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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移动终端的新型计步方法

黄　政　韩立新　肖　艳
（河海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０）

摘　要　近年来，随着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技术的发展以及智能手机和穿戴设备的普及，生物信号处理以及模式识

别成为工程领域的热门话题．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适宜的身体锻炼和健康医疗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计步器

作为一种运动检测设备进入到人们生活中，同时智能手机上有计步功能的应用软件得到普及，但是目前的计步算

法不能很好地去除人们生活中产生的噪声，影响计步精度，该文提出了一种高精度计步方法，目标是去除计步算法

中的噪声，减少其他因素对计步的影响．该计步方法基于智能手机中加速度传感器的三维离散信号，对三维信号进

行分析，提取信号中的特征，最终高精度地统计人行走的步数．该文首先对加速度传感器三维信号的选取进行了讨

论，采取平滑滤波算法对信号进行去噪，接着提取信号中的特征并使用 Ｍ５算法对信号进行分类，最终对有效信号

采取动态时间归整（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ｉｍｅＷａｒｐｉｎｇ，ＤＴＷ）算法进行计步．该文最后对此计步方法的精度和抗干扰能力进

行评测，证明该方法在统计步数上具有较高的精度和抗干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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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健身日益受关注，各种各样的计步设备逐

步进入人们的生活．它们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定制

类，该类是厂商专门为了实现计步功能而生产的计

步器，功能单一，数据采集以及步数统计由专门的硬

件完成，计步稳定，但需要购置专门设备；而另一类

是应用类，该类是在智能手机上安装具有计步功能

的应用以及在一些穿戴设备上实现计步功能，计步

功能主要由程序实现，基于移动操作系统，借助手机

和穿戴设备的加速度传感器，只要算法合理并安装

在合适的设备上，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而不需要额

外的设备．Ａｌｉ和Ｇｅｏｒｇｅ
［１］以及Ｉｓｈｉｄａ等人

［２］设计

了可以嵌在鞋内的计步器，用于检测人体的运动状

况．苹果公司也和耐克合作，推出了 Ｎｉｋｅ＋ｉＰｏｄ

ＳｐｏｒｔＫｉｔ产品，便于用户统计运动步数同时精度也

比较高．这两个产品都属于定制类计步器．现在厂商

还在定制的计步器中加入了手表、手电筒、ＭＰ３、测

心率等功能，使定制类计步器具有更高的实用性．应

用类计步器主要有“Ｍｏｖｅｓ”、“春雨计步器”、“乐动

力”、“ＬｏｖｅＦｉｔ”等．采用这类计步器的穿戴式设备有

三星的ＧａｌａｘｙＧｅａｒ、苹果发布的 ＡｐｐｌｅＷａｔｃｈ、谷

歌发布的ＡｎｄｒｏｉｄＷｅａｒ等，同时国内也出现了很多

智能手环，如咕咕智能手环、小米手环等．手机和穿戴

设备的传感器种类多样、参数不一，并且移动操作系

统需要提供资源给其他进程，这些都是计步功能潜在

的不稳定因素，要使一个应用在所有手机和穿戴设备

上都能保持高精度的计步功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无论是计步器还是智能手机和穿戴设备上具有

计步功能的应用，数据都来自于加速度传感器，通过

计步算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最终得到一定时间段内

行走的步数．计步算法的好坏直接影响计步的准确

度，一个好的计步器误差率应当控制在５％以内．传

统的计步方法大多单纯采用信号处理的方法，分析

采样数据并使用信号处理算法对数据处理然后统计

步数，但使用计步器或者智能设备进行计步的时候，

用户的行为是不确定的，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噪声，具

有很大的随机性，常用的信号处理方法在处理随机

数据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计步器常用的阈值

法，这种方法是判断加速度是否超过一定阈值，只有

超过一定的阈值才开始计步，当计步器或者智能设

备晃动很大的时候，加速度值也会超过阈值，此时则

需要增加更多的判定条件以达到去除噪声的目的，

而在设计计步算法时却无法考虑到用户的所有情

况，从而在计步时可能产生较大的误差．

因为目前计步算法存在以上缺陷，本文提出了

一种基于 Ｍ５算法和动态时间归整（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ｉｍｅ

Ｗａｒｐｉｎｇ，ＤＴＷ）算法的的计步方法———Ｍ５＿ＤＴＷ

计步方法．通过对人们日常行为数据的采集，提取加

速度数据中的特征，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训练得到分

类模型；计步时，将得到的加速度时间序列输入到训

练的模型中，对当前的时间序列进行分类［３］．处于行

走或者跑步状态才开始进行计步，处于其他状态不

进行计步，在统计步数时采用ＤＴＷ 算法，这使得在

统计步数的同时进一步去除噪声的影响，提高了计

步的准确度．该方法将机器学习分类算法应用到计

步方法中，通过对采集到的加速度数据提取多个特

征，用特征标识当前运动状态，在统计步数时，采用

Ｍ５分类算法，根据特征对采集的加速度数据进行

分类，确定当前所处的运动状态．如果当前状态需要

统计步数，则统计步数，否则不做任何处理．该方法

能够很好地去除计步时的噪声，具有较强的抗干扰

能力，尤其是一旦判断出当前处于不需要统计步数

的状态，则不会统计步数，完全屏蔽掉噪声影响，同

时再结合常用的ＤＴＷ 算法进行步数统计，在保证

计步高准确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计步的抗干

扰能力．

本文第１节介绍研究背景；第２节对目前国内

外计步算法的相关工作进行分析；第３节介绍一种

基于 Ｍ５算法和ＤＴＷ算法的计步方法（Ｍ５＿ＤＴＷ），

包括数据预处理、平滑滤波、特征提取及训练、相似

度匹配４个过程，并用伪代码对 Ｍ５＿ＤＴＷ 进行描

述；第４节实现 Ｍ５＿ＤＴＷ 并进行实验，通过与其他

的计步设备和应用比较，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评估

本计步方法的有效性和抗干扰能力；第５节对本文

进行总结．

２　相关工作

计步器最早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

设计了第１款机械式计步器，该计步器由３个齿轮

构成［４］，这种通过机械原理设计的计步器称为机

械式计步器．而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１９６５年，日

本的Ｙａｍａｓａ等人
［５］发明万步计，计步器由此进入

电子时代．随着集成电路以及信号处理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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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样的计步器层出不穷，比较知名的品牌有日

本的卡西欧（Ｃａｓｉｏ）、美国的安康盟（Ａｃｕｍｅｎ）等．随

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各式各样的计步应用被开发出

来，例如“春雨计步器”、“乐动力”等．而近几年出现

了越来越多的手腕式设备，这些设备也集成了计步

功能，可以记录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运动量，例如耐克

推出了Ｆｕｅｌｂａｎｄ运动腕带，Ｂａ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发布了健

康追踪手表ＢａｓｉｓＢ１等．

在计步算法上，很多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早期

提出的算法有阈值法和波峰检测法．由于早期的计

步器都是采用嵌入式模块，计算能力弱，在计步方面

主要是通过硬件实现噪声过滤和步数统计，所以在

算法上主要特点是计算量小，复杂度低，耗能小．而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以及智能设备的出现，计算

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越来越多的计步算法被发掘

出来，它们主要通过改进信号处理算法，提高计步准

确度．同时智能设备集成的传感器也越来越多，很多

基于新型传感器的计步算法也被提出，它们大多利

用角速度传感器，也有文献提出了基于多传感器的

计步算法．

２１　阈值法和波峰检测法

阈值法和峰值检测法都是传统的计步方法，采

集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对波形进行平滑处理，对平滑

后的数据采用信号处理的方法统计步数．阈值法和

峰值法的不同之处是计步的监测点不同．阈值法根

据的是加速度是否达到阈值，而峰值法则根据是否

出现波峰．相比较而言，阈值法的计算量更少一些，

而峰值法同样存在阈值法的不足，对于持续的震动

或者其他非行走行为，峰值法也不能很好的进行屏

蔽，从而会出现很大的计步误差．

阈值法［６８］是当信号跨过阈值下方时记为有效

步伐，该方法首先需要确定阈值，阈值可以根据统计

数据得到或者采用动态阈值的方法，然后在统计步

数时，当波形处于下降趋势，并且采样点首次小于阈

值时，统计步数加一．Ｚｈａｏ
［６］使用动态阈值的方法

统计步数，将采集得到的波形平滑后计算其最大值

和最小值，以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均值为阈值，并随着

采样的进行不断更新阈值，当波形处于下降趋势并

且采样点首次小于当前阈值时记为一步．Ｚｈａｏ在文

献中也指出该方法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当计步器震

动很频繁或者震动很慢但不是走路和跑步的时候，

计步器仍然会将其视为一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Ｚｈａｏ采取在阈值法的基础上加上时间判断，规定两

次计步点时间间隔在０．２ｓ～２ｓ之间才能记为一步．

使用Ｚｈａｏ的方法可以很好的进行步数统计，尤其

是在长时间走路或者跑步的情况下，但是，该方法虽

然加上了时间判断，却仍然不能很好的屏蔽噪声，尤

其是在长时间的无规律的震动的情况下，统计出现

的误差会很大．

峰值检测法［９１３］是检测信号中的波峰，如果波

峰所对应的加速度值处于正常走路的范围内，则每

检测一个波峰记为一步．Ｗｕ等人
［９］设计了一个可

以安装在手机上的计步器应用，通过获取手机的方

向，确定采样数据，例如当手机处于水平方向，则以

加速度传感器提供的狓值为采样数据，而当手机处

于垂直方向，则以加速度传感器提供的（狔＋狕）／２值

为采样数据，然后对采样数据每两点之间求其斜率，

在波峰的左侧，斜率必然大于０，而在波峰的右侧，

斜率则一定小于０，当斜率从正变为负时，则检测到

一个波峰，并记为一步，该方法的主要思想是只统计

前进方向的加速度数据，减少垂直方法的加速度数

据的影响，能够过滤部分噪声，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的

效果并不理想，而且在统计步数阶段，虽然采用了左

右斜率之积小于零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找到峰值，但

是计算量要大于阈值法．Ｓｈｅｎｇ等人
［１２］在使用波峰

检测法的同时，还采集了不同状态下的数据，例如跑

步、上下楼梯的数据，区分不同的状态来提高计步的

准确度，该方法通过分类采集数据的方式，获取到

不同的阈值，在统计步数的时候采用不同的阈值，

该方法可以屏蔽波形中的尖刺噪声，比如突然的

加速或者抖动行为，但是在存在大量噪声的情况

下，由于峰值在不断的变动，只依靠阈值来屏蔽噪

声的效果并不太理想．

阈值法和峰值检测法一直以来是计步器常用的

方法，主要使用了信号处理的方法从信号中寻找一

个计步点，当采集到的数据满足计步点的条件，则进

行计步．这种计步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很好地

进行步数统计，也一直以来被人们所接受，但是这种

计步方法同时存在一些缺陷，并不能很好的去除噪

声．尤其是使用者佩戴计步设备但不在走路或者跑

步状态下时，由于使用者的动作是完全随机的，计步

设备采集到的数据也是完全没有规律的，这时依然

使用这种计步方法，会将很多满足条件的噪声点作

为计步点并统计步数，此时会产生很大的误差．也有

很多计步器是需要人以固定方式佩戴，而在开发计

步应用的时候，手机以及其他智能设备并不会按照

固定的方式佩戴，因此继续使用这种计步方法将不

能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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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新型计步方法

由于阈值法和峰值检测法存在着一些缺陷，各

种改进的算法也相继被提出．Ｌｉ等人
［１４］发现腰部的

干扰信号并不完全随机，通过对信号进行弗里曼编

码，设计了一种步数检测算法；Ｋｉｍ等人
［１５］和Ｊａｎｇ

等人［１６］测试出信号波形有明显的３个相位的变化，

即向下摆动相、向上摆动相和站立相，所以可以根据

此情形建模，并设计一种计步算法，当所有的３个相

位均被检测到时视为一个有效步伐．上述两种算法

都是根据局部特征来提高计步的准确性，时间复杂

度较高，实现比较复杂，而往往在实际应用中的准确

率没有阈值法高，尤其在长时间走动的情况下．

随着智能设备的普及，各种使用其他传感器的

计步方法也被提出并得到广泛的应用．Ｊａｙａｌａｔｈ等

人［１７］使用陀螺仪，检测行走步数中的角度变化，将

采集到的数据经过低通滤波，然后通过两点检测法

检测波形中经过零点的采样点，在检测到出现经过

零点的采样点的时候，设置一个计时器，如果在计时

器结束之前，采样的值超过设定的阈值，则将当前的

计步加一，而如果计时器结束时采样的值仍未能超

过峰值，则不能将当前经过零点的采样点记为一个

计步点．Ｗａｎｇ等人
［１３］在 Ａｎｄｒｏｉｄ手机上使用多个

传感器实现一种计步方法，主要使用了加速度传感

器和方向传感器，通过采集两种传感器的数据，将加

速度值映射在重力方向上，再通过阈值法对映射后

的值进行统计，通过只对重力方向的加速度值进行

处理的方法以提高计步的准确度．这两种方法使用

了多个传感器，主要是陀螺仪等，通过辅助传感器增

加计步的判断条件，能够提高计步的准确度，但在去

除噪声方面，并没有实质的改进．

以上各种算法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计步的准确

度，但是并没有解决传统的阈值法和峰值检测法存

留的问题，对于使用者随机的动作，仍然不能很好的

进行屏蔽，抗干扰能力差．本文则是在以上计步方法

的基础上，将分类算法应用到计步算法中，对使用者

的行为进行分类，确定需要统计步数的状态，提出

了一种 Ｍ５算法和ＤＴＷ 算法相结合的计步方法

（Ｍ５＿ＤＴＷ）．

３　算法设计

本文提出的 Ｍ５＿ＤＴＷ计步方法主要包括两个

部分，如图１所示，分为训练阶段和计步阶段；训练

阶段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算法，训练出一个分类

模型，在计步阶段将特征输入该模型，输出分类结

果．计步阶段则通过训练出的分类模型判断当前时

间序列是否处于行走状态，如果处于行走状态则统

计当前的行走步数．

图１　Ｍ５＿ＤＴＷ框图

对于训练阶段，首先采集智能手机的三轴加速

度传感器数据，并对信号平滑滤波处理，得到比较平

滑的波形，然后从波形中提取特征，并使用 Ｍ５算法

对特征进行分类训练，最终分成５类包括噪声、静

止、行走、上下楼梯、跑步．

计步阶段则在计步时采集实时加速度传感器数

据，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平滑滤波和特征提取，平滑

滤波和特征提取的方法与训练阶段相同，然后将特

征输入分类模型中，判断是否处于行走状态，如果不

处于行走状态，则不统计步数，如果处于行走状态，

则使用ＤＴＷ 算法统计行走的步数．

３１　数据采集

计步器和带有计步功能的应用软件采集到的数

据大多是３轴加速度传感器的加速度数据，加速度

传感器采样频率一般可以达到１００Ｈｚ，采样范围有

正负２犵、正负６犵等多种．如图２所示，如果将手机

按照图示方式放置，并取手机左下角为原点，那么狓

轴表示手机左右移动所产生的加速度信号，狔轴表

示手机上下移动所产生的加速度信号，狕轴表示垂

直于手机平面方向移动产生的加速度信号．当手机

静止放置的时候，此时加速度即为重力加速度值，例

如将手机水平静止放置，狕轴朝向天空，则获取得到

的加速度值为（０，０，犵），而将狓轴朝向天空，则获取

得到的加速度值为（犵，０，０），狓轴朝向地面，则获取

得到的加速度值为（－犵，０，０）．

在本实验中，使用的是智能手机的三轴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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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一种加速度传感器感应模型

传感器，为了使计步方法具有更好的普适性，并能

采集到足够多且精确的数据，加速度采样频率设为

对系统开销较小的５０Ｈｚ，加速度采样范围设为正

负２犵．

手机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是３个轴的

加速度数据，采集到的数据和手机的放置有关，而用

手机作为数据采集的工具时，手机放置的位置是不

固定的，所以，当手机放置不同的位置时，采集到的

数据差异很大，如图３所示，其中波形１为平滑前的

波形，波形２为平滑后的波形．

图３　手机放置不同方向时狓轴采集得到的数据

图３（ａ）是当狓轴垂直于地面方向所得到的加

速度值，加速度的平均值在－１０左右，而图３（ｂ）是

狓轴为水平方向时采集得到的加速度值，加速度的

平均值在０左右，如果将手机倾斜放置，则加速度平

均值处于－１０与１０之间，在正常行走过程中，加速

度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但由于手机放置的位置不

同，在某一方向上采集到的数据并不具有周期性，如

图３（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采集的三轴加速度通

过式（１）计算得到合加速度狊犪，其中狓，狔，狕为３个

轴的加速度值，再对合加速度平滑处理并提取特征．

狊犪犻＝ 狓
２

犻 ＋狔
２

犻 ＋狕
２

槡 犻
（１）

３２　平滑滤波

将采集得到的３个方向上的加速度数据，输入

到移动平均滤波器［１８］以达到平滑波形并过滤噪声

的目的．移动平均滤波器是数字信号处理中常用的

滤波器，实现简单，也是最早被人们理解并使用的数

字滤波器，对于大多数的时间序列，移动平均滤波器

是最佳的选择，可以消除随机产生的噪声，同时对于

波形中的尖刺有很好的平滑效果，这也使得移动平

均过滤器成为了时域信号处理中首选的滤波器，但是

移动平均过滤器在处理频域信号时，效果却不理想．

移动平均滤波器是将连续的采样数据看成一个

长度固定为犕 的队列，在新的一次测量后，去掉上

述队列的首数据，其余犕－１个数据依次前移，并将

新的采样数据插入，作为新队列的队尾；然后对这个

队列取平均运算，并将平均值作为本次测量的结果．

如式（２）所示，狓为输入，狔为输出，犕 为每次平滑的

跨度，将狓［犻］前后的犕／２个元素累加并取平均值，

得到的结果即为输出狔［犻］．

狔［犻］＝
１

犕 ∑

犻＋
犕

２

犼＝犻－
犕

２

狓［犼］ （２）

３３　特征选取

好的特征可以很好地区分正常走路和噪声，而

提取好的特征，需要分析人走路的步伐信息以及处

于不同状态下的加速度数据，主要考虑有以下几种

状态：正常走路、站立不动、上下楼梯、跑步、正常使

用手机以及拿在手上晃动．

人在静止不动的情况下，加速度值保持稳定，接

近于重力加速度值，该情况下不需要统计步数．正常

走路、上下楼梯以及跑步，这３种情况则需要统计步

数，而这３种情况的加速度波形会呈现很明显的周

期性，类似于正余弦三角函数，但三者的波形并不会

完全一样，跑步的时候，产生的加速度明显会大于走

路以及上下楼梯，同时由于跑步运动较快，加速度变

化的周期要比走路和上下楼梯小很多，而上下楼梯

时，会在短时间内将身体抬高，所以产生的加速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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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于正常走路．至于正常使用手机以及将手机拿

在手上晃动，由于手的动作是完全随机的，加速度的

值可大可小，可以呈现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也可以

呈现杂乱无章的变化，所以想要提取日常使用手机

以及拿在手上晃动的特征比较困难．

考虑到以上５种情况，可以将人日常状态分为

５类，第１类为日常使用手机以及把手机拿在手上

晃动制造噪声，这一类由于动作随机，没有统一的规

律，不宜提取特征．第２类为静止状态，这一类加速

度变化较小，通过阈值就可以很好的区分开．第３类

为正常走路，这一类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明显，

比较容易区分．第４类为上下楼梯，这一类和第３类

的区别主要是加速度的波动范围要大于第３类．第

５类为跑步，这一类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第３类

的区别不仅仅是加速度的波动范围大于第３类，同

时由于跑步时的步伐频率明显快于走路，则对应的

加速度从波谷到波峰的时间也要明显小于第３类，

所以加速度波形的周期要小于第３类．如图４所示，

图中横线虚线表示的是静止时的加速度波形，点虚

线表示的是正常行走时的加速度波形，实线表示的

是加大力度晃动手机的加速度波形．从图中可以看

到，静止时，加速度呈现一条水平线，几乎没有发生

变化，正常行走时呈现周期性变化，而随机晃动手机

则呈现没有规律的变化．如图５所示，图中点虚线表

图４　静止、行走、噪声状态下的加速度波形

图５　行走、上楼梯、跑步状态下的加速度波形

示的是行走时的加速度波形，实线表示上楼梯时的

加速度波形，而虚线表示的是跑步时的加速度波形．

由于正常走路时，波形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而且

不同状态下的加速度的波动范围也相差很大，定义

从一个波峰到该波峰后续最近的波谷为一个波动范

围，一个时间序列的波动范围为该序列中所有的波

动范围的均值．通过多次实验，最终考虑提取的特征

主要有：波峰的均值、波峰的方差、波动范围的均值、

波动范围的方差以及波峰之间的时间间隔的方差．

提取波峰的均值，主要用于区分正常走路、静止

状态以及跑步状态，当正常走路时，每走一步，加速

度都会有从小变大再从大变小的过程，其中的峰值

明显会大于开始走路之前的加速度值，同样当处于

静止状态时，加速度的值并不会一直保持不变，目前

手机加速度传感器的精度都比较高，实验中采用的

手机中的加速度传感器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６位，

可以检测到很细微的震动，而且加速度传感器对温

度的变化也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当外界温度发生很

小的变化时，加速度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也会发生变

化，所以当处于静止状态时，加速度也会产生小幅度

的波动，此时寻找到的波峰相对走路时的波峰小得

多，而跑步状态，加速度的峰值会高于正常走路时的

峰值，通过波峰的均值能够很好的区分开，如图５

所示．

用波峰的方差和波峰之间的时间间隔方差区分

走路状态和正常使用手机，从而达到去除噪声的效

果，走路状态下，通过过滤之后的波形，如图３（ａ）所

示，波峰分布比较均匀，计算的方差数值小，波峰之

间的时间间隔也比较均匀，所以波峰之间时间间隔

的方差也会比较小，而对于正常使用手机，加速度波

形几乎不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变化，波峰的分布比

较随机，所以计算得到的波峰的方差以及波峰之间

时间间隔的方差都会普遍大于正常走路的值，用这

两个特征则可以很好的区分正常走路和正常使用

手机．

３４　犕５算法

采集得到的大量数据，通过平滑和特征提取，再

通过分类算法对特征进行分类，实验中采用了 Ｍ５

算法进行分类，Ｍ５算法是由悉尼大学的Ｑｕｉｎｌａｎ
［１９］，

Ｗａｎｇ和 Ｗｉｔｔｅｎ
［２０］提出并实现的算法．该算法将线

性回归应用到了决策树中，通过在叶子节点采用线

性回归的方法，使其在预测连续值上具有很好的效

果．Ｍ５算法将原来的分类问题转换成了函数优化

问题，通过解决函数优化问题的标准方法来实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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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这种在叶子节点上采用线性回归的决策树称为

模型树．对于给定的数据集，普通的线性回归算法只

能提供一个回归等式，而 Ｍ５模型树可以根据决策

树的分类情况，将样本空间划分为多个区，并对每个

区建立回归模型，最终对每一个叶子节点提供一个

回归等式．

Ｍ５模型树是通过递归调用构建的，采用分而

治之的思想，使用方差诱导作为启发方法．最初对于

整个样本集，选用最具有识别力［２１］的属性作为根节

点，最有识别力的属性是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目标

属性集合方差的属性，根据一个或多个属性的值，将

所有样本划分为多个子集，再对每个子集选择最具

有识别力的属性作为根节点，根据特定属性划分子

集，递归调用，最终直到子集中的目标属性的方差足

够小或者样本足够小时，建立回归模型，并确定回归

等式．Ｍ５模型树将样本分类成多个子集，提供了处

理问题所需要的非线性模型，同时 Ｍ５对每一个子

集建立回归模型，对每一个叶子节点提供了线性

模型．

假设有训练集犜，构建 Ｍ５模型树首先是计算

犜的标准差狊犱（犜），然后根据不同的测试将犜进行

划分，如果犜包含很少的实例或者犜 的值变动非常

小，则不进行划分．用测试的结果对每一个测试进行

评估，将犜犻作为犜 根据第犻个测试生成的子集，并

对这个子集求标准差狊犱（犜犻），如式（３）为期望误差

的减少量．在计算完所有的可能测试之后，选取最大

的误差减少量作为期望误差减少量．最终对于每一

个子集建立回归模型，生成回归等式犔犕（犜犻），如

式（４）所示，其中犆为样本中的属性值，犖 为属性的

个数，犽为属性相乘系数．

Δ犲狉狉狅狉＝狊犱（犜）－∑
犻

犜犻

犜
×狊犱（犜犻） （３）

犔犕（犜犻）＝∑
犖

犻＝１

（犽犻×犆犻） （４）

　　Ｍ５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误差评估．Ｍ５算法需要对于一些在训练集中

没有出现的实例评估精确度．首先，在一个模型中，

一个实例对于一个模型的剩余量［１９］指的是当前实

例的真实值和预测值之间差的绝对值，为了评估由

一个训练集训练而得到的模型，Ｍ５首先需要计算

所有实例的平均剩余量，但是这样对于训练集中不

存在的实例是有缺陷的，会出现评估不足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种情况，Ｍ５算法用平均剩余量乘以

（狀＋狏）／（狀－狏），狀是训练实例的数目，狏是模型中

参数的数目，这样对于具有很多参数但是训练集

很小的模型，会减小评估误差，解决了评估不足的

情况．

线性模型．Ｍ５模型树在每个节点使用标准的

线性回归方法构建了多重的线性回归模型，但 Ｍ５

模型树并没有使用所有的属性，只使用了在测试或

者线性回归中引用的属性．Ｍ５模型将对比线性模

型的准确度和子树的准确度，确保两种模型使用的

信息是一致的．

简化线性模型．通过上述方法获得每个线性回

归模型，通过不断减少参数使得评估误差最小化来

简化模型．虽然消除参数使得平均剩余量增加，但是

同样减少了上面的多重线性回归因子，所以评估误

差也得到减少．使用贪婪搜索算法来移除对于整个

模型贡献很少的变量，在某种情况下，Ｍ５会移除所

有的变量，只剩下一个常量．

剪枝．从树的底部开始，检查模型树中的每一个

非叶子节点，Ｍ５算法将根据评估误差在简化的线

性模型和子树中选择一个作为最终模型，如果线性

模型被选择作为最终模型，则当前节点的子树将被

当作叶子节点．

平滑．通过平滑处理来提高基于树模型的预测

精度．当模型树预测一个实例的值，这个值在模型树

中的一个合适的叶子节点给出表明了预测值从根节

点到叶子节点的路径，Ｍ５的平滑过程正是从叶子

节点倒退到根节点．对于子树犛，犛犻为子树犛的一个

分支，狀犻是训练集中处于犛犻的实例数目，犘犞（犛犻）是

在犛犻的预测值，犕（犛）是模型在犛给出的预测值．通

过犛犻的预测值，退回到犛的预测值犘犞（犛）如式（５）

所示

犘犞（犛）＝
狀犻×犘犞（犛犻）＋犽×犕（犛）

狀犻＋犽
（５）

其中犽是平滑常数，默认为１５．在用很少的训练集

构建模型，并且沿着模型的路径预测值变化很大的

时候，平滑具有很好的效果．

在本算法中，构建的模型最终分为５类，正常使

用手机以及其他操作产生的噪声、静止状态、步行状

态、上下楼梯和跑步．其中，模型的输出定义－１０作

为产生的噪声，０作为静止状态，１０作为步行状态，

２０为上下楼梯，３０为跑步，在计步阶段，将特征输入

模型，模型输出预测值，根据预测值与各个状态的距

离，将预测值划分到上述的５个状态中．

３５　动态时间归整

在计步阶段，将时间序列输入到建立的模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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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分类，如果分类结果为介于５～３５之间的

数，即正常行走状态，则对步数进行统计．但在平滑

滤波之后可以发现，仍然有很多噪声没有得到消除，

而每一次计步是对一个时间段的步数进行统计，一

旦分类错误，那么在分类错误的时间段统计的步数

会被加入到总数上，产生较大的误差，为了避免这种

情况的发生，这里采用动态时间归整的方法，在原始

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精确计数．由于在正常走

路的状态下，波形会出现周期性，而每次从波谷到波

峰，再到波谷，即为一次完整的步伐，人在走路的时

候，每次跨出的步伐几乎相差不大，在波形上呈现明

显的相似性，所以将一个时间段的波形划分为多个

段，以波谷为划分点，每两个波谷确定一个时间段，

每一个时间段中包含一个波峰，计算两个时间序列

的距离，评估两个时间序列的相似性，如果相似性足

够小，则记为一步，并不断统计剩下的时间段的波形

的相似性．

统计两个时间序列的距离最常用的是欧式空间

距离，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欧式空间距离具有很大

的缺陷．如图６所示，虽然两个时间序列呈现很高的

相似性，但是欧式空间距离计算的结果表明两条序列

并不是很相似．同时对于两个不等长的时间序列，则

无法计算欧式空间距离，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

用了动态时间归整算法（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ｉｍｅＷａｒｐｉｎｇ，

ＤＴＷ），ＤＴＷ在语音自动识别上是很常用的算法，

解决了发音长度不一的模板匹配问题，该算法是基

于动态规划的思想，构建一个邻接矩阵，在邻接矩阵

中寻找最短路径．

图６　两条相似度较高的时间序列

假设有两个时间序列犃和犅，长度分别为犿和

狀，即犃＝（犪１，犪２，…，犪犿）和犅＝（犫１，犫２，…，犫狀），首先

需要构建长度为犿×狀的矩阵犇（犿，狀），矩阵中的每

一个元素犱（犪犻，犫犼）表示的是犪犻到犫犼的距离，距离越

小，相似度越高，计算犪犻到犫犼的距离，一般采用欧式

空间距离，如式（６）所示

犱（犪犻，犫犼）＝ （犪犻，犫犼）
２ （６）

　　每一个矩阵元素（犻，犼）表示点犪犻和犫犼对齐，采

用动态规划思想寻找一条路径，使得对齐的点的距

离总和最小，路径通过的元素即为两个序列进行计

算对齐的点．定义路径犠＝（狑１，狑２，…，狑犽），其中

ｍａｘ（犿，狀）犽犿＋狀－１，选择这样一条路径需要

满足如下几条规律：

边界性．路径的起点必须是狑１＝（１，１），而路径

的终点是狑犽＝（犿，狀）．

连续性．如果狑犽－１＝（犻，犼），那么对于路径的下

一个点狑犽＝（犻′，犼′）需要满足（犻′－犻）１和（犼′－犼）

１．也就是不可能跨过某个点去匹配，只能和自己相

邻的点对齐．这样可以保证犃和犅 中的每个坐标都

在犠 中出现．

单调性．如果狑犽－１＝（犻，犼），那么对于路径的下

一个点 狑犽＝（犻′，犼′）需要满足０（犻′－犻）和０

（犼′－犼）．这限制犠 上面的点必须是随着时间单调

进行的．

结合连续性和单调性约束，每一个格点的路径

就只有３个方向．例如如果路径已经通过了格点

（犻，犼），那么下一个通过的格点只可能是下列３种情

况之一：（犻＋１，犼），（犻，犼＋１）或者（犻＋１，犼＋１）．而寻

找的最优路径即使得归整代价 ∑
犓

犽＝１

犱（狑犻槡
）最小，即

犇犜犠（犃，犅）＝ｍｉｎ
∑
犓

犽＝１

犱（狑犻槡｛ ｝），其中犱（狑犻）表示
的是狑犽中犪犻′到犫犼′的距离．而在寻找路径的过程中，

借鉴动态规划的思想，使用迭代的方法进行，定义一

个累加距离犛（犻，犼），最初始的犛（１，１）＝犱（犪１，犫１），

每一次迭代满足式（７）的条件，逐步迭代，直到达到

边界条件

犛（犻，犼）＝ｍｉｎ

犛（犻－１，犼）＋犱（犪犻，犫犼）

犛（犻－１，犼－１）＋２犱（犪犻，犫犼）

犛（犻，犼－１）＋犱（犪犻，犫犼

烅

烄

烆 ）

（７）

３６　犕５＿犇犜犠计步方法

目前的计步方法大多使用阈值法和峰值检测

法，这两种方法根据加速度是否达到某一条件进行

实时计步，在正常走路或者跑步的情况下都能达到

较高的准确率，但是在频繁的无规律的震动条件下，

由于同样也可以达到计步条件，从而产生了大量的

计步，因此不能很好的屏蔽噪声，使得计步的准确率

大大下降．当前一些新型的计步方法，比如 Ｌｉ等

人［１４］、Ｋｉｍ等人
［１５］和Ｊａｎｇ等人

［１６］提出了新的计步

模型，实现复杂，准确率也往往比较低；而多传感器

的计步方法，是在阈值法的基础上，借助其他传感器

增强计步判断，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准确率，但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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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噪声的屏蔽效果不是很好；Ｍｕｓｃｉｌｌｏ等人
［２２］首先

采集实验者处于不同状态下的数据，比如行走、上下

楼梯，建立加速度信号模板集，然后使用ＤＴＷ 以及

ＤＤＴＷ算法对新采集的数据进行匹配，从而对新采

集的数据进行分类，判断出当前实验者所处的状态，

该方法可以区分实验者的不同状态．如果能检测出

实验者当前的状态，再根据状态进行步数统计，则能

够很大程度的对噪声进行屏蔽．

本文考虑到以上各计步方法的不足，并结合

Ｍｕｓｃｉｌｌｏ等人
［２２］的分类思想，将分类算法和信号处

理方法相结合，提出了 Ｍ５算法和ＤＴＷ 算法相结

合的 Ｍ５＿ＤＴＷ 计步方法．Ｍ５＿ＤＴＷ 首先提取各种

运动状态的特征，用来标识各种运动状态，使用 Ｍ５

算法构建分类模型，通过分类模型将各种运动状态

区分开，尤其是噪声，对于噪声完全不进行计步统

计，很大程度上屏蔽了噪声的干扰，同时根据不同的

运动状态采用不同的ＤＴＷ 阈值，通过ＤＴＷ 算法

进行步数统计，可以很大程度的增加计步准确度．为

了便于描述 Ｍ５＿ＤＴＷ 计步方法，首先给出一些相

关定义．

定义１．　计步噪声．在计步过程中，由于各种

非行走行为产生的加速度数据，会对正常计步产生

干扰，这些数据即为计步噪声．计步噪声既可以是重

复有规律的数据，也可以是杂乱无章的数据．通常考

虑的计步噪声有：将计步设备拿在手上随便晃动、正

常使用计步设备过程中非行走行为以及正常使用计

步设备过程中计步设备自身的运动．

定义２．　状态标记．为了便于区分各个状态，

用一组整数对每个状态进行标记，在分类算法中

用这些数字标识对应的状态．在统计步数过程中，

将加速度数据输入到模型，模型计算的结果距离某

个状态的数字标记越近，则代表分类的结果为该

状态．

定义３．　单步间隔．正常行走一步，如果不考

虑重力加速度，加速度从小逐渐变大，达到一个峰

值，然后当腿达到最高点时，加速度减小到０，当腿

逐渐落下时，加速度反向逐渐增大到一个峰值，然后

逐步变小，当脚落地时，加速度最终趋近于０，在计

步过程中，加速度从０开始到最大值，然后到反向最

大值，最终达到０的过程为一个单步间隔．

定义４．　步伐相似度．将一段加速度时间序列

划分为多个单步间隔，计算每相邻两个单步间隔的

ＤＴＷ值，以ＤＴＷ值作为两个相邻单步间隔的步伐

相似度．

Ｍ５＿ＤＴＷ 分为两部分：训练阶段和统计步数

阶段，如之前的图１所示．训练阶段主要步骤如下：

（１）采集各种不同状态的加速度数据，并对状

态标记，标记噪声为－１０，静止状态为０，步行状态

为１０，上下楼梯为２０，跑步为３０．

（２）对采集的加速度数据进行平滑滤波，通过平

滑滤波操作对加速度数据首次去噪，采用８点平滑．

（３）对平滑后的加速度数据进行特征提取，提

取的特征主要包括：波峰均值、波峰方差、单步间隔

均值、单步间隔方差以及波峰之间的时间间隔方差．

（４）根据特征建立分类模型，使用 Ｍ５算法对原

始加速度数据进行有监督的机器学习，输出分类

模型．

训练模型阶段对训练集进行特征提取，通过

Ｍ５算法构造分类模型，方法１描述了训练模型的

主要过程．

方法１．　训练模型．

输入：采集的加速度数据集犜犆＝｛犪１，犪２，…，犪狀｝

输出：分类模型犕狅犱犲犾

１． ＦＯＲｅａｃｈ犪犻∈犜犆｛

２． ｓｍｏｏｔｈ（犪犻）；／／平滑滤波

３． ＦＯＲ（ｉｎｔ犻＝０；犻＜犪犻．犾犲狀犵狋犺；犻＋＋）

４． ｆｉｎｄａｌｌｐｅａｋｓａｎｄｖａｌｌｅｙｓａｎｄｓａｖｅｔｏ狆犲犪犽（犪犻），

狏犪犾犾犲狔（犪犻）；

５． 狆犿＝犿犲犪狀狊（狆犲犪犽（犪犻））；／／波峰均值

６． 狆狏＝狏犪狉犻犪狀犮犲（狆犲犪犽（犪犻））；／／波峰方差

７． 犻犿＝犿犲犪狀狊（狆犲犪犽（犪犻）－狏犪犾犾犲狔（犪犻））；

／／单步间隔的均值

８． 犻狏＝狏犪狉犻犪狀犮犲（狆犲犪犽（犪犻）－狏犪犾犾犲狔（犪犻））；

／／单步间隔的方差

９． 狋犻狏＝狀狌犿犗犳（狆犲犪犽（犪犻），狏犪犾犾犲狔（犪犻））；

／／波峰之间的时间间隔的方差

１０． 犆（犪犻）＝｛狆犿，狆狏，犻犿，犻狏，狋犻狏｝；

１１． ＩＦ（犪犻∈狑犪犾犽）／／给样本加标注

１２． 犆（犪犻）＝｛犆（犪犻），狑犪犾犽｝；

１３． ＥＬＳＥＩＦ（犪犻∈狉狌狀）

１４． 犆（犪犻）＝｛犆（犪犻），狉狌狀｝；

１５． …／／ｏｔｈｅｒｌａｂｅｌ

１６． ｝

１７．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ｘｄｔｗ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ａｃｈｃｌａｓｓ

／／统计每一类中ＤＴＷ值的最大值

１８． 犕狅犱犲犾＝犕５（犆（犪））；／／训练样本集

１９．ＲＥＴＵＲＮ犕狅犱犲犾；

　　统计步数阶段主要步骤如下：

（１）采集实时数据．由于统计步数一般需要实

时采集数据并统计出步数，因此采用时间窗口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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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数据进行采集，每次统计一个时间窗口的步数．

（２）与训练阶段一样，采用８点平滑滤波，对采

集的加速度数据进行初步去噪．

（３）提取加速度特征，提取的特征有波峰均值、

波峰方差、单步间隔均值、单步间隔方差以及波峰之

间的时间间隔方差，将特征输入 Ｍ５分类模型，得到

输出结果，根据状态标记确定所属分类．

（４）将时间窗口的加速度数据分割成多个单步

间隔，计算相邻两个单步间隔的相似度，使用ＤＴＷ

算法，当步伐间隔相似度小于各个状态下的阈值，则

记为一步．

计步阶段采集实时数据，进行分类，并计算步伐

相似度进行步数统计．方法２描述了计步阶段的主

要过程．

方法２．　统计步数．

输入：分类模型犕狅犱犲犾，采集的加速度时间序列犜

输出：时间序列犜中的步数犮狅狌狀狋

１．ｉｎｔ犮狅狌狀狋＝０；

２．狊犿狅狅狋犺（犜）；

３．ＦＯＲ（ｉｎｔ犻＝０；犻＜犜．犾犲狀犵狋犺；犻＋＋）

４． ｆｉｎｄａｌｌｐｅａｋｓａｎｄｖａｌｌｅｙｓａｎｄｓａｖｅｔｏ狆犲犪犽（犜），

狏犪犾犾犲狔（犜）；

５．ｅｘｔｒａｃｔ犜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ｎｄｓａｖｅｔｏ犆（犜）；

６．ｃｌａｓｓ＝犕狅犱犲犾（犆（犜））；

／／得到当前时间序列的分类

７．ＩＦ犮犾犪狊狊∈狀狅犻狊犲‖犮犾犪狊狊∈狊狋犪狋犻犮

／／如果分类为噪音和静止，则直接返回０

８． ＲＥＴＵＲＮ０；

９．ＥＬＳＥ

／／其他情况，将时间序列根据波谷划分为多个单

步间隔，分别计算单步间隔的相似度

１０．ｓｐｌｉｔ犜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狏犪犾犾犲狔（犜）ａｎｄｓａｖｅｔｏ犛狌犫犜；

１１．ＦＯＲ（ｉｎｔ犻＝１；犻＜犛狌犫犜．犾犲狀犵狋犺；犻＋＋）

１２． ＩＦ（犱狋狑（犛狌犫犜（犻－１），犛狌犫犜（犻））＜犱狋狑＿犿犪狓犮犾犪狊狊）

／／如果两个单步间隔的相似度小于阈值，则步数加１

１３． 犮狅狌狀狋＋＋；

１４．ＲＥＴＵＲＮ犮狅狌狀狋；

Ｍ５＿ＤＴＷ方法使用了 Ｍ５分类算法，对当前的

加速度数据进行分类，同时计算ＤＴＷ 距离进行步

数统计，很大程度上屏蔽了噪声并提高了精度．相比

于当前主流的计步算法，Ｍ５＿ＤＴＷ 进行了状态分

类，在分类算法的基础上再对时间序列进行信号处

理，如果分类的准确率足够高，可以屏蔽掉大多数非

行走状态下的噪声，从而有效提高计步的抗干扰性．

而相比文献［５，７１４］中的阈值算法，Ｍ５＿ＤＴＷ 采

用了ＤＴＷ算法进行步数统计，只有当相邻的单步

间隔足够相似的时候才会进行计步，从而弥补了阈

值法中因为偶然的行为使加速度值达到阈值而进行

计步的不足．文献［１５］采用ＤＴＷ 进行步数统计，但

是文献［１５］主要是采用定制硬件的方式进行计步统

计，而 Ｍ５＿ＤＴＷ 计步可以在任何含有加速度传感

器的智能设备上进行计步统计，比如智能手机、穿戴

设备等，从而具有更高的适应性．

４　实验及分析

４１　数据采集

实验中采集的数据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训练

阶段采集样本，采集的数据保存在文档中，该阶段采

集的数据用以训练分类模型；二是在计步阶段实时

采集数据，该阶段采集的数据用以统计步数，采集的

数据实时统计，不进行保存．

在训练阶段，目标是训练一个模型，使其能够很

好的将行走状态和非行走状态区分开，所以在采集

数据的时候，需要尽量采取多种状态下的加速度数

据，这些数据基本能够包含日常行动中的所有动作，

例如：静止、走路、跑步、上下楼梯等，由于手机放置

的位置不同，时间序列提取的特征也不同，所以采集

时手机放置的位置包括：拿在手上、上衣靠近腰部的

口袋以及大腿侧边的口袋里．由于手机很多情况下

会拿在手中使用，这里也会采集拿在手上的噪声，例

如：将手机拿在手上晃动，反复将手机从口袋取出

等．综合以上情况，采集的数据分为３大类，分别对

应手机放置的３个位置：拿在手上、上衣靠近腰部的

口袋以及大腿侧边的口袋；对于每一种手机放置位

置的情况，分别采集静止、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以及

噪声５种状态的数据，每种状态采集多组数据，最终

对于每一个位置采集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状态采集数据情况

状态 静止 走路 上楼梯 下楼梯 跑步 噪声

组数 １８ ３４２ １９８ １６２ ２１６ １２６

在计步阶段，采集的数据则为实时获取的加速

度数据，对采集得到的数据进行平滑滤波，特征提

取，判断是否为行走状态并统计步数．

４２　平滑均值滤波

实验中将手机采集的加速度数据，使用移动平

均滤波器滤波，最终得到的波形如图７所示，波形是

将３轴加速度经过计算得到合加速度的波形，原波

形中的噪音和尖刺都得到大幅度的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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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特征提取，平滑过度

会使得正常走路与噪声之间的差异度变小，不利于

特征的提取，而如果平滑不够，例如正常走路的波形

中会有大量的尖刺波峰，给统计步数带来很大难度．

图７所示的是正常行走５ｓ的波形，总共记录了将近

２５０个加速度值（由于手机的采样频率略小于５０

Ｈｚ，所以采集的数据接近２５０个），采用的是８点平

滑，平滑的宽度是根据手机频率计算得到，以每１６０

ｍｓ为平滑宽度，而采样频率将近为５０Ｈｚ，则平滑宽

度为０．１６×５０＝８．图８分别为不同的平滑宽度对

相同波形进行平滑后的效果．分别为２点、５点、８点

和１５点平滑，虚线为平滑前的波形，实线为平滑后

的波形．在平滑宽度为２的情况下，平滑后的波形和

原波形几乎重叠，噪声几乎没有去除；对于平滑宽度

为５的情况，平滑效果很好，也很大程度的保留了原

始波形的信息，但是有些尖峰并没有消除掉，而该组

数据是在正常青年人在慢走的情况下采集的数据，

对于跑步等情况则会有更多的噪声，所以这里采用

了８点平滑，更大程度的减少噪声，同时也相对较好

的保留了原始波形．而对于１５点平滑，则平滑过渡，

原始波形信息保留很少，如果考虑使用阈值法来计

步，虽然这样的波形可以很好的记录下步数，但是由

于噪声也被极大的平滑，波形基本和正常走路平滑

后一致，提取的特征几乎无法用来区分噪声和正常

走路．

图７　平滑前后的波形

图８　不同平滑宽度平滑前后的波形

４３　特征提取

对平滑后的采样数据进行特征提取，主要特征

包括５个：波峰均值（ＰＭ）、波峰方差（ＰＶ）、单步间

隔均值（ＩＭ）、单步间隔方差（ＩＶ）以及波峰之间的时

间间隔方差（ＴＩＶ）．由于手机放置的位置不同，采集

得到的数据相差很大，例如将手机拿在手上和上衣

口袋时，正常走路采集的波峰的均值相对将手机放

在裤子侧面口袋要小，此时如果将３个位置的训练

样本放在一起进行分类，分类效果并不理想，所以本

文将３个位置的特征分别提取，再分别对每一个位

置的特征进行训练，构建分类模型，计步阶段则根据

当前手机放置的位置选择相对应的模型．

由于采集每一种状态的数据有多组，所以需要

提取每一组数据的特征，提取所有组特征之后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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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平均值，最终对于上衣口袋提取的特征如表２

所示．

表２　不同状态下提取的特征

ＰＭ ＰＶ ＩＭ ＩＶ ＴＩＶ

噪声 ２３．３９８ ４．８２５ ８．３７８ １４．４９６ １９．１８３

静止 １０．０７５ ０ ０ ０ ０

走路 １２．７７８ ０．０４１ ４．９２４ ０．２０７ １．２１５

上楼梯 １６．４９９ ０．１４２ ４．８２０ ０．２８０ １．９４４

下楼梯 １６．３２１ ０．８４５ ４．７３３ ０．２０８ １．３１０

跑步 ２０．８８１ ０．９８６ １１．２４４ ８．３００ ３．０５０

对于将手机放置不同位置提取的特征，如表３

所示，表中列出了正常走路情况下不同位置提取的

特征情况．

图９　Ｍ５算法构建的模型树

表３　正常走路状态下手机放置不同位置提取的特征

ＰＭ ＰＶ ＩＭ ＩＶ ＴＩＶ

拿在手中 １１．７５９ ０．４５６ ２．５２７ ０．６２０ １．２１５

上衣口袋 １２．５９９ ０．２１３ ５．１２９ ０．３９０ ３．３５６

裤子口袋 １４．３２２ ２．１４０ ７．４９７ ２．３３３ ５．４１０

４４　犕５算法分类

对含有１０６２个样本的训练集进行训练，最终构

建的模型树如图９所示，其中每个叶子节点具有一

个回归等式犔犕犻＝犽１×犘犕＋犽２×犘犞＋犽３×犐犕＋

犽４×犐犞＋犽５×犜犐犞，其中犽为训练模型得到的系数，当

测试样本到达该叶子节点时，将特征代入回归等式计

算得到具体的预测值．通过预测值进行划分，与上述

５种状态值最接近的状态则为该测试样本在模型中

的输出状态，其中 ＭａｘＭｅａｎｓ为波峰均值，ＭａｘＶａｒ

为波峰方差，ＤｉｓＶａｒ为波动范围方差，ＴｉｍｅＶａｒ为

波峰时间间隔均值．

采集１０００组数据对构建的模型树进行测试，其

中预测结果如图１０所示，准确率如图１１所示．测试

样本中有噪声２００组，静止１０组，行走４００组，上下

楼梯２００组（上、下楼梯各１００组），跑步１９０组．分

类准确率为９１．６％，而噪声分类错误的数目最多，可

见对于噪声并不能进行很好的分类，还需要在统计步

数阶段进一步去除噪声，本文接下来采用ＤＴＷ 算法

统计步数以达到进一步去除噪声的目的．

４５　犇犜犠

实验中一个时间序列是采集５ｓ的加速度数据，

在５ｓ中大概行走８步～１０步，记为狀步，所以一个

时间序列需要匹配狀－１次，除了噪声之外对其他各

个状态采集２００组匹配结果，求取ＤＴＷ 结果的最

大值，记为该状态下的ＤＴＷ 阈值，如表４所示，在

统计步数阶段，通过分类模型得到当前状态，再根据

当前状态选择不同的阈值进行步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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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模型树对１０００组测试数据预测结果

图１１　不同状态的分类准确率

表４　不同状态下的犇犜犠阈值

状态 噪声 静止 行走 上下楼梯 跑步

ＤＴＷ阈值 — ０ １０．９５ １４．３５ ２１．７１

４６　实验评估

将本计步方法实现并做成Ａｎｄｒｏｉｄ手机上的一

个应用，安装在Ａｎｄｒｏｉｄ手机上，开启此计步应用对

该计步方法的有效性和抗干扰能力进行评估．

４．６．１　有效性

首先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将手机放置在不同

的位置进行计步，最终计步数据如表５所示．当手机

佩戴在不同部位时，计步的准确率相差很大，将手机

拿在手上，手保持平稳，得到的加速度波形平稳，呈

现明显的周期性，计步的准确率很高，达到９８％以

上；而将手机放置在上衣口袋时，由于手机会在口袋

里面产生较小幅度的晃动，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干扰，

准确率有所下降，但仍能达到９６％以上；而在裤子

口袋里面的时候，采集的数据并不会呈现明显的周

期性，噪声大，最终准确率很低，虽然能达到９３％，

但低于９５％，并没有达到标准．

表５　将手机放置在不同位置并正常行走结果

实际步数 真实步数 准确率／％

拿在手上
５００ ４９５ ９９．０

１０００ ９９３ ９９．３

上衣口袋
５００ ４８９ ９７．８

１０００ ９８３ ９８．３

裤子口袋
５００ ４６７ ９３．４

１０００ ９３５ ９３．５

为了进一步测试该方法的有效性，将该应用和

当前市场上知名的计步器应用进行对比，实验者将

该应用安装到ＧａｌａｘｙＳ５手机上，然后将手机放置

在上衣口袋，同时再携带一步三星手机ＧａｌａｘｙＳ５，

使用三星手机内置的计步器功能统计步数，同时实

验者还佩戴三星的ＧａｌａｘｙＧｅａｒ，该智能手表也具有

计步功能，实验者正常活动１ｈ，包括走路、上下楼

梯、跑步、坐立、正常使用手机等行为，最终分时间段

分别统计各个设备所记录的步数，如表６所示，从统

计结果可以看出，该方法与其他计步应用统计的结

果误差率均在５％以下，说明本方法在计步上确实

具有有效性．

表６　不同设备的步数统计 （单位：步）

设备
时间

１５ｍｉｎ ３０ｍｉｎ １ｈ

ＧａｌａｘｙＳ５ １５３６ ３０１２ ６１５６

ＧａｌａｘｙＧｅａｒ １６３２ ３２５６ ６２６６

Ｍ５＿ＤＴＷ手机 １４６８ ２９７８ ５９６３

４．６．２　抗干扰能力

本文使用分类算法，将噪声和其他行走状态进

行分类，旨在提高计步的抗干扰能力，为了测试

Ｍ５＿ＤＴＷ的抗干扰能力，将 Ｍ５＿ＤＴＷ 和 Ｇａｌａｘｙ

Ｓ５自带的计步应用以及市面上比较流行的计步应用

进行对比，选择的是春雨计步器和乐动力这两个计步

软件，都安装在ＧａｌａｘｙＳ５手机上，１０个实验者分别

对手机进行晃动操作以及正常使用手机的操作，而在

此期间没有任何的行走，最终统计的结果如表７所

示．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当均匀的上下晃动Ｇａｌａｘｙ

Ｓ５和ＧａｌａｘｙＧｅａｒ几秒之后，ＧａｌａｘｙＳ５和 Ｇａｌａｘｙ

Ｇｅａｒ会出现正常计数的状态，而且不论晃动的幅度

大小，都会根据晃动的频率不断计步，同时春雨计步

器和乐动力这两款应用也会进行正常的计步．而

Ｍ５＿ＤＴＷ 在只有很轻微的晃动手机的情况下才会

计步，当晃动幅度稍大就会判断为非行走状态而不

计步．同时，在任意晃动手机的情况下，这几款计步

器都会产生计步错误的情况，Ｍ５＿ＤＴＷ则只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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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少量的计步，有效的去除了噪声，具有较强的抗干

扰能力．

表７　不同应用的抗干扰能力统计

设备

类型

小幅度均匀

晃动手机

大幅度均匀

晃动手机

任意晃动

手机

ＧａｌａｘｙＳ５ 正常计数 正常计数 少量计数

春雨计步器 正常计数 正常计数 大量计数

乐动力 正常计数 正常计数 大量计数

本算法手机 正常计数 不计数 少量计数

４７　实验分析

实验首先评估 Ｍ５＿ＤＴＷ 的有效性，即计算

Ｍ５＿ＤＴＷ的计步准确率，只有当准确率达到一定的

标准，该计步方法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能够应用

到实践中．实验首先与真实步数进行对比，在走

１０００步的情况下，将手机拿在手上和放在上衣口袋

的计步准确率都能达到９８％以上，具有很高的准确

率，表明 Ｍ５＿ＤＴＷ能够准确的统计步数，具有有效

性．而裤子口袋内统计的步数准确率较低，不到

９５％，其原因是手机在裤子口袋具有更大的自由活

动空间，手机的晃动导致每两步之间的波形相似度

降低，从而导致准确率降低．实验结果也表明，手机

放置的位置越稳定，两步之间的波形就越相似，计步

的准确率越高．实验还和 ＧａｌａｘｙＳ５、ＧａｌａｘｙＧｅａｒ

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表明，Ｍ５＿ＤＴＷ 和 Ｇａｌａｘｙ

Ｓ５内置的计步应用以及 ＧａｌａｘｙＧｅａｒ统计的步数

误差率均在５％以下，间接证明Ｍ５＿ＤＴＷ具有较高

的准确率．从数据中还可以发现，Ｍ５＿ＤＴＷ 的记录

步数要少于ＧａｌａｘｙＳ５内置应用和ＧａｌａｘｙＧｅａｒ统

计的步数，因为实验者在实验中还包括了很多非行

走行为，而 Ｍ５＿ＤＴＷ 使用了分类算法和ＤＴＷ 算

法来去掉噪声，增加了计步的准确性，使得噪声更不

容易被统计，结果相对于其他计步方法更精确一些，

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况，比如对于实验者刚起步

或者刚静止下来，分类算法将该窗口类的数据可能

分类为噪声，则整个窗口的数据会舍弃掉，而当前窗

口内的数据可能还包含有少量走路的步数，所以会

少统计一些步数，而对于长时间走路以及使用滑动

窗口，这种漏掉的步数占的比例很小．

实验还分别与当前流行的计步器应用进行了抗

干扰能力比较，实验中小幅度的均匀晃动手机，出现

正常计步现象，原因是在该状态下，加速度波形很接

近正常走路的波形，无论在 Ｍ５分类算法中还是在

ＤＴＷ 统计步数中，都很难区分开，所以当作正常走

路进行计数，当大幅度均匀晃动手机以及随意晃动

手机，Ｍ５＿ＤＴＷ 都能较好的屏蔽掉噪声，而其他应

用则无法很好的屏蔽噪声，实验结果表明，单纯的使

用信号处理的方法并不能很好的去除噪声对计步的

影响，而在 Ｍ５＿ＤＴＷ 中，通过加速度特征提取，在

提取特征的基础上准确的对加速度进行分类，当判

断为噪声则完全不统计步数，只有在非噪声状态下

才统计步数，Ｍ５＿ＤＴＷ 使用特征提取与 Ｍ５分类算

法使得 Ｍ５＿ＤＴＷ 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实验结

果也间接表明 Ｍ５＿ＤＴＷ 的分类算法具有较高的准

确率，这也说明提取的特征是有效的．

５　总　结

本文将机器学习中的分类方法应用到计步算法

中，并结合常用的信号处理算法，提出并实现了一种

基于Ｍ５算法和动态时间归整算法的计步方法Ｍ５＿

ＤＴＷ．该方法提取加速度数据中的特征，用特征标

识当前运动状态，并使用 Ｍ５算法建立分类模型；而

在统计步数时，使用分类模型对加速度数据进行分

类，确定当前运动状态，根据状态再判断是否需要统

计步数．Ｍ５＿ＤＴＷ 在保证计步准确的基础上，很大

程度提高了计步算法的抗干扰能力．单纯对于抗干

扰能力来说，Ｍ５＿ＤＴＷ 对于目前的计步算法是一

种全新的方法，并有较好的效果，其中特征提取保证

分类算法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分类出属于行走的行

为，包括正常走路、上下楼梯和跑步，只有处于行走

状态才进行步数统计，对于噪声则不进行统计，因此

很大程度上屏蔽了噪声的干扰．Ｍ５＿ＤＴＷ 在分类

的基础上再使用ＤＴＷ 算法，不仅可以进一步的去

除噪声，而且通过波形间的相似度程度判断是否可

以将当前超过阈值的点记为一步，提高了计步的准

确度和抗干扰能力．实验部分将本文成果与Ｇａｌａｘｙ

Ｓ５、ＧａｌａｘｙＧｅａｒ以及两款 Ａｎｄｒｏｉｄ上比较流行的

计步器应用进行了对比，验证了本方法具有较高的

准确性以及较好的去除噪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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