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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利用数据场的表情脸识别方法。根据数据场的思想层次建模，从数据中提取概念，用特征

集来表示概念。在ＪＡＦＦＥ表情脸图像库中进行实验，其整体识别率高达９４．３％，说明该方法能够较有效地

处理表情脸识别中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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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脸识别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日趋成

熟，成为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研究热

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１４］。在表情脸的识别

方面，在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概率模型是用于描述

信号统计特性的隐马尔可夫模型和神经网络模

型［５７］。在国内尚没有相关的系统出现，可查询的

资料多是对国外算法的改进［８，９］。人脸是具有多

特征的数据集合模式的认知识别，并且表情丰富

多样，这给人脸识别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任何刚

体特性的特征抽取方法都很难取得满意的效果。

自然界中的大量模糊概念可以用正态隶属云

来刻画［１０］。云模型认为，自然语言中的基本语言

值是个定性概念，对应着一个定量的数据空间，反

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称为概念空间，概念和概念

之间通过场相互作用，形成概念空间的场。对象

和对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就形成了特征空

间的场。将特征空间和概念空间中客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进行归纳，并结合物理学场论思想，引入数

据场。本文根据数据场的思想，结合模式识别理

论、层次建模方法，设计了一种新的认知方法，实

现了其在数据聚类、表情脸识别等方面的应用。

１　算法原理

人脸的表情虽然丰富多样，变化不定，但基本

上是通过眼睛、眉毛、嘴巴，甚至鼻子、细微的脸部

肌肉变化来实现的，因此，可以把表情脸看作是这

些部分的复杂组合，不同的表情脸其实就是这些

组合元素作用程度不同的结果。根据数据场的思

想层次建模，表示不同部分的作用程度。

首先，通过数据场的作用，可以将数据依据它

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形成的等势线图划分成不

同的类，也可以将一个类中的数据对象作为一个

整体来对待。这个整体代表了其中所有的数据对

象，同时，每个数据对象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

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代表这组数据的概念。

其次，结合已有的权值分配特征提取方法，更

进一步地对表情脸上的特征点进行精细定位处

理，利用层次分析建模为人脸建立层次结构。把

对象集的综合特征权值向量作为人脸识别的总目

标，设为犗；左眼区、右眼区、左眉区、右眉区、嘴

巴、左颊、右颊、额头、鼻子作为人脸识别中的第二

层，设为犉；每个区域中所取的特征集为第三层，

设为犜；每个特征集中的数据点为第四层，设为

犘；单个对象提取的总特征集设为犜狋。

１．１　数据场

数据场模拟物理学场论的思想，在聚类行为

的基础上将数域空间映射到数据场空间来，刻画

出数据之间的关系。概念空间和特征空间中的场

统称为数据场。数据场模仿物理学场论，定义数



　第３５卷第６期 王树良等：利用数据场的表情脸识别方法

据之间的影响函数（势函数），可以将数域空间映

射到数据场空间。

在一个对象狅形成的数据场中，某一点狆的

势可定义为［１１］：

犞狆 ＝ρ×ｅ
－
犱（狆，狅）

２

２ρσ
２ （１）

式中，犱（狆，狅）为点狆与对象狅间的距离；ρ为反映

该点数据的数据量，也可称作影响量，数据量就代

表了这个数据对象对其他数据对象影响力的大

小；σ为辐射因子，是个参量。

１．２　算法设计

首先，标准化人脸犉。从图像库读取人脸图

像，进行图像格式、大小、亮度预处理。设所处理

的图像为犡，其大小为犕×犖，则该图像的垂直灰

度投影曲线为：

狆狏（犼）＝∑
犖

犻＝１

犡（犻，犼） （２）

水平投影曲线为：

狆犺（犻）＝∑
犖

犼＝１

犡（犻，犼） （３）

　　平滑处理得到眼区域。用Ｃａｎｎｙ算子求出

眉眼区域的强边缘图像，从左往右、从下往上分两

次扫描，首先获得眼睛的灰度值，设定阈值，得到

眼睛有效区域；确定人眼位置，以人眼为中心，进

行图像旋转、缩放、灰度拉伸，得到标准化的人脸。

其次，生成人脸数据场。将标准化人脸犉的

灰度转化为０１实数矩阵作为影响度ρ；定义辐

射因子σ，归一化后定为０．１；计算犉各点的势场，

生成人脸数据场。一幅１２８×１２８、２５６灰度级的

黑白图象，标准化成为３２×３２、２５６灰度级，可以

认为是３２×３２个像素点上的灰度形成的数据场。

再次，获取人脸特征集犜。计算所有像素点

在整个区域形成的数据场，并选取具有最大势值

的点的位置和势值作为第一个特征向量。由于最

大势值的点常常被一些具有高势的网格点所包

围，所以下一个最大势值点的获取需要消除前一

个最大势值点的影响。依此类推，直到得到足够

的特征向量，最后得到人脸特征集犜。

为了避免所选取的特征点都集中在人脸某个

特定区域，可以将人脸先分为若干区域，分别在各

区域中选取足够数目的特征点。

最后，进行特征点权值分配，步骤如下所示。

１）同一幅人脸图中某一特征区内的点相互

进行比较。若把 犜 的第犻 区第犼 个特征点记

犜狆（犻，犼），定义比例关系 犜狆 （犻，犼）＝犜狋（犻）／

犜狋（犼），其中，犜狋（犻）、犜狋（犼）为其对应点的势值，建

立横向层次矩阵。这种特征点的横向比较体现了

每个特征区间内点的层次性，在同一特征区内，特

征点的选取遵循“重者为先”的原则，即越先选取的

点，越能代表该区的属性，体现了一般认识规律。

２）不同人脸图的相同特征区域中的点进行

比较。把对象犽的第犻区第犼个特征点记犜狆（犽，

犻，犼），首先得到各自与模板的差异值，实验中模

板为第一幅图像，则差异特征集为犜犱（犽，犻，犼）＝

｜犜狆（犽，犻，犼）－犜狆（１，犻，犼）｜；定义比例关系为

犘（犽１，犽２）＝犜犱（犽１，犻，犼）／犜犱（犽２，犻，犼），得到纵

向层次矩阵，代表了不同对象在同一区间同一对

应位置的点的不同作用程度。所有对象在人脸某

固定部位的特征点，表情相似时属性相近，对象相

同时属性相近，符合一般认识规律。

３）提取特征集后，还要对人脸各个区域分配

权值。根据图像归一化处理以及特征点提取的结

果不难发现，特征点的分布大致可以分为左眼区、

右眼区、左眉区、右眉区、嘴区、鼻区、左颊区、右颊

区、额头区９大区域。利用人眼定位算法，得到每

幅人脸的两眼中心和两眼的归一化位置以及距

离，再根据人脸的自然搭配的固定位置关系定义

不同的区间，范围如图１所示。

图１　人脸区特征划分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ｃ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本文认为人脸面部变化越大的区域对人脸识

别的影响程度越小，越稳定的部分越能够代表人

脸原来的属性。强调变化的表情脸的不变区域的

相似性，考虑各个区域特征点的平均势值，归一化

后得到整体区间权值向量犉＝［０．０２１５０．０２１５

０．０６４６０．０６４６０．１０７１０．１４９００．１９０９０．１９０

９０．１９０９］。

４）结合横向特征向量犜和纵向特征向量犘，

得到某一区间内各特征点的综合权值，再由此得

到各区间的综合权值。在此设区间各点的综合权

值为犘狑，各区的综合权值为犜狑，则有：

犘狑 ＝犜·犘

犜狑 ＝∑

犜狀

犽＝１

犘狑（犻，犼，犽）×犉（犻，犼）

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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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
９

犼＝１

犜狑（犻，犼） （４）

根据综合权值犗进行最后的识别。

２　表情脸识别

采用国际通用的表情脸库ＪＡＦＦ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ｅｍａｌｅＦａｃ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作为实验对象。在

ＪＡＦＦＥ 中，总共有 １０ 位日本女性，每人 ２１

幅包含自然（ＮＥ）、快乐（ＨＡ）、悲伤（ＳＡ）、惊讶

（ＳＵ）、愤怒（ＡＮ）、厌恶（ＤＩ）、恐惧（ＦＥ）等７种神

情的图像，总共２１０幅表情脸照片，无外部饰物

（如帽子、眼镜），标准化后无头发，某种程度上降

低了人脸检测定位的难度，却增大了识别的难度。

首先，从图像库读取人脸图像，得到标准化的

人脸犉，如图２所示。

其次，将标准化人脸犉生成人脸数据场，如

图３所示。

再次，得到人脸特征集犜，图４是提取少量关

键特征点形成的特征脸。

图２　ＪＡＦＦＥ中ＫＡ的标准化人脸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ａｃｅｏｆＫＡｆｒｏｍＪＡＦＦＥ

图３　人脸数据场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ａｃｅ

图４　ＪＡＦＦＥ中ＫＡ的特征脸

Ｆｉｇ．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ＦａｃｅｏｆＫＡｆｒｏｍＪＡＦＦＥ

　　图５是ＪＡＦＦＥ中ＫＡ．ＨＡ３．３１．２５６右眼睛

的横向和纵向层次矩阵部分权值分布示意图。

在实验过程中生成的人脸数据场以及所取特

征点的部分结果如图６所示。

本文实验中，以每位女性的自然表情中的第

一幅人脸作为模板，结合动态模板思想，最后得到

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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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ＫＡ．ＨＡ３．３１．２５６右眼睛的横向和纵向层次矩阵

Ｆｉｇ．５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ＬｅｖｅｌＭａｔｒｉｘｓ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ｅｖｅｌ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ＫＡ．ＨＡ３．３１．２５６’ｓＲｉｇｈｔＥｙｅ

图６　部分人脸数据场图

Ｆｉｇ．６　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ｏｆＦａｃｅＩｍａｇｅｓ

整个ＪＡＦＦＥ图像库的识别结果，时间效率约为１

ｓ／幅。人脸分为９个特征区时，特征区间特征点

数与整体识别率的大致关系如图７所示。

图７　特征区间特征点数与整体识别率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由图８可知，表情脸变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

特征点数与识别率的非线性和非递增的关系。当

每个特征区的特征点数为３０时，个体识别率最高

可达１００％，平均识别率约为９４．３％。每位女性

的个人识别率和整体平均识别率见图８，基于每

种表情的全体识别率和平均识别率见图９。

３　结　语

如果将本文所设计的认知模式与其他的模式

图８　ＪＡＦＦＥ的基于个人的单个识别率

和整体识别率

Ｆｉｇ．８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ＦＦＥ

图９　ＪＡＦＦＥ的基于每种表情的全体识别率

和平均识别率

Ｆｉｇ．９　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ａｃ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ＪＡＦＦＥ

识别方法、神经网络方法综合起来使用，效果应该

会更好。尤其是在表情脸的识别方面，一般模式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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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技术因表情脸的复杂性，识别率较低；神经网

络在语音识别、模式识别、图像处理等领域的应用

上颇有成效，但对表情脸这一复杂对象，大量的学

习使得运行的时间复杂度非常高，很多疑难问题

亟待解决。

由于数据场的理论还不成熟，本文主要考虑

的是静态数据场的模式应用。如果设想客体受自

身位置上的场作用发生运动，同时，由于客体位置

的改变又会引起场的变化，从而形成动态数据场，

这将是非常有价值的尝试。因此，进一步改进和

扩充所建立的设计模式也是未来极富挑战的工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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