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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V-KL变换在人脸肤色检测中的应用

钱　俊1　魏　锴1

(1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武汉市珞珈山 ,430072)

摘　要:将常用于人脸肤色检测的 YUV色彩空间与 KL变换相结合 ,提出了一种基于 YUV-KL变换的肤色检

测算法 ,并将它和其他常用的色彩空间检测效果进行对比 ,指出了这种变换的优势 , 并分析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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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内容的人脸图像检索首先要做的是人脸

检测 。另外 ,在高保真 、高压缩比的人脸图像压缩

中 ,由于普通压缩算法的压缩比有限 ,因此 ,人们

常采用混合压缩算法 ,其核心是定位人脸区域 ,这

同样要求有较为精确的人脸检测。从上面的分析

可以看出 ,人脸检测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模式识别 、

计算机视觉和图像编码等领域 ,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关注。

本文从分析色彩空间即色彩坐标系入手 ,对

常用于人脸肤色检测的色彩空间(简称肤色检测

空间)进行介绍 ,指出每一个肤色检测空间在实际

使用时的效果;同时给出人脸肤色的分布特点 ,指

出一个好的肤色检测空间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通

过将 YUV 色彩空间与 KL变换相结合 ,给出一种

新的肤色检测空间。

1　常用的肤色检测空间

笔者从 40 幅彩色登记照片 、20 幅彩色生活

照片中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人脸区域 60块 ,大小为

10像素×10像素 ,共 6 000个样本点。

1.1　RGB色彩空间

人脸的肤色在 RGB 色彩空间上一般分布于

R[ 151 ,255] 、G[ 97 , 239] 、B [ 84 , 233] 的区间。可

以看出 ,人脸的肤色信息较为均匀地分布在 RGB

三个分量上 。RGB色彩空间的每个分量的范围

是[ 0 ,255] ,人脸肤色无论哪个分量都占据着整个

色彩范围的 40%～ 60%,即 RGB色彩空间难以被

直接用于人脸肤色检测的原因在于肤色信息的过

度分散 ,很难找到一个较小的阈值范围作为人脸

检测的标准。

1.2　归一化 RGB色彩空间

图像中如果存在两点满足
R1

R2
=
G1

G2
=
B 1

B 2
,则这

两点只有亮度上的差异 ,不存在色彩上的不同。

经过如下变换:

r

g

b

=

1/(R +G+B) 0 0

0 1/(R +G +B) 0

0 0 1/(R +G +B)

R

G

B

(1)

两个像素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从而使得整个图像

的色彩信息得到压缩 ,缩小了阈值范围 ,降低了误

检率 ,如表 1所示 。

表 1　试验结果统计表/(%)

Tab.1　Results of Experiments

样本集内

误检率 漏检率

样本集外

误检率 漏检率

RGB 13.56 2.09 20.75 1.44

归一化 RGB 6.19 2.27 5.04 5.41

YUV 6.54 1.61 6.15 5.95

YCbCr 5.62 2.10 5.42 4.78

KL 8.63 2.34 6.70 4.47

YUV-KL 1.68 0.48 6.45 4.07

归一化 RGB 色彩空间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缩小阈值范围 ,但是它的弱点是一旦给定某两

个分量 ,剩下的一个分量可以通过用 1减去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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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量得到 。也就是说 ,使用归一化 RGB 色彩空

间 ,有一个分量必然成为冗余分量 ,这样会使整个

图像的颜色信息集中于某两个分量上 ,这两个分

量上的非肤色信息依然大量存在 ,因此 ,用这种方

法也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人脸肤色检测结果 。从

表1可看出 ,归一化 RGB色彩空间的检测效果与

其他变换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1.3　YUV和 YCbCr色彩空间

YUV和YCbCr色彩空间的特点与归一化 RGB

色彩空间不同 ,它们不是单纯地依靠压缩色彩信

息来降低误检率 ,而是通过将人脸的肤色信息集

中于某两个分量上 ,将亮度信息集中于第三个分

量上 ,这样既实现了色彩信息的压缩 ,也实现了亮

度色度的分离。根据美国国家电视制式委员会

NTSC制式的标准 ,当白光的亮度用 Y 来表示时 ,

它和 红 、绿 、蓝 三 色 光 的 关系 可 描 述 为:

Y =0.3 R +0.59 G +0.11B , 这就是常用的

亮度公式 ,色差 U 、V 是由B-Y 、R-Y 按不同比例

压缩而成的。

数字域中的色彩空间变换与模拟域中的色彩

空间变换不同 ,前者其分量使用 Y 、Cr 和 Cb 来表

示 ,与 RGB空间的转换关系如下:

Y

Cr

Cb

=

0.3 0.59 0.11

0.5 -0.42 -0.08

-0.17 -0.33 0.5

R

G

B

+

0

128

128

(2)

　　无论是 YUV还是 YCbCr ,都不是为人脸的肤

色检测所专门设计的色彩空间 ,因此 ,不能获得令

人满意的检测结果(表 1)。但是它们的设计思路

是正确的 ,即将色彩信息集中于某两个分量中 ,而

将亮度信息集中于第三个分量中。

2　YUV-KL色彩空间

一个好的肤色检测空间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①图像中的肤色信息被集中于某两个分量;②这

两个分量的非肤色信息(如亮度信息)应该足够

少;③这两个分量的均方差应足够小 。

KL(Karhuner-Loeve)变换是一种与傅立叶变

换 、沃尔什变换等相似的线性变换 ,用矩阵表示为:

Y =TX

式中 , X是要变换的矢量 , T 是变换矩阵 , Y 是变

换后的矢量 。与一般线性变换不同的是 ,在 KL

变换中 , T 是根据变换的矢量 X 推算出来的 ,其

元素由矢量 X的协方差矩阵的特征矢量构成。

从表1可以看出 ,单纯使用KL 变换进行人脸

肤色检测 ,虽然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但还显得不

够理想 。主要原因有:①简单 KL变换的结果矢

量 Y 受输入矢量 X的影响很大 ,因为变换矩阵本

身就是依据输入矢量 X构造的;②从本质上说 ,

KL 变换完成的主要工作是将原本线性相关的 3

个分量转换成线性无关的 3个分量 ,从而实现颜

色信息的重新分配。如变换

V1

V2

V3

=T

R

G

B

把人脸的肤色信息重新分配到 V1、V2 、V3三个分

量中 ,这样 , 3个分量中都包含人脸的肤色信息 ,

这给后续的阈值分割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尽管每

个分量的均方差都已经足够小 ,但是应用于阈值

分割时还是显得过大 。

基于这种传统 KL 变换的不足 , 笔者将它与

YUV色彩空间相结合 ,提出 YUV-KL 色彩空间。

构造变换矩阵的步骤如下 。

1)对 6 000个样本点进行 RGB到 YUV的变

换 , 得到一系列新的样本矢量 X i(i =1 , …,

6 000);

2)计算 X i 的协方差矩阵的特征矢量 ,构造

变换矩阵 T:

T =

0.988 4 0.007 2 0.151 9

0.151 8 0.012 4 -0.988 3

0.009 0 -0.999 9 -0.011 2

(3)

通过新的变换矩阵 T 来检测图像中的人脸 ,得到

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表 1)。

通过 RGB 到 YUV 变换 ,成功地将亮度信息

与色彩信息分离;通过 KL变换 ,成功地减小了每

个分量的均方差 ,压缩了阈值范围;将 YUV色彩

空间与 KL 变换相结合 ,进一步缩小了单纯使用

KL变换的阈值范围 。单纯使用KL 变换的阈值范

围为:

V1:(196.820 8 ,415.581 0)

V2:(-63.661 8 ,36.958 1)

V3:(-18.194 5 ,15.602 6)

(4)

经过 RGB到 YUV变换后 ,再使用 KL变换的阈值

范围为:

V1:(116.065 6 ,241.576 3)

V2:(-45.902 8 ,25.712 2)

V3:(-11.458 3 ,9.483 6)

(5)

平均缩减了 40%。这样 ,人脸的肤色分布范围在

每一个分量中都更为集中 ,确保了最后人脸肤色

阈值分割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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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验结果

图像中每一个像素经过 YUV-KL变换后进行

判断 ,如果在式(5)所规定的范围之内 ,则被认为

是人脸 ,否则就是非人脸区域 ,如图 1所示 。

图 1　人脸检测的结果

Fig.1　Result of Face Detection

笔者选择样本集内的人脸图像 10幅以及非

样本集内的图像 40幅进行试验。由于人脸的肤

色检测结果通常用于人脸的初定位 ,因此 ,对误检

率的要求不高 ,但要求较低的漏检率 。经过将各

种常用的肤色检测空间检测效果的对比发现 ,

YUV-KL变换是比较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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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YUV-KL Transformation to Face Skin Color Detection

QIAN Jun
1　WEI Ka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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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combines the YUV color space with the KL transformation , and presents a face skin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YUC-KL transformation.Then this method is contrasted with the common

ways of face detection.The advantages of the algorithm as well as the reasons are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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