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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测试图像看成是人脸库的线性组合，并用形变模型表示，优化匹配求解组合系数，根据系数的稀疏

性进行分类识别。为了进一步提高算法的鲁棒性，采用了分片加权的策略。在公用的人脸数据库上进行广泛

的实验，结果表明，平均识别率达到９７％以上，在遮挡３０％时其识别率仍达到９５％以上。本方法对人脸识别

问题非常有效，且可以显著提高对伪装、遮挡变化的鲁棒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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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脸识别技术经过近４０多年的发展，目前最

好的识别系统在理想环境下已经能够达到令人满

意的效果［１，２］。然而，大部分的识别系统需要在

非理想环境下使用，大多人脸识别系统在这样的

环境下识别率下降得非常快［１］，因此，人脸识别仍

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３］。为提高人脸识别的鲁棒

性，许多学者进行了各种尝试［４６］。但对于遮挡或

伪装等问题，不管是基于二维的还是三维的人脸

识别方法都是个极具挑战的难题［２］。目前，对于

人脸遮挡问题主要还是通过融合人脸局部的方

法［７］，通过降低遮挡部分的权值来达到对遮挡的

鲁棒性；或者是通过分类器的设计来提高对遮挡

的鲁棒性［８］。但基于人脸局部的识别方法，存在

人脸分片算法复杂、权值选择缺乏自适应性、分类

器设计不合理等不足。

根据线性组合的思想，一类对象可以用该类

对象基底的线性组合来表示。Ｕｌｌｍａｎ等人
［９］的

研究指出，在正投影与不考虑遮挡的情况下，利用

物体不同的３个视角图像的线性组合可以生成任

意视角的图像。这是线性组合思想在图像合成方

面最初的尝试。线性组合思想在图像分析与合成

方面的深入研究发展成了现在形变模型［１０］。如

Ｊｏｎｅｓ等
［１０］利用形变模型来表示人脸、汽车以及

手写数字等对象，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最近形变

模型被用来重建三维人脸模型［１１，１２］，这种三维人

脸重建方法充分利用了三维人脸的先验知识，重

建的三维人脸具有很好的真实感。

１　基于形变模型的人脸表示与分类

１．１　基于形变模型的测试人脸表示

将每个人脸图像按行的顺序排列成列向量

犞，那么第犻类训练样本表示为：

犃犻＝ ［犞犻，１，犞犻，２，…，犞犻，狀犻］∈犚
犿×狀犻 （１）

　　根据线性子空间原理，如果第犻类样本足够

多，那么来自此类的测试样本狔可以用如下的线

性组合表示为：

狔＝∑

狀犻

犼＝１

犪犻，犼犞犻，犼 ＝犪犻，１犞犻，１＋犪犻，２犞犻，２＋

…＋犪犻，狀犻犞犻，狀犻 （２）

　　把犃犻扩展到整个训练集：

犃＝ ［犃１，犃２，…，犃犽］＝

［犞１，１，犞１，２，…，犞犽，狀犽］∈犚
犿×狀 （３）

其中，狀为训练样本总数，那么测试样本狔可以重

写成：

狔＝∑
犽

犻＝１
∑

狀犻

犼＝１

犪犻，犼犞犻，犼 ＝犃狓０ ∈犚
犿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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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犽

犻＝１
∑

狀
犻

犼＝１

犪犻，犼 ＝１是测试人脸图像的组合系

数；狓０＝［０，…，０，犪犻，１，犪犻，２，…，犪犻，狀犻，０，…，０］
犜
∈犚ｎ

是一个系数向量，这就是形变模型的基本思想。

１．２　基于形变模型的人脸分类识别

解线性方程组狔＝犃狓，一般通过犾
１Ｍｉｎ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标准进行最小优化匹配方法来求解
［８］，即

（犾１）：^狓１＝ａｒｇｍｉｎ‖狓‖１ｓ．ｔ．犃狓＝狔 （５）

　　由于噪声、遮挡与建模误差的原因，会有一小

部分非０项分散到多个类中，因此，必须设计一个

残差，根据系数与每类训练样本的残差来进行分类。

对每类图像犻，让δ犻作为特征函数（选择与第

犻类对应的系数）。对于狓∈犚
狀，δ犻（狓）∈犚

狀 是一

个只具有第犻类非０项，其余项都为０的新向量。

对于测试图像狔可近似表示为狔^犻＝犃δ犻（^狓１），测

试图像的分类问题就变为如下的优化问题：

ｍｉｎ
犻
狉犻（狔）＝ ‖狔－犃δ犻（^狓１）‖２ （６）

式中，狉犻（狔）为残差。

１．３　对伪装与遮挡的处理

在实际应用中，测试图像可能带有伪装或是

部分遮挡，此时式（４）应修改为：

狔＝狔０＋犲０ ＝犃狓０＋犲０ （７）

　　首先假设被遮挡的图像是原图像的一小部

分，像向量狓０ 一样，误差向量犲０ 也具有稀疏性。

由于狔０＝犃狓０，重写式（７）为：

狔＝ 犃，［ ］犐 　
狓０

犲
［ ］
０

＝犅ω０ （８）

式中，犅＝［犃，犐］∈犚
犿×（狀＋犿）；方程狔＝犅ω 通常是

欠定的，ω没有唯一解。由稀疏的狓０ 和犲０ 知，正

确的解ω０＝［狓０，犲０］至多有狀犻＋ρ犿个非０值。因

此可以通过方程狔＝犅ω 来求解稀疏解ω０。如果

遮挡向量犲小于（犿－狀犻）／２像素（约图像的

５０％），通过方程狔＝犅ω可以得到真实的稀疏解。

通过以上讨论知，可以通过如下扩展的犾１

Ｍｉｎ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得到稀疏解：

（犾１犲）：^ω１ ＝ａｒｇｍｉｎ‖ω‖１　ｓ．ｔ．　犅ω＝狔 （９）

　　也就是说，图像矩阵犃被扩展矩阵犅＝［犃，

犐］替代，狓被ω＝［狓，犲］所取代。因此，式（６）修改

为：

ｍｉｎ
犻
狉犻（狔）＝ ‖狔－^犲１－犃δ犻（^狓１）‖２ （１０）

２　融合局部形变模型的人脸识别

２．１　人脸分片

以上方法虽然对人脸识别有一定的鲁棒性，

但当人脸有较大的表情变化或是遮挡超过５０％

时，识别率下降很快。本文对人脸进行分片，对每

一分片分别建立形变模型，求解其稀疏系数，最后

加权识别。本文根据遮挡与表情变化的特性直接

将每个人脸分为８小块，这样做的好处是分割算

法简单，又不影响对表情与遮挡变化的鲁棒性。

２．２　权值选择

很显然，８个子区域的独特性是不一样的，眼

睛区域比嘴巴区域更容易进行身份识别。因此，

对于每个区域，应赋予不同的权值狑犾，其中犾＝１，

２，…，８。将人脸８个子区域单独拿来进行实验，

得到区分的准确率作为置信度狆犾，则权值狑犾 可

通过式（１１）计算而得到：

狑犾 ＝
１

１－狆犾
（１１）

在先验等概率，且各区域统计独立的前提假设下，

式（１１）所得到的权值狑犾 能很好地反映出各子区

域的独特性。置信度越接近１，所得到的权值就

越大。对于人脸库，将人脸的８个子区域单独拿来

进行实验，利用二项分布的分布律计算其置信度狆犾

后，再由式（１１）计算各个区域的权值狑犾。因此，不

同的人脸库，其各个子区域的权值也不一样。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如果人脸的一部分存在

着遮挡，或人脸图像存在大的表情变化时，则将导

致受影响的子区域出现系数不够稀疏的情况，此

时其权值应该相应地变化。因此，必须根据输入

人脸不同的情况对权值进行动态选择。本文引入

了稀疏表征系数稀疏度指数的概念。

定义１　（稀疏度指数，ＳＣＩ）系数向量狓∈犚
狀

的稀疏度指数定义为：

ＳＣＩ（狓）＝

犽·ｍａｘ犻‖δ犻（狓）‖１／‖狓‖１－１
犽－１

∈ ［０，１］

（１２）

　　如果ＳＣＩ（^狓）＝１，那么测试图像仅由某类对

象中的一个图像表示；如果ＳＣＩ（^狓）＝０，那么稀疏

系数均匀分布在每个类中。如果某子区域存在遮

挡或是有较大的表情变化，那么其表征系数必定

是分散在各类中，即它相对应的稀疏度指数值必

定很小（接近０）。因此，其动态权值为：

狑′犾＝狑犾·ＳＣＩ（狓犾）＝
１

１－狆犾
·

犽·ｍａｘ犻‖δ犻（狓犾）‖１／‖狓犾‖１－１
犽－１

（１３）

２．３　融合局部形变模型的人脸识别方法

融合局部形变模型的鲁棒性人脸识别方法

（ＬＤＭ）过程如下。

８７８



　第３６卷第７期 廖海斌等：融合局部形变模型的鲁棒性人脸识别

１）建立局部形变模型与确定子区域权值

（狑犾）；

２）计算各部分的残差狉犻（狔
（犾））；

３）融合各部残差与权值进行综合人脸识别。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分类方法实验

３．１．１　基于形变模型的人脸分类算法实验

本文分别在两个不同的人脸库上验证基于形

变模型的人脸分类算法（ＤＭ）的有效性，采用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ｆａｃｅｓ人脸特征，并与几种经典的分类方

法进 行 比 较，即 ＮＮ
［１３］、ＮＳ

［１４］、支 持 向 量 机

（ＳＶＭ）
［１５］。

１）ＹａｌｅＢ数据库：ＹａｌｅＢ数据库包括３８个

人的２４４４幅正面人脸图像
［１６］。对于每个类，选

择其中一半人脸图像作为训练图像，剩下的作为

测试图像。设定容忍误差ε＝０．０５，每一分片都

规一化大小为２０×３０。

２）ＡＲ 数据库：ＡＲ 数据库由１２６个人的

４０００多张人脸图像组成
［１７］。对于每个人，其２６

张人脸图像分为两个单独的时期采集。这些图像

相对于ＹａｌｅＢ数据库有更多的光照、表情变化和

面部装饰。在实验中，选择５０个男性对象和５０

个女性对象组成数据库子集，每个对象选择１４幅

仅有光照、表情变化的图像，其中来自第一时期的

７幅图像作为训练集，另７幅图像作为测试集，同

样对每一分片都规一化大小为２０×３０。

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可以看出不管是在

ＹａｌｅＢ人脸库上，还是在 ＡＲ人脸库上，本文方

法（ＤＭ）的识别率都高于其他３种方法。分析其

原因，对于ＮＮ方法，测试样本的类别为距离其最

近的训练样本的类别，当训练样本足够稠密，以至

于测试样本可以用一个训练样本表示时，ＤＭ 方

法等同于ＮＮ方法。对 ＮＳ方法，测试样本的类

别为距离其最近的子空间的类别，当测试样本可

以用训练集中某类样本的线性组合表示时，ＤＭ

方法等同于ＮＳ。同时，笔者对运行时间也作了

表１　不同分类算法识别率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算法
ＹａｌｅＢ数据库的

识别率／％

ＡＲ数据库的识别

率／％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ＮＮ ９０．１ ８５．４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ＮＳ ９３．３ ８６．５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ＳＶＭ ９５．５ ８８．３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ＤＭ ９５．６ ９０．２

相应的统计，ＮＮ 和 ＮＳ方法的运行时间最短，

ＤＭ方法次之，ＳＶＭ 方法的运行时间最长，但都

能满足实际的需求。

３．１．２　融合局部形变模型的人脸分类算法实验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融合局部形变模型的人

脸识别算法（ＬＤＭ）的有效性，笔者将ＬＤＭ 算法

与最近经典的基于局部特征的人脸算法进行比

较，其结果如表２所示。其中，ＢＩＣＡ
［１８］为分块独

立分量分析的人脸识别方法和多尺度 ＬＢＰ

特征［１９］。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ＹａｌｅＢ数据库中ＬＤＭ

和其他两种方法不相上下，但在ＡＲ数据库中其

优势很明显。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形变模型的

人脸识别方法的有效性，且说明进行人脸分片整

合的方法可以进一步提识别率。

表２　本方法与其他方法识别率的对照表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算法
ＹａｌｅＢ数据库的识

别率／％

ＡＲ数据库的识别率

／％

ＢＩＣＡ ９８．８９ ８６．４９

多尺度ＬＢＰ［１９］ ９７．０ ９０．０

ＬＤＭ ９７．６ ９３．５

３．２　对遮挡的鲁棒性实验

对测试图像使用随机的方形块挡住人脸，如

图１（ａ）所示。图１（ａ）是遮挡图像，图１（ｂ）显示

了重构误差犲^１，图１（ｃ）描绘了重构系数狓^１，长线

系数与测试图像的真正类别相对应。可以看出，

重构系数很稀疏，ＬＤＭ 算法能够进行准确的分

类。图１（ｄ）显示了４种不同算法的识别率，其中

有经典的主成分分析方法（ＰＣＡ）
［２０］、ＢＩＣＡ

［１８］、局

部非负矩阵因式分解（ＬＮＭＦ）
［２１］方法。同样地，

ＬＤＭ方法优于其他３种方法。当３０％遮挡时，

算法表现得相当好，识别率达到９５％以上；即便

是遮挡达到４０％时，也只有６．７％误判率。编码

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测量中的冗余，它对检测

与纠正严重错误必不可少。在对象识别中产生冗

余是因为展现出来的图像的像素数通常远远大于

原图像的像素数。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有一小

部分像素由于遮挡而被完全腐蚀，利用剩余的像

素进行识别仍有可能。另一方面，采用了人脸分

片的策略，对有遮挡或是模糊的区域不予计算或

降低其权值，而使表现良好的区域给予更多的表

现机会。这种融合局部特征的分类方法，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算法的鲁棒性。

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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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连续遮挡水平下的识别率

Ｆｉｇ．１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Ｖａｒｙｉｎｇ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３．３　对伪装的鲁棒性实验

使用ＡＲ数据库的子集测试ＬＤＭ 算法对具

有伪装的人脸图像的识别能力，选择的子集由

１００个人（男、女各５０人）的１３９９幅图像组成。

使用７９９幅没有遮挡的图像作为训练集。把测试

图像分成两个单独的测试集：第一个测试集包括

２００幅带有太阳镜的人脸图像，遮挡面积大约为

２０％；另一个测试集包括２００幅带有围巾的人脸

图像，遮挡面积大约为４０％。实验结果如表３所

示，其中ＬＰＣＡ为融合局部主成分分析的人脸识

别方法。从表３可以看出，ＤＭ 方法在两个不同

伪装下的识别率分别是８４．０％与５９．５％，而

ＬＤＭ方法的识别率分别是９６．５％与９２．５％。虽

然如此，ＤＭ 方法的识别率还是远远超过其他３

种方法。ＤＭ方法充分考虑了人脸图像的冗余信

息和组合系数的稀疏性，故其识别率高于ＬＰＣＡ、

ＢＩＣＡ和ＬＮＭＦ的方法；而ＬＤＭ 方法的识别率

高于ＤＭ 方法的原因在于ＬＤＭ 融合了局部信

息，且在局部权值选择时，采用了灵活的动态权值

选择方法。

表３　对伪装人脸图像的鲁棒识别

Ｔａｂ．３　Ｒｏｂｕｓ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ｉｓｇｕｉｓｅＦａｃｅ

算法 带有墨镜的识别率／％ 带有围巾的识别率／％

ＬＰＣＡ ８０．０ ２３．０

ＢＩＣＡ ８３．５ ３５．０

ＬＮＭＦ ４３．５ ２４．０

ＤＭ ８４．０ ５９．５

ＬＤＭ ９６．５ ９２．５

　　本文给出了一种融合局部形变模型的算法对

高维数据人脸进行分类识别。该方法首先对人脸

进行分片，然后对每一分片分别建立形变模型并

求解其稀疏系数，最后根据求解的稀疏系数加权

分类识别。实验结果表明，在训练样本足够多时，

能得到非常高的分类性能，且对伪装和遮挡变化

具有很好的鲁棒性。

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在于如何使算法应用于一

般对象的分类与检测问题。基于形变模型分类方

法的鲁棒性潜能，在对象检测和识别中，还有待进

一步挖掘。从实际应用情况看，算法还应该扩充，

使其减少对姿态与光照的约束条件，进一步提高

算法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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