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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形变模型的三维人脸建模研究及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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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三维形变模型效率低的不足，提出了一种简洁高效的三维形变模型进行个性化三维人脸重

建。首先建立基于关键特征区域重采样的标准三维人脸数据库，实现三维人脸的稠密对应；然后选择与目标

人脸奇异值向量最相似的人脸作为形变模型的基空间，进行形变模型成分的动态选择；最后引入基于特征点

的稀疏形变模型替代原稠密对应形变模型进行匹配求解线性组合系数，并完成特定的三维人脸重建。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方法建模时间短、复杂度低，通过单张图片的少量特征点能生成逼真的三维人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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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数据来源的不同，人脸形状建模主要分

为两类：① 根据三维人脸数据直接建立可视化模

型［１］；② 根据二维图像或视频对标准模型进行形

变后再进行建模［２］。目前，一种实用且可行的方

法是基于单张图像的三维人脸建模［３］。在常规情

况下，基于单张图像的三维形状重建是一个病态

问题［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Ｂｌａｎｚ等人
［３］以三维

人脸库作为先验知识对人脸模型进行约束，成功

地实现了基于单张图像的三维人脸自动重建。但

该模型迭代次数过多，运算时间过长；且模型求解

时，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问题而导致建模失败。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Ｒｏｍｄｈａｎｉ
［４］采用多重特征对

优化目标函数进行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形

变模型的局部最优问题，但同时也使得计算更加

复杂；尹宝才等人［５］从多分辨率、采用不同的优化

算法等方面对形变模型进行了改进，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建模的速度与精度；柴秀娟等人［６］提出

基于特征点的形变模型，能够在１ｓ内完成（Ｐ４

３．２ＧＣＰＵ的机器上）形状参数的估计；Ｋｎｏｔｈｅ

等人［７］提出了类似的基于稀疏数据的形状重建算

法，但由于特征点的过拟合，使得其建模精度与真

实人脸有很大的差距。本文主要探索如何提高形

变模型的建模精确度和降低匹配复杂度，以满足

实际应用中对人脸建模的速度与精度两方面的要

求。

１　基于关键特征区域的稠密对应

本文采用ＢＪＵＴ３ＤＦａ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８］三维人

脸数据库作为原始人脸模型，并在文献［９］的启发

下对网格重采样方法进行改进。该方法分为三维

人脸特征定位、人脸分割和重采样三个步骤。

１）对三维人脸６个主要特征区域（眉毛、眼

睛、鼻子、嘴巴、下巴、耳朵）进行定位。由于本文

处理的对象是三维人脸，一方面能够通过三维数

据准确地找到人脸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可以从

该库获得光照条件较好的二维纹理图像，通过三

维信息与纹理信息相结合，从而实现对该数据库

人脸特征区域的定位［９］。本文对三维人脸柱面进

行展开，得到其二维纹理图像，在二维人脸图像上

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进行人脸特征点定位（主要

考虑到这部分是在后台操作），然后计算其他分割

点和分割线。

２）根据特征区域把人脸划分为３６个分片，

如图１（ａ）所示。对人脸库中的所有人脸都进行相

同的分片，如果把每一个分片看作一个顶点，则认

为所有三维人脸之间已经建立了初步的对应关

系，即每个人脸都有相同的顶点数目，且顶点之间

的对应关系是基于特征点的一一对应。

３）为了得到精细的人脸，还需要进行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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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① 统计计算二维纹理图像中每一分片的平均

大小，并以此建立一个平面模板，该模板定义了重

采样的数目及拓扑结构，图１（ｂ）是平面模板和第

１分片的详细图，其中封闭黑线内部代表有效的

顶点；② 用插值算法对纹理图上每一分片按照模

板进行重采样（不同特征区域，采样密度不一样，

如眼睛区域，采样密度相对就高些），由于三维顶

点与纹理图像之间是一一对应的，从而确定了重

采样的三维顶点；③ 通过反投影技术把二维图像

映射回三维图像，生成最终的标准化人脸，如

图１（ｃ）所示。

图１　重采样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２　改进的形变模型的三维人脸重建

形变模型是一种线性组合模型，其基本思想

是使用一类对象的若干典型样本张成该类对象的

一个子空间，通过子空间基底的组合近似地表示

该类对象的特定实例。因此，模型要考虑两个问

题，即对象子空间的建立和特定对象的表示。

２．１　形变模型

对于已经建立了稠密对应的人脸的形状与纹

理数据，可以用如下的向量表示：

犛犻＝ （犡犻１，犢犻１，犣犻１，犡犻２，犢犻２，犣犻２，…，

　　犡犻狀，犢犻狀，犣犻狀）
Ｔ
∈犚

３狀，１≤犻≤犖

犜犻＝ （犚犻１，犌犻１，犅犻１，犚犻２，犌犻２，犅犻２，…，

　　犚犻狀，犌犻狀，犅犻狀）
Ｔ
∈犚

２狀，１≤犻≤犖 （１）

其中，犛犻是由第犻个人脸上点的三维坐标组成的

几何形状向量；犜犻 是对应于形状向量中点的

ＲＧＢ值组成的纹理向量；犖 是人脸个数；狀是规

格化后人脸的点数，而且不同人脸向量中相同下

标的点对应于相同的人脸特征点。对于具有式

（１）向量形式的原型人脸，通过其形状向量和纹理

向量的线性组合，即可产生新的人脸向量（犛ｎｅｗ，

犜ｎｅｗ）：

犛ｎｅｗ ＝∑
犖

犻

犪犻犛犻，犜ｎｅｗ ＝∑
犖

犻

犫犻犜犻 （２）

其中，犪犻、犫犻 是原型人脸的组合系数，且犪犻、犫犻∈

［０，１］，∑
犖

犻

犪犻 ＝∑
犖

犻

犫犻＝１。

２．２　线性子空间的动态选择

为了消除原始人脸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并降低

数据量，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奇异值（ＳＶＤ）相似度

的原型库线性子空间的动态选择方法。

定理１　（ＳＶＤ）设犃为犿×狀阶复矩阵，则

存在犿阶酉阵犝 和狀阶酉阵犞，且狉＝ｒａｎｋ（犃），

使得：

犃＝犝犛犞
Ｔ
＝∑

狉

犻＝１

λ犻狌犻狏
Ｔ
犻 （３）

其中，犛＝ｄｉａｇ［λ１，λ２，…，λ犻，…，λ狉，０，…，０］，λ１＞

λ２＞…＞λ狉≥０，λ
２
犻 为犃

Ｔ犃或犃犃Ｔ 的特征值；狌犻、

狏犻分别是犃
Ｔ犃和犃犃Ｔ 对应于λ

２
犻 的特征矢量。式

（３）还可以写成如下投影形式：

犛＝犝
Ｔ犃犞 （４）

　　对于给定的一幅人脸图像，它的奇异值向量

是唯一的，且利用其前犽个奇异值完全可以准确

无误地重构人脸图像。正是由于奇异值具有上述

特性，所以可根据ＳＶＤ进行动态线性子空间的选

择。具体过程如下。

１）计算所有三维人脸库的二维纹理图像的

均值图像，利用式（３）对均值图像进行分解，获得

其估计基空间（即左右正交矩阵犝、犞）；利用式

（５）分别提取每个人脸的奇异值（每个人脸的奇异

值作为人脸库的一部分存入人脸库）：

犛犻＝犝
Ｔ犃犻犞 ，１≤犻≤犖 （５）

其中，犛犻代表第犻个人脸的奇异值；犝、犞为均值图

像的左、右正交矩阵；犃犻表示第犻个人脸的二维纹

理图像。

２）对输入的特定图像犃，根据式（５）计算其

在平均图像中的奇异值。这样得到的特定图像的

估计奇异值与人脸库图像的估计奇异值都是在同

一坐标系下，然后根据估计奇异值之间的相似度

进行动态选择线性子空间。

３）分别计算特定人脸的估计奇异值与人脸

库中每个人脸奇异值的相似度，设定一个阈值，相

似度大于阈值的入选线性子空间，建立形变模型。

为了减小计算量，把人脸库分为男、女两类，然后

根据特定人脸的性别选择不同的人脸库计算相似

度。

２．３　优化匹配

有了三维人脸形变模型，对于给定的人脸图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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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进行三维建模，就是要调节模型组合参数，使模

型的三维人脸在相同视点获得的图像与给定人脸

图像的误差最小。如果使用图像对应像素点的灰

度差的平方和作为两图像的误差，则要求模型组

合参数使得下式最小：

犈犐 ＝∑狓，狔
‖犐ｉｎｐｕｔ（狓，狔）－犐ｍｏｄｅｌ（狓，狔）‖

２（６）

其中，犐ｉｎｐｕｔ是给定的人脸图像；犐ｍｏｄｅｌ是三维人脸模

型在某视点观察得到的人脸图像，它由光照模型

和摄像机模型来决定。这里采用ｐｈｏｎｇ光照模

型，此时模型图像犐ｍｏｄｅｌ在点（狓，狔）的颜色值为：

犐ｍｏｄｅｌ（狓，狔）＝ （犐犚，ｍｏｄｅｌ（狓，狔），犐犌，ｍｏｄｅｌ（狓，狔），

犐犅，ｍｏｄｅｌ（狓，狔）） （７）

其中，犐犚，ｍｏｄｅｌ（狓，狔）由ｐｈｏｎｇ光照模型计算：

犐犚，ｍｏｄｅｌ（狓，狔）＝犚（犐犪犚 ＋犐ｄｉｒ犚（犔犖））＋

犓犛犐ｄｉｒ犚 （犉犞）
狀 （８）

这里，犐犪犚、犐ｄｉｒ犚是环境光和直射光的强度；犓犛 是镜

面反射系数；犔、犖、犉、犞 分别是点（犡，犢，犣）的入

射方向、法向、反射方向和视方向；狀是表面光滑

系数；犐犌，ｍｏｄｅｌ（狓，狔）、犐犅，ｍｏｄｅｌ（狓，狔）的计算类似。

有了三维人脸模型的图像表示形式，则式（６）

中的误差可以看作关于摄像机参数与光照参数

（一起用λ


表示）以及模型组合参数犪犻、犫犻的函数，

记为犈（犪犻，犫犻，λ


），从而使用形变模型来匹配特定

人脸图像的问题就变成了对函数犈（犪犻，犫犻，λ


）的最

小优化问题。可以用线性形状纹理匹配算法（ｌｉｎ

ｅａｒ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ｒｅ，ＬｉＳＴ）
［１０］进行优化匹配。

２．４　基于稀疏特征点的优化匹配模型

通过三维扫描仪得到的人脸数据大约有２０

万个采样点和４０万个三角网格，经过预处理与重

采样后，每个人包括５７６５７个顶点和１１４３５７个

三角网格。要进行所有点的光照和投影计算显然

开销很大，因此，这里引入了基于特征点的稀疏形

变模型进行优化匹配。受文献［２］的启发，本文对

形变模型人脸库作进一步处理，提取其关键特征

点组成新的基于特征点的稀疏形变模型替代原形

变模型来进行优化匹配，以减小计算量，提高收敛

性。在特征点选择时，尽量与ＭＰＥＧ４标准统一。

由于一般的人脸具有较好的对称性，因此在

实际的建模过程中，为了减少运算量，可以先求半

边脸部的信息，另半边脸部信息可由对称性求得。

由于这些建模工作是在后台进行的，所以具体操

作可以根据纹理图像与形状图像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纹理图像上标定一些关键特征点，再根据这些

关键点搜索其他特征点。对每个人脸进行相同的

操作，使其都由１１８个关键特征点和１８９个三角

片组成（如图２（ｂ）所示）。利用前面介绍的方法

对改进的形变模型进行匹配，求出系数犪′犻、犫′犻，代

回原形变模型重建出特定的三维人脸。

图２　面部部分特征点实例及其形状模型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３ＤＦａｃｅ

ａｎｄＩｔｓＳｈａｐｅＭｏｄｅｌ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建立标准化人脸库

为了建立标准化的三维人脸库，对ＢＪＵＴ３Ｄ

Ｆａ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中全部５００个人脸（男女各２５０

人）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基于关键区域重采样方法

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每个人脸包含５７６５７个

顶点，１１４３５７个三角片。最终的三维人脸库分

为男女两个，且都加入了其对应的二维纹理图像

的奇异值向量。

为了验证处理后的三维人脸之间是否准确地

建立了稠密对应，分别用所有男性三维人脸和女

性三维人脸合成了两个平均人脸，从图３可以看

到特征区域非常清楚，说明人脸之间的对应是准

确有效的。另外，由于分片模板之间是相互独立

的，通过修改模板的分辨率，可以方便地创建出具

有混合分辨率的人脸模型（如图４所示），这对于

降低数据量并保持关键特征非常有用。而基于整

体重采样的稠密对应方法［５］就很难实现这样的效

果。

图３　女性和

男性平均人脸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ｉｅｗｓ

ｏｆＴｗｏ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ａｃｅｓ

　　

图４　混合分辨

率人脸模型

Ｆｉｇ．４　Ａ３ＤＦａｃｅｗｉｔｈ

Ｈｙｂｒｉ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３．２　优化匹配性能评估

首先对标准化后的ＢＪＵＴ３ＤＦａ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作进一步处理，建立基于特征点的稀疏形变模型。

每个模型人脸由１１８个关键特征点和１８９个三角

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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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组成。然后利用本文提出的成分动态选择方法

动态地选择线性子空间，最终形变模型的基底由

８０个人脸组成。整个人脸优化匹配的平均处理

时间（ＶＣ＋＋）特征点定位（输入图像）时间为０．５

ｓ，成分动态选择时间为０．３ｓ，优化匹配时间为２

ｓ，总时间为２．８ｓ。可见，该方法可以快速地进

行三维人脸匹配，基本上可以达到应用的要求。

为了说明本方法的优越性，表１对几种不同方法

的优化匹配平均时间进行了比较。本文采用反向

复合图像匹配算法（ｉｎｖｅｒｓ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ＩＣＩＡ）
［１１］进行匹配优化，但是由于引

入了稀疏形变模型与成分动态选择，从表１可以

看出，其匹配速度得到明显提高。

表１　不同优化方法匹配时间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３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方法 运行环境 平均运行时间

最早的随机牛顿法［１３］ ＣＰＵ：２ＧＨｚ，Ｐ４ ４．５ｍｉｎ

ＬｉＳＴ方法［１２］ ＣＰＵ：８００ＭＨｚ，Ｐ３ ＜１ｍｉｎ

ＩＣＩＡ方法［１１］ ＣＰＵ：２．８ＧＨｚ，Ｐ４ ３０ｓ

ＭＦＦ方法［１４］ ＣＰＵ：３．０ＧＨｚ，Ｐ４（Ｍａｔｌａｂ） ７０ｓ

本文方法 ＣＰＵ：２．１０ＧＨｚ，ＡＭＤ（ＶＣ＋＋） ２．８ｓ

３．３　重建精度评估

从ＢＪＵＴ３ＤＦａ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中随机选择３０

个人脸作为测试集，首先把测试集中的三维人脸

图像正交投影，创建一个二维照片测试集；然后对

二维测试集进行三维重建，并与其对应的三维人

脸模型（基准模型）进行对比，从而得到重建误差。

采用重建模型与其基准模型顶点间的平均欧氏距

离（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误差犲ｅｄ作为形状相似度评

估函数：

犲ｅｄ（狊狉，狊狋）＝
１

犞 ∑犻∈犞
‖狏狉，犻－狏狋，犻‖ （９）

其中，狊狉、狊狋是两个形状曲面；犞 是曲面上的顶点；

狏狉，犻、狏狋，犻分别是狊狉、狊狋上的顶点。

实验结果曲线如图５所示，可以看出，本文方

法与ＤＣＤＭ 方法选取匹配的特征点数为１１８，而

３ＤＤＭ方法的匹配特征点数为所有特征点。在

匹配特征点数相同、成分动态选择算法不同（本文

为基于奇异值向量相似度的成分动态选择）的情

况下，本文方法的建模精度高于 ＤＣＤＭ 方法２

ｍｍ左右，而匹配时间只比ＤＣＤＭ方法多了０．５１

ｓ。３ＤＤＭ方法没有进行成分动态选择，其优化匹

配也没有采用稀疏的形变模型，而是使用所有特

征点进行匹配，所以其精度略高于本文方法，但其

建模时间远远长于本文方法。因此，本文方法是

对建模时间与建模精度的一种折衷，具有很好的

应用性能。

图５　重建误差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

３．４　真实图片重建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对一组真实的

人脸照片进行了三维重建，图６是重建结果。为

了使重建结果更具真实感，对重建后的三维人脸

进行了纹理和头发投影处理。可以看出，重建的

人脸模型在一定角度具有非常真实的效果，基本

能达到视觉应用的要求。

图６　真实人脸图片的重建

Ｆｉｇ．６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ｎ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４　结　语

本文主要研究了基于统计形变模型的三维人

脸重建。实验结果表明，经本文算法标准化处理

后的人脸库具有较好的对应效果，为建立人脸形

状统计模型奠定了基础。在有姿态变化、噪声和

遮挡情况下的二维人脸照片的三维人脸重建将是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三维人脸模型在人脸识别、

人脸检索和人脸动画上的应用也将是下一步工作

的重点。

致谢：感谢北京工业大学多媒体技术与图形

学实验室提供的ＢＪＵＴ３ＤＦａ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三维人

脸库，以及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的同学为本文

提供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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