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基于 CSI的跌倒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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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传统人体行为识别方法系统搭建成本高、部署复杂且存在侵犯隐私等问题，提出一种使用商

用 Wi-Fi设备获取信道状态信息 CSI进行人体行为识别与跌倒检测的方法. 通过提取信道状态信息 CSI中的

幅度和相位特征作为基础信号，并使用功率谱熵作为新特征建立指纹库. 采用基于人工鱼群算法 AFSA修正

的支持向量机 SVM对动作进行分类识别，通过对 SVM中的参数惩罚因子和核函数参数进行优化选择达到

优化分类的效果. 根据真实环境数据验证表明，平均识别率达到 9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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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无线设备和无线信号遍布我们身边

的每一个角落. 基于公众通信的无线智能感知，存

在于无形，感知于无影，特别是基于OFDM和MIMO
技术的新一代商业 Wi-Fi设备，其测量的信道状态

信息携带了比传统接收信号强度（RSS）更加细粒

度的传播环境特征，在入侵检测[1]、行为检测[2]、手

势识别[3] 等应用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所以对人体跌倒的研

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目前已有基于可穿戴传感器[4]

和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研究方案[5]，但这些系统存在

一系列缺点，基于可穿戴传感器的方法要求用户随

身佩带传感器，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利用摄像头

采集信息的方案，只适用于光学条件较好的场景

下，部署复杂，成本高，并会带来隐私问题. 利用Wi-
Fi信号进行人体状态检测极为方便，早期研究人员

大多利用接收信号强度（RSS）进行活动识别 . 但
RSS测量的是多径传播的叠加信号，稳定性差. 基
于 CSI(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的跌倒检测器很

好的弥补了这些缺点，它不需要用户佩戴任何设备

也不会侵犯隐私，并可以将跌倒检测信号传送到人

机交互设备，然后发送给最近的医疗机构. CSI是
MAC层更细粒度的度量，从人体基本行为到更复

杂的活动，都能得到较准确的识别. 文献 [6]通过

分析 CSI信号进行呼吸检测，文献 [7]基于 CSI信
号开发的 E-eyes系统进行人体步态识别. 利用 CSI
对人体跌倒进行检测的最早研究是Wi-Fall系统[8]，

研究人员利用幅值来区分人体活动，并提出采用随

机森林分类器来改进分类的准确性. 然而，他们的

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仅利用 CSI信号的幅值特征

对活动进行分类，而忽略了对表征动作更敏感的相

位特征. 文献 [9]中的 Wi-SK检测方法在静态环境

中实现了细粒度的人员行为检测，但同样仅利用

CSI幅值信息. 文献 [10]中将 SVM应用在基于 RSSI
的室内人员定位上，而 RSSI在复杂环境中具有不

稳定的缺陷，不利于人体行为检测. 文献 [11]设计

的 FIMD系统利用 CSI信号在复杂环境中更稳定

的特点，对静态环境中的人员进行检测，但检测准

确性会因环境的变化而降低. 文献 [12]中的 CARM
系统，使用 CSI速度模型和隐含马尔柯夫模型分类

算法，没有考虑人体行为的特点，同时训练时间较

长，复杂度较大. 文献 [13]通过提取 CSI幅度和相

位的相关矩阵的最大和第二大特征值构成四维的

特征向量，但识别率是否会随着特征向量的增加而

有所提高还有待验证；文献 [14]提出提取不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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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应的子载波特征方差，进而采用 SRC算法对

人体行为进行分类，但该方法稳定性差，在人体活

动不剧烈的情况下检测效果并不理想.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 CSI

的跌倒检测方法. 将 CSI数据幅值和相位作为基础

信号提取特征，提出使用功率谱熵作为识别跌倒的

新特征，采用人工鱼群算法 AFSA（Artificial  Fish
Swarm Algorithm）实现动作分类，并获得很好的识

别效果.

1    总体设计

t

1.1    CSI数据模型　CSI是描述无线信道状态的

信息集合，它包括幅度和相位等信息. 为了能够细

致地反映每条路径单独传播的情况，无线信道通常

具备 2种表现形式：信道冲击响应反映信号在时域

上的特征，信道频率响应反映信号在频域上的特

征. Wi-Fi采用 OFDM调制技术，将信号调制到一

系列间隔为 312.5 kHz的子载波上进行通信，接收

端可以从每个数据包中获取信道状态信息 . 一组

CSI数据是以子载波频差为频率采样间隔，对 Wi-
Fi带宽内的信道频率响应（CFR）的 30个离散采样

值，以代表子载波的幅度和相位 . 第    次采样的

CSI数据可以表示为：

Ct =


C1,1 ( f1) · · · C1, j

(
f j
)

· · · · · · · · ·
Ci,1 ( f1) · · · Ci, j

(
f j
)

 , (1)

其中矩阵中的每个元素都是复数值，表示为：

Ci, j
(

f j
)
=

∥∥∥∥Ci, j
(

f j
)∥∥∥∥e j∠Ci, j( f j), (2)

f j j
∥∥∥∥Ci, j

(
f j
)∥∥∥∥ ∠Ci, j

(
f j
)

i j

 表示第   个子载波的频率，  和 

分别表示第   根天线上的第   个子载波的幅度和

相位. 我们使用 CSI的幅度信息和相位信息作为人

体行为的基础信号.
1.2    检测方法整体流程　本文所述的一种基于

CSI的跌倒检测方法，主要包括数据采集、信号预

处理、特征提取、指纹库建立和数据信息匹配 5个

步骤. 总体流程如图 1所示.
1.3    CSI数据预处理　

Nt ×Nr ×30

Nt Nr

1.3.1    CSI 子载波聚合　根据 IEEE 802.11n标准，

利用 Intel 5300网卡，通过修改固件，普通 Wi-Fi设
备每条收发链路可获得 30组子载波上的 CSI数
据. 设备接收端接收到的 CSI数据包是 
的矩阵，其中   是发送端天线数，  是接收端天线

数，且每个 CSI数据流有 30个子载波 . 实验采用

1×3的收发设备，每个 CSI数据包包含 3个数据流.
人体运动对 3个数据流的影响不同，但对每个数据

流中的 30个子载波的影响相似[15]，利用频率分集

来补偿小规模衰落效应，我们将 30个子载波的

CSI幅度加权平均，加权因子的选择基于无线电波

的传播与频率相关这一事实（参考自由空间模型），

每个子载波对应的 CSI可表示为：

C j =
1

Ns

Ns∑
j=1

f j

fo
×

∣∣∣Ci, j
∣∣∣ , (3)

fo
Ns

∣∣∣Ci, j
∣∣∣ i

j

其中   是在 802.11n协议中定义的 OFDM子载波

的中心频率，  为子载波数，  表示第   根天线

上的第   个子载波的幅值.
1.3.2    CSI 幅值指数平滑　如图 2所示，黑色线条

显示了由电磁噪声干扰的原始 CSI幅值信息，可以

观察到信号的真实趋势被淹没在噪声中. 因此，我

们设计了一个指数平滑滤波器来滤除噪声，红色线

条显示滤波器有效地消除了噪声，并且获得了由人

体运动引起的真实变化趋势.

 
图 1    检测方法总体流程

Fig. 1    System flow chart of testing method

 
图 2    指数滤波前后信号幅值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signal  amplitude  before  and  after
exponential fil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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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3.3    基于移动方差的动作数据分割　本文将预

处理后的 CSI数据作为提取活动特征的输入信号，

但在人体活动的持续时间内完整的 CSI信号轨迹

包含过多的静止状态，这无疑增加了计算开销. 因
此，由人体实际活动产生的 CSI数据应该被分割出

来. 为了提高分割精度，我们使用移动方差分割的

方法放大 CSI数据流的波动. 对于由   个数据包组

成的 CSI数据，移动方差表示为：

Ct,mv=

 1
L−1

L∑
d=1

|Cd−µ|
2 , (1⩽ t⩽n−L+1) , (4)

µ =
1
L

L∑
d=1

Cd, (5)

L

其中 L为滑动窗口的长度，µ和 d分别是滑动窗口

中的幅度平均值和数据包编号，t是整个 CSI流中

当前位置包的编号.使用滑动窗口计算每个移动方

差时，该滑动窗口跨相邻 CSI包的经验长度   值定

为 30. 图 3（b）表示对跌倒动作计算了移动方差后

的幅值，相比于图 3（a）描述的原始 CSI幅值，两者

幅值高度相关，并且由人体实际活动产生的 CSI数
据更容易被分割出来，减少计算开销.

1.3.4    人体活动的 CSI 相位　很多现有的研究只

利用幅值特征来区分不同的活动，不能较好地提高

对活动识别的正确率. 本文增加相位信息作为基础

信号，但由于随机噪声以及收发端时钟不同步的影

响，造成原始相位信息在各个子载波上的分布比较

随机，因而无法直接使用. 本文计算两天线之间的

相位差方差，将其作为特征，区分不同活动.
i j

ϕ̂ j

若把第   根天线上的第   个子载波上的 CFR
原始相位   表示为[16]：

ϕ̂ j = ϕ j−2π
k j

N
δ+β, (6)

ϕ j j δ

β

k j N

i1 i2
△ ϕ̂

i1,i2
j

其中   表示第   个子载波上真实相位；  是接收端

的时钟偏移，是造成相位误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未知的常数相位偏移；  是子载波索引号；  是
FFT解调部分的采样数. 任何一对天线   和   的
相位差,表示为 [2]：

△ ϕ̂
i1,i2
j = ϕ̂

i1
j − ϕ̂

i2
j =

△ ϕ
i1,i2
j −2π

k j

N
△ δi1,i2+ △ βi1,i2 , (7)

△ ϕ̂
i1,i2
j = ϕ̂

i1
j − ϕ̂

i2
j △ δi1,i2其中，  是真实的相位差，  是

两根天线的相对采样误差，它仅和两根天线的信道

△ δi1,i2 △ βi1,i2

βi

△ ϕ̂
i1,i2
j

状态有关，当信道稳定时，  是常数.   是
常数相位误差，一旦接收器启动， 是恒定的. 因此

相位差   仅由真实相位决定，可将其用作反映

人体行为的特征，图 4分别显示了静止和跌倒环境

中的原始相位分布和相位差. 我们可以看到，随机

分布的原始相位可以通过在一对天线上计算相位

差来校准.

2    CSI特征提取

2.1    针对跌倒检测的统计特征　为了能够准确检

测出人体的各种行为动作并从中区分出跌倒动作，

需要对于动作指纹库中的 CSI进行提取特征值的

处理. 我们从 CSI流中提取以下 5个特征用于行为

识别，由于在文献 [5]中详细分析了前 4个活动分

类特征, 本文重点分析新提出的第 5个特征—功率

谱熵.
（1）CSI值的归一化标准差（normalized standard

deviation，NSTD）：描述活动的动态范围.
（2）中位数绝对偏差（median absolute deviation，

MAD）：描述 CSI数据样本差异性.
（3）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IR）：描述 CSI

 
图 3    跌倒动作原始幅值与计算移动方差后的幅值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the original amplitude and the amplitude after calculating the moving variance of the fal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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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各变量的分散情形.
（4）信号熵值（signal entropy，SE）：描述 CSI数

据混乱程度.
（5）功率谱熵（Power Spectral Entropy，PSE）：描

述信号的活动性强弱程度.
2.2    功率谱熵　考虑到跌倒动作发生时，在时频

域中出现功率的急剧下降现象，因此针对跌倒提出

新特征—功率谱熵 . 功率谱熵是时间序列信号通

过 FFT变换所得. 在无线信号的功率谱中，当谱峰

较窄时，其熵值较小，它表明信号具有明显的震荡.
然而，谱峰较平滑时，其熵值较大.

X

功率谱熵是能够量化不确定系统的谱复杂度

的信息熵. 它在文献 [16]中定义. 对于一个不确定

的系统，我们假设一个随机变量    作为系统的

状态.
X = {x1, x2, · · · , xs}, (s ⩾ 1). (8)

相应的概率是

P = {p1, p2, · · · , ps}, (0 ⩽ pl ⩽ 1, l = 1,2, · · · , s). (9)

约束条件是
s∑

l=1

pi = 1. (10)

因此，系统的信息熵可以表示为

H = −
s∑

l=1

pl ln pl. (11)

时间序列信号通过 FFT变换成为功率谱，功

率谱的信息熵称为功率谱熵. 该算法可以概括为：

X(wl)

wl l

（1）信号的离散傅立叶变换   可以通过 FFT
获得，其中   是第   个点处的频率.

（2）计算其功率谱密度（PSD）

P̂(wl) =
1
N
|X(wl)|2. (12)

P̂ (wl)（3）归一化  ，并获得功率谱密度分布函数

pl =
P̂(wl)∑

l
P̂(wl)

. (13)

（4）根据功率谱密度分布函数，计算出功率谱

熵值 Hpse，表示为:

Hpse =

s∑
c=1

pcln pc. (14)

3    基于 AFSA-SVM算法的动作分类

K(yu,yv)

K(y,z)

CSI有非线性、非平稳的信号特点，所以对人

体动作的识别问题实质上是非线性的分类问题. 针
对这一问题，本文将鱼群算法和支持向量机算法融

合，通过鱼群算法优化支持向量机的寻优过程. 根
据径向基函数选取   作为核函数，对输入变

量做非线性变换，在其高维空间找最佳分类平面.
由拉格朗日乘数法得到决策函数 [17]f(y)和径向基

函数   分别表示为:

f (y) = sgn


n∑

u=1,v=1

a∗uzuK (yu · yv)+b∗
 , (15)

K(y,z) = exp
(
−∥y− z∥

2σ2

2)
, (16)

z b

y

其中，  是自定义的常数，用于控制惩罚度，  为偏

移量，  为输入变量,a为引入拉格朗日函数的中间

变量.
σ

C

σ

C

SVM分类效果的好坏与核函数参数   以及自

身参数惩罚因子   的关系比较大 [17]. 本文使用人

工鱼群算法对支持向量机中的核函数参数   以及

参数惩罚因子   寻优，以达到更佳的优化分类效果.
使用人工鱼群算法对支持向量机进行优化，首

先设定鱼群参数，使用交叉验证，确定适应度函数.

 
图 4    原始相位与相位差对比

Fig. 4    Comparison of the originol phose and the phas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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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数空间随机生成人工鱼. 根据鱼群的特性设置

支持向量机的核函数参数以及参数惩罚因子，一起

带入到支持向量机模型中计算个体适应度. 判断是

否满足结束条件. 如果不满足，则对鱼群位置进行

更新. 如果满足，则最终输出的值就是最优解.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实验设备　接收端采用配备 Intel 5300 NIC并

运行 Ubuntu 11.04 OS的迷你台式机，发射端是 TL-
WR742N无线路由器，工作频率为 2.4 GHz，带宽设

置为 40 MHz. 在一个发射器天线和 3个接收器天

线（3个 TR链路）之间采集 CSI数据，如果仅使用

子载波的幅度或相位作为基础信号，则时间序列

为 Nt×Nr×30 = 1×3×30 = 90维 . 如果使用 2个基础

信号，则 CSI时间序列是 180维. 在本实验中，我们

使用子载波的幅度和相位作为基础信号，并利用

2个 TR链路.
4.2    实验场景　分别在全封闭的会议室和半封闭

空旷的走廊环境中采集数据. 实验收发设备分别置

于距地面 45 cm高的椅子上，邀请 3名志愿者在收

发设备相距 4 m的视距位置中间，做出坐-站、深

蹲、跳跃和跌倒 4个动作，对每个动作采集 200
个样本，共 800个样本，其中每个动作的 80%的样

本作为训练数据，剩下的 20%作为测试数据. 由于

实验场景的限制，跌倒动作只进行了前倾跌倒实

验. 在每个数据收集期的开始和结束时添加 10 s的
缓冲期，这样做是为了能够采集到完整的动作. 实
验环境如图 5所示.

4.3    系统性能分析　

4.3.1    不同分类算法性能分析　图 6显示了 2种

分类算法的动作检测正确率. 为了公平比较，本文

把 CSI数据经过相同方法的预处理，并提取相同动

作特征作为输入，其中包含功率谱熵特征，然后分

别运用 AFSA-SVM算法和 SVM算法实现对人体

行为的识别，使用本文算法所得的总体检测正确率

达 94.64%. 结果表明，在相同的场景，运用 AFSA-
SVM算法的分类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 SVM算法.
为了比较本文算法与传统支持向量机算法对 4种

不同的人体活动影响的不同效果，使用混淆矩阵展

示 2种方法的结果.
如表 1、2所示，误报主要来自“坐 -站”的动

作，系统会把这个动作分类为“跳跃”和“深蹲”，因

为这个动作同“跳跃”和“深蹲”一样存在自下而上

的起身过程，而且持续时间也非常相似. 针对“跌

倒”动作，由于动作下降趋势明显，使用优化算法的

识别正确率可达 100%，虽然优化算法对参数进行

寻优的时间稍长，但这是可以接受的. 相比于传统

的 SVM分类算法，AFSA-SVM分类算法性能更好.
表 3是 3种优化算法的错误率和运行时间对

比. 其中基于遗传算法优化支持向量机（GA-SVM）

的错误率为 8.65%，但耗时最长. 基于粒子群算法

 
图 5    实验场景与平面部署

Fig. 5    Experimental scenario and plane deployment

 
图 6    AFSA-SVM算法和 SVM算法分类效果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AFSA-SVM  algorithm  and  SVM
algorithm classifi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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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支持向量机（PSO-SVM）错误率最高为 9.29%.
而 AFSA-SVM分类器具有更强的分类能力，错误

率为 5.36%，在分类时间上比其他两种优化用时短.
因此，在本实验条件下，经过子载波聚合、指数滤

波、数据分割以及相位校准处理过 CSI数据后，选

取能保证较高准确率且运行时间最短的 AFSA-
SVM算法为最优算法.
4.3.2    CSI 与 RSSI 的对比　基于 RSSI的人体行

为识别也被广泛应用，为了公平比较，本文把在同

一时间段内采集得到的 RSSI数据经过与前文对

CSI数据相同的预处理与特征提取之后，运用人工

鱼群分类算法实现对人体行为的识别，实验结果如

图 7所示.
实验表明，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基于 RSSI的

方法对 4种动作的检测正确率为 85.7%，无论是针

对单个动作还是总体检测正确率，基于 CSI的方法

优势凸显，针对跳跃动作的识别优势更为突出，相

对于采集的跳跃动作样本的不良因素影响，基于 CSI
的方法有更好的鲁棒性. 总之，与基于 RSSI的方法

相比，基于 CSI的方法可以提供更好的识别性能.
4.3.3    新增特征值的影响　为分析功率谱熵作为

动作识别的新特征对于分类的影响，我们把增加功

率谱熵作为新特征对 4种不同的人体运动的识别

效果与未加入新特征（均使用 AFSA-SVM）的识别

效果进行对比实验. 如图 8所示，灰色表示仅使用

传统特征表征动作的分类效果，对 4种动作的检测

正确率为 90.18%；粉色表示增加新特征之后的分

类精度，对 4种动作的检测正确率为 94.64%. 可
见，增加功率谱熵作为特征对每个动作的分类精度

都有较明显的提升，特别对跌倒动作的识别效果

最好.

5    结束语

本文利用商用 Wi-Fi设备上的物理层信道状

态信息映射出不同的人类活动，提出一种基于

CSI的人体行为识别与跌倒检测的方法 . 首先对

CSI数据进行预处理，使用 CSI幅值和相位信息作

为基础信号，对信号进行滤波去噪；然后从 4个常

见动作中提取有效特征作为分类算法的输入；最后

使用基于人工鱼群算法修正的支持向量机对动作

表 1    AFSA-SVM算法分类的混淆矩阵

Tab. 1    Confusion  matrix  of  AFSA-SVM  algorithm
classification

坐-站 跳跃 深蹲 跌倒

坐-站 0.750 0 0.027 0 0.027 8 0

跳跃 0.050 0 0.973 0 0.055 6 0

深蹲 0.050 0 0 0.916 7 0

跌倒 0 0 0 1.000 0

表 2    SVM算法分类的混淆矩阵

Tab. 2    Confusion matrix of SVM algorithm classification

坐-站 跳跃 深蹲 跌倒

坐-站 0.578 9 0.052 6 0 0

跳跃 0.421 1 0.894 7 0.200 0 0.136 4

深蹲 0 0.052 6 0.800 0 0

跌倒 0 0 0 0.863 6

表 3    各优化算法错误率和运行时间比较

Tab. 3    Comparison of error rate and running time of different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算法 错误率/% 运行时间/s

PSO-SVM 9.29 123.50

GA-SVM 8.65 137.16

AFSA-SVM 5.36   95.37

 
图 7    CSI与 RSSI对分类效果的对比

Fig. 7    Comparison  of  classification  effects  between  CSI  and
RSSI

 
图 8    功率谱熵对分类结果的影响

Fig. 8    Influence  of  power  spectrum  entropy  on  classific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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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类识别. 实验结果表明，在多场景下平均识

别率达 94.64%，提高了识别精度 . 在未来的工作

中，我们将重点研究更多复杂干扰的环境下使用

MIMO系统对多人员的日常连贯动作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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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 of fall detection based on CSI

RAN Ya-xin，YU Jiang**，CHANG Jun，LI Xiao-wei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high  cost,  complex  deployment  and  privacy  violations  of  traditional
human behavior  recognition methods,  a  method for  obtaining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CSI for  human behavior
recognition and fall detection using commercial Wi-Fi equipment is proposed. The fingerprint database is built by
extracting the amplitude and pha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CSI as the base signal and using
the power spectrum entropy as a new feature.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based on artificial  fish swarm
algorithm (AFSA) is used to classify and identify the acti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is achieved by
optimizing the parameter penalty factor and kernel function parameters in the SVM. According to the verification
of real environmental data, the average recognition rate reached 94.64%.

Key words: behavior recognition；fall detection；support vector machine；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artificial
fish swarm algorithm

第 42 卷 冉亚鑫等：一种基于 CSI 的跌倒检测方法 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