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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方法的精确恢复性能，与其他可选的方
法相比，它的优点在于该方法在人体姿态和

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给定一组

车形状的估计方面同样具有适用性。

单一图像的二维地标的基础上，估计出
该物体的三维形状。为了缓解重建歧义， 1. 引言
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是把未知的三维形

从二维图像中识别三维物体是计算机

状建立在现有的形状空间的基础之上。

视觉中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出现了一个

虽然这种方法已被证明能够在各种应用

新兴的趋势：分析三维几何物体的形状的

中成功运用，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和姿势 而不是 仅仅提 供包围 盒

仍然存在，即形状参数和摄像机位姿参

[ 37,25,4,28,36,33 ]。三维几何推理不

数的联合估计需要解决一个非凸优化问

仅可以为后续高层次的场景提供更丰富

题。解决该问题的现有方法通常采用交

的信息，而且还能提高目标的检测性能。

替最小化方案局部更新参数，因此，该

[ 20,31,3,34 ]。

解决方案对于初始化是十分敏感的。在
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凸规划公式和
一个有效的求解凸规划算法。我们验证

从一个单一的视图估计物体的三维几
何形状是一个具有不适定性的问题。但是
这是一个观测者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人

类可以利用物体形状的视觉记忆。在

正如许多研究中提到的，例如，[ 32 ]，

这个想法的启发下，人们已经能够开

[ 22 ]，大多数失败的研究实验都是由不

始努力利用越来越多的在线三维模

好的初始化导致的。一些启发式算法已被

型数据库进行以三维模型为基础的

用于缓解这一问题，如尝试多个初始化

分析。最近的许多研究工作，采用以

[ 35 ]或使用视点感知探测器来进行位姿

“主动形状模型”[ 14 ]为基础的形

初始化[ 45 ]。但仍不能保证全局最优。

状空间的方法来解决类内变化或非
刚性形变，例如，[ 22 ]、[ 32 ]、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凸松弛算法来解
决上述问题：

[ 45 ]、[ 35 ]，其中每个形状由一
组有序的地标定义，同时被估计的形

1.我们使用一个增强的形状空间模型，

状被认为是预定义的一个基础形状

其中一个形状可以用一些可旋转的基础

的线性组合。为了估计形状，3D 形状

形状的线性组合来表示。该模型可以给出

模型被置于坐标系中，在图像中进行

物体内部形状变化和外部视角变化的线

标注或者检测。这样，问题就变成了

性表示。

一个同时估计形状参数（线性组合的

2.我们使用正交约束的凸松弛，把整个

权重）和位姿参数（角度），从而完

问题转换成一个谱范数正则线性逆问题，

成 3D 形状由 2D 形状拟合生成的过

即一个凸规划。

程。
虽然这种方法在不同的应用上已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模型的推理仍
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由于形
状和位姿估计子耦合：三维模型匹配
二维地标的过程中位姿参数需要已
知，然而位姿的估计需要精确的三维
模型。联合估计形状和位姿参数的结
果通常导致一个非凸优化问题，同时
位姿参数的正交性约束将使得问题

3.我们开发了一个高效的算法来解决
提出的全局凸规划问题。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首先，在第
二节我们给出了相关研究的简介。然后，
在第三节，我们就该模型做出了阐述，并
第 4 节中提供相关算法。接下来，在第五
节，我们通过实验证实该方法的优点和适
用性。最后，在第六节中，我们用一些讨
论来总结本文。

更加复杂。以前的方法通常是采用交
替迭代算法，以交替更新形状和位姿
参数，直到收敛。因此，该算法对初
始化敏感，可能会导致局部最优解。

2. 相关研究
最相关的工作包括通过在 2D 地标中拟
合形状空间模型的方法解决形状估计问

题。这种方法已成功地应用于各种物

规划可作为一个模块，来提高改善现有的

体的重新构造，包括人类姿态[ 35，

方法的性能。

18，42，24 ]，汽车[ 22，32，45，
26 ]，面[ 21，12，6 ]，等等。以
下为最近的是几个例子。

我们的研究也是与运动的非刚性结构
（NRSfM）密切相关的，通过多帧 2D-2D
对应重新覆盖不断变形的形状。低阶的形

Ramakrishna 等人 [ 32 ]提出了

状空间模型经常被用于 NRSfM，但基础形

一种基于稀疏表示的方法，在静止图

状是未知的。形状/位姿变量和基础形状

像中重建三维人体姿态。Wang 等人

的联合估计通常是通过矩阵分解后度量

[ 35 ]采用一个二维人体姿态探测器

来矫正[ 9，39 ]。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

[ 40 ]自动定位关节，并使用一个有

迭代算法有更好的精度[ 29，15 ]或顺序

效的估计算法来处理不准确的关节

的处理结果[ 2 ]，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

位置。Fan 等人[ 18 ]提出在构建位

是使用类似于固定基础形状并更新剩余

姿字典时，通过加强局部特征来提高

变量的迭代方法 NRSfM 的步骤。

其性能。Hejrati 等人[ 22 ]采用主
动形状模型进行三维汽车的重建，并
通过变换部分模型的变形来产生二
维地标[19]。Lin 等人[ 26 ]针对三
维汽车的重建提出了一种联合 3 D 模
型拟合和细粒度分类的方法。在一些

3. 模型
3.1 问题阐述
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可以用以下的线性
系统来描述：

研究中，将地标位置与形状拟合进行

,

联合估计。例如，Zia [ 45 ]等人开

(1)

表示未知的三维形状，即由点的

发了一个概率框架来同时进行二维
地标定位和三维物体模型恢复。Zhou

三维位置坐标表示。

等人[ 42 ]将人的姿态估计作为一个

2D 图像中的预测。Π是摄像机标定矩阵。

匹配的问题 :所观测到的时空位姿

为了简化问题，通常采用弱透视相机模

模型与视频匹配从而提取轨迹。

型，当物体的深度远远小于距相机的距离

研究该问题一个常见的部分或一
个中间步骤是将 3D 模型拟合到二维
地标中。在引言中提到的，以前的研
究通常依赖于非凸方法，但这可能是
对初始化十分敏感的。本文提出的凸

表示在一个

时，可认为这一个很好的近似逼近。有了
这个假设，校准矩阵具有以下简单的形
式：
,

(2)

是一个取决于焦距和距物体距离
的标量。

其中

代表旋转矩阵的前两行，

同时平移量𝑻𝑻可以通过集中数据的方法消

实际问题中，方程组（1）有更多
的变量。为了使问题具有一定的适定
性，采用一种基于主动形状模型[ 14 ]

除，即用每一行的平均值减去𝑾𝑾和𝑩𝑩。需
要注意的是，在校准矩阵中的标量𝛼𝛼已被
并入到

中。

的广泛使用的假设:未知的形状可以

在主动形状模型中，基础形状的数目被

表示为预先定义的基础形状的线性

设定的相对较小，也就是假定未知的形状

组合：

是在一个低维线性空间中。最近的许多研
究[ 32，41，43，44 ]，表明低维线性空
间不能满足拟合复杂模型的形状变化的
是一个从训

需求，例如，人的姿势。一个有研究价值

练数据中学习得到的基础的形状，同

的方法是使用一个完整的字典，表示一个

时 表示各基础形状的权重。通过这

未知的形状为一个字典中元素的稀疏组

种方法，重建问题转化为一个估计几

合。这种稀疏表示隐式编码的假设，使得

个拟合模型（3）在图像中的地标系

未知的形状近似表示为一组非线性形状

数问题，从而大大降低了未知数的个

的多样组合的子空间。

对于

数。

基于采用稀疏表示表示形状，后续的优

由于基础形状是预先定义的，所以
相机架位置和定义基础形状帧之间

化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未知形状的估
计问题：

的相对旋转和平移的需要考虑在内，
3D-2D 投影可由以下公式表示：
(7)
和

分别对应旋转矩阵

和平移向量。R 应在一个特殊的的正
交群中

其中

和

，即基数的凸替代。

表示 的范数
表示一个矩阵

的 Frobenius 范数。公式（7）分别表示
代价函数对应的重投影误差和稀疏形式。

方程（4）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公式（7）中的优化是非凸的，有一个
正交性约束。一个常用的策略是交替迭代
最小化算法，其中两步运用交替迭代：通

过求解

的最小化问题固定𝑹𝑹¯并更

数有关 NRSfM 的研究中[ 9，29 ]。正如在

新𝒄𝒄的值；固定𝒄𝒄并使用一定的旋转表

[ 38 ]中所提到的，增强的线性空间可以

示如四元数，指数映射或流形表示来

表示由三维形状模型投影到图像平面产生

更新𝑹𝑹¯。需要注意的是 Procrustes

的任何二维形状，但自由度的增加，可能

方法不能直接应用在这里，因为

会导致无效的形状。在这项研究工作中，

不是一个完整的旋转矩阵，一

我们尝试通过加强在基形状的数目上执行

般不存在封闭的解决方案[ 17 ]。因

的正交约束和稀疏约束，以减少产生无效

此，整个算法可能会陷入局部最小，

的形状的可能性。我们将证明，这些限制

从而远离全局最优解。

可以方便的通过最小的凸化方法施加。

3.2 提出模型

接下来，在（10）中我们将通过其凸对

我们提出了下面的形状空间模型：

应考虑正交约束。以下引理已被证明在文
献[ 23，3.4 ]：
引 理

1.

Stiefel

=
每一个基础形状都有一个旋转量。
公式（8）隐式地解释了视角变化，投
影的二维模型表示为：

流 型 凸 包

𝒬𝒬

等于单位谱范数球转换

(𝒬𝒬) =

.

指矩阵 X 的

谱范数（又名诱导范数），它被定义为 X 的
最大奇异值。
基于引理 1，我们有以下命题：

(9)
产生于 和 的前两行，满足

命 题 1. 给 定 一 个 标 量 𝑠𝑠 ， 它 的 凸 包

𝑠𝑠

等于半径为∣𝑠𝑠∣:

conv (𝒮𝒮)= {𝒀𝒀 ∈

∣

≤∣𝑠𝑠∣}

的谱范数球。

使用模型（8）和（9）的目的是实现
线性表示二维的形状变化，这样，我
们可以摆脱双线性形式（6）。对于凸
规划来讲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模型（9）与现有的研究[ 38，5 ]

证明是简单的，因为𝒮𝒮和𝒬𝒬之间有一个
𝒀𝒀 = 𝑠𝑠𝑿𝑿的线性映射关系。
因此，通过

在（10）中给出

了严格的凸松弛的约束。

中的仿射形状模型等价，它使用一个

最后，我们使用改进的松弛正交性约束

增强的线性空间来表示二维的形状变

和假定稀疏表示的形状模型，采用减少在

化引起的物体内部的形状变形和外部

无噪声的情况下恢复系数向量的 ℓ1 范数

的视点变化。这种表示也出现在大多

异值向量的范数

，这将同时收缩矩阵

的范数向零，并使其奇异值相等。因此，
通过谱范数的最小化，我们不仅可以减少
使用的基础形状的数目，也可以使每个变
换矩阵是正交的（正交矩阵具有相等的奇
这显然等价于以下问题：

异值）。
3. 在实践中，我们通过考虑可见地标的
重投影误差可以估计

，即（13）的第

一部分的一个二进制权重矩阵。因为其
位置是已知的基础形状，所以丢失的地
标可以在重建的形状模型的基础上得
到。
（12）中的规划是通过最小化谱范数

3.3. 重建

来估计一组正交矩阵的逆线性问题，。

(13)解决后，我们通过估计 恢复 和

有趣的是，使用该凸规划的精确恢复

，并通过(8）重建其三维形状。具体而

条件已在[ 13 ]中进行了理论上的证

言就是

明。我们将提供计算结果，以证明在

和

。注意，

也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为

第 5.1 节的准确恢复特性。

了消除歧义，我们假设认为

考虑实际应用中的噪声，我们可以解

形状字典时施加该约束。最后， 的第三

决：

行是由 中行的交叉乘积产生。

，在训练

4. 优化
4.1. 谱范数逼近算子
我们最后规划形式（13）是一个惩罚
最小二乘问题。我们有以下备注：

在使用特定的算法来解决（13）之前，
我们首先证明以下命题，这将作为我们的

1.(13)是可以在全局范围内得到解

算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决的凸规划问题。我们将在第四节提

命题 2. 以下问题的解决方案

供一个有效的算法。
2．注意

在上述公式表示一个矩阵

的谱范数而不是一个向量范数 ℓ2。正
如我们将在 4 节中展示的，一个矩阵
的谱范数极小化等价于最小化的奇

由式子
,

和

写（13）如下

给出
分别表示 的左奇异向量、

右奇异向量和奇异值。

是矢量到单

位 ℓ 范数球的投影。
证 明 . 问 题 （ 14 ） 是 一 个 近 端 问 题
[ 30 ]。与函数𝐹𝐹相关联的近端问题定
义如下：

用

我们定义
,…,

,…,

为

的列向量，

为 的行向量

（19）的增强拉格朗日表示形式为：

表示该解决方案并定义邻近

算子𝐹𝐹.
针对问题（14），
其中

表示

,
的范数。𝐹𝐹是一个作用

其中 Y 是一个双变量，𝜇𝜇是一个控制优化步
长的参数。然后进行，交替的拆解直到收
敛：

于矩阵的奇异值的谱函数。基于谱函
数的性质[ 30，第 6.7.2 节]，可得

其中， 表示

的范数。

范数的临

对于(21)中的步骤，我们可得：

近算子可以由 Moreau 进行分解[ 30，
第 6.5 节]：

可以得出 范数是

范数的对偶范

数。
4.2 算法
我们提出算法来解决（13）。在无噪
声的情况下，
（12）也可以用同样的方
法解决。我们的算法实现基于交替方
向乘子法（ADMM）[ 8 ]和近似算子的
谱范数。
我们首先引入一个辅助变量 Z 并重

其中 是

的第 列，因此，我们可以

通过解决基于命题 2 的近端问题来更新
:

和

对 于 (22) 中的步 骤 ，
是一 Z 的个二次形式，并具有以下封

，我们使 作

为 输 入 ， 解 决 (12) 来 估 计

。如果

，其中，连接

闭形式解：

形成

， 是算法估计量。
它可以证明在（21）到（23）中由
ADMM 迭代产生的值序列，收敛至原问
题（19）[8]的最优解，在（19）[ 8 ]
，这也是原问题（13）的最优解。

图 1 为在变量𝑝𝑝（地标的数量）和𝑧𝑧（稀
疏的基本系数）两个变量作用下的精确恢
复的频率，这是通过评估超过 10 个随机生
成的实例得出的。请注意，未知数的数目
（6K）是远远大于方程的数目（2P）。本文
提到的凸规划可以完全解决该下三角形区
域频率等于 1 的问题，在下三角区域在地
标数目足够大的并且系数是稀疏的。这表
明凸松弛的作用，它被证明在各种逆问题
的处理中是可行的，例如，压缩感知[ 11 ]
和完成矩阵[ 10 ]。在更复杂的情况下上
三角区的性能将会下降。这一现象类似于

图 1. 合成数据的精确恢复频率

压缩感知的相变，其恢复概率也取决于观
测结果和底层的信号稀疏度[ 16 ]。

5. 实验
5.1. 模拟仿真
我们的目的是探讨谱范数最小化
（12）是否可以解决基于无噪声的情
况下的稀疏性和正交性的先验知识的
不适定逆问题。
更具体地说，我们随机模拟 K 个输
入采样独立并遵循（0，1）正态分布
基础形状 ,…,

（p 是变化

的 ， K= 50 ）， 同 时 模 拟 旋 转 矩 阵
,…,

以及系数 ,…,

。只有随

机选择的系数 Z 是符合（0，1）均匀
采 样 分布的非零的值。接下来 ，得

图 2. 15 个 d 动作的动作捕捉数据集序列的平均重构
误差。用三种方法进行了比较：
“凸”表示凸规划的方法；
“交替”方式表示交替最小化方法；“PMP”代表[32]中
提到的方法。

表 1. 三名个体的动作捕捉数据集序列的平均误差

5.2. 应用
5.2.1人体姿态估计
在以往的工作中，稀疏的形状表示

图 3. 估计误差对运动捕捉数据的盒装图（主体 15）的
方法（“凸”），交替最小化（“候补”）和交替最小化由凸

的三维人体姿势恢复的适用性已经进

方法初始化（“交替+”）

行了深入的研究[ 32，35，18 ]。在

我们一种广泛使用在字典学习中的策略

本文中，我们的目标是说明提出的的

[27]：均匀地从训练数据选择K种形状，通

凸规划与以前的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交

过交替更新 和

替最小化的相比的优点。

来初始化字典。我们使用如图4所示的15

我们对动作捕捉数据集[ 1 ] 进行评

个关节模型，并设置K为64

价，使用主体86的序列作为训练数据，

的本地解决方案（27）

我们将我们所提出的方法与

使用从主题13、14、15提取的序列作

Ramakrishna 等 人 提 出 的 预 计 匹 配 追 踪

为测试数据。所有选定的个体进行了

（PMP）

大量的运动，如跑步，跳跃，拳击，

交替最小化方法，通过使ℓ1最小化和流形

相对比。我们还实现了一个

篮球等，因为有成千上万的训练形状， 优化来更新位姿参数 来交替更新的形状
使用所有的基本形状是不切实际的。

参数𝒄𝒄，从而解决模型（7）中的问题。该

对于我们的方法而言，我们解决以下

流形分析是由Stiefel流形的信赖域算流

问题来建立一个学习形状字典：

形，使用manopt工具箱[ 7 ]来更新 。交
替最小化是通过训练形状的平均形状初始
化的。对于所提出的方法和交替最小化方
法，我们为所有序列设置正则化参数为𝜆𝜆 =
0.1。

表示训练形

重建误差是通过重建的形状和真实形状

状的（Procrustes方法对齐）， 表示

的相似变换的欧氏距离来进行评估的。14

第j个训练形状的第i个系数。

个测试序列在15个测试中的平均误差如图

是学习的基础形状，

2所示。这个主题是在不同的序列中进行各
1该代码可以通过作者的网站下载：
http://www.cs.cmu.edu/˜vramakri/research.html

种各样的活动[ 1 ]。凸算法显然优于

5.2.2汽车重构

替代方法，并对所有序列都具有稳定

我们使用最近公布的精确的三维汽车数

性。表1中给出了每个对象的所有序列

据集[ 26 ]证明了所提出的方法的适用性，

的平均误差。

数据集中提供了汽车的图像、二维地标、

要验证的交替最小化取决于初始

标注和相应的三维模型。我们将15辆车的

化，我们用我们的方法的解决方案初

3D模型作为形状字典，试图从可见的地标

始化交替最小化。主题15的结果如图3

图像的标注中重建其他汽车的三维模型

所示。通过使用更好的初始化，有较

（每个图像有40个标注点）。在数据集中作

小的方差，交替最小化的误差明显下

者提供的图像为三维模型重建图像，而不

降。交替最小化和无凸初始化平均目

是真正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型。因此，我

标值分别为0.17和

。“替代+”的

们只展示了一些定性的结果。如图5所示，

准确性比凸规划差。这可能使得在（8） 我们的方法可以成功地构建各种模型如轿
的形状模型比原来模型（3）提供更多

车、SUV和皮卡。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在原

的自由度来表示复杂的变形的人类骨

来的图像上显示了替代方法的结果[ 26 ]，

骼。

它使用了透视相机模型和非线性优化的方

三个选定的帧的重建提出了可视化

法。替代方法是利用平均形状初始化，在

的图4。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方法都

轿车的例子效果良好，但在模型偏离平均

表现良好，在第一个例子中，形状（步

形状的SUV和卡车的例子中相对较差。类似

行）是接近的平均形状（直）。但替代

的结果也在先前的论文[ 26 ]中提及，作

方法的精度降低在其他2个例子，其中

者提出使用特定

的形状是远离的平均形状，而我们的

类的平均形状来进行更好的初始化。相反，

方法仍然得到有吸引力的重建。

我们的方法可以实现在任意初始化条件下

三个选定的帧的重建姿态如图4。我

结果都十分令人满意的效果。

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方法都表现良好， 5.3. 计算时间
在第一个例子中，形状（步行）接近

我们的算法在Matlab中实现和测试，计

的平均形状（直立）。但替代方法的精

算机配置为英特尔i7 3.4GHz处理器，8G

度降低在其他2个方法，其形状远离平

内存。在我们的实验中，ADMM算法一般在

均形状，而我们的方法能得到有较好

500个迭代内收敛，大约10−4。 在人体姿

的重建效果。

态估计的实验中，我们的算法的计算时间
是每帧0.33s，而交替最小化和PMP算法

2凸规划的目标是不同的，因此不比较。

[ 32 ] 分别是0.44s和3.02s。

图4. 人体姿态估计实例。从左到右的列分别对应于输入的2D地标，真实的三维姿态，
重建的方法产生的三维姿态，交替最小化产生的三维姿态，和PMP方法[ 32 ] 产生的三维姿态

图5.汽车重构实例。从左到右各列对应于输入的二维地标，二维拟合模型和所提出的方法的三维重
建、替代方法的结果[ 26 ]，分别。唯一可见的地标（∼40/每幅图像）用于形状拟合。三维模型是可
视化。从上到下的汽车模型分别是宝马5系列2011（轿车）
，日产Xterra 2005（SUV）和道奇Ram2003
（卡车）。

6. 讨论

复形状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总之，我们提出了一种方法，通过求

致谢：感谢以下补助支持：NSF-DGE-0

解一个凸规划将一个三维形状空间模型

966142,NSF-IIS-1317788,NSF-IIP-14

调整为相应的二维地标，并保证全局最

39681,NSF-IIS-1426840,ARLMAST-CTA

优。通俗地讲，我们采用增强的 3D 形状

W911NF-08-2-0004,ARLRCTAW911NF-10

模型来实现二维形状变化的线性变化，

-2-0016,ONRN000141310778.XiaoyanH

同时提出使用谱范数正则化来避免由谱

u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61103

范数增大引起的无效情况。

086和61170186）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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