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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犃犱犪犫狅狅狊狋算法和人脸特征三角形
的姿态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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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和人脸特征三角形的姿态参数估计方法。首先利用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训

练人脸器官检测器，然后根据人脸器官的几何特征定位人脸特征点，利用获得的人脸特征点构建人脸特征三

角形。当人脸发生姿态变化时，利用特征三角形的位置变化进行姿态参数的初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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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人脸姿态估计就是根据图像确定人脸在三维

空间中姿态参数的过程。在人脸检测、人脸识别

以及表情识别等典型的人脸分析技术中，姿态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正面人脸的检

测和识别方法在人脸姿态发生变化时，性能往往

急剧降低甚至失效。另外，在智能人机交互、虚拟

现实以及司机疲劳检测系统等方面，姿态检测也

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目前，现有的人脸姿态检

测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两类：① 基于２Ｄ人

脸外观的学习方法，这些方法都试图在２Ｄ人脸

外观特征（如密度、颜色、梯度、直方图等）和３Ｄ

人脸姿态之间建立一种映射关系，从而通过基于

２Ｄ人脸外观的学习方法实现姿态的检测与估

计［１３］。其中比较典型的有Ｌｉｓ
［４］利用独立元分析

来训练多姿态人脸子空间并进行人脸姿态估计；

Ｍａｚｕｍｄａｒ
［５］等使用连接外眉点和嘴的中心点，形

成一个人脸 Ｔ 字型模型实现人脸姿态估计。

② 认为人脸姿态检测本身就是一个３Ｄ问题，只

有通过３Ｄ信息才能表征人脸姿态的本质特征。

因此，这类方法往往通过抽取３Ｄ特征来表征不

同姿态，或者利用不同视角下的多幅图像，在三维

空间中重建人脸的３Ｄ模型实现姿态的检测
［６７］。

这类方法往往对图像的大小和质量要求很高，并

且会花费大量的运算时间。文献［８］利用视频得

到一个稀疏的３Ｄ形状模型，用每个人的一系列

３Ｄ形状和纹理参数在几何空间构成一个超曲面。

Ｒｏｍｄｈａｎｉ等
［９］采用激光扫描仪得到的稠密的三维

数据学习形变模型，３Ｄ数据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合

成图像的质量，能够合成出逼真的图像。

１　基于犃犱犪犫狅狅狊狋算法的人脸面部

特征点定位

１．１　犃犱犪犫狅狅狊狋算法

基于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的识别算法的核心是 Ａｄａ

ｂｏｏｓｔ算法、矩形特征（图１）、积分图、级联分类

器。矩形特征是根据人脸不同位置的灰度差而定

义的特征；积分图是矩形特征的计算方法；级联分

类器作用是在数量巨大的矩形特征中挑选出最有

用的特征，用来构造分类器。

图１　人脸矩形特征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Ｆａｃｉａｌ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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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分类器训练及面部特征点定位

人脸特征点以其在人脸识别、表情识别等应

用中的重要作用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很多人脸特

征点的定位方法被提出来。文献［７］基于 Ａｄａ

ｂｏｏｓｔ算法定位人脸特征点，人脸特征检测器主

要包括眼睛检测器和嘴巴检测器。本文在 Ａｄａ

ｂｏｏｓｔ算法基础上，通过改进，提出了自己的特征

点定位方法。首先，根据需要训练得到人脸检测

器去检测人脸；然后，在人脸框内用人眼检测器检

测眼睛和嘴部。

１．２．１　人脸分类器训练及检测

本文人脸检测器的训练，是特征点定位的关

键部分，因为传统基于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的人脸检

测在面对多姿态的人脸时，检测率不高。本文分

类器训练及样本选取，是针对头像较大并且多姿

态情况下进行，用于训练的人脸样本，选取了较大

比例的不同姿态的人脸。阈值的选择，直接影响

到误检率和准确率，最大可能地提高检测率的弊

端就是造成高的误检率。本文在训练过程中采用

较小的阈值，根据样本集的训练得到的合适阈值

可使本实验中人脸检测率高达９６％，误检率为

１２％。误检部分，本文通过先验知识去除。这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人脸多姿态下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检

测率不高的问题，提高鲁棒性。

１．２．２　人眼分类器训练及检测

本文在人脸检测框中去进一步检测人眼，检

测部分集中在人脸框的上半部分，这样很大程度

上提高了人眼检测定位的准确性。人眼分类器训

练样本一般选择为眼睛部分，而眼眉、眼镜等对检

测率造成一定影响。为克服眼眉、眼镜、睁闭眼等

对眼睛检测的影响，本文的人眼训练样本为包括

眼睛和部分眼眉的２８像素×２８像素大小的人眼

图片，用于训练的人眼部分如图２所示。

图２　用于训练的部分人眼样本

Ｆｉｇ．２　ＥｙｅｓＳａｍｐｌ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１．２．３　嘴部的检测方法

嘴部因为和肤色变化不大，特别是在嘴部形

状变化、有胡须情况下，在实验中用Ａｄａｂｏｏｓｔ训

练的嘴部分类器定位的鲁棒性不高。由于人脸下

半部分结构简单而对称，而且嘴部一般是没有遮

挡物的，通过人脸下半部分的二值化方法，然后取

其重心，检测准确率可达９５％。

二值化方法的阈值选取通过人脸检测框内直

方图方法来实现。框内肤色部分是最多的，把方

图中肤色区域的下限设置为二值化的阈值，框出

二值化后的嘴部区域，取其重心作为嘴部的中心。

检测过程如图３所示。面部中眼睛和嘴部的定位

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３　嘴部检测过程

Ｆｉｇ．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ｏｕｔｈ

图４　面部特征点的定位结果

Ｆｉｇ．４　ＬｏｃａｔｅｄｏｆＦａｃ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２　姿态参数估计策略

姿态检测，又称人脸姿态参数估计，主要是近

似计算人脸对应于３个坐标轴的偏转角度。基于

人脸特征三角形的姿态参数估计方法主要是基于

人脸几何结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认为人脸是刚

性的。当人脸姿态发生变化时，人脸特征三角形

也随之发生相应的位置偏移，如图５所示。可见，

构建人脸特征三角形之后，人脸姿态的参数估计

就变成人脸特征三角形位置偏移的角度计算，此

时只要获得了人脸特征三角形３个顶点的坐标，

就可以进行人脸姿态参数的粗略估计了［８９］。其

中，犡轴、犣轴如图５所示，犢 轴为垂直于犡 轴和

犣轴所在平面的轴。

图５　人脸特征三角形偏移实例

Ｆｉｇ．５　ＯｆｆｓｅｔｏｆＦａｃ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本文的研究方法限于以下两种情况。

５６１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１）假设人脸只相对犣轴作偏转运动，如图６

所示。

图６　人脸相对犣轴作偏转运动

Ｆｉｇ．６　Ｆａｃｅ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犣ａｘｉｓ

２）假设人脸只相对于犢 轴作偏转运动，如

图７所示。

图７　人脸相对犢 轴作偏转运动

Ｆｉｇ．７　Ｆａｃｅ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犢ａｘｉｓ

假设通过人脸特征检测得到的三个特征点分

别为右 眼特征点 犃 犪１，犪（ ）２ 、左 眼 特 征 点 犅

犫１，犫（ ）２ 、嘴巴特征点犆犮１，犮（ ）２ ，人脸特征三角形

如图８所示。

图８　人脸特征三角形示例

Ｆｉｇ．８　Ｆａｃ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根据人脸特征三角形三个顶点坐标可以分别

计算三个边长为［１０］：

犪＝ 犫１－犮（ ）１
２
＋ 犫２－犮（ ）２槡

２ （１）

犫＝ 犪１－犮（ ）１
２
＋ 犪２－犮（ ）２槡

２ （２）

犮＝ 犫１－犪（ ）１
２
＋ 犫２－犪（ ）２槡

２ （３）

式中，三角形边长犪、犫、犮分别为∠犃、∠犅 和∠犆

所对的边长。

三个角的弧度分别为：

∠犃＝ａｒｃｃｏｓ
１

２犫

１

犮
犫２－犪（ ）２ ＋（ ）（ ）犮 （４）

∠犅＝ａｒｃｃｏｓ
１

２犪
犮－

１

犮
犫２－犪（ ）（ ）（ ）２ （５）

∠犆＝π－∠犃－∠犅 （６）

　　当人脸相对于犣轴作偏转运动，人脸特征三

角形发生以下偏转，如图９所示。

根据图５所示的人脸姿态建模过程，图９中

图９　人脸特征三角形示例

Ｆｉｇ．９　Ｆａｃ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每一个姿态的人脸参数都是人脸特征三角形以顶

点犆为中心偏移的角度
［１１］，于是人脸姿态的参数

估计问题就转化为三角形的位置计算问题［１２］。

于是可以得到人脸相对于犣轴的偏转角度的计

算方法，如图９（ａ）、９（ｂ）所示，当人脸向左偏转

时，如果特征点坐标犫１＜犮１＜犪１牔牔犫２＞犪２，则人

脸左偏角度为１
２
∠犆－ａｒｃｃｏｓ

１

犫
犮２－犪（ ）（ ）２ ；如果

犫１＜犮１＝犪１，人脸左偏角度为
１

２
∠犆；如果犫１＜犪１

＜犮１，人 脸 左 偏 角 度 为 １

２
∠犆 ＋ ａｒｃｃｏｓ

１

犫
犮２－犪（ ）（ ）２ ；如图９（ｄ）、９（ｅ）所示，当人脸向右

偏转时，如果特征点坐标犫１＜犮１＜犪１牔牔犪２＞犫２，

则人脸右偏角度为１
２
∠犆－ａｒｃｃｏｓ

１

犪
犮２－犫（ ）（ ）２ ；

如果犫１＝犮１＜犪１，人脸右偏角度为
１

２
∠犆；如果犮１

＜犫１ ＜犪１，人 脸 右 偏 角 度 为
１

２
∠犆＋ａｒｃｃｏｓ

１

犪
犮２－犫（ ）（ ）２ 。

当人脸相对于犢 轴作偏转运动时，如图１０

所示，可以看出人脸特征三角形发生了扭曲，不再

是等腰三角形。人脸向哪个方向旋转，这个方向

的特征三角形顶角就会变大。于是可以得到这样

的结论：如果 ∠犃＞∠犅，则判断人脸向右偏转；

相反，如果 ∠犅＞∠犃，则判断人脸向左偏转。

图１０　人脸特征三角形示例

Ｆｉｇ．１０　Ｆａｃ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３　实验结果分析

研究人员运用 ＶＣ＋＋，借助 ＯｐｅｎＣＶ中的函

数编程实现上述人脸姿态参数估计算法。图１１

显示了基于人脸特征三角形的姿态参数估计成功

的实验样例，检测计算得出的实验参数显示在图

６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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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１１（ａ）中，右眼顶角为６６．７５５７°，左眼顶角

为６２．７９６９°，嘴巴顶角为５０．４４７３°，向左偏转为

２４．４２５２°。图１１（ｂ）中，右眼顶角为６３．６１９４°，

左眼顶角为７７．８１２５°，嘴巴顶角为３８．５６８１°，左

眼顶角大于右眼顶角，所以判断向左偏转。

图１１　姿态参数估计成功样例

Ｆｉｇ．１１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ｓ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同时，也对同一段视频中估计失败的案例进

行了分析。图１２是姿态参数估计失败的实验样

例，失败原因主要是无法准确定位面部特征点。

通过实验发现，这种方法只能进行粗略的姿态参

数估计。系统性能受限于基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的

人脸特征检测器的检测性能。随着姿态的变化，

检测器对面部特征的检测性能也随之降低，从而

降低了方法的鲁棒性。

图１２　姿态参数估计失败样例

Ｆｉｇ．１２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ａｍｐｋｓｏｆＰｏｓ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为了说明本文算法的性能，用几种算法对上

述同样的测试视频图像集（总共１０２３帧图像），

在同样的ＰＣ机（配置为ＤＥＬＬＧＸ２６０Ｐ４／２．２６

Ｇ５１２ＳＤＲ）上进行测试，对测得的平均运算时间

和检测率进行了比较，结果见表１。可见，本文在

正确估计率相差不大的前提下，运算时间却大大

地减少了。

表１　平均运算时间和正确估计率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Ｅｌａｐｓｅｄ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ｅｓｔ

检测方法 文献［３］文献［４］文献［１０］文献［１１］本文算法

运算时间／ｍｓ ５０２ ７３１ ５９９ ４６３ ２８２

正确估计率／％ ８９．５ ９１．８ ９２．７ ９１．３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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