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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Kinect和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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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康复训练方法主要采用辅助按摩的方式进行，要求在专业地点进行，训练治疗过程单调乏味，而且存

在训练效果和训练强度无法准确评价的缺点。因此，本文将 Kinect和虚拟现实结合起来，开发出一种基于 Kinect和
虚拟现实的康复训练系统，实现患者在家或者社区里就能进行康复训练，同时提高训练效果并对训练效果进行评估，

为患者的下一步康复治疗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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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System
Based on Kinect and 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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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method is mainly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auxiliary massage, which is
required to be carried out in a professional place. The training and treatment process is monotonous, and there are
disadvantages that the training effect and training intensity can not be accurately evaluated. In order to overcome some
shortcomings, Kinect was combined with virtual reality, and a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system based on Kinect and virtual
reality was developed, so that patients could carry out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t home or in a community. At the same time, it
improved the training effect and evaluated the training effect so as to provide the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patient's next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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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加剧，高血压、脑卒中、老年痴呆等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统计

结果表明，70%85%的脑卒中患者会伴随产生一定程度的运动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2]。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大量重复性和高密度性的康复训练可以使得患者的身体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恢

复，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其生活、工作和学习能力[3]。传统的康复训练方法主要采用辅助按

摩的方式进行，要求在专业地点进行，训练治疗过程单调乏味，而且存在训练效果和训练强度无法

准确评价的缺点。为了克服传统康复训练方法的缺点，将 Kinect和虚拟现实结合起来，开发出一种

基于 Kinect和虚拟现实的康复训练系统，实现患者在家或者社区里就能进行康复训练，同时提高训

练效果并对训练效果进行评估，为患者的下一步康复治疗提供决策依据。

1 康复训练系统设计

1.1 系统构成

图 1 基于 Kinect和虚拟现实的康复训练系统

Fig.1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system based on Kinect and virtual reality
基于 Kinect和虚拟现实的康复训练系统组成模块如图 1所示，主要包括如下模块[4]：

（1）传感器数据采集模块：负责数据采集和数据转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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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台实时数据处理模块：负责数据处理、数据存储和数据输出等功能；

（3）虚拟老师标准动作模型库模块：负责指导患者训练动作的示范、选择和训练模式的选择等

功能；

（4）患者动态形象虚拟化模块：负责患者训练动作的虚拟化等功能；

（5）网络交流模块：负责患者训练数据对的加载和上传、医生下载训练数据。

该系统主要功能结构如图 2所示。

图 2 系统结构功能图

Fig.2 Function of the system structure

1.2 开发平台

该系统软件基于 Visual Studio 2015环境开发[5]，传感器[6]采用 Kinect for Windows SDK V1.6，患

者训练端采用Windows窗体应用程序，网络服务端和客户端采用 ASP.NETWeb应用程序[7]。图 3所
示表示不同训练场景图。

图 3 训练场景图

Fig.3 Training scene

1.3 网络设计

康复训练系统的网络交流模块主要分为患者登录客户端和医生登录客户端，基于 VS2015 的

ASP.NET实现设计。主要功能包括患者可以浏览医生的反馈信息和相关网站，医生根据患者编号提

交训练信息、评价和建议。

2 模块设计

2.1 传感器数据采集模块

Kinect传感器通过黑白光谱的方式来感知环境，通过生成深度图像流[8]，实现周围环境的 3D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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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复现。通过 Kinect传感器可以得到 20点二维人体骨架投影如图 4所示。通过骨架投影信息可以提

取人体运动特征和姿态特征。

图 4 二维人体骨架投影图

Fig.4 2D projection of the human body skeletons

2.2 后台实时数据处理模块

通过 Kinect传感器采集患者训练数据并进行预处理，之后系统将对患者的运动数据进行实时自

动评分，通过计算相应关节连线的夹角，提取关键动作并进行评分。

2.3 标准动作模型库模块

该系统用户训练模式包括标准模式和高级模式，其中标准模式包含 4 个动作，动作顺序和数量

不能删减；高级模式包括 5个动作，动作顺序和数量可以自定义设置。用户训练时，可以根据虚拟

老师动作进行训练，系统将用户的动作和虚拟老师动作进行对比并评分，训练结束后，给出综合评

价，并为患者下一步康复训练提供相应的建议和意见。

2.4 患者动态形象虚拟化模块

康复训练系统通过 Kinect传感器每秒采集 30帧数据，并将患者进行虚拟化映射——动态实时火

柴人[9,10]，其映射结果如图 5所示，系统根据用户和虚拟老师之间的差异进行动态调整。

图 5 Kinect人体虚拟化节点

Fig.5 Kinect human virtualization nodes

2.5 网络交流模块

网络交流模块基于 VS2015的 ASP.NET实现设计。主要功能包括患者可以浏览医生的反馈信息

和相关网站，医生根据患者编号提交训练信息、评价和建议，患者登录客户端如图 6所示

图 6 患者登录客户端界面

Fig.6 Interface of patient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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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实现

该训练软件系统主要采用模块设计[11]，主机程序包括主程序、Kinect初始化、图像识别、串口

通信等，基于 VS2015和 Kinect for Windows SDK V1.6，系统程序流程如图 7所示。

（a）主程序 Main program （b）从程序 Subordinative program
图 7 系统程序流程图

Fig.7 Flow chart of the system programs
Kinect将采集到的患者训练图像信息（动作特征和姿态特征）传送给上位机[12]，上位机经过图

像处理和虚拟化映射后识别出人体动作并输出结果。

虚拟老师和患者训练实时对比图，其中，图 8 左图表示虚拟老师肘关节屈曲动作引导，图 8右
图为患者的虚拟化火柴人。大量实验结果表明，该康复训练系统可以使得患者的身体功能得到最大

限度的恢复，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其生活、工作和学习能力

图 8 虚拟老师和患者训练实时对比图

Fig.8 Real-time comparison of virtual teacher and patient training

4 结 论

为了克服传统康复训练方法的缺点，将 Kinect和虚拟现实结合起来，开发出一种基于 Kinect和
虚拟现实的康复训练系统，实现患者在家或者社区里就能进行康复训练，同时提高训练效果并对训

练效果进行评估，为患者的下一步康复治疗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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