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 第４期

２００９年４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４

Ａｐｒ．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１０５。

项目来源：国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８ＡＡ０４Ｚ２０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０６７５０４９）；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Ｙ１０６４１４）。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４０４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主元分析变换空间上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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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给出了在主元分析（ＰＣＡ）变换空间上求取ＤＣＶ投影矩阵的方法（ＰＣＡ＋ＤＣＶ），在保留所有鉴别信

息的条件下，显著降低了算法复杂度，提高了运算效率。进一步提出了依据主元成分对应特征值进行适度权

重的ＤＣＶ识别方法（ＷＰＣＡ＋ＤＣＶ），一定程度上减小因光照、饰物遮挡等造成的面部变化带来的识别影响，

增强表征信息，提高识别率。在ＯＲＬ、ＹＡＬＥ和ＡＲ人脸库上的实验结果证实了本方法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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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利用统计特征进行人脸识别的应用中，常常

将像素为狉×犮的人脸灰度值图像表示为犱 维空

间中的向量，其中犱＝狉犮。一般地，犱是较大的值，

即人脸图像的原始表征是高维的。许多实际应用

中，往往样本数量远小于犱，导致了人脸识别应用

领域中通常所说的小样本问题（ＳＳＳ）。小样本条

件下，求解Ｆｉｓｈｅｒ线性鉴别分析（ＦＬＤＡ）的广义

特征方程存在病态奇异问题，使得传统的基于

Ｆｉｓｈｅｒ鉴别标准

犑（犠ｏｐｔ）＝ａｒｇｍａｘ
犠
狘犠

Ｔ犛犫犠狘／狘犠
Ｔ犛狑犠狘

（１）

的线性鉴别方法难以实施，其中犛犫为类间散度矩

阵，犛狑 为类内散度矩阵。ＰＣＡ＋ＬＤＡ
［１］、ＤＬ

ＤＡ
［２］、ＰＣＡ＋零空间方法

［３］等都是针对这一问题

的解决方案，但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如ＰＣＡ＋

ＬＤＡ和ＤＬＤＡ会丢失鉴别信息，而ＰＣＡ＋零空

间方法计算复杂度大且数值求解不够稳定。

文献［４］提出的鉴别共同矢量（ＤＣＶ）方法采

用文献［５，６］给出的修改ＦＬＤＡ标准：

犑（犠ｏｐｔ）＝ａｒｇ ｍａｘ
狘犠
Ｔ
犛狑犠狘＝０

狘犠
Ｔ犛犫犠狘＝

ａｒｇ ｍａｘ
狘犠
Ｔ
犛狑犠狘＝０

狘犠
Ｔ犛狋犠狘 （２）

作为优化准则，其中犛狋为总体散度矩阵，并有犛狋

＝犛犫＋犛狑。在这一思想下，ＤＣＶ在类内散度矩阵

的零空间中求取鉴别矢量，成功克服了前述方法

的缺点，但传统方法算法１需两次求解特征方程，

计算量大且数值不稳定。为此，文献［４］中提出了

ＤＣＶ算法２，利用两次 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正交化过

程代替两次求解特征方程，计算复杂度较小且数

值稳定性得到提高。

１　犘犆犃变换空间上的犇犆犞算法

命题１　对所有样本进行主元分析的犿个最

优主元方向可通过对总体散度矩阵犛狋的对应犿

个最大特征值的特征向量的求取来确定［１］，犛狋定

义为：

犛狋 ＝∑
犆

犻＝１
∑

犖犻

犼＝１

（狓犻犼－μ）（狓
犻
犼－μ）

Ｔ
＝犛犫＋犛狑（３）

式中，μ为所有样本均值。

因犛狋半正定对称，可以通过奇异值分解

（ＳＶＤ）得到其标准正交的特征向量组。用犝 表

示犛狋的对应非零特征值（非零特征值皆为正）的

标准正交列向量组，珟犝表示犛狋的对应零特征值的

标准正交列向量组。一般地，在本文讨论的所有



　第３４卷第４期 唐　亮等：主元分析变换空间上的鉴别共同矢量人脸识别方法

样本线性无关的小样本人脸识别问题中，犛狋的非

零特征值个数为犕－１，故犝 为犱×（犕－１）矩阵，

珟犝为犱×（犱－犕＋１）矩阵，［犝　珟犝］构成一组犚
犱上

的标准正交基［１］。

命题２　通过ＤＣＶ算法２求取最优投影矩

阵的过程相当于求解一个窄 ＱＲ（ｔｈｉｎＱＲ）分解

问题［７］。定义

犎犫 ＝ ［犫１，犫２，…，犫犆－１］ （４）

其中，

犫犻＝狓
犻
犖犻 －狓

犆
犖犮
，犻＝１，２，…，犆－１ （５）

对［犎狑　犎犫］进行ＱＲ分解，得到：

［犎狑　犞犎犫］＝ ［犙１　犙２］
犚１ 犔

犗 犚
［ ］

２

（６）

式中，犙１、犙２为正交矩阵；犚１、犚２为上三角阵；犗为

零矩阵；犔为分解算法所得的某一特定矩阵。则

有ＤＣＶ最优投影矩阵：

犘ＤＣＶ ＝犙２ （７）

　　命题３　 原数据集上的ＤＣＶ算法２所得最

优投影矩阵，可基于对所有样本主元分析空间中

的全部非零特征值对应的正交方向上的降维数据

实行ＤＣＶ算法２而得到（ＰＣＡ＋ＤＣＶ算法）。

２　权重犘犆犃＋犇犆犞方法（犠犘犆犃＋

犇犆犞）

　　基于统计的模式识别系统的训练过程可以划

分为预处理阶段，特征提取／选择阶段和学习阶段

３个连续的阶段
［９］。大量的现有人脸识别研究工

作主要集中在后两个阶段，除了基本的灰度均衡

化、数值规则化等操作外，预处理阶段的工作很

少。但近期很多文献研究［１０，１１］表明，合适的预处

理可以有效地提高基于统计的人脸识别的性能。

Ｂｅｌｈｕｍｅｕｒ等
［１２］也指出，在基于主元分析的

特征脸方法人脸识别中，对应前３个最大特征值

的主元对光照的变化最敏感。在训练样本集面部

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对应大特征值的主元方向（主

要主元方向）集中图像表征的主要信息，也很可能

集中了因表情、光照、饰物遮蔽等带来的个人面部

表现的类内变化信息，而大的类内变化一般是不

利于分类的；对应相对小特征值的主元方向可能

具有表现个人面部细节的信息。

在预处理过程中应体现以下两点思想：① 主

要主元成分信息需要被适度弱化，因为其对光照

等条件变化过于敏感；② 对应于较小特征值的主

元成分信息可以适度增强，因为其对于大的类内

面部变化不会太敏感，且可能包含一定的面部细

图１　权重ＰＣＡ人脸图像重建示例（α＝－０．４）

Ｆｉｇ．１　Ａｎ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ＰＣＡＦａｃｅＩｍａｇ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ｈｅｒｅ（α＝－０．４）

节信息。定义狆阶对角方阵犛＝ｄｉａｇ（λ１，λ２，…，

λ狆），其中犛的对角元素为总体散度矩阵犛狋 的所

有狆个非零特征值，顺序对应主元降维投影矩阵

犝 中各列的特征向量。在小样本人脸识别问题

中，一般有狆＝犕－１。定义指数参数权重的ＰＣＡ

重建方式：

狔＝犝犛
α犝Ｔ

狓 （８）

式中，狓代表已向量化的原始图像；狔表示向量化

的重建图像。当指数参数α满足－１≤α≤１时，

都可以满足预处理目的。

图１为 ＹＡＬＥ
［１２］人脸库上的指数参数权重

ＰＣＡ重建的一个示例。将所有该库图片依面部

裁剪后的样本作为训练集，训练样本图像的灰度

数值归一化到［０　１］，为显示需要，重建图像的元

素数值也归一化到［０　１］。图中第一行为库中１

号人物样本的部分原图像，第二行为依式（８）对第

一行同列相应原图像的重建，其中选用指数参数

α＝－０．４。根据指数为－０．４的幂函数曲线可

知，这一操作相当于增大相对小（特别是小于１）

的特征值对应的主元分量特征在重建过程中的作

用。从图１中可以明显发现，重建后的图像对细

节特征明显增强，在保留图像轮廓边缘位置信息

的基础上，数值差异（图中表现为灰度对比度）大

大增加。所有重建后的图像眼部特征清晰（角膜

与眼白区分明显），可见明显的颧骨轮廓，而在原

始图像中，特别是在眼镜遮蔽和侧面光照条件下，

这些区域的对比度很小，表征不明显。同时，对比

第三、四列图像，重建图像已看不出明显的光照方

向性，对原图像的阴暗处起到了补偿显示的作用。

将依据特征值进行权重的预处理思想引入

ＰＣＡ＋ＤＣＶ 方法 ，形成权重的 ＰＣＡ＋ＤＣＶ

（ＷＰＣＡ＋ＤＣＶ）人脸识别方法流程。

１）对训练数据集所有样本进行主元分析，得

到包含对应所有非零特征值的标准正交特征向量

的列矩阵犝，及包含顺序对应的特征值的对角矩

阵犛。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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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对所有原始数据狓
犻
犼 的直接ＰＣＡ降维数

据的各维，依据其方向对应的特征值计算权重，即

狔
犻
犼 ＝犛

α犝Ｔ狓犻犼 （９）

狔
犻
犼即为相应权重降维数据，α为某一确定常数（即

权重参数，α＝０时方法等同于ＰＣＡ＋ＤＣＶ）。

３）对权重降维后的数据集实行本文第一部

分描述的ＤＣＶ算法２，得到针对已降维数据的投

影矩阵犘狔＿ＤＣＶ。

４）针对原始维数数据的 ＷＰＣＡ＋ＤＣＶ最佳

投影矩阵：

犘ＤＣＶ ＝犝犛
α犘狔＿ＤＣＶ （１０）

　　注意，由 ＷＰＣＡ＋ＤＣＶ得到的最佳投影矩

阵经Ω犻＝犘
Ｔ
ＤＣＶ狓

犻
犼 产生的各类的特征矢量仍然是

惟一的，与具体选择类中第几个样本计算无关，即

后续的分类方法同于第一部分中介绍的得到

犘ＤＣＶ后的操作步骤。

３　实　验

本文实验在ＯＲ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ｃａｍ．ａｃ．

ｕｋ）、ＹＡＬＥ
［１２］和ＡＲ

［１３］标准人脸数据库上进行。

ＯＲＬ人脸库由４０人，每人１０幅，共４００幅灰度

图像组成，实验中将其图像大小调整为５６像素×

４６像素。ＹＡＬＥ人脸库由１５人，每人１１幅，共

１６５幅灰度图像组成，实验中截取每幅中的归整

化的５０像素×５０像素大小的人脸部分作为样

本。实验中所使用的 ＡＲ 人脸库为经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ｚ
［１３］预处理过的子集，包括各具２６幅面部图样

的１００人（５０个男性，５０个女性）的样例，大小调

整为６６像素×４８像素。三个库中的人脸图像包

含大量表情、光照、饰物遮挡及一定程度的朝向、

尺寸的变化情况。本文实验中，各库图像的像素

值均归一化到［０　１］。

表１～３给出了确定性实验采用的数据集构

造，以达到实验的可重复性。各数据集由相应库

中所有个人的对应栏中序号的标记样本组成。

表１　犗犚犔库上的训练和测试样本组合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ｎＯＲＬ

ＯＲＬ１ ＯＲＬ２ ＯＲＬ３ ＯＲＬ４

训练集 １，２，３，４，５ ６，７，８，９，１０ １，３，５，７，９ ２，４，６，８，１０

测试集 ６，７，８，９，１０ １，２，３，４，５ ２，４，６，８，１０ １，３，５，７，９

表２　犢犃犔犈库上的训练和测试样本组合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ｎＹＡＬＥ

ＹＡＬＥ１ ＹＡＬＥ２ ＹＡＬＥ３ ＹＡＬＥ４

训练集 １，２，３，４，５，６ ６，７，８，９，１０，１１ １，３，５，７，９，１１ ２，４，６，８，１０，１１

测试集 ７，８，９，１０，１１ １，２，３，４，５ ２，４，６，８，１０ １，３，５，７，９

表３　犃犚库上的训练和测试样本组合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ｎＡＲ

ＡＲ１ ＡＲ２ ＡＲ３ ＡＲ４

训练集 犪，犫，犮，犱，犲，犳，犵 狀，狅，狆，狇，狉，狊，狋 犪，犫，犮，犱，狀，狅，狆，狇 犪，犲，犳，犵，狀，狉，狊，狋

测试集 狀，狅，狆，狇，狉，狊，狋 犪，犫，犮，犱，犲，犳，犵 犲，犳，犵，狉，狊，狋 犫，犮，犱，狅，狆，狇

３．１　直接犇犆犞算法２与犘犆犃＋犇犆犞比较实验

在表１～３描述的１２个训练测试集上，进行

直接ＤＣＶ算法２与本文提出的ＰＣＡ＋ＤＣＶ算

法比较。用如下两个指标来衡量直接ＤＣＶ算法

２得到的最优投影矩阵犘１ 和ＰＣＡ＋ＤＣＶ算法得

到的最优投影矩阵犘２ 之间的差异：① 子空间距

离ｄｉｓｔ（犘１，犘２）＝ 犘１犘
Ｔ
１－犘２犘

Ｔ
２ ２，· ２代表矩

阵的２范数；② 差分矩阵元素的最大绝对值

犘１－犘２ ∞，· ∞代表矩阵的无穷范数。

在中央处理器为 ＡＭＤＡｔｈｌｏｎ（ｔｍ）６４２８００

＋，配置１ＧＤＤＲ２ＲＡＭ 的个人ＰＣ上，用 Ｍａｔ

ｌａｂ７．０编程实现算法。１２个训练集上，两种方

法分别得到的犘１、犘２ 之间的子空间距离和差分矩

阵元素的最大绝对值均小于１０－１３（处理数据均为

ＩＥＥＥ双精度浮点标准），即两种方法得到的是同

一投影矩阵，证实了ＰＣＡ＋ＤＣＶ算法的正确性。

表４给出了ＤＣＶ算法２与ＰＣＡ＋ＤＣＶ算

法分别在１２个训练集上得到最优投影矩阵的计

算时间，并给出了相应测试集上的识别正确率（此

项两方法相同）。可见，ＰＣＡ＋ＤＣＶ算法大大缩

短了最优投影矩阵的求取时间，提高了效率。

３．２　犠犘犆犃＋犇犆犞算法实验

图２给出了１２个数据集上 ＷＰＣＡ＋ＤＣＶ识

别正确率关于α的变化曲线，横坐标为α取值，纵

坐标表示识别正确率。指数参数α在［－１　１］

内，从小到大按０．１间隔选取，α＝０时即代表了

直接ＤＣＶ或ＰＣＡ＋ＤＣＶ的识别效果。可见，在

α∈［－０．２　０］时，基本在所有数据集上，相对于

α＝０时的识别正确率都有提升（仅有ＯＲＬ４数据

集例外，且α＝－０．２时只造成了小于１．５％的识

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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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率下降）。特别地，由于 ＹＡＬＥ和 ＡＲ人脸库

图样包含较多光照的方向及强弱条件变化，直接

ＤＣＶ方法在这两个数据集上的识别率相对较低

（表４），而α在［－０．４　０］内取值的 ＷＰＣＡ＋

ＤＣＶ方法在这两个数据集上都带来了显著的识

别率提高。这一现象反映了Ｂｅｌｈｕｍｅｕｒ等
［１２］指

出的主要主元对光照条件敏感的结论，同时也验

证了 ＷＰＣＡ＋ＤＣＶ在抑制主要主元对光照的敏

感反应以提高识别率方面的明显作用。

为了更好地验证算法，在ＯＲＬ、ＹＡＬＥ和

表４　犘犆犃＋犇犆犞算法与直接犇犆犞算法２训练时间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ＣＡ＋ＤＣＶａｎｄＤＣＶ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２

数据集 ＯＲＬ１ ＯＲＬ２ ＯＲＬ３ ＯＲＬ４ ＹＡＬＥ１ ＹＡＬＥ２ ＹＡＬＥ３ ＹＡＬＥ４ ＡＲ１ ＡＲ２ ＡＲ３ ＡＲ４

ＤＣＶ算法２训练时间／ｓ ３０．８４４ ３０．６０９ ３０．５７８ ３０．７３４ ７．２３４ ７．２１９ ７．０６３ ７．２１９ ３８０．０４７３８１．９３８４３５．９０６４３３．４８４

ＰＣＡ＋ＤＣＶ训练时间／ｓ ０．８５９ ０．８４４ ０．８５９ ０．８４４ ０．１５６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１ ４０．２８１ ４０．４２１ ６０．５２０ ６０．７５０

识别正确率／％ ９１．５ ９２．５ ９７．５ ９８．０ ８９．３ ８１．３ ９２．０ ８６．７ ８３．４ ８３．３ ８４．８ ７８．３

图２　ＷＰＣＡ＋ＤＣＶ方法在各数据集上取不同α时的识别正确率

Ｆｉｇ．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ＷＰＣＡ＋ＤＣＶ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αｏｎＥａｃｈ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Ｒ库上以随机取样构造数据集的方式，再进行

数量更多的随机实验来比较直接ＤＣＶ算法２和

ＷＰＣＡ＋ＤＣＶ方法的识别正确率。由确定性实

验可知，对３个实验数据库，ＷＰＣＡ＋ＤＣＶ取α＝

－０．２基本都可产生识别性能的提高。因此，在

随机实验中将参数α固定设为－０．２，并作为一个

保守的参数推荐值进行测试。随机样本集构造采

用ＯＲＬ和 ＹＡＬＥ的每个人的所有样本，在 ＡＲ

库上使用每人的除佩有墨镜或围巾情况以外的

１４个样本。在每次随机实验中，ＯＲＬ、ＹＡＬＥ、

ＡＲ上构造随机数据集使用每人的训练和测试样

本数比分别为５∶５、６∶５、８∶６。各库上的随机

实验均重复２０次，得到的平均识别正确率如表５

所示。

可见，合适的权重参数下，ＷＰＣＡ＋ＤＣＶ确

实可以有效地提升ＤＣＶ判别的识别率。对于像

素值归一化到［０　１］的人脸图像识别任务，α取

－０．２可以作为一个该方法在实际使用中的保守

的参数推荐值。

表５　犇犆犞算法２和 犠犘犆犃＋犇犆犞的随机

实验平均识别率

Ｔａｂ．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ＤＣＶ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ａｎｄＷＰＣＡ＋ＤＣＶｉｎＲａｎｄｏ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平均识别率（％）

ＯＲＬ ＹＡＬＥ ＡＲ

ＤＣＶ算法２ ９５． ０８６．８ ８２．４

ＷＰＣＡ＋ＤＣＶ（α＝－０．２） ９５．５ ８９．８ ８５．３

　　在不要求依据特征值权重，而只需利用ＰＣＡ

＋ＤＣＶ加快求取ＤＣＶ投影矩阵速度的情况下，

ＰＣＡ＋ＤＣＶ算法的ＰＣＡ降维阶段工作也可通过

一次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正交化实现，即可将ＰＣＡ＋

ＤＣＶ算法转化为一个基于三次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正

交化实现的算法，免去了特征值的迭代求取工作，

进一步提升数值稳定性。对于 ＷＰＣＡ＋ＤＣＶ方

法中的权重方式和相应适用条件的研究，将是本

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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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续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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