基于运动追踪的动态手势识别 .......................................................................... 23 

5. 动态手势识别的应用 ............................................................................................... 25 

5.1. 动态手势识别在 PPT 播放中的应用 ................................................................. 25 

5.2. Unity游戏设计 .................................................................................................... 26 

5.2.1. Unity简介 ....................................................................................................... 26 

5.2.2. Unity游戏开发 ............................................................................................... 27 

5.2.3. 动态手势识别在 Unity 游戏中的应用 .......................................................... 30 

5.3. 动态手势识别对 Arduino 小车的控制 ............................................................... 31 

5.3.1. Arduino 简介 ................................................................................................... 31 

5.3.2. Arduino 小车的搭建 ....................................................................................... 32 



5.3.3. Android 无线通信验证 ................................................................................... 34 

5.3.4. Arduino 数据无线通信的实现 ....................................................................... 37 

5.3.5. 动态手势识别控制 Arduino 小车 .................................................................. 41 

6. 总结与展望 ............................................................................................................... 43 

6.1. 工作总结 .............................................................................................................. 43 

6.2. 工作展望 .............................................................................................................. 44 

参考文献 ............................................................................................................................ 45 



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方面，手势是人手或者手和手臂结合产生的各种姿势或动作，广义上手势还

可以包含人的表情、步态等，甚至全身任何部分动作。手势可以分为静态手势和动

态手势。静态手势识别考虑某个时间点上手势的外形特征，动态手势关注一段时间

内人的一系列动作，增加了时间信息和动作特征[1]。 

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通过更加自然的交互方式进行人机交互是

发展的趋势。在计算机创造初期，通过纸带实现人对计算机的控制，之后鼠标被发

明出来，实现了更加友好的交互过程。 

iPhone 使用触摸屏代替键盘进行控制，将人类的双手从键盘上解放出来，在一

定程度上，使得智能手机能够普及。手势是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使用的重要的交流

方式，人与人之间通过手势交互可以表达大量的信息。同样地，人应该也能够直接

与机器进行更加友善的手势交互。 

相较于触摸屏，直接使用手势进行交互，则更进一步，直接摆脱了屏幕的限

制，可以预见，在未来，这是个富有想象力的巨大市场。手势识别在多个领域得到

应用，特别是人机交互（MMI）领域，被视为更加自然和灵活的输入方式[2]。 

要实现通过手势进行计算机控制，前提就要进行手势识别，手势识别是手势控

制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虚拟现实、增强实现对手势交互相较传统的屏幕而言有

更高的要求，通过手势玩电子游戏或者进行社交有更强的沉浸感和代入感。 

手势识别的研究同样可以用于哑语翻译，哑语是聋哑人的通用语言，但大多数

健全的人都不懂哑语，通过手语识别进而进行翻译为聋哑人更好融入社会提供了桥

梁。 

由于上述的游戏、虚拟现实、哑语翻译等应用场景的需求，手势识别得到了广

泛的研究，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基于手势识别的产品的应用。 

计算机计算性能的不断提高为手势识别创造了可能。按照对手势数据采集的方

式可以将手势识别分为数据手套型和摄像头型。[3] 

毕业设计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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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手势识别使用数据手套获取手的动作信息，之后将信息数字化并传给计

算机进行数字图像处理，进而进行识别。伴随着摄像头的广泛使用，基于图像的手

势识别逐渐获得广泛的研究和使用，极大降低了高成本的数据手套的使用场景和使

用范围，与数据手套的识别逻辑类似，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手势信息的获取方

式不同，后期处理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如图 1.1 所示，数据手套需要戴在手上，基于数据手套的手势识别主要使用微

传感器对手部的运动进行测量，之后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发送给计算机，计

算机通过算法进行处理，可以将手势代表的含义“解释”出来或者记录手部的运动

轨迹，映射到计算机进行图像控制等操作。然而，由于需要佩戴额外的外部装置，

对人手部的运动产生了各种不便，影响人手部的正常工作。除此之外，数据手套设

备需要用到大量的传感器并且进行数据的无线传输，大量高精度的传感器造成了成

本猛涨，限制了收据手套的使用范围。 

 

图 1. 1 数据手套 

基于图像识别的手势识别则摆脱了硬件的限制，通过摄像头采集数据就可以实

现数据的输入，之后通过图像处理算法进行识别。基于图像处理的手势识别将大量

的工作放在计算机上，进而降低了对输入设备的要求，降低了整个系统的成本。如

图 1.2 所示，基于图像的手势识别可以识别手势骨架进行对手势运行进行追踪和识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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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Intel 公司图像识别手势 

 

人类的手势分为静态手势和动态手势，为了最大限度实现对人手势的识别的理

解，所以无论是数据手套还是基于图像的手势识别，都需要对静态手势和动态手势

进行处理、识别出含义进而控制计算机。这也是手势识别的难点所在。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文献[4]中上海交通大学的刘江华通过 PCA（主分量分析）和 DTW（动态时间

规整）进行命令手势识别，利用光流算法提取特征，通过 PCA 分析得到降维的投

影系统，以及手掌区域作为混合特征向量。对该混合向量进行 DTW 手势匹配，针

对 9 个手势训练和识别，识别率达到 92%。 

文献[5]通过级联分类器和主动学习进行手势的实时检测。该系统基于使用增

强分类器来检测手和识别手势，以及使用皮肤分割和手跟踪程序。提高了识别的准

确性并且提高了识别的速度。 

文献[6]通过 x-y平面的运动信息和静态手势序列组成的运动轨迹模型

（MTM）进行动态手势识别，正确率到达 98.26%。由于识别难度大、计算量大、

时间分割困难，对动态手势的识别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文献[7]基于深度学习，使用卷积神经网络(CNN)进行右手的手势识别，取得了

较好的识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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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8]首先从深度数据中获取手所在的区域，并且进一步划分为手指和手

掌；其次，指尖到掌心的距离和手轮廓曲率这两个特征被提取出来；最后，使用多

层次的 SVM 分类器识别不用的手势。在具体的每个过程，都有丰富的研究。 

2009 年，微软发布 Kinect，如图 1.3Kinect 实物图， Kinect 有三个镜头，中间

的镜头是 RGB 彩色摄影机，用来采集彩色图像。左右两边镜头则分别为红外线发

射器和红外线 CMOS 摄影机所构成的 3D 结构光深度感应器，用来采集深度数据

（场景中物体到摄像头的距离）。 

 

图 1. 3 Kinect 

2014 年 Intel 发布 RealSense 实感技术，Real Sense 是英特尔推出的深度摄像

头，最新一代设备是全 VGA 分辨率(640 x 480 60fps)的深度摄像头，以及 1080p 分

辨率的 RGB 摄像头，在拍摄 1080p 画面的时候传输速率为 30fps。检测范围在 0.2

米至 1.2 米之间，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和使用的算法，检测的距离也不一样的。[9] 

传统的基于 RGB 相机在进行图像分割上往往基于肤色或者轮廓进行分割，计

算量大，精度低，对环境要求高。伴随着 Kinect、RealSense 等深度相机的推出，通

过增加深度信息减小图像处理复杂度的同时，也极大提高了识别的精度。由于推出

时间早，基于 Kinect 的图像识别获得广泛的研究，Kinect 也被广泛应用教育、游

戏、医疗等领域。微软将自己开发的 Kinect 配合 Xbox，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通过识别算法对特征进行识别是整个手势识别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步骤。大多数

的手势识别研究也将重心放在识别算法上。 

相较于静态手势识别而言，动态手势识别由于动作重复性低、计算量大、动作

之间不存在明显的间隔等问题，挑战性较大，目前的识别算法往往无法解决准确率

的问题，同时无法从成千上万种手势将样本手势有效识别出来。存在的问题起因这

学者的广泛研究和算法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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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势识别技术目前主要分三大类：基于模板匹配技术、基于概率统计技术和基

于数据分类技术[10]。基于模板匹配和基于概率统计技术因为发展时间较早而获得

广泛应用，而基于数据分类技术的如机械学习、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最新的算法

由于识别潜力巨大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模板匹配是将图像与预先存储的数据库进行匹配，找出最相似的模板进行图像

识别，常用的模板匹配方法有模板匹配法、动态时间规整以及动态规划等方法。 

基于概率论的方法主要使用概率论知识，用隐马尔科夫模型、动态贝叶斯网络

和条件随机场等。 

基于数据的方法主要利用大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通过机器学习进行识别，常

见的有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等。 

1.3. 目前存在的问题 

静态手势识别由于本身较为简单，前人的研究较为充足，难度较小，但通过神

经网络学习来进行手势识别的研究相对较少。对神经网络的构建涉及到数学、算

法、拓扑学、生物学等学科，知识量巨大，理解困难，所以存在较大的困难。 

如前所述，动态手势识别难度较大，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a) 运动本身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由于个体的差异，每个人的动作自然会不同，这为识别的普适性造成了困难；

而同一个人的动作也有快慢之分，手的表达很可能非常随意，也可能非常局促，造

成了识别的困难。 

运动的不确定性极大影响了识别的精度，通过机器学习等较为先进的识别算法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机器学习本身就很复杂。 

b) 不同手势直接缺少明确的划分 

英文可以通过空格进行单词划分，而手势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如何对不同手

势进行时间维度的划分具有较大难度。如何判断手势的起点和终点是面临的重要挑

战，而且只有在手势进行正确划分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正确识别。 

c) 处理的数据量大 

动态手势识别的数据量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由于手势数目多造成的

训练和需要识别的样本数巨大，对研究造成了困难；其次是每个手势样本本身的数

据量大，对数据的处理消耗大量的内存和时间；两种加在一起造成了第三种困难，



6 

 

对于模板匹配等识别方式，对巨大数据库的匹配搜索要消耗大量时间，造成了时间

的延迟，影响实时性。 

 

1.4. 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手势识别在人机交互中将会占据重要的作用，研究基于 RealSense 动态手势识

别的计算机控制符合发展的趋势。手势识别硬件使用计算机和 RealSense 摄像机，

主要工作集中在软件层面，包括数字图像处理和图像识别两大过程。其中数字图像

处理是基础，好的图像处理结果和特征选择为之后的识别打下基础。而图像识别是

整个系统的核心，所以将主要精力花在图像识别上。 

具体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静态手势识别，动态手势识别，计算机控制。其中静

态手势识别作为基础，动态手势识别是静态手势识别的延伸，在手势识别的基础上

对计算机进行控制。 

静态手势识别，包括对 RealSense 采集深度图像的预处理、图像分割、图像特

征选择和提取、分类器的选择。其中预处理为滤波操作，减小噪声影响；图像分

割，将手从背景图中分割出来，以减小计算时间和内存消耗；特征选择和提取，从

分割后的手势图像提取关键特征，是分类器训练的重要依据；分类器，图像识别的

关键，分为有监督训练和自我学习两个方向，分类器设计的好坏直接决定最终识别

效果，训练样本的大小也对最终效果有较大的影响。本部分最终实现能够识别深度

图的静态手势信息。 

动态手势识别，与静态收拾识别过程有较大类似之处，不同主要在与引入了时

间维度，需要对时间和空间进行中心化和归一化操作，之后对图像进行识别。对图

像的识别与静态手势识别有较大区别，对动态手势的识别主要有基于模板匹配的识

别、基于统计学的识别和机器学习三个方向。其中基于模板匹配下的 DTW 和基于

统计学下的 HMM 具有较多的研究和较好的识别效果。 

多媒体控制，主要通过 Windows 操作系统自带的函数将动态手势识别的控制信

息映射到键盘或者鼠标上，进而实现对计算机的控制。常见的对计算机的控制主要

有办公以及娱乐等活动。考虑到研究项目的普适性，在对多媒体进行控制的同时，

开发 Unity 2D 游戏，进行计算机控制，极大增强了系统的使用范围以及使用场合，

为项目的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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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尝试将手势识别用于硬件控制，计算机作为上位机，在计算机识别出手

势信息之后，通过蓝牙无线通信传输给下位机，下位机响应响应的操作。使得手势

识别可以用于对物理实体的操控，增强了研究的现实意义。 

通过 RealSense 采集深度图，传给计算机，计算机通过数字图像预处理、图像

分割、特征选择和提取，进行识别，解析出手势信息。最终实现静态的手势识别和

动态手势识别，并将识别的结果传输给计算机，实现对计算机的控制。 

2. 手势分割与特征提取 

2.1. RealSense 简介 

RealSense™由硬件设备和软件组成，硬件进行图像的采集，之后通过 SDK 传

送到计算机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硬件包含有三个摄像头模块，其中有两个摄像头，负责发射和接收红外线，另

一个摄像头则负责记录影像等。RealSense 可以同时采集红外图像和 RGB 彩色图

像，通过对发射、接收激光散斑编码(light coding)，之后通过光经过距离的不同对

接收的光处理得出每一处的深度，进而生成深度图。[11] 

如图 1.4 所示，RealSense SDK 主要由内核、I/O  模块和算法模块组成， SDK 

内核用于管理各种模块。I/O 模块从摄像头、麦克风等输入设备获取数据，或者将

数据传输给耳机、扬声器等输出设备。算法模块包含面部追踪、手部追踪、手势识

别、语音识别等功能的接口。[11] 

 

图 1. 4 RealSense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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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RealSense 已经有商业化的产品，RealSense 在虚拟现实、四轴飞行器、

人脸识别等方面都有应用。对开发者而言，使用 RealSense 需要同时购买 RealSense

硬件和安装 SDK 库，之后使用 Visual Studio 等 IDE 进行开发。 

在 SDK 官方 API手册中，RealSense SDK 主要有 PXC[M]Session、

PXC[M]SenseManager 等类进行图像的采集，其中 PXC[M]Session 继承自

PXC[M]Base，包含 I/O 模块、算法模块和其他接口执行模块。

PXC[M]SenseManager 组织一个多模态管道（包括 I/O 设备和多个算法模块），控制

管道的开始、停止、暂停、继续等等。PXC[M]SenseManager 通过

PXC[M]CaptureManager 来选择 I/O 设备和色彩/深度/声音流。 

 

图 2. 1 原始 RGB 图像           图 2. 2 RealSense 自处理原始深度图 

 

 

图 2. 3 IR 图像 

由上述的 RealSense 原始图像图 2.1、图 2.2、图 2.3 可以看出 RealSense 可以获

得 RGB 图像、深度图以及 IR 图像。 

具体实现代码如下： 

PXCSenseManager *psm = 0;//初始化 PXSenseManager 

 psm = PXCSenseManager::CreateInstance(); 

 if (!psm){ 

  wprintf_s(L"Unabel to create the PXCSenseManag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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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1; } 

 pxcStatus sts; 

 psm->EnableStream(PXCCapture::STREAM_TYPE_COLOR, WIDTH, 

HEIGHT);//获取彩色土图像 

 psm->EnableStream(PXCCapture::STREAM_TYPE_DEPTH, WIDTH, 

HEIGHT);//获取深度图像 

 

2.2. 开发环境简介 

操作系统选择的是 Windows、IDE 选择的是 Visual Studio、编程语言选择的是

C++、图像处理库选择的是 OpenCV。 

Microsoft Visual Studio（简称 VS）是美国微软公司的开发工具包系列产品。

VS 是一个基本完整的开发工具集，使用 VS 可以开发完整的 C++、Java、Android、

Windows 视窗等应用。 

C++继承自 C 语言，有与 C 语言类似的数据类型，函数等，不过 C 语言是面向

过程语言，而 C++是面向对象语言，便于面向对象编程，有各种封装的库可以调

用，极大提高了开发的效率。 

OpenCV 在 1999 年由 Intel 建立，是开源的跨平台的图像处理库，可以再

Linux、Windows、Mac OS 等主流操纵系统上使用。OpenCV 用 C++语言编写，主

要接口也是 C++，所以使用 C++语言编写主题程序。目前 OpenCV 最新版本为 3.+

版本，与之前的 2.+版本在数据类型上有较大的差别。由于 OpenCV 有大量的图像

处理模块并且开源，所以可以通过 OpenCV 进行图像处理的快速开发，并且实现良

好的识别效果。 

不过 RealSense 使用的是 PXCImage 图像格式，与 OpenCV 所使用的 IPLImage

或者 Mat 格式的图像不想匹配，所以需要首先进行图像格式转换。具体实现代码如

下： 

Mat color(Size(color_info.width, color_info.height), CV_8UC3, 

(void*)color_data.planes[0], color_data.pitches[0] / sizeof(uchar));//将彩色图转换为

OpenCV 处理格式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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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t y = 0; y < (int)depth_info.height; y++)//将深度图转换为 OpenCV 处理格式的图

像 

 { 

  for (int x = 0; x < (int)depth_info.width; x++) 

  { 

   ushort d = dpixels[y*dpitch + x]; 

   p = img.ptr<ushort>(y); 

   //距离在 0.2m 至 1.2m 之间   

   if (d>0) 

    p[x] = 255 - 0.255*(d - 200); 

   else 

    p[x] = 0; 

  } 

} 

对原始深度图每一帧进行遍历，距离摄像头越近，则图像灰度值越高。需要注

意的是，这里使用了自写的转换算法，也可以使用 

Mat depth(Size(depth_info.width, depth_info.height), CV_16UC1, 

(void*)depth_data.planes[0], depth_data.pitches[0] / sizeof(uchar));   

不过处理效果不好，RealSense 原始的处理算法处理结果如图 2.4 所示，不能将前景

与背景分离。最终使用了自写的转换算法，最终处理结果如图 2.5 所示，可以将手

所在的区域从背景中分离出来。 

 

图 2. 4 RealSense 自带的转换深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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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 自写的转换算法 

 

2.3. 图像预处理 

由于传感器本身的噪声以及环境的影响，造成图像采集后会受到各种噪声的影

响，最终影响识别的准确性，所以要对图像进行处理，去除这些噪声，增强图像。 

常用的图像预处理方法有邻域平均法、中值滤波法、数学形态学滤波。 

邻域均值法通过对图像区域内的像素点的灰度值求平均的方法来去除突变的像

素点，以实现图像平滑的效果。 

中值滤波法将图像邻域中所有像素按照灰度值排列，取中间值作为图像中一个

像素点的灰度值，最终实现滤波的目的。 

数学形态学滤波基于集合论，有四种基本预算：膨胀、腐蚀、开运算、闭运

算。膨胀是把二值图像中像素值为 1 的点边界扩大一层，用于填充内部空洞；腐蚀

是碰撞的相反操作，将二值图像中像素值为 1 的点边界减小一层，可以减小毛刺。 

但两者都会引起处理后目标区域的变化，所以进入开运算和闭运算。膨胀和腐

蚀是开运算和闭运算的基础，开运算是先腐蚀再膨胀，而闭运算是先膨胀再腐蚀。

在不改变目标区域的同时，实现滤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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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 不同滤波效果 

如图 2.6 所示，对图像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产生不同的处理效果。由最终的处理

结果可以看出，对图像进行闭处理可以在最小化运算量的同时实现良好的识别效

果。所以最终采用了先对深度图中值滤波，之后进行闭运算，达到图像预处理的目

的。最终滤波效果如图 2.7 所示，可以有效去除噪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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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7 手势滤波效果 

2.4. 手势分割 

手势分割的目的是将手所在的区域和背景分离，选择出手所在的区域，将所在

的区域求取轮廓，最终达到分割的目的。通过感兴趣的区域，可以在实现更好的识

别效果的同时，降低环境的干扰，同时提高图像处理的速度。 

常用的图像分割方法有基于阈值的分割、基于区域的分割、基于边缘的分割。 

基于阈值的分割选取某一灰度值，将大于该灰度值的像素点置为 1，小于该数

值的像素点置为 0，以此实现分割的目的。 

基于区域的分割利用的是像素之间的相似度，常用区域生长法和分裂合并法。

区域生长法首先选取一组像素点作为种子，然后依据像素点之间的相似性，不断扩

充种子的大小，最终实现整个图像的遍历，达到分割的目的。分裂合并法是区域生

长法的逆过程，将最开始的图像依据像素点之间的差别不断进行分割，最终达到分

离前景的目的。 

基于边缘的分割利用的是图像边缘像素值突变的特点，利用该特点将边缘提取

出来通常需要对整个图像进行遍历，求取每个像素点的一阶导数或者二阶导数。 

考虑到手势分割种的前景和背景的差异主要是像素点灰度值的差别，所以使用

最基本的基于阈值的分割。阈值分割又细分为固定阈值分割与自适应阈值分割。 

固定阈值分割选取固定的阈值，基于该阈值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最终实现

手所在区域的提取。自适应阈值又叫做 Otsu 法，根据整个图像灰度值分布，自动选

择合适的阈值，达到对图像分割的目的。考虑到深度图灰度值会由于采集距离、光

照条件产生变化，所以最终选择自适应阈值分割。 

自适应阈值分割可以使用 OpenCV 自带的阈值分割算法， 

threshold(closed, imageOtsu, 0, 255, CV_THRESH_OTSU); //Opencv Otsu 算法    

       由于存在黑色背景，所以最终实现的图像处理效果不好，最终选择自写的 Otsu

自适应阈值分割法。 

int cvThresholdOtsu(IplImage* src)； 

        首先求取整个图像的灰度直方图，之后对直方图进行归一化处理，求出平均灰

度值，最终根据平度均值以及整个图像的灰度值求取自适应阈值。最终处理效果如

图 2.8 所示，可以有效将手所在的区域从背景中分离出来，最终实现手势分割。 



14 

 

 

图 2. 8 手势分割效果 

 

2.5. 手势特征提取 

由于没有使用开源的神经网络模块，而是自己使用 C++搭建基本的神经网络，

所以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有限。完成手势分割之后，为了进行后续的识别，需要对手

所在区域的特征进行提取。通过提取特征，可以极大减小识别过程中的计算量，加

快训练以及识别的速度。同时，通过减小一些非必要的特征，防止过拟合，提高识

别的准确度。 

常见的特征提取方法有 HOG 特征、LBP 特征、Harr 特征、Hu 特征等方法。其

中 HOG（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方向梯度直方图），它通过计算和统计图

像局部区域的梯度方向直方图来构成特征。主要将图像分为小的连通区域，计算不

同连通区域中个像素点的梯度或边缘的方向的直方图，将这些直方图组合起来构成

特征描述器。 

LBP（Local Binary Pattern，局部二值模式），基于图像局部纹理特征进行特征

提取和识别，具有旋转不变性和灰度不变性等优点。原始 LBP 算子定义 3*3 窗口，

以窗口中心为阈值，将相邻 8 像素灰度值与其比较，如果大于中心则像素值至 1，

否则至 0。使用这个像素值来表示区域的纹理信息。 

Harr 特征使用特征模板对原图像进行运算，进而获得图像的特征。常见的 Harr

特征分为边缘特征、线性特征、中心特征和对角特征，如图 2.9 所示，特征模板有

黑色和白色两种矩形，定义该模板的特征值为白色矩形像素和减去黑色矩形像素

和，以此表现图像的灰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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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9 Harr 特征模板 

几何矩是由 Hu(Visual pattern recognition by moment invariants)在 1962 年提出

的，具有平移、旋转和尺度不变性[12]。矩有零阶矩、一阶矩、二阶矩、三阶矩

等，这些矩通过数学计算可以得出中心矩、归一矩等。 

对于连续灰度函数 f（x，y）它的（p+q）阶二维原点矩𝑀𝑝𝑞定义为： 

Mpq = ∬ 𝑥𝑝𝑦𝑞𝑓(𝑥, 𝑦)𝑑𝑥𝑑𝑦     𝑝, 𝑞 = 0,1,2 …
+∞+∞

−∞−∞
 (1) 

当 p=q=1 时，为零阶矩，物理意义为图像灰度值总和或者物体的总质量；计算

一阶矩𝑀10，𝑀01，相除可以获取图像的灰度重心。在低阶矩的基础上，通过数学计

算可以求出 Hu 不变矩。 

 

hu[0] = η20 + η02 (2) 

hu[1] = (η20 − η02)2 + 4η11
2  (3) 

hu[2] = (η30 − η12)2 + (η21 − η03)2 (4) 

hu[3] = (η30 + η12)2 + (η21 + η03)2 (5) 

hu[4] = (η30 − 3η12)(η30 + η12)[(η30 + η12)2 − 3(η21 + η03)2] + (3η21 −

3η03)(η03 + η21)[3(η30 + η12)2 − (η21 + η03)2] (6) 

hu[5] = (η20 + η02)[(η30 + η12)2 − (η21 + η03)2] + 4η11(η30 + η12)(η21 + η03)(7) 

hu[6] = (3η21 − η03)(η21 + η03)[3(η30 + η12)2 − (η21 + η03)2] − (η30 − 3η12)(η03 +

η21)[3(η30 + η12)2 − (η21 + η03)2] (8) 

 

通过 Hu 矩进行图像识别，速度快，使用 OpenCV HuMoments 可以快速

Moments 计算 7 个 Hu 矩，实现特征的提取。 

在上文手势分割的基础上，通过 OpenCV findContours 函数求取图像轮廓。 

Void findContours( InputOutputArray image, OutputArrayOfArrays contours,   

          OutputArray hierarchy, int mode,   

              int method, Point offset=Point());   

其中第一个参数代表输入图像，第二个参数表示输出的所有轮廓数组，单个轮

廓为轮廓上的点构成的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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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轮廓之后，通过寻找最大的轮廓求解手的轮廓。对手的轮廓通过

moments 函数求解 Moments 特征，即轮廓的矩 

Moments moments(vector<Point> contours, bool flag) 

函数第一个参数为轮廓，返回值为求得的矩特征。 

通过 HuMoments 函数对 Moments 矩特征求解 Hu 不变量。 

void HuMoments(const Moments& moments, double hu[7]) 

第一个参数为 Moments 特征，第二个参数为求解的 Hu 矩。 

2.6.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讲述了在进行图像识别之前对图像进行初步处理的过程。首先进介绍

了开发环境的搭建以及 RealSense 的基本情况。之后介绍了邻域平均法、中值滤波

法、数学形态学滤波等图像预处理方法，不同的图像预处理有不同的效果，对不同

的处理效果进行了求解和结果的对比。最后介绍了图像处理中特征提取的基本概

念，常见的特征提取操作等内容。最终选择了 Hu 矩作为手势识别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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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静态手势识别 

3.1. 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即 ANN ），是对人脑的模仿，通过

大量的节点以及节点之间的连接实现计算。人工神经网络中每个节点代表一种特定

的输出函数，称为激励函数（activation function）。每两个节点间的连接都代表一

个对于通过该连接信号的加权值，称之为权重。 

如图 3.1 所示，宏观上看，网络由输入层、中间层（隐藏层）以及输出层组

成，其中输入层进行数据的输入，隐含层进行数据的处理，大量的节点以及节点之

间的连接造成了巨大的计算量，不同神经网络的隐含层数量往往不同。输出层进行

结果的输出。 

 

图 3. 1 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 前馈型神经网络：是基本的神经网络，数据由输入层传输至输出层，前一层

传递给下一层，实现数据的处理过程； 

（2） 反馈型神经网络（Back Propagation，BP）与前向型神经网络不同，BP 神经

网络实现了数据的输入层到输出层的传递以及误差由输出层到输入层的反向传

递。 



18 

 

（3） 反馈型全互连神经网络：在反馈型全互连神经网络中，一个节点的输出与其

它节点相连，增加了连接的数量。 

（4） 反馈型局部互连神经网络：在反馈型局部互连神经网络，一个节点的输出只

与周围若干层的节点互连，形成局部反馈。 

 

图 3. 2 BP 神经网络 

鉴于前馈型神经网络结构过于简单，识别效果不好，使用反馈型神经网络，如

图 32.所示，BP 神经网络进行手势的识别。 

使神经网络进行图像识别需要首先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训练的过程即是对神

经网络各节点参数的确定，训练的过程也叫做神经网络的学习过程。之后使用训练

后的神经网络对图像进行识别。 

神经网络常用的训练方式有两种：有导师学习和无导师学习。有导师的学习需

要在学习的时候提供对应样本的期望输出，在学习过程中，根据期望输出以及实际

输出之间的偏差调整整个神经网络的参数。无导师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样本

对应的期望输出，对输出结果的判断是通过输出连续最小变化实现的。 

考虑到无导师学习需要大量的样本，而本系统使用的样本库需要自己搭建，搭

建一个大量的数据库需要大量的时间以及精力，所以使用有导师的学习以降低样本

库建设成本。 

3.2. 手势样本库建立 

在图像训练之前需要搭建样本库，鉴于目前少有基于 RealSense 深度相机的手

势库或者其他的深度相机的样本库，所以需要自己搭建手势样本库进行神经网络的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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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RealSense 采集深度数据，对深度数据进行处理，分割出手势，存储分割

出来的图像。 

分别采集只有一个手指的图像、两个手指的图像、三个手指的图像、四个手指

的图像以及五个手指的图像各 10 张，将所有的图像存储在同一个文件夹中。手工

对所以图像进行标记，即标记为手指的个数。最终实现数据库如图 3.3 所示。 

通过 HuMoments 对每张图片求解 Hu 矩，记录求解的 Hu 矩。最终求解每张图

片的 Hu 矩并且存入 C++数组。 

 

图 3. 3 手势库 

#define  trainsample 50 

#define  innode 7  

#define  outnode 1 

double X[trainsample][innode] ={}； 

double Y[trainsample][outnode]={}； 

其中 trainsample 代表输入样本数目为 50，innode 代表输入节点的维度为 7，为

求取的图像的 Hu 矩的 7 个量，outnode 代表输出节点的维度为 1，double X 数组最

终为输入样本库，存入 50 个样本的 Hu 矩。double Y 数组最终为输入样本对应的输

出结果，存入 50 个样本的期望结果，即输出手指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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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P 人工神经网络 

自己建立 BPNet 类作为神经网络，需要对神经网络设定隐含层数量，激活函

数，正向传递函数，反向传递函数。 

隐含层的数量与最终识别结果相关，目前隐含层数量的选取没有统一的标准，

一般设置为输入节点数目与输出节点数目和的开方。 

其中激活函数是节点对输入产生的响应的输出函数，对应于神经网络的响应函

数。一般将激活函数设置为 Sigmoid 函数，如图 3.4 所示，将每个节点的输出结果

映射到[0，1]。 

f(x)==
1

1+ⅇ−x
  (10) 

 

图 3. 4 Sigmoid 函数 

其中正向传递函数为节点对所有节点输入值根据对应的权重值求和。 

 

sj = ∑ wijχi

m−1

i=3
+ bj (11) 

xj = f(sj) (12) 

 

其中𝑥𝑗为每个节点的最终输出，𝑤𝑖𝑗为从节点 i 到节点 j 的权重值，𝑏𝑗为每个节

点的偏值，f(x)为上述的激活函数。 



21 

 

反向传递函数为误差的反向传递，根据误差的反向传递调整每个节点权重，最

终使得误差函数最小。该传递函数基于 Widrow-Hoff 学习规则，根据相对误差平方

和的最速下降方向，调整网络的权值和阈值。 

 

E(w, b) =
1

2
∑ (ⅆj − yj)

2n−1

j=0
 (13) 

Δw(ⅈ, j) = −η
∂E(ω,b)

∂w(i,j)
 (14) 

 

其中𝑑𝑗为神经网络输出层的输出值，𝑦𝑗为神经网络数据的预期输出，E(w,b)为

反向传递函数的误差函数，∆w(ⅈ, j)为第 i,j 节点的调整权值。 

按照上述的神经网络的节点以及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设计基于 C++的 BP 神

经网络类。 

class BpNet{ 

public: 

 void train(double p[trainsample][innode], double t[trainsample][outnode]); 

 double *recognize(double *p);  

 void writetrain();  

 void readtrain();  

 BpNet(); 

 void init(); 

private: 

 double w[innode][hidenode];  

 double w1[hidenode][outnode];  

 double b1[hidenode];  

 double b2[outnode];  

 double rate_w,rate_w1;  

 double rate_b1, rate_b2;  

 double e,error;  

 double result[outnode];  

 double p[trainsample][innode],t[trainsample][outn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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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oid train(double p[trainsample][innode], double t[trainsample][outnode])用于

训练神经网络的数据，void writetrain()将训练后的节点权值、阈值等数据存入 txt 文

件，数据训练的信息就存入文件之中。训练神经网络流程如图 3.5 所示。 

    

图 3. 5 训练神经网络流程图        图 3. 6 神经网络识别流程图 

在进行图像识别的过程中，首先需要使用 void readtrain()读入训练过程中存入

txt 文件中的所以节点权值、阈值等信息。之后使用 double *recognize(double *p)进

行图像识别，其中输入数据 double *p 为图像的 Hu 矩，实现了最终的识别。运用神

经网络进行识别流程如图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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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态手势识别 

4.1. 手指指尖识别 

对通过 RealSense 采集图像进行预处理，获得手势所在区域通过 findcontours 检

测手轮廓，寻找手势轮廓之后通过 Moments 获得手部的重心。之后通过指尖边缘数

学性质计算得到指尖位置。 

 

图 4. 1 指尖识别 

如图 4.1 所示，由图上的点可以清楚看到指尖与两指之间的位置的曲率是最大

的，可以通过向量的点乘获得曲率最大的点所在的位置。另外，遍历轮廓上的点是

由方向的，通过向量指尖的叉乘可以筛选出指尖所在的位置。 

手势分割体征提取之后的手部点的信息存在 vector<Point>中，按照顺时针顺序

通过遍历 vector 容器中的点构造出相邻点之间的向量，相邻两个向量求解点乘和叉

乘确定指尖位置。 

4.2. 基于运动追踪的动态手势识别 

在上文中所讲的指尖的位置存储在 couPoint[0]点中，获得点的 x 坐标和 y坐

标，就可以得到指尖所在位置在屏幕上的 x 坐标和 y坐标。 

float x, y; 

x = couPoint[0].x; 

y = couPoint[0].y; 

cout << "finger：" << x << "," << y << endl; 



24 

 

追踪手指二维坐标的移动，将手指的位置信息变化信息记录在两个一位数组

中，分别保存 x 坐标的移动和 y坐标的移动信息。动态手势识别需要将上述两个数

组中位置映射到计算机的控制上。 

由于手势运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对保存的指尖位置信息的坐标进行滤

波消除指尖位置的跳动。使用 10 位数组保存 x，y坐标位置信息，通过均值滤波将

最新点的信息重置为 10 个点的均值。 

mPoint tmp; 

 tmp.x = a; 

 tmp.y = b; 

 for (int i = 0;i < LENGTH-1;++i) {mfilter[i] = mfilter[i + 1]; } 

 mfilter[LENGTH-1] = tmp; 

 tmp = avgFilter(); 

上述获得的点的位置是点的位置在图像坐标系中的位置，需要将图像上的点映

射为屏幕上的点。如图 4.2 所示，需要对图像就屏幕进行映射。将 OpenCV 获得的

图像的中心放在整个屏幕的中心，之后以图像中心为中心，将图像上点线性变化为

屏幕上的点。 

 

图 4. 2 坐标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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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Windows.h 头文件中 GetSystemMetrics(SM_CXFULLSCREEN)，

GetSystemMetrics(SM_CYFULLSCREEN)函数获得屏幕长度和宽度。自定义的图像

宽度高度#define WIDTH 640    #define HEIGHT 480，图像点 x 轴放大倍数即为

GetSystemMetrics(SM_CXFULLSCREEN)/ WIDTH，图像点 y轴放大倍数即为

GetSystemMetrics(SM_CYFULLSCREEN)/ HEIGHT。通过 x 轴和 y 轴的放大倍数将

指尖点与图像中心点的差值映射为屏幕上的点。 

通过 Windows.h 头文件中的 SetCursorPos 将滤波后的手指指尖的位置信息映射

到鼠标上。 

void SetCursorPos(float x,float y)函数两个参数为 x，y坐标的位置。 

 

5. 动态手势识别的应用 

5.1. 动态手势识别在 PPT 播放中的应用 

动态手势识别在多媒体播放中的应用需要将手势运动识别简化为手势左右的运

动，通过手势左右运动控制 PPT 播放。 

由于手势运动具有不确定性和任意性，所以在上述获得了手指位置信息之后需

要对手指运动路径进行追踪，对手势运动方向进行连续判断，但摄像头捕获连续帧

中手指指尖运动方向一致并且连续变大获得变小时，则判断手指运动。 

在判断手指运动方向之后，通过 windows.h 中的 keybd_event 函数将运动映射为

键盘左方向键和右方向键。 

VOID keybd_event( 

  BYTE bVk, // virtual-key code 

  BYTE bScan, // hardware scan code 

  DWORD dwFlags, // flags specifying various function options 

  DWORD dwExtraInfo // additional data associated with keystro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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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个参数为模拟键的键值，左方向键的键值为 37，右方向键的键值为

39，第三个参数为模拟键的按下和抬起。为了模拟实际按键操作，需要首先调用按

下模拟键，之后调用抬起模拟键。 

5.2. Unity 游戏设计 

5.2.1. Unity 简介 

Unity由 Unity Technologies 开发一款游戏开发引擎，图 5.1 为 Unity LOGO，通

过 Unity可以方便创建如视频效果、三维视频游戏、实时三维动画、建筑可视化等

类型的综合型的游戏 Windows、Mac、Android、IOS 等主流平台下的 2D 以及 3D 游

戏。[13] 

 

图 5. 1 Unity LOGO 

针对个人用户，Unity 可以提供免费版本使用，同时也有针对企业的商业版本

可供使用，免费版本可以实现游戏开发的要求。 

Unity游戏由资源文件以及控制脚本等组成。可以插入图片、声音等资源，通

过绑定 C#或者 JavaScript 脚本语言进行控制。 

Unity有配套的 IDE 开发环境， Unity3D 游戏开发引擎的开发界面友好，操作

方便直观。开发界面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分别是菜单栏，开发面板，场景面

板，层次面板，检视器，游戏视图。[14] 

其中工具面板是 Unity 的核心面板，主要实现资源文件的导入以及导出。场景

面板以及游戏视图提供了一种所见即所得的开发效果，极大提高了开发效率以及游

戏质量。检视器主要实现对资源添加脚本，实现游戏的整个逻辑。 

Unity3D 的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层：分别为：Application（应用层），

GameObject（游戏对象），Component（游戏组件），Scene（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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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应用层是 Unity提供的封装的应用程序，以便游戏开发者调用，例如物理

世界中的碰撞、光照、天空、地面等基本内容都是由应用层提供。应用层是整个

Unity的基础。游戏中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称之为游戏对象，对游戏对象赋予物理特

性进行控制。游戏组建是开发者开发的脚本，需要将脚本绑定在游戏对象上进行控

制，实现运动操作。场景就是创造出来的世界的样子，不同场景构成整个游戏世

界，不同场景之间按照脚本控制进行切换。 

 

5.2.2. Unity 游戏开发 

仿照微信打飞机，开发一款基于 Unity引擎的打飞机游戏。最终游戏界面如

下，主要实现飞机飞行控制、发射子弹、奖励、打击敌机、计分、游戏暂停以及游

戏结束等功能。游戏可以通过鼠标移动而控制飞机移动。最终实现界面效果如图

5.2 所示。 

 

图 5. 2 Unity 游戏界面 

开发需要准备各种飞机、敌机、奖励等各种图片资源以及背景音效、爆炸音效

等各种声音等素材资源，将所有资源导入文件中。最终文件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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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的 Scene 中添加 Camera、Background、

Hero、Canvas、Spawn、BombManager、GameOver

等组件。 

其中 Hero 主要控制子弹的产生以及消失，子啊

游戏进行中，战机会不断产生并发射子弹。子弹在超

出显示界面后会自动消失。 

GameOver 主要控制游戏结束场景的显示和切

换，在战机与敌机或者相撞时，会提示游戏结束，进

入结束界面，点击重新开始游戏会重新开始，点击退

出游戏会退出游戏。 

Spawn 主要控制敌机以及礼物的产生与消失。依

照设定的速率，不断生成不同层次的敌机。大型敌机

血量充足，需要多次集中才能死亡。小型敌机血量相

对较少，只需要击中一次就会死亡并爆炸。 

BombManager 控制敌机被击中的检测以及爆炸

效果显示，当检测到子弹与敌机碰撞的时候，会自动

播放爆炸动画。根据人眼的视觉暂留性，爆炸动画由

几幅不同爆炸场景的敌机连续播放组成。 

CanVas 控制 Text 文件的显示以及隐藏，包括分数显示、历史得分显示都在

Canvas 中。其中，分数显示根据消灭敌机的种类和数量尽心累加，当积分为零时候

不显示积分。游戏结束时候，会显示历史最高分以及本次得分。其中历史最高分会

在每次游戏结束的时候将本次游戏得分与历史最高分进行比较，如果本次游戏得分

高于历史最高，会将历史最高分更新为本次得分。 

为来实现上述的所有功能，需要对上述的所有组件添加相应的脚本、物理特征

以及音效等。 

以 hero（战机）为例，需要添加 C#脚本，控制飞机的飞行以及控制；添加 Box 

Colider 2D 以及 Rigidbody 2D 进行碰撞检测；添加 Audio Source 播放音效。  

C#脚本主要有 Start（）、Update（）、OnTriggerEnter2D（Collider2D 

collider）、checkPosition（）等函数。其中 Start（）函数实现资源的绑定，设置飞

行。Update（）函数对飞机状态进行检测，包括发射子弹，死亡动画，鼠标控制运

图 5. 3 游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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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追踪等，实现了飞机飞行的控制。OnTriggerEnter2D（Collider2D collider）实现

了碰撞检测，当飞机与敌机相撞时，引起爆炸。checkPosition（）对飞机位置进行

检测，当飞机位置超过面板左右前后边界时，设置飞机在界面边缘，避免飞机越

界。 

在通过 Input.mousePosiotion 获得鼠标位置，通过设置 transform.posotion 设置飞

机位置。 

if (GameManager._instance.gameState == GameState.Runing) { 

            Vector3 curScreenPoint = new Vector3(Input.mousePosition.x, 

Input.mousePosition.y, screenPoint.z); 

            Vector3 curPosition = Camera.main.ScreenToWorldPoint(curScreenPoint) + 

offset; 

            print(curPosition); 

            transform.position = curPosition; 

            checkPosition();} 

如图 5.4 所示，Audio Source 进行声音播放设置，可以通过 Volume 设置音量大

小。 

 

图 5. 4 声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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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5 Unity 开发 

最终开发界面以及结果如图 5.5 所示，至此 Unity游戏开发完成。 

5.2.3. 动态手势识别在 Unity 游戏中的应用 

RealSense 传送图像至 Windows，Windows 使用 OpenCV 进行识别后，经控制

信息映射到鼠标，控制鼠标的运动，进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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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动态手势识别对 Arduino 小车的控制 

5.3.1. Arduino 简介 

Arduino 是源自意大利的一个开源电子原型平台，它由一块具备简单 I/O 功能

的电路板和一套程序开发环境软件 IDE 组成。[15]Arduino 可以分为 UNO、Nano、

mega 等版本，不同版本使用相同的 IDE，之间最大的区别是硬件扩展端口数量的不

同，基本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Arduino 程序如图 5.6 所示，包含 setup（）、loop（）两个主要的函数，其中

setup（）为程序入口，主要进行端口或者串口的初始化；loop（）为整个循环，关

键代码都在 loop（）中。另外，可以自己定义函数，在 setup 或者 loop 中调用，函

数的使用方式与 C 语言类似。 

 

图 5. 6 Arduino 开发界面 

如图 5.7 所示，Arduino Mega 是基于 ATmega1280 （数据表）的微控制器板。

Arduino 有 UNO 它有 54 个数字输入/输出引脚（其中 14 个可用作 PWM 输出），16

个模拟输入，4 个 UART（硬件串行端口），16 MHz 晶体振荡器，USB 连接，电源

插孔，ICSP 接头，和复位按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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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7 Arduino MEGA 

5.3.2. Arduino 小车的搭建 

Arduino 小车由 Arduino mega 作为主控，L298N 作为电机驱动，9V 电池组供

电，超声波避障模块，蓝牙，电机以及车身组成。逻辑结构图如 5.8 所示，最终实

物图如 5.9 所示。 

 

图 5. 8 Arduino 小车拓扑图 

 

图 5. 9 Arduino 小车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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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通过 Digital（数字）端口与超声波模块进行通信，通过计算超声波飞

行时间计算出障碍物的距离，实现测距的功能。 

float ultra(){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return pulseIn(EchoPin, HIGH) / 58.00; 

} 

Arduino 在控制电机驱动的时候，通过四个 Digital 端口传输数据给 L298N，分

别控制左右电机的转速，如图 5.10 所示，通过转速差实现前进、后退、左转、右

转，当左右两轮前进并且转速相同时，小车前进；当左右两轮后退并且转速相同

时，小车后退；当左轮转速高于右轮时，小车右转；当右轮转速高于左轮时，小车

左转；当小车左右两轮停止转动时，小车也停止前进或者后退。 

同时通过两个 Analog（模拟）端口产生 PWM 波的形状，改变输出功率，影响

到电机转动速度，进而控制小车的运行速度。 

 

  analogWrite(speed1,50); 

  analogWrite(speed2,50); 

 

void go_forward(){ 

  digitalWrite(input1,HIGH); //给高电平   

  digitalWrite(input2,LOW);  //给低电平   

  digitalWrite(input3,HIGH); //给高电平   

  digitalWrite(input4,LOW);  //给低电平   

  delay(100);   //延时 100 毫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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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0 转向方式 

使用 HC05 工业蓝牙进行数据传输，HC05 是主从一体化的蓝牙串口模块，可

以通过 AT 指令设置蓝牙信息，在设置信息之后通过普通 UART 协议进行数据传

输。Arduino 与 HC05 模组通过 UART 进行通信。硬件连接后需要连接蓝牙，之后

可以进行数据传输。图 5.11 为 HC05 模块，通过串口与 Arduino 和电脑进行通信。 

 

图 5. 11 HC05 模块 

 

5.3.3. Android 无线通信验证 

为了实现 Windows 与 Arduino 之间的通信，需要对 Arduino 蓝牙功能进行验证

并且确定蓝牙模块的 MAC 地址。通过 Android 蓝牙连接 Arduino 进行通信，确定

Arduino 蓝牙模块的运行并且获得 MAC 地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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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是由 Google 开发并维护的开源手机端操作系统，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

的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 以 Linux 为内核，开源实现电话、短信、访问网络、蓝牙

连接等功能[17]。Android Studio 是由 Google 开发并维护的免费 Android 开发工具，

通过 Android Studio 开发蓝牙串口 APP 实现 Arduino 蓝牙无线通信功能的验证。 

Android 蓝牙主程序中主要有 BluetoothAdapter（管理蓝牙）、BluetoothDevice

（管理一个蓝牙设备）、BluetoothServerSocket、BluetoothSocket（Socket 管理通

信）四个主要类，实现蓝牙打开、搜索、连接、通信整个过程。 

通过 BluetoothAdapter 实现蓝牙打开以及最后的关闭，配对，串口通信都在

BluetoothAdapter 之中完成。 

 

通过 Socket 通信实现蓝牙连接口的串口通信，分为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两个方

面，分别进行 Arduino 蓝牙通信的发送接收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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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ndroidManifest.xml 配置文件中添加蓝牙的使用权限，分别添加

BLUETOOTH 和 BLUETOOTH_ADMIN，实现对蓝牙的操作。 

 

使用 LinearLayout 线性布局进行 UI 界面的设计，分别实现蓝牙连接、发送数

据、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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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2 Android 界面设计 

最终开发界面如图 5.12 所示。开发完成后，连接 Arduino 蓝牙与 Android 配对

发送数据进行 Arduino 蓝牙传输系统完整性确认。 

5.3.4. Arduino 数据无线通信的实现 

由于目前大多数 Windows 没有蓝牙通信功能，为了实现 Windows 系统与

Arduino 单片机的通信，使用两个 HC05，分别于电脑和 Arduino 相连，之后实现通

信。 

一个通过 USB 转 TTL，与电脑相连，该 HC05 作为主模块，实现蓝牙 MAC 地

址的绑定。通电后不断搜索附近的蓝牙，寻找从蓝牙，最终实现两个蓝牙模块的连

接。 

另外一个直接与 Arduino 模块通过 UART 进行连接，作为从模块，通电后不断

发送自己蓝牙的信息，直至主蓝牙寻找并配对，最终实现蓝牙模块的连接。 

在进入 AT 配置模式情况下，通过串口助手将两个蓝牙模块通过 USB 转 TTL

连接至电脑进行 AT 指令设置。设置 AT 指令界面如图 5.13 所示，可以实现主从机

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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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3 通过串口配置 AT 

对主机蓝牙，通过 AT+ROLE=1 设置为主机模式，AT+BIND=MAC 地址绑定

固定的连接地址。对从机蓝牙，通过 AT+ROLE=0 设置为从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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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机蓝牙连接 Arduino、主机蓝牙通过 USB 转 TTL连接至电脑，硬件连接完

成后可以进行数据传输。如图 5.14 所示，进行蓝牙无线透传，对 Arduino 以及

Windows 均可以实现在实现串口通信的条件下，实现蓝牙通信。 

 

图 5. 14 Arduino 小车控制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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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使用 Windows API进行串口通信编程，引入 windows.h 头文件，使用

CreateFile 打开串口，CreateFile 第一个参数表示 COM 端口编号，需要与实际连接

编号保持一致，第六个参数表示使用异步通信，本项目为保证通信效果，选择异步

通信： 

 HANDLE hCom;  //全局变量，串口句柄 

 hCom = CreateFile("\\\\.\\COM10",  //COM10 口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允许读和写 

  0,  //独占方式 

  NULL, 

  OPEN_EXISTING,  //打开而不是创建 

  0, //异步  1 为同步 

  NULL); 

设置通信超时时间以及串口波特率等性质，其中设置超时为了保证系统的正常

运行。波特率、校验位的设定应该与 Arduino UART 通信设置以及 HC05 蓝牙主

机、HC05 蓝牙从机设置一致，Arduino 设置串口性质通过 Serial 命令设置，HC05

蓝牙模块通过 AT 指令设置： 

COMMTIMEOUTS timeouts; 

 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1;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1;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1;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1;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1; 

 DCB dcb; 

 GetCommState(hCom, &dcb); 

 dcb.BaudRate = 9600; 

 dcb.ByteSize = 8; 

 dcb.Parity = 0; 

 dcb.StopBits = 1; 

发送数据，通过手势控制小车，需要使用串口进行通信，考虑到有线通信对运

动距离限制，使用蓝牙通信，最终实现控制小车。控制量较少，所以使用一个 char

进行控制。 

char dat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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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cpy(data, "A", 1); 

 DWORD dwWrittenLen = 0; 

 WriteFile(hCom, data, 1, &dwWrittenLen, NULL); 

5.3.5. 动态手势识别控制 Arduino 小车 

RealSense 传送图像至 Windows，Windows 使用 OpenCV 进行识别后，通过蓝

牙发送控制信息 Arduino 小车，Arduino 小车采取相应的措施。流程图如图 5.15 所

示。 

 

图 5. 15 Arduino 小车控制流程图 

如图 5.16 所示，Arduino 在开机之后，进入 setup 初始化串口，设置蓝牙串口波

特率，之后进入 loop 循环，首先控制小车前进，使用 ultra()函数对超声波距离进行

判断，当障碍物距离过近时，选择转向避障。 

之后对判断 Serial1 串口是否有数据，如果有数据，判断数据数值，当数据为 0

时，控制小车左转，当数据为 1 时，控制小车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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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6 Arduino 小车代码流程图 

如图 5.17 所示，电脑端打开程序初始化之后，首先进行图像初始化，之后通过

手势识别判断手势走向，如果手势向左，向串口发送数据 0，如果手势向右，向串

口发送数据 1。数据发送完成后继续进行手势识别。 

 

图 5. 17 Arduino 小车电脑端代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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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展望 

6.1. 工作总结 

手势识别作为非常有前景的下一代人机交互方式，具有极大的发展前景，但由

于手势的本身的不确定性，环境的印象，基于图像识别的手势识别仍然存在挑战。 

本文介绍了基于 Intel RealSense 深度相机的手势识别，包括手势分割、手势识

别以及计算机控制的相关技术。现将主要工作进行总结： 

（1） 阅读了大量的手势识别领域的中英文文献，并对文献进行整理。进而对手势

识别以及基于图像的手势识别领域的发展脉络、最新技术由了较为全面的理

解。 

（2） 利用深度相机进行手势分割，在深度空间中实现自适应阈值分割，即使是较

为复杂的背景，也可以实现良好分割效果，避免了图像的干扰。 

（3） 通过 OpenCV 库中的 Moments 矩实现图像的特征提取，之后通过自己建立

BP 神经网络对图像特征对手势进行识别。 

（4） 通过遍历轮廓上的点，求解向量的点乘以及叉乘，实现了手指指尖的识别。

调整识别点数量阈值以及其他相关参数，提高了识别率。实时检测手指指尖

所在位置，检测指尖的移动进而判断出手移动的方向，进而对计算机进行控

制。 

（5） 开发了 Unity游戏进行手势识别的应用。打开手势识别程序并打开游戏程

序，可以实现手指指尖向鼠标的映射，进而实现游戏的控制。实现了游戏音

效、场景、得分等完整过程。 

（6） 开发了基于 Arduino 的小车，可以通过 Windows 系统进行无线通信。手势识

别结果通过 USB 串口通信发送至蓝牙。Arduino 小车接收蓝牙信息，解析控

制信息后进行控制。实现了上位机、下位机完整通信、控制过程。Windows

控制 PPT 影音播放的方式与控制 Arduino 小车的方式基本类似。 

综上所述，本文对手势识别以及计算机控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重点实现了识

别的过程以及控制对象的开发以及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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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工作展望 

由于手势运动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并且手势操作往往随意，增加了识别的难

度，在算法以及人机交互等诸多方面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1） 本文研究的手势识别使用的是基本的算法以及数据结构，通过深度学习等最

新算法，提高识别的精确度并降低识别响应时间。

（2） 静态手势识别的样本库数量太小，对应的 Moments 选择的矩的特征点的数量

太少，需要对样本库扩展并提取更多的特征。

（3） 识别手势的种类很有限，很大程度上是由识别算法本身的原因，可以在改进

算法的基础上，增加手势的种类。

（4） 对计算机的控制人机交互不够人性化，可以进一步完善手势操作的流程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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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论文任务书 

一、题目：基于 realsense 动态手势识别的计算机控制 

二、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的进度安排及任务要求： 

阶段名称：基础知识学习 

研究时间：2016-11-25 至  2016-12-22 

工作内容：学习图像识别的相关知识，学习模板匹配算法知识，配置相关环境，尝

试运行手势识别 demo，学习 C++基础知识 

阶段名称：完成大体程序 

研究时间：2016-12-23 至  2017-01-19 

工作内容：学习手势识别相关知识，提出手势识别系统设计的备选方案，根据要求

完成手势识别的大体框架，在电脑上运行测试，完成开题报告 

阶段名称：程序优化，尝试新的解决方案 

研究时间：2017-02-24 至  2017-03-23 

工作内容：完善上述程序，通过使用新的解决方案提高识别的精确度和准确性，完

善系统的缺陷 

阶段名称：手势识别系统控制计算机系统设计 

研究时间：2017-03-24 至  2017-04-20 

工作内容：将手势识别运用到实际应用中来，完善系统，测试系统的实际使用 

阶段名称：系统完善以及答辩 

研究时间：2017-04-21 至  2017-05-18 

工作内容：撰写研究报告，优化程序，提供系统性能，尝试扩展到其他领域 

3.课题简介（100 字）NUI 作为 GUI 后一代的人机交互方式，更加符合人类自

然特征，手势交互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Realsense 是 Intel 开发的 RGBD 摄像头，

具有体积小、精度高、价格低的优势，在 Intel 的大力推广下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鉴于 Realsense 上市没有多久，对基于 Realsense 的动态手势识别具有较强的开拓

意义。4.具体研究内容（500 字）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静态手势识别，动态手势识

别，计算机控制。其中静态手势识别作为基础，动态手势识别是静态手势识别的延

伸，在手势识别的基础上对计算机进行控制。静态手势识别，包括对 Realsense 采

集深度图像的预处理、图像分割、图像特征选择和提取、分类器的选择。其中预处



理为滤波操作，减小噪声影响；图像分割，将手从背景图中分割出来，以减小计算

时间和内存消耗；特征选择和提取，从分割后的手势图像提取关键特征，是分类器

训练的重要依据；分类器，图像识别的关键，分为有监督训练和自我学习两个方

向，分类器设计的好坏直接决定最终识别效果，训练样本的大小也对最终效果有较

大的影响。本部分最终实现能够识别深度图的静态手势信息。动态手势识别，与静

态收拾识别过程有较大类似之处，不同主要在与引入了时间维度，需要对时间和空

间进行中心化和归一化操作，之后对图像进行识别。对图像的识别与静态手势识别

有较大区别，对动态手势的识别主要有基于模板匹配的识别、基于统计学的识别和

机器学习三个方向。其中基于模板匹配下的 DTW 和基于统计学下的 HMM 具有较多的

研究和较好的识别效果。多媒体控制，主要通过 Windows 操作系统自带的函数将动

态手势识别的控制信息映射到键盘或者鼠标上，进而实现对计算机的控制。5.研究

计划（300 字）首先是对手势识别知识点的学习，通过两种方式，一方面，通过广

泛阅读论文了解手势识别的关键技术、不同识别方式的优缺点；另一方面，在论文

的基础上对关键技术进行针对性学习，主要依靠教材和深一步论文。依次实现对相

关知识的了解。其次是实践，采用模块化软件开发思路，主要包括 Realsense、图

像处理、识别技术、计算机控制三分方面的实践。Realsense 包括软硬件特点、SDK

使用、深度图获取和处理，通过对 Realsense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的运行 Demo

和编写程序实现对 Realsense 的熟悉掌握；图像处理包括滤波、分割、特征提取，

通过在 Visual Studio 使用 C++语言调用 OpenCv 库实现对图像各个过程的处理；识

别技术主要包括分类器设计、样本库构建、动态识别算法，通过拍摄深度图构建样

本库，通过使用 LIBSVM 等软件工具以及数学工具实现对分类器了解，通过实际编

写程序和数学推导实现对动态识别算法了解。计算机控制主要为用户界面编写、控

制程序编写。 

起讫日期 2016 年 11 月 25 日 至 2017 年 5 月 18 日        

指导教师（签名）：        

三、系或研究所审核意见: 

同意 

负责人（签名）： 



 

 

毕 业 论 文 考 核 

一、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的评语： 

李艳宾的“基于 realsense 动态手势识别的计算机控制”论文

选题合理，体现出较强的时代特色性与实践应用性。论文结构合

理，语句通顺，应用背景明确，按计划完成了任务目标，达到了本

科生毕业论文的要求。                   

 

指导教师（签名） ：     

 

 二、答辩小组对毕业论文的答辩评语及总评成绩： 

李艳宾同学的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 RealSense 动态手势识别

的计算机控制”，论文主要通过图像处理进行手势识别，进而对计

算机进行控制，论文选题比较贴近实际应用，选题较为合理。 答

辩人首先概述了静态手势识别和动态手势识别的发展现状和实现方

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图像进行手势识别，并将处理结果运用

于计算机的控制。随后阐述了图像处理流程，静态手势识别的算法

以及动态手势识别算法，同时，还设计并完成了 Unity 游戏，可以

通过手势进行游戏的控制，除此之外，还设计并搭建了 Arduino 小

车作为下位机，可以通过手势进行下位机的控制。答辩人较好地完

成了毕业设计的要求，在研究和动手能力方面得到了提高。结题答

辩报告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答辩过程表述流畅，回答问题正确。 

 

总评成绩： 

文献综述 

10 

开题报告 

10 

外文翻译 

10 

毕业答辩成绩 

70 

总成绩 

100 

8.0 8.0 9.0 59.0 84.0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专家评阅意见 

毕业论文题目 基于 realsense 动态手势识别的计算机控制 

学生姓名 李艳宾 学 号 3130104279 年级 

所在学院 专业 

指导教师姓名 徐建锋 职 称 副研究员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本科生毕业论文评阅意见：（对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外文翻译、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点、论文质量与理论

水平、论文写作规范与文风和修改建议等方面加以评阅） 

本毕业设计论文介绍了基于 RealSense深度图的图像处理、静态手势识别、动态手势识别

以及通过手势对计算机进行控制，应用在了 PPT 播放、Unity 游戏、Arduino 小车控制。

工作比较充实，达到了毕设的要求。。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专家评阅意见 

毕业论文题目 基于 realsense 动态手势识别的计算机控制 

学生姓名 李艳宾 学 号 3130104279 年级 

所在学院 专业 

指导教师姓名 徐建锋 职 称 副研究员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本科生毕业论文评阅意见：（对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外文翻译、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点、论文质量与理论

水平、论文写作规范与文风和修改建议等方面加以评阅） 

论文自主搭建了 BP 神经网络对静态手势进行识别，通过手指指尖的追踪进行手势的判断，

对 PPT的播放表明该技术可以进行计算机的控制，论文还开发 Unity游戏并用于游戏的控

制，开发 Arduino 小车并使用蓝牙进行无线控制。 论文方案合理，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

可行，论文写作有待规范，工作量饱满，基本达到毕设综合训练的目的。。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现场答辩记录表 

学生姓名 李艳宾 学号               3130104279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毕业论文题目 基于 realsense 动态手势识别的计算机控制 

指导教师姓名 徐建锋 职 称 副研究员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答辩时间 2017-06-09 08:30 答辩地点 教三 338 

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记录： （要求在答辩陈述和回答问题等方面具体加以记录与评价） 

罗老师：是否从最基础的东西自己搭起，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 答：是的。 罗老师：

是否有各种方法的优缺点比较？与现有技术的比较？ 答：在论文中有提到虚拟手套，以

及与其进行对比。 罗老师：识别速度较慢，虚拟手套的速度如何？ 答：速度都比较慢。

本文算法控制游戏速度较快，只需要手指在画面内移动，而控制 PPT和小车时会慢一些。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2017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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