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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尚产业和交互平台的发展，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领域中对人体目标的分

析和理解技术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其中，人体解析正是人体目标分析和理解技术

的核心方向之一，其目标是预测出图像中人体目标的各个像素所属的部件（包括肢体

和衣服）类别。此研究能够帮助机器自动理解人类肢体语言，在消费电子、人机交互

和智能安防等领域中提供有利的技术支撑，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应用前景。

由于人体目标的姿态和外观多变、所处背景复杂，且人体解析是像素级预测任务，

需要精细地获得每个像素的预测结果，这些因素均给人体解析技术带来了巨大挑战。

因此，发掘图像中每个像素和其上下文之间的语义相关性成为人体解析中的一个重要

研究方向，其中语义指的是图像的内容。本文从三个层次的图像语义相关性（部件之

间的相关性、多任务之间的相关性和像素之间的相关性）对人体解析任务展开研究，

从而获得精确的部件类别。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第一，提出一种面向人体解析的部件相关性学习方法，用于学习人体的结构关系，

从而联合当前部件与相关部件共同预测人体目标中每个像素所属的类别。传统基于卷

积神经网络的特征学习方法使用多层卷积堆叠来学习不同人体区域的关系，模型复杂

度高且较难收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方法引入边缘信息作为辅助，帮助人体解析

模型感知并准确定位部件之间的边缘，从而获得更精确的部件特征。之后，基于图神

经网络，通过将每个部件当做独立的图节点，学习部件与部件之间的相关性。在多个

公开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取得了优越的性能，以乁乔乒数据集上的实验结
果为例，该方法比国际前沿方法乔乇乐乎乥乴的解析性能提升了串丮临丷严。

第二，提出一种面向复杂场景下人体解析的多任务相关性学习方法，用于从多个

任务中获得辅助信息，从而在复杂场景下获得更合理的身体结构和准确的边缘。传统

多任务联合的特征学习方法将不同的任务提取的特征简单地组合在一起，忽略了它们

之间的相关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该方法同时学习三个密切相关的任务：人体解析、

姿态估计和边缘检测，使用三个特征编码器分别提取部位、姿态和边缘特征，并使用

多任务非局部关联模型学习部位特征与所有特征之间的相关性，从而指导网络从多个

任务中获得重要的补充信息。之后，使用多个任务的损失函数训练模型，从而对特征

编码器和多任务非局部关联模型进行优化。在多个公开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验证了探

索多任务相关性方法的有效性，以乌义乐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为例，该方法比国际前沿
方法乃久串乐的解析性能提升了丳丮丰丸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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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提出一种融合像素相关性的精细人体解析方法，用于学习像素之间的相关

性并进一步和部件、多任务的相关性学习方法融合，从而从三个层次对人体目标进行

感知，得到更精细的人体解析结果。传统基于像素相关性的特征学习方法并未直接指

导像素相关性的学习过程，导致同类像素的差异仍然较大，不同类像素的差异仍然较

小。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像素相关性学习方法首先学习所有像素之间的相似度，然

后使用相似度保持损失函数对相似度施加约束，使得同类像素相似度尽可能大，不同

类像素的相似度尽可能小。随后，基于施加约束后的类内和类间相似度，将同类像

素以较大的权重进行聚合。此外，验证了部件相关性和多任务相关性也可以通过施加

约束对相关性学习过程进行指导。在多个公开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像素相关性

学习方法取得了优越的性能，以乌义乐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为例，该方法比国际前沿方
法乓乎乔的解析性能提升了串丮串丹严；当将像素相关性与部件、多任务的相关性进行融合
后，性能的提升达到了丳丮丳丷严。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了基于多层次语义相关性的人体解析方法，通过学习人体部

件、多任务以及像素之间的相关性，有效地提升了人体解析任务的性能。

关键词：人体解析，多层次语义相关性，部件相关性，多任务相关性，像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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