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 it SMPL: Automatic Estimation of 3D Human
Pose and Shape from a Single Image
· Introduction
SMPLify 能够全自动地捕获一张 2D 人像中的姿势信息与体型信息，从而生成对应的 3D 网格。首先，
SMPLify 使用 CNN 来评估 2D 人像的姿势，并获取一组预测的 2D 关节点。之后，根据这组预测的
2D 关节点，SMPLify 能够计算出 3D 的 pose 信息与 shape 信息，生成对应的 SMPL 模型。
在先前，就已经存在不少关于如何根据 2D 关节点来评估 3D 姿势的讨论，但这些现有的方法都没有考
虑人体的体型信息。与这些方法不一样，SMPLify 选用了 SMPL 模型来进行评估。SMPL 模型是一种
参数化的蒙皮线性人体模型，它学习了大量的人体 pose 信息与 shape 信息。考虑到 SMPL 自带大量
的 pose 信息与 shape 信息，使用 SMPL 的话，能够解决我们在根据 2D 关节点来评估 3D 姿势时，
缺少 shape 信息的问题。
且外，大多数现有的方法都只能根据 2D 关节点来预测出 3D 的火柴人模型，且容易生成出不自然的
3D 姿势 (主要是因为缺少深度信息，导致人体的不同部分不自然地相交在一起)。然而，使用传统的方法，
想要解决人体模型不自然相交的问题 (interpenetration) 往往需要庞大的运算量。得益于 SMPL 是一
种同时考虑 pose 信息与 shape 信息的模型，SMPLify 使用胶囊题来模拟人体的不同部分，然后通过
定义与 pose 参数和 shape 参数有关的误差项来纠正人体姿势不自然的问题。
最后，SMPL 分别就男性和女性学习了两个不同的模版模型。因此，使用 SMPL 模型能让我们在评估不
同性别的 2D 人像时获得更准确的结果。而为了应对无法获得性别信息的情况，SMPLify 还额外学习了
一个性别无关的 SMPL 模版模型。
除去上述的使用 SMPL 带来的优势外，SMPLify 还使用 MoSh 从 CMU 数据集中学习了大量的人体姿
势与体型的 prior。

· Related Work
2D body joint(s) estimation：上文也提到了 SMPLify 需要先使用 CNN 来获得 2D 关节点。因为
SMPLify 需要用到的关节点是 LSP (Leeds Sports Pose) 关节点，所以我们需要使用基于 LSP 数据
集训练得到的关节点预测器。作者推荐了 Convolutional Pose Machines 与 DeepCut (目前，存在
DeepCut 的改进版 — DeeperCut) 两个网络。我们需要将从 CNN 获得的关节点坐标与对应的预测自
信度输入到 SMPLify 中。
SMPL：与传统的人体建模方法不一样，SMPL 考虑到了不同体型的人在做同一个姿势时也会存在差
异。详细的内容可参考 SMPL 文档。
MoSh：传统的 marker-based motion capture (mocap，基于标记的运动捕获) 一直被诟病无法生产
出生动的动画。而 motion and shape capture (MoSh) 则基于稀疏标记的数据并使用参数化的人体模
型来同时评估 pose 信息与 shape 信息，它能够在不使用 3D scan 的情况下得到准确的 shape 信息。
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 MoSh 论文。

· Method

首先，我们将一张单人人像输入到 DeepCut 或 CPM 中，并获得一组预测 2D 关节点 Jest。对于每一个
2D 关节点 Ji，都会有一个对应的预测自信度 wi。然后，SMPLify 将这组 2D 关节点映射到 3D 上，并
通过最小化误差项来拟合出 3D SMPL 人体模型。
SMPLify 的人体模型可以表示为 M(β, θ, γ)，其中：β 表示 shape 参数；θ 表示 pose 参数；γ 表示相
机的空间变换参数。SMPLify 的输出 M 是由 6890 个顶点构成的三角网格，且 β 与 θ 的定义与
SMPL 中的定义一致。SMPLify 包含了 3 个模版模型，使用 2000 个男性 registration 与 2000 个
女性 registration 来训练出两个 gender-specific 模型 (粉色) 与一个 gender-neutral 模型 (蓝色)。
模型的姿势变换是通过 24 个关节点的骨骼蒙皮实现的，θ 是每个关节点的相对旋转角。最开始，我们能
从模版模型中获得 3D 关节点与网格顶点的初始位置。然后，我们通过 β 计算出考虑人体体型后的关节
点位置，记为 J(β)。之后，我们通过 θ 计算出考虑姿势变换后的关节点位置，记为 R(J(β), θ)。我们还
需要注意 LSP 关节点与 SMPL 关节点有一定的差异，无法构建出双射关系。因此，我们将 LSP 关节点
与 SMPL 关节点中相似度最高的点联系在一起。最后，我们使用 perspective camera model 把
SMPL 关节点投影到图片上，我们把相机的投影参数记为 K。LSP 关节点与 SMPL 关节点标号的对应
关系如下：
LSP

SMPL

LSP

SMPL

0 (right ankle)

8

1 (right knee)

5

2 (right hip)

2

3 (left hip)

1

4 (left knee)

4

5 (left ankle)

7

6 (right wrist)

21

7 (right elbow)

19

8 (right shoulder)

17

9 (left shoulder)

16

10 (left elbow)

18

11 (left wrist)

20

12 (neck)

-

13 (head top)

added (vertex id 411)

* 考虑到 LSP 与 SMPL 对 hips 的定义有较大的差异，且 SMPL 缺少对 neck 与 head top 的定义，
我们有可能能构建更好的映射关系。

Approximating Bodies with Capsules：

上文也提及了，为了避免 interpenetration (即人体模型出现不自然的姿势，人的肢体不正常地相交在
了一起)，我们往往需要进行额外的计算，而计算人体表面 (因为人体表面是复杂且非凹的) 的
interpenetration 的开销是非常大的，作者因此使用了 capsule (胶囊体) 来近似人体模型的不同部分。
每个胶囊体有独立的半径与轴长。首先，我们手动初始化一组胶囊体来表示 SMPL 模版模型中除手指与
脚趾外的 20 个部分。然后，我们使用梯度下降的方式最小化胶囊体表面与模型表面的双向距离。之后，
我们使用交差验证脊回归 (cross-validated ridge regression) 来学习一个从体型参数 到胶囊体参数
的线性回归子。最后，我们将回归子的输出作为胶囊体的初始化，再重复一遍上述流程。
* 通过改进学习的方法，我们有可能能学习到更好的回归子。
Objective Function：
首先，我们给出需要最小化的目标函数 E(β, θ)，它是 5 个不同误差项的加权和。

我们使用关节点误差项 (joint-based data term) 来惩罚预测关节点与 2D 关节点的加权距离和。其中，
ΠK 表示预测 3D 关节点根据摄像机投影参数 K 得到的 2D 投影关系。根据不同 2D 关节点的预测自信
度 wi，我们在误差项中为其赋予不同的比重。最后，我们使用 Geman-McClure 范数来代表预测关节点
与 2D 关节点的距离，借此来改善处理模糊输入图片时的表现。

为了解决 interpenetration 的问题，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基于先验知识的误差项。这里的 i 代表与膝盖弯
曲、肘部弯曲有关的姿势节点。这里的 θ 代表 rotation 的角度，正常情况下，θ 为负值，则 0 < exp(θ)
< 1；若 θ 为正值，意味着发生了不自然的扭转，exp(θ) » 1。需要注意的是，θ 在不发生旋转时等于
0。

为了进一步淘汰掉不正常的姿势，我们可以预先为模型设定一些 favorable pose (可以理解成较为常见
的姿势)。作者在 CMU marker dataset 上通过 MoSh 来获得一系列的 SMPL 模型，然后用这些模型
来建立若干个高斯分布 (即混合高斯模型)。在公式中，gj 表示 N = 8 共 8 个高斯分布中的第 j 个的权
值，N() 表示概率密度函数。正常情况下，我们需要计算所有高斯分布的加权概率和的负对数，但这种
做法在运算上的开销非常大，我们可以用所有高斯分布中最大的加权概率来代替所有高斯分布的加权概
率和。因此，我们引入一个常量 c 来抵消这种近似带来的影响。

* 更加常见的姿势通常会有较大的概率密度函数值，因此，其负对数会更接近 0 。
之前我们提到使用 capsule 来近似人体部分，并以此来改善 interpenetration 的问题。我们进一步将
capsule 近似为 sphere (以便于计算胶囊体的体积)，这里的 C(θ, β) 代表胶囊的中心坐标，r(β) 代表胶
囊的半径，σ(β) 等于 r(β)/3。I(i) 则是对于第 i 个球体，与其不相容的球体的集合。||Ci(θ, β) - Cj(θ,
β)||2 表示两个球体的球心距，σi(β)2 + σj(β)2 则用于近似两个球体的半径和。

* 通过比较球心距和半径和，我们可以判断两个球体的相对位置关系。当球心距大于等于半径和，代表两
个球相切或不相交；当球心距小于半径和，代表两个球相交或包含。所以，在我看来，正常情况下应该
选择最小化半径和与球心距的比值。在这个疑惑下，我查看代码并发现了论文存在的纰漏。||Ci(θ, β) Cj(θ, β)||2 不是表示两个球体的球心的二范数，而是二范数的平方；且正确公式应该为 ∑∑ exp((||Ci(θ,
β) - Cj(θ, β)||2) ÷ (σi(β)2 + σj(β)2))。除此之外，我暂时没能理解文章使用 isotropic Gaussian 的意
义 (即令 σ(β) 等于 r(β)/3)。我们需要注意，这个误差项仅能用于优化姿势参数，因为考虑体型参数的
话，这个误差项会令模型趋向于纤细。由此可见，我们有较大的空间来改进这一个误差项。
最后，作者还定义了一个体型误差项，其中，∑β-1 表示 SMPL 训练过程中 PCA 获得的对角线矩阵。

* 我在查看代码后发现，这个误差项实指 β 的和 (根据 SMPL 模型的定义，β 代表与模版模型 shape 的
offset，所以 β 等于 0 时，模型将拥有 mean shape：即惩罚 β 能让生成的模型更接近 mean
shape)，所以这条公式在表达上貌似有点错误。 (据我所知，PCA 的对角线矩阵不是这样用的。我没
法理解这条公式的含义，或许其实际意义与 β 的和是一样的。最后，我认为惩罚 β 的和是完全合理
的。)
Optimization：
摄像机的平移 γ 与人体的朝向是未知的，但在估计出这两个变量前，我们需要先获得摄像机的焦距。在
这里，SMPLify 把摄像机的焦距固定为 5000。然后，我们假设照片中的人拥有 mean shape。通过与

SMPL 模版模型作对比，比较 2D 人像与模版模型的躯干长度，从而通过相似三角形初始化出摄像机的
平移 γ (此时，摄像机只在 z 轴方向有位移)。接下来，我们通过计算两个 2D 肩部关节点的距离来判断
人像是正面朝向摄像机还是侧身朝向摄像机 (正面朝向时，肩部关节点的距离会较大；侧身朝向时，肩部
关节点的距离会较小)。考虑到初始化 γ 的值未必是准确的 (人物未必拥有 mean shape)，我们在获得
人体朝向后，我们固定 β，使用上文提到的 Ej() 来初步优化 γ 与 θ。最后，在完成上述操作后，我们再
使用 Powells dogleg method 来优化 objective function，获得需要的三角网格。需要注意，作者在
处理侧身朝向的照片时，考虑了朝左和朝右两种情况，并取较优者作为最终结果。且外，作者在训练过
程中逐步减小 objective function 中 λθ 与 λβ 的值，防止陷入局部最优 (因为这两个权值对应的误差项
都是基于先验知识的，如果这两个权值过大，拟合出来的模型将会趋近于模版)。
* 首先，SMPLify 把摄像机的焦距固定为 5000，而这样的假设在实际情况中显然是不可靠。因此，当
实际焦距与 5000 有较大差距时，SMPLify 很可能无法获得较好的表现。但因为我们实际拍照时，不
同相机的焦距不会有太大差异，所以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固定焦距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在拟合模型时尝
试几个比较常见的焦距，然后选取误差值最小的一个作为最终结果，从而改进 SMPLify 的表现。我们
也能发现，如果无法通过 2D 关节点获得准确的躯干长度的话，我们就无法估计出 γ 的值。而且在计
算 γ 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假设人物是拥有 mean shape 的，这或多或少会有一点误差 (我认为影响不
会太大)。最后，作者在处理侧身照时，分别考虑了朝左和朝右两种情况，但我认为 SMPL 模型在学习
过程中已经通过 blend shape 避免了不自然的姿势，因此，即便我们不分别考虑朝左和朝右，我们大
概也能拟合出朝向正确的模型。

· Evaluation
考虑到实际情况中，一幅 2D 图片很少会带有一个 ground truth 的 3D 模型，作者在此同时使用了
synthetic data 与 real data 来进行评估。在 synthetic data 部分中，作者先从一系列 SMPL 模型中
获取到 2D 节点，并对这些 synthetic data 添加随机的高斯噪声，然后以 synthetic data 为输入，通
过上述方法对模型进行评估。且外，作者还在已知正确的 pose 参数的情况下，尝试用尽量少的关节点
来拟合模型。这部分的结果如下：

在 real data 部分中，作者分别在 HumanEva-I dataset 与 Human3.6M. dataset 上进行
quantitative evaluation，其中，这两个数据集都是自带 ground truth 的。这部分没有什么分析的空
间，具体结果如下。

至于 qualitative evaluation，作者在 LSP dataset 上进行了测试。SMPLify 不仅在一些简单姿势上能
获得明显优于其他模型的效果，SMPLify 在处理复杂的运动姿势时依然也能给出很好的表现。

上述内容都不需要我们认真关注，我们只用把重点放在能否将 SMPLify 应用于虚拟试衣上。SMPLify
在 LSP dataset 上运行时，遇到了下列的失效情况：罕见姿势导致的错误预测 (这与 SMPL 模型的学习
过程有关，不太好修正这个问题)；处理多人合照时的错误预测。

在处理虚拟试衣问题时，我们不会遇到多人合照的问题，但是遇到罕见姿势时可能会出现问题。不过，
我们显然不会遇到像 Fig. 7(1) 中的手和脚高度重叠的问题，也不会遇到像 Fig. 7(2) 中关节点旋转角为
正的问题。在上文中，我已经讨论了很多 SMPLify 存在的不足，而对于虚拟试衣来说，它最严重的问题
在于无法处理一些特殊的体型。因为 SMPL 模型学习了各种体型的 blend shape，所以我们拟合出来
的模型是趋向于拥有均匀的体型的。如果我们想尝试处理一些拥有不均匀体型的人像 (比如说孕妇之类
的)，那么生成的模型肯定会与实际有较大的误差。

· Appendix
如果我们想要在自己的数据集上运行 SMPLify，简要的流程如下。

1) 将 2D 人像输入至使用 LSP dataset 训练得到的 2D joints estimator 中 (如 DeepCut、CPM 等，
现今可能有性能更好的 estimator)，获得一组预测关节点与对应的预测自信度。
2) 我们以 DeepCut 举例：预测关节点与对应的预测自信度被储存为一个 numpy 数组 (或输出成 npz
文件)。这个 numpy 数组的大小为 5 × 13，对应的关节点编号已在上文中标明，其中，第一维中
数据的含义如下：position x、position y、CNN confidence、CNN offset vector x、CNN
offset vector y。因此，在 SMPLify 中我们只用关心第一维的前三组数据即可。
3) 将运行 DeepCut 的得到的数据与原始人像图片作为参数，传入 SMPLify 的 run_single_fit() 函数。
之后，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包括以下 key 值的 dict 类型的变量：cam_t、f、pose、betas。cam_t
是摄像机的平移；f 是摄像机的焦距；pose 是 SMPL 模型的 pose 参数；betas 是 SMPL 模型的
shape 参数。如果我们只想实现 3D 上的虚拟试衣，那么我们没必要关注 cam_t 与 f；如果我们想
要在实现完 3D 上的虚拟试衣后把试衣结果贴回原图像上，我们需要在最后使用 cam_t 与 f 来求解
摄像机。
4) 当我们想要通过 pose 与 betas 还原出对应的 SMPL 模型时，我们需要先调用 SMPL 的
load_model() 函数读取对应性别的 SMPL 模版模型，然后把 model 的 pose 与 betas 参数修改
成我们先前得到的值，最后输出成 obj 文件。(以下代码与我们的需求略有区别)

5) 如果我们还想把试衣结果贴回原图像上，我们只需调用 SMPLify 的 render_model() 函数即可。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想要把 SMPLify 应用于虚拟试衣上，我们只能借助它生成 obj 的模型。因为
SMPL 的 shape 参数 (即 betas) 并没有明确的实际意义，只是通过 PCA 提取的特征。且外，在完成
这篇文档后，我发现了 Pavlakos, Georgios & Zhu, Luyang & Zhou, Xiaowei & Daniilidis, Kostas.
(2018). Learning to Estimate 3D Human Pose and Shape from a Single Color Image. 这篇论
文。与 SMPLify 不一样，这篇论文没有使用回归的方式来拟合出 SMPL 模型，而是训练了一个 CNN。

这篇论文被收录于 CVPR 2018，并表示它的性能要优于 SMPLify。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去仔细
分析它的研究成果。但鉴于它的输出也是一个 SMPL 模型，我们或许能用它来代替 SMPLify (具体流程
肯定会有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