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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eap Motion 的虚拟课堂手势交互方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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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飞速发展, Leap Motion 等体感传感器出现并被广泛地应用在人机交互中. 针对 Leap

Motion 体感控制器在识别范围边缘识别率低且识别速度慢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 Leap Motion 手
势交互方法. 该方法在定义的交互手势基础上, 设计了三维交互系统并应用到虚拟场景中. 系统首先通过 Leap
Motion 进行数据捕捉, 对获取到的红外图像采用深度神经网络进行特征提取并实现对手势的分类识别, 然后结合
Leap Motion 获取的手部坐标前后帧的变化来判断动态手势, 最终结合动态手势完成虚拟场景中的交互功能. 经过
实验验证, 本文手势识别方法无论是在识别速度还是识别精度上都优于 Leap Motion 自带的手势识别方法, 同时在
Leap Motion 识别范围边界处仍能保持较高的识别率.
关键词: 虚拟课堂; 虚拟现实; 手势交互; Leap Motion; 深度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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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ture Interaction Method in Virtual Classroom Based on Leap Motion
HU Fa-Li, GAO Quan-Li, WANG Xi-Han, LI Qing-Min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somatosensory sensors such as Leap Motion appear
and are widely used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a Leap Motion gesture interaction method based
on a deep neural network to re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Leap Motion somatosensory controller has a low recognition rate
and a slow recognition speed at the edge of its recognition range. In addition to the defined interactive gestures,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ve system is designed and applied to a virtual scene. Specifically, the system captures data with Leap
Motion, uses the deep neural network to extract features from the acquired infrared images, and implements gesture
class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Then, the changes in the hand coordinates between two adjacent frames acquired by Leap
Motion are utilized to determine dynamic gestures. Finally, the interaction function in the virtual scene is fulfilled by
investigating the dynamic gestures.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gesture recognition method is
superior to the built-in gesture recognition method of Leap Motion in both recognition speed and recognition accuracy.
Moreover, it still maintains a high recognition rate at the edge of Leap Motion’s recognition range.
Key words: virtual classroom; virtual reality; gesture interaction; Leap Motion; deep neural network

虚拟现实技术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

教学多以视频语音为主, 缺乏课堂沉浸感, 虚拟现实技

注, 在教育、军事、医疗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疫情

术的出现, 为远程沉浸式教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以来, 线上教学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教学方式, 但线上

但目前的虚拟课堂的交互方式主要有键盘、鼠标

①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 (2018YFB1004501); 陕西省重点产业创新链项目 (2020ZDLGY07-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61902300)
收稿时间: 2021-10-30; 修改时间: 2021-12-02; 采用时间: 2021-12-21; csa 在线出版时间: 2022-06-01

160 软件技术•算法 Software Technique•Algorithm

2022 年 第 31 卷 第 8 期

http://www.c-s-a.org.cn

计算机系统应用

以及手柄等, 这些交互方式形式单一, 难以完全满足人

势进行准确的识别. 王粉花等人[17] 在 YOLOv3-tiny 的

们沉浸式体验的需求[1]. 为增强虚拟课堂的人机交互体

基础上进行算法改进, 较大地提高了手势识别速度. 常

验, 人们不断探寻新的交互方式如手势、语音、人脑

建红[18] 提出一种改进的 Faster R-CNN 的手势识别算

控制等. 其中, 手势在传达信息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法, 该算法通过两阶段目标检测方式提高了常规手势

是人体与外界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 不同的手势代表

的识别准确率, 然而在检测速率上可能慢于一阶段目

着不同的信息. 因此, 可以利用手势交互达到在虚拟地

标检测方法. 胡鹏程[19] 采用 LSTM 来构建循环神经网

理课堂中自然交互的目的, 体验全新的课堂模式.

络用于识別时序数据, 实现了动态的手势识别, 但
LSTM 的网络较深计算复杂非常耗时. 吴晓凤等人 [20]

1 相关工作

通过修改 Faster R-CNN 框架的关键参数并提出扰动交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人们已经开始通过数据手套

叠率算法, 进一步提高了识别准确率. 然而, 这类基于

上的传感器来获取人的手势信息. 这种方式具有识别数

深度学习的算法通常采用 RGB 图像, 对复杂背景的识

据精准、速度快的优点, 但数据手套价格十分昂贵, 并且

别鲁棒性相对较弱. 同时多数算法仅仅识别手势所包

[2]

穿脱不方便, 影响使用者的操作体验 . 随着虚拟现实

含的语义信息, 无法获取当前手的空间位置.

技术的飞速发展, Leap Motion 和 Kinect 等体感传感器

本文针对 Leap Motion 在识别范围边缘识别率低

出现并被应用在手势识别中, 这类设备使用计算机图

以及识别速度慢的问题, 将 Leap Motion 精确手部空间

像处理技术, 对传感器获取到的图像或视频进行特征

位置追踪与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手势识别相结合, 提

[3,4]

提取和手势识别, 为手势交互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林书坦等人

[5]

.

出了一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手势交互方法. 该方法

基于 Leap Motion 构建了一套手写

设计和定义了一套交互手势, 通过基于深度神经网络

数字系统, 通过建立手部模型来判定用户所指示的数

的目标检测框架识别 Leap Motion 采集到的红外图像,

字, 该方法具有较高的识别率. 2019 年, 金童等人

[6]

基

然后在手势识别的基础上设计了三维交互系统并将其

于 Leap Motion 捕捉手势的轨迹, 构建了一套可以用于

应用到虚拟场景中. 经实验证明, 该方法能够有效提高

空中书写和正确笔画顺序演示功能的汉字书写和识别

手势识别率和识别速度, 并且在 Leap Motion 识别范围

系统, 该系统解决了中小学生和外国友人汉字学习时

边缘仍具有较高的识别率, 实现在虚拟课堂中自然地

的枯燥感, 极大提高了交互体验, 但手势识别率有待提

进行人机交互.

高. 同年, 李菲菲

[7]

基于 Leap Motion 构建虚拟健身房

交互框架并将其应用于 Unity 3D 构建的健身房虚拟场

2 Leap Motion 的手势识别原理

景中, 使得虚拟健身房的交互体验更加逼真有趣. 然而,

Leap Motion 是一款用于手部姿态捕捉的体感控

该方法在手势识别速度上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制器, 该控制器具有体积小、售价适中、手部姿态识

[8]

针对陶瓷制作条件严苛的局限

别精度高的优点[21]. 设备内部有两个用于识别并接收

性问题, 采用 Leap Motion 开发了能够使用裸手交互

红外光反射回馈的球面摄像头, 另有 4 个负责提供光

的、具有良好沉浸感的虚拟现实陶艺体验系统, 但该

源的红外 LED, 其内部结构如图 1 所示.

2020 年, 林莹莹等人

方法对识别范围要求较高, 边缘处操作很不流畅. 虽然

光源透过顶层的滤光片后会被障碍物 (例如人

Leap Motion 对手部能够进行精准高效的追踪, 但是由

手) 反射回摄像头, 再经由内部集成的算法计算得出主

于 Leap Motion 的识别范围有限, 仅在传感器上方 25–

要部位 (如关节) 的相关坐标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经由

600 mm 的区域内有效. 因此当手部超出范围时, 这类

Leap Service 转发给用户的应用, 做进一步处理. Leap

方法会出现识别精度下降的问题.

Motion 最顶层的滤光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

近年来, 深度学习在图像分类、目标检测等计算
机视觉领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9–15]

, 因此许多研究人员

将深度学习应用在手势识别领域. 卢迪等人

[16]

过滤除波长在 940 nm 以外的其他杂波, 只容许自带红
外 LED 产生的红外光波进出, 所以 Leap Motion 控制

提出一

器并不需要其他的滤波器, 就能得到一个去除掉复

种基于深度学习的手势识别算法, 该算法采用改进的

杂背景的红外成像, 使得获取到的图像背景简单利于

目标检测框架 YOLOv4-tiny, 能够对视频图像中的手

识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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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运动判断阶段, 左手握拳右滑、右手握拳左滑、左
手五指伸开向上抬起、右手五指伸开向下放下、左手
食指伸出其他手指握拳点击、右手食指伸出其他手指
握拳点击. 手势设计对照如表 1 所示.
3.2 手势识别方法
本文手势识别方法采用 YOLOv5 目标检测框架并
在其基础上针对手势识别进行一定改进. 手势识别方
图1

法结构主要由输入端、backbone、neck 和 prediction

Leap Motion 内部结构

Leap Motion 可以实时检测跟踪传感器上方 25–
600 mm 的扇形区域内手部的空间位置和方向, 并建立
手的立体模型[23], Leap Motion 识别范围如图 2 所示.

四个部分组成, 其结构图如图 3、图 4 所示.
其中输入端输入的图像为 Leap Motion 采集的红
外图像, 利用 Mosaic 数据增强技术对图片进行拼接.
Mosaic 数据增强方法基本原理是读取原始数据集中 4
张图片, 对 4 张图片进行翻转、色域变换以及缩放等

+Y

操作, 然后按照 4 个方向的位置拼接在一起. 通过
Mosaic 数据增强, 能够丰富物体的检测背景, 提高网络
的鲁棒性. 由于手势操作需在 Leap Motion 有效范围内
+X
+Z

图2

进行, 操作时手势放置位置距离设备较近, 因此大部分
手势数据集的手势宽高比在 1:1.4 左右, 小目标检测相
对较少. 为了避免使用通用锚框参数在手势数据集上

Leap Motion 识别范围

造成漏检误检的情况, 达到最优检测效果的同时减少
先验的数量, 提高检测速度. 本文使用 K-means++算法

Leap Motion 是基于双目视觉的手势识别设备, 通

聚类手势数据集的 anchor boxes, 在 19×19, 38×38 两个

过两个摄像机来提取包括三维位置在内的信息进行手

尺度上各聚类生成 3 个锚框, 共 6 个锚框. 相比之前的

势的综合分析判断, 建立手部的立体模型. 由于需要进

9 个锚框能够有效减少锚框数量, 提升检测速度. 由于

行立体匹配, 复杂的立体模型需要大量的数据, 计算相

不同图片具有不同的长度和宽度. 因此需将原始图

[24,25]

对来说比较复杂

.

像统一缩放到标准大小, 并将其输入到网络中, 即自适
应图像缩放法. 本文采用缩减黑边的方式, 对原始图像

3 手势交互方法设计

自适应的添加最少的黑边, 提高目标检测和推理的

3.1 手势设计与定义

速度.

Leap Motion 设备仅支持预定义手势, 如: 挥手、

手势识别的 backbone 部分由 Focus 和 CSP 组成.

点击、画圈等, 这些预定义手势并不能满足本文交互

其中 Focus 主要实现对图片进行切片操作, 切片操作

场景的实际需求, 因此本文自定义手势进行交互. 手势

是指将数据切分为 4 份, 每份数据相当于 2 倍下采样

设计需要从用户体验、交互过程以及交互系统等方面

得到, 然后在 channel 维度进行拼接, 最后进行卷积操

综合考量. 本文对 30 名测试者进行手势设计调研, 通

作. 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信息损失有利于进行

过大量的用户手势实验反馈, 最后选定 8 个手势进行

下采样操作. CSP 模块中共有两种 CSP 结构 (见图 4),

交互. 本文手势交互过程分为两步: 第 1 步为单一手势

CSP1_X 结构带有残差结构应用于 backbone, 能够有

识别; 第 2 步为手势运动判断. 手势交互开始时会进行

效防止网络加深时所引起的梯度消失, 从而使得到的

开始确认, 若要切换手势则需进行切换操作. 交互过程

特征粒度更细. 另一种 CSP2_X 结构将主干网络的输

中的单一手势分别为左手握拳、右手握拳、左手五指

出分成了两个分支, 通过 concat 操作使网络对特征的

伸开、右手五指伸开、左手食指伸出其他手指握拳、

融合能力得到加强, 保留了更丰富的特征信息, 该结构

右手食指伸出其他手指握拳, 系统识别出手势后将进

应用于 neck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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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序号

手势

1

手势示例

计算机系统应用

手势设计对照表
运动情况

操作示例

手势意义

右手“OK”手势

—

—

开始

2

右手食指和中指伸出

—

—

切换手势

3

右手握拳

左滑

物体左转

4

左手握拳

右滑

物体右转

5

左手五指伸开

向上抬起

物体放大

6

右手五指伸开

向下放下

物体缩小

7

左手食指伸出其他手指握拳

点击

选中

8

右手食指伸出其他手指握拳

点击

更改样式

手势识别方法的 neck 部分采用 FPN+PAN 的结

预测部分的损失函数由 classification loss (分类损

构, 用于生成特征金字塔. 特征金字塔会增强模型对于

失函数) 和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loss (回归损失函

不同缩放尺度对象的检测, 丰富了特征图的表达能力,

数) 两部分构成. 采用 Focal Loss 评价目标框和预测

加强了网络特征融合的能力. 根据观察, 通过 Leap

框的类损失和置信度损失, 采用 GIoU_Loss 评价

Motion 采集到的红外图像中, 手的大小处在一定范围

bounding box 的位置损失. Focal Loss 损失考虑的是目

之间, 因此不需要针对较小目标进行检测. 在本文中,

标检测中正负样本严重不均衡的问题. 公式如式 (1)

为了进一步提高检测速度, prediction 部分只针对

所示:

19×19, 38×38 两个尺度进行.

FL(pt) = −(1 − pt)γ log(p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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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GIoU 是源自 IoU 的一种边框预测的损失计
算方法, 定义如式 (2):
GIoU = IoU −

(4)

其中, P 为关节点位移, (xi , yi , zi ) 为关节点在 i 时刻的空

C − (A ∪ B)
C

(2)

间坐标, (xc , yc , zc )为关节点在 c 时刻的空间坐标.
3.4 手势交互流程

其中, IoU 可以由式 (3) 计算得到:

本文的手势交互过程分为单一手势识别、动态手

|A ∩ B|
|A ∪ B|

IoU =

√
P = (xi − xc )2 + (yi − yc )2 + (zi − zc )2

(3)

势运动判断两个部分. 首先通过 Leap Motion 进行数据
采集, 并将获取到的红外图像输入到手势识别方法中

B 是预测框和真实框, GIoU Loss = 1 − GIoU.

进行特征提取进而实现对手势的识别与分类, 单一手

红外图像

上采样

CBL

图3

4. Prediction

势的识别结果将作为判断动态手势的重要条件. 手势
的运动情况通过对比前后帧位置变化进行判定, 图 5

CBL

SPP

3. Neck
CSP2-1

CBL

CBL
CSP1_3

CBL

CSP1_1

Foucs

1. 输入端 2. Backbone
304×304 152×152 38×38 19×19

为手势交互流程.
38×38
CSP2
-1

Con
cat

Conv

手势数据导入
19×19

CSP2
-1

Con
cat

开始

Conv

手势运动

否

Leap Motion
数据捕捉

手势识别方法结构图

手势存在
CBL

=

Conv

Leaky
ReLU

BN

获取 Leap
Motion
红外图像

Slice
Slice

Resunit =

CSP1_X =

CBL CBL

Add

Resunit
Resunit

CBL

Con
cat

Focus
Slice

是

CBL
否

特征提取

判断单一手势

Slice
Conv

X 个残差网络

获取手的坐标

Con
cat

BN

Leaky
CBL
ReLU

手势分类识别

Con
cat

BN

Leaky CBL
ReLU

手势验证
识别

Conv
CSP2_X =

CBL

CBL

判断运动情况

Conv

2×X 个
Conv

图4

部分组件详细结构图

3.3 动态手势判断方法

是

进入手势
模块任务

手势识别
数据输出

是否完成

考虑到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手势识别方法只

否

是

能识别图像信息, 并不能体现手部的空间位置信息, 而

结束

Leap Motion 能够获取手部结构的关节点信息, 故本文
将结合 Leap Motion 获取到的手部关节点信息来进行

图5

手势交互流程

动态手势的判断. 手的运动是通过对比当前帧与之前

其中手势模块任务分为 6 个模块, 分别为判断是

特定帧得到的, 通过对比前后帧的数据来判定手的运

否左手握拳右滑、判断是否右手握拳左滑、判断是否

动变化, 本文主要通过判断手部关节点的位移来判断

左手五指伸开向上抬起、判断是否右手五指伸开向下

手势的运动情况.

放下、判断是否左手食指伸出 (其他手指握拳) 点击、

Leap Motion API 提供手部模型的关节点坐标, 通

判断是否右手食指伸出 (其他手指握拳) 点击, 若判断

过计算两个时刻关节点之间的欧氏距离, 计算公式如

结果为真, 则做出对应的物体左转、物体右转、物体放

式 (4), 可以描述手势运动的空间移动信息.

大、物体缩小、选中物体、更换物体风格的相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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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设计

多次实验测试对比, 决定将其中 80% 的图片用来训练,

4.1 实验平台

20% 的图片用来测试. 同时利用 Leap Motion 官方网站
提供的开发文件来获取手部坐标数据.

本文实验在 PC 机上完成, PC 配置为 Windows 10
操作系统, 处理器为 Inrel(R)Core(TM)i7-9700k, 内存
32 GB, GPU 为 NVIDIA GeForce GTX 1 080, GPU 内存
为 24 GB, Unity 版本为 2 018.4.16, 以及一台 Leap Motion.
4.2 实验数据
手势识别的实验数据为 Leap Motion 采集到的红
外图像. 数据集共采集 26 000 张, 包括 8 种手势, 手势
数据采集过程如图 6 所示, 手势示例如图 7 所示. 经过

(1) 开始

(2) 切换手势

图6

(3) 右手握拳左滑 (4) 左手握拳右滑

图7

(5) 左手五指
伸开向上

手势数据集采集过程

(6) 右手五指
伸开向下

(7) 左手食指
点击

(8) 右手食指
点击

手势示例

的手势识别方法进行实验对比, 然后在虚拟场景下进

4.3 数据集标签的标定
通过使用 LabelImg 工具对红外图像中的手势进行

行手势交互实验. 本文的交互场景为虚拟地理课堂三

逐一标注, 并生成相对应的.txt 文件, 文件内包含手势

维系统, 系统使用 unity 游戏开发引擎, 能够使学生沉

类别、归一化的标注框的中心坐标 (x, y), 归一化的标

浸式体验高仿真虚拟课堂, 本文选取《认识地球》一

注框的宽和高 (w, h). 归一化公式如式 (5)–式 (8) 所示:

课, 通过完成相对应的手势操作实现地球仪的放大、

xmax + xmin
2width

(5)

ymax + ymin
y=
2height

(6)

w=

xmax − xmin
width

(7)

h=

ymax − ymin
height

(8)

x=

缩小、旋转、点击地球仪选中地图板块、点击地球仪
更换地球仪风格的操作, 如图 8 所示.

(a) 地球仪右转

(b) 地球仪左转

(d) 地球仪缩小

(e) 更换地球仪风格

(c) 地球仪放大

4.4 数据增强与数据预处理
本文在采取一定数量的数据之后对数据集进行数
据扩增. 利用数据增广技术如平移、缩放、对比度变
换, 添加噪声等, 将数据集扩充到 26 000 张, 同时对数
据进行预处理工作: 利用 Mosaic 数据增强技术对图片

图8

(f) 选中板块

虚拟场景交互

进行拼接; 使用 K-means++算法进行聚类生成锚框, 以
及采用缩减黑边的方式, 对原始图像自适应的添加最

5 实验结果及分析

少的黑边等.

5.1 手势识别效果分析

4.5 实验过程
本文首先对 YOLOv5 手势识别算法和本文改进过

实验使用平均精度均值 (mean average precision,
mAP) 作为评价标准, 它综合考虑了查准率和查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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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平均精度均值首先需要考虑计算每一个物体类别的平
均精度 (AP), AP 是计算某一类 P-R 曲线下的面积,

0.8

mAP 则是计算所有类别 P-R 曲线下面积的平均值. 本
文对比了 YOLOv5 手势识别算法与本文手势识别方法
Precision

的 mAP 值、处理时间以及 P-R 曲线如表 2、表 3、
图 9、图 10 所示.
表2

0.6

0 (0.981)
1 (0.995)
2 (0.996)
3 (0.996)
4 (0.996)
5 (0.986)
6 (0.996)
7 (0.996)
All classes (0.993) mAP@0.5

0.4

不同手势识别方法平均 mAP 对比
手势识别方法

mAP

YOLOv5手势识别算法

0.989

本文改进的手势识别方法

0.993

0.2

0
0

表3

0.2

不同手势识别方法处理时间对比 (ms)

0.4

0.6

0.8

1.0

Recall

手势识别方法

预处理时间

推理时间

YOLOv5手势识别算法

0.2

5.8

本文改进的手势识别方法

0.1

5.6

图 10

本文手势识别方法的 P-R 曲线

评估分类器性能好坏的方法是观察 P-R 曲线, 如
果 Recall 值在增长的同时, Precision 的值能够保持在

1.0

一个很高的水平, 说明分类器的性能较好, 相反性能比
较差的分类器可能会损失很多 Precision 值才能换来

0.8

Precision

Recall 值的提高. 从图 9、图 10 可以看出, 本文手势识
别算法的 P-R 曲线比 YOLOv5 手势识别算法的 P-R

0.6

曲线更稳定, 即在 Recall 值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Precision
依然能保持较高的值. 而 YOLOv5 手势识别算法在

0 (0.969)
1 (0.996)
2 (0.991)
3 (0.994)
4 (0.995)
5 (0.979)
6 (0.995)
7 (0.993)
All classes (0.989) mAP@0.5

0.4

0.2

Recall 值不断增加的过程中损耗了更多的 Precision 的
值. 因此本文改进的手势识别方法分类效果更好, 有明
显的改善效果.
5.2 手势交互效果分析

0
0

0.2

0.4

0.6

0.8

1.0

Recall

图9

YOLOv5 手势识别算法的 P-R 曲线

为了验证本文手势交互方法的有效性, 本文设计
了两个实验方案: 方案一为本文的手势交互方案; 方案
二为使用 Leap Motion 自带的手势交互方案. 随机选

通过分析表 2、图 9、图 10 可以发现, 本文手势

取 10 名被试者进行实验, 实验者在未被告知系统差别

识别方法的平均精度值比 YOLOv5 算法的平均精度值

的情况下, 单个手势分别通过两个方案进行实验, 记录

高, 单个手势的识别精度 (即 P-R 曲线下的面积) 也比

每种手势交互 20 次所需时间以及每种手势的识别成

YOLOv5 算法的识别精度高. 说明本文使用 K-means++

功率.

聚类算法重新生成的锚框大小比通用的锚框大小更适

通过观察图 11、图 12 不同手势交互方法完成交

合本文的手势数据集, 从而使网络对目标的检测变得

互所需时间以及每种手势的识别成功率可以发现, 使

更加准确, 减少了漏检和误检的次数.

用 Leap Motion 自带的手势交互方法所需要的时间更

从表 3 可以发现, 本文改进过的手势识别算法的

长、每种手势的识别成功率更低.

数据的预处理时间以及推理时间更短. 这是由于本文

Leap Motion 是基于双目摄像头进行深度成像, 根

仅在 19×19 和 38×38 两个尺度上进行预测, 锚框数量

据双目信息推算出深度, 然后从深度图得到手部模型,

由原来的 9 个变为 6 个, 锚框数量的减少大大提高了

最后利用关键点信息识别手势. 由于 Leap Motion 是对

识别速度, 从而更好实现实时识别的效果.

手部关键点进行检测, 所以对于手指重叠的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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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准确捕获, 建立的模型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偏差,

优于 Leap Motion 自带的手势识别方法, 具有较好的识

出现两只手指识别成一只手指的情况, 尤其在范围边

别效果,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手势识别交互方案的优越性.

界, 手势识别率下降, 出现剧烈抖动, 影响操作体验.
350

6 结束语

315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 Leap Motion

时间 (ms)

300
246

250

手势交互方法, 设计出一套交互手势, 将深度神经网络

200
150

运用到手势识别当中,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三维交互

100

系统将其应用到虚拟场景中. 通过实验对比发现, 本文

50

的手势识别交互方法无论在识别精度还是识别速度上

0
Leap Motion 自带方法

图 11

都优于 Leap Motion 自带识别系统, 并且在 Leap Motion

本文方法

识别范围边界处仍能保持较高的识别率. 未来, 会进一

不同手势交互方法完成手势所需时间

步增加复杂动态手势的研究, 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
0.9
0.9
0.95
1
0.95
0.9

本文方法

交互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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