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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指纹方向场真实地反映了指纹图像中本质的纹理特征，包括指纹的基本形状、结构和走势。方向场图

像在局部区域表现相对一致，而在全局范围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基于方向场对指纹图像进行分区，可以提

供一种有用的辅助性全局特征。本文提出了一种指纹图像快速分区方法，并结合一种基于局部描述子的指纹

图像匹配算法给出了其应用实例。在ＦＶＣ２００４ＤＢ１数据集上设计了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分区方法能有效地

提高识别率，同时缩短处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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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发展，指纹识别技术已

经在社会生活中的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经典的技术难题，如非线性

扭曲指纹图像的匹配问题等，严重制约了指纹识

别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为了提高非线性扭

曲指纹图像匹配的准确性，研究人员提取了各种

各样的匹配特征，从全局的 Ｈｅｎｒｙ指纹类型到最

常用的细节点属性，乃至更加精细的脊线宽度、曲

率、形状甚至汗孔等特征。采用复杂的匹配特征

通常能够有效提高图像匹配的准确性，但同时对

图像的采集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复杂特

征的提取和匹配过程往往会耗费极大的计算代

价，降低了匹配效率。

用于指纹图像匹配的主要特征常常要求有较

高的区分性，以有效识别不同的指纹图像。研究

发现，在指纹图像中同样存在另外一类特征，这类

特征一方面区分能力不够强，不适合作为主要匹

配特征；但另一方面却又能够提供图像中相当的

可用信息，作为辅助性的特征可以有效提高主要

匹配特征的识别性能，同时提取相对简单，时间开

销非常小。本文所提出的基于指纹方向场的图像

分区特征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指纹方向场

包含了指纹图像中最基本的方向和结构信息，是

对指纹纹线形状的一种抽象描述，在宏观上反映

了指纹图像的几何拓扑结构。方向场代表了指纹

图像的本质特征，在指纹图像识别的过程中都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献［１４］对此进行了研究。

分割和聚类是模式识别领域中非常经典的问

题之一，有很多成熟可用的算法，可以为基于方向

场的指纹图像分区方法设计提供参考。其中，基

于区域生长／分裂和基于形态学的方法效率较低，

无法满足指纹识别的实时性要求；随机性方法（包

括模拟退火、遗传算法等）以及基于仿真学的方

法［５，６］同样不能满足对分区效率的要求；迭代算

法（犽ｍｅａｎｓ、Ｉｓｏｄａｔａ等）需要关于分区数目的先

验知识，而在指纹图像中并不直接具备这样的知

识，而且很多时候指纹采集过程只采集了指纹中

某部分的局部图像，这样就导致指纹图像中的分

区数目并非一个稳定值。Ｍａｉｏ和 Ｍａｌｔｏｎｉ
［７］提出

了一种方向场图像的结构性分区方法，但其目的

是为了指导指纹图像分类，因而分区方法准确、鲁

棒性高，但算法中的迭代过程使得效率有所欠缺。

本文提出利用固定阈值门限直接基于方向场方向

值分割指纹图像，并且通过后处理过程剔除分区

中小面积的干扰噪声，同时提供更加清晰的区域

边界，通过对查询指纹图像和匹配指纹图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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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分区策略，有效地抑制指纹图像中存在的

非线性形变以及图像间微小的旋转变换对分区特

征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文献［８］提出的基于

方向场描述子的局部匹配算法中，引入本文所提

出的指纹图像分区特征后，既缩小了局部匹配的

搜索空间，又一定程度降低了细节点错误配对情

况发生的几率。

１　方向场分区过程

１．１　方向场计算

方向场特征在指纹图像增强、对齐和匹配过

程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大部分的自动

指纹识别系统（ＡＦＩＳ）中都包含了方向场的计算

过程。常用的方向场计算方法可以分为掩膜法和

梯度公式法两类。本文采用 Ｈｏｎｇ和 Ｗａｎ等提

出的基于梯度计算的方法［１］。

１．２　图像位置校正

通常，人们在采集指纹图像时手指放置的角

度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同一手指采

集的不同指纹图像间的旋转。指纹图像对齐过程

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全局的方位差异，但是常用的

对齐手段（如基于一个或多个参考点的对齐方法）

计算复杂，而且对扭曲严重的指纹图像对齐效果

相对较差。考虑到手指可以近似为细长的圆柱

体，因此无论采集指纹图像时施加何种方向的外

力，获得的指纹图像整体上总是呈细长形。利用

这个观察结果可以检测出指纹图像采集时手指的

放置方向，进而将指纹图像调整成标准方向图像。

Ｃａｏ和 Ｙａｎｇ等
［９］首先提取指纹图像的边界曲

线，然后计算包含该边界曲线的最小周长凸多边

形（凸壳），最后再分别选取矩形的边与凸多边形

的某一条边共线，计算并选择包含该凸壳的所有

矩形中面积最小者，其较长边即对应手指的放置

方向。整个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手指放置方向提取示例（图像对应

于ＦＶＣ２００４ＤＢ１中文件“１０＿６．ｔｉｆ”）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１．３　区域分割

由于指纹纹线有缓变的特性，在图像中大部

分区域表现为一组近似平行的曲线，即使局部的

图像非线性扭曲，使得平行关系受到影响，纹线方

向的这种局部相似性仍然会维持。基于这一特

性，将指纹图像分割成若干个包含方向相同或相

近的邻近脊线的子区域，便可以提供一种描述脊

线分布的全局特征。尽管这一特征并不十分精

确，但是作为主要匹配特征的辅助，可以在只需要

很少附加计算代价的同时，提高匹配速度和精度。

指纹方向场记录了每一个方向场块中脊线的

平均方向，可以直接用于指纹图像的区域分割，而

且绝大多数指纹识别系统中都包含了方向场的计

算过程，因而并不会引入额外的计算代价。在指纹

方向场中，通常存储的是量化后的方向值，以量化

成１６个方向值为例，０方向表示角度［０，１１．２５°），１

方向表示角度［１１．２５°，２５°），其他依此类推。

根据图像质量以及匹配精度要求的不同，选

择将方向场分割成的区域数量会有所差异。将查

询指纹图像方向场方向分为４个范围，分别为［０，

４）、［４，８）、［８，１２）和［１２，１６）。以ＦＶＣ２００４ＤＢ１

中文件“１０＿６．ｔｉｆ”对应的指纹图像为例，在校正了

图像中存在的旋转后，其方向场中的方向范围为

［０，４）的图像区域如图２（ａ）中黑色部分所示。

图２　基于方向场的指纹图像分区示例

Ｆｉｇ．２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Ｂａｓｅｄ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４　后处理

由于实际采集的指纹图像中常常包含各种噪

声（如污点、伤疤等），使得提取的方向场图像并不

十分规整，分割结果中有时会包含噪声区域，因此

有必要对分割后的区域进行进一步处理，处理过

程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１）细分割。理想情况下，分割后的区域类似

图２（ａ），不同部分间的界线十分明显，而且各个

部分近似扇形。然而，各种噪声的影响使各个子

区域之间经常会有所粘连，分区效果不尽如人意。

细分割的目的就是将这些粘连的区域进一步分割

成更有意义的子区域。通过实验观察发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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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图像分区发生区域间粘连时，各个部分仍然

会维持理想情况下近似扇形分布的形状，只是噪

声或者局部形变的作用使得分界处的方向场方向

发生改变，从而可能导致子区域被错误地连接合

并。而且由于不同区域呈多个中心相邻的扇形分

布，即使发生错误粘连，也只会发生在扇形的中心

区域附近，连接部分通常较短，因此设置一定的阈

值使这类较短的连接线断裂，便可以得到期望的

分区。本文细分割过程是剔除区域中所有小于阈

值为３（单位为方向场块长）的直径（指两个端点

位于区域边界且连线在区域内部的线段）。

２）去噪。细分割过程剔除了影响分区效果

的粘连区域，但可能会错误地剔除部分不属于分

界的区域，同时也可能产生新的孤岛区域。其中

错误剔除的部分面积相对较小，对整个图像的分

区影响非常小，可以不予考虑，而孤岛区域则可能

会被错误地看作一个新的子区域，必须去掉。而

且即使在细分割阶段前，图像分区在噪声的干扰

下也可能包含小的孤岛区域，如图２（ｂ）中右上角

极小的孤岛区。由于这些孤岛区域的面积往往非

常小，可以将面积小于某阈值的区域直接滤除，但

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小部分非干扰区域被错误地

滤除。考虑到基于方向场的分区方法本身的精度

有限，而且如此小的区域中包含的有价值的信息

（细节点、脊线等）也非常有限，因此直接过滤掉这

部分孤岛区域不会对分区效果产生显著影响。本

文选择阈值为９，即过滤所有面积小于９个方向

场块的子区域，将其从分区中剔除。基于效率考

虑，实现时，设计了几个中心面积为９的模板遍历

图像，即可完成过滤。

３）编号。基于方向场的指纹图像分区特征

可以用作图像匹配时的辅助特征，为使用方便，有

必要对得到的分区结果进行编号。实验观察发

现，在细分割和去噪过程结束后，得到的针对每个

方向范围的方向场的有效分区数小于４。本文给

各子区域编号时基于２×２块，按逆时针方向编

号，即左上角为１，左下角为２，右下角为３，右上

角为４，发生冲突时，以较小编号为准。即当一个

区域占据了左下角到右下角的部分时，编号为２。

当编号过程结束时，结合方向范围和编号，每一个

图像的子区域便对应于一个唯一的全局标识。

１．５　针对查询图像和模板图像的分区策略

扭曲的作用使指纹脊线在局部范围内会存在

一定的非线性形变，从而导致方向场方向与原始

方向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考虑到这种偏差相对

较小，在匹配两幅指纹图像时，可以对查询指纹图

像和模板指纹图像选择不同的分区策略来抵消其

影响。以将查询指纹图像方向场分成４个方向范

围的子区域为例，在模板指纹图像分区时，可以将

方向相应分成互相交叠的４个范围，即｛１５，０，１，

２，３，４｝、［３，８］、［７，１２］和｛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０｝。

这种策略选择可以容忍局部图像扭曲引起的方向

场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上各１１．２５°的方向改变，

使得查询指纹图像某一方向范围的分区基本包含

在模 板 图 像 对 应 的 方 向 范 围 分 区 内。以

ＦＶＣ２００４ＤＢ１中文件“１０＿６．ｔｉｆ”和“１０＿３．ｔｉｆ”对

应的指纹图像匹配过程为例，令文件“１０＿６．ｔｉｆ”对

应查询指纹图像犙，文件“１０＿３．ｔｉｆ”对应模板指纹

图像犜，犙在图像旋转校正后［０，４）方向范围分区

如图２（ａ）中黑色部分所示，犜的｛１５，０，１，２，３，４｝

方向分区如图２（ｃ）中黑色部分所示，可以看出，犙

的［０，４）方向范围分区基本包含在犜对应的方向

范围分区中。这一性质在指纹图像匹配特别是局

部匹配时非常有价值。

２　指纹图像分区特征在局部匹配过

程中的应用

２．１　局部匹配

局部匹配计算指纹图像局部区域间的相似

度，进而累加得到指纹图像之间的整体相似度，由

于局部结构一般以细节点为参照构造，通常又称

为局部细节点匹配。细节点的局部结构不受图像

全局线性变换（平移、旋转等）的影响，因而其相似

度计算不需要以图像对齐为基础。这是局部细节

点匹配方法最突出的优点之一，因为指纹图像之

间的精确对齐非常困难，甚至有时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局部匹配方法同时削弱了细节点在全局范

围内的各种约束（位置、方向等），因此匹配准确度

稍逊于全局匹配方法，而且选择不恰当的局部结

构时还会导致不同细节点的局部匹配相似度偏

高，从而造成误识别。同时，局部匹配的计算量往

往非常大。假设查询指纹图像犙 和模板指纹图

像犜 中的细节点数目分别为犕、犖，则局部匹配

过程需要进行犕×犖 次相似度计算。

在局部细节点匹配方法中引入全局特征的约

束，不仅可以减小搜索空间的大小，而且可以降低

不同细节点被错误配对的几率，从而提高匹配的

精度和效率。下面以一种经典的局部匹配算法为

例，说明指纹图像分区特征的作用。

２．２　基于方向场的细节点邻域描述子

文献 ［８］设计了一种局部结构描述细节点所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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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部邻域内的方向场，定义了一组均匀分布在

以细节点为圆心的犔个圆周上的采样点，假设第

犾个圆周半径为狉犾，圆周上均匀分布了犓犾 个采样

点。对任意两个细节点，可以分别计算其邻域对

应采样点之间的相似度，进而累加得到其局部方

向场的相似度，用于表示这两个细节点间的相似

性。本文实验时采用了文献［８］建议的参数值，即

（狉０＝２７，犓０＝１０）、（狉１＝４５、犓１＝１６）、（狉２＝６３，

犓２＝２２）、（狉３＝８１，犓３＝２８）。

实验表明，文献［８］定义的描述子能够有效区

分不同的细节点。尽管如此，在指纹图像中存在

部分区域，其中纹线相对平滑，细节点周围的方向

场十分相似，仅仅使用方向场描述子难以区分。

以ＦＶＣ２００４ＤＢ１中的文件“１０＿３．ｔｉｆ”和“１０＿４．

ｔｉｆ”为例，令“１０＿３．ｔｉｆ”对应查询图像犙，“１０＿４．

ｔｉｆ”对应模板图像犜，封二彩图６表示了两幅图像

对应的细化图像，其中浅黄色标记的点为应该匹

配上的细节点，深蓝色标记的点为无法匹配上的

细节点。若采用文献［８］定义的描述子计算，局部

相似度最大的节点对为＜２９，６２＞，由于它们按照

文献［８］定义的结构描述的局部方向场重叠区域

比较小（但同时有效采样点数又大于下限１９，属

于有效匹配细节点），而重叠区域中的纹线走向非

常相似，所以计算的局部相似度值很大。如果在

局部细节点匹配方法中将这样的节点对标定为匹

配，甚至作为参考节点对齐图像，后果会非常严

重。引入图像分区约束后，由于明显分属于不同

的分区，这样的干扰细节点对可以非常容易地予

以排除。

３　实验结果

本节设计了一组实验，以评估提出的指纹图

像快速粗分区方法的有效性。实验以ＦＶＣ２００４

ＤＢ１为测试数据集，遵照文献［１０］中定义的测试

协议，ＦＶＣ２００４ＤＢ１为２００４年国际指纹识别竞

赛使用的测试数据集，其中人为引入了较严重的

图像扭曲，包含１００×８幅图像，即对１００个手指，

每个手指采集８幅图像。

在特征提取阶段，首先采用文献［１１］的方法

提取指纹图像的方向场，然后采用文献［１２］的算

法增强指纹图像，经过纹线提取与细化［１３］、细节

点提取与过滤［１４，１５］，在特征匹配阶段，采用文献

［８］定义的描述子和局部匹配算法匹配图像。实

验包含三个步骤：① 根据文献［８］提出的基于方

向场的细节点局部描述子以及匹配算法进行实

验；② 引入本文提出的指纹图像快速粗分区约

束，在局部匹配时，只允许分区属性一致的细节点

对参与相似度计算；③ 对比两次实验的识别率和

平均识别时间。

实验平台配置为 ＣＰＵ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２Ｔ７２５０

（２．０ＧＨｚ），内存２ＧＢ，识别率以ＥＥＲ（ｅｑｕａｌｅｒ

ｒｏｒｒａｔｅ）作为评价指标。ＥＥＲ是错误接受率和错

误拒绝率相等时的错误率，ＥＥＲ越低，一般说明

算法的匹配效果越好。平均匹配时间指局部匹配

阶段耗时，不包含特征提取过程的时间开销，由整

个数据集上的图像匹配过程总耗时除以匹配次数

得到。实验结果为：引入分区特征前，ＥＥＲ 为

１９．２％，平均匹配时间为３１７ｍｓ；引入分区特征

后，ＥＥＲ为１６．８％，平均匹配时间为２７４ｍｓ。可

以看出，在局部匹配过程中引入本文所提出的分

区约束特征，能够有效提高匹配准确率，同时提高

匹配效率。

４　结　语

方向场包含了指纹图像最基本的方向和结构

信息，可以为匹配过程提供帮助。方向场图像在

局部区域的表现相对一致，而在全局范围则存在

较大的差异。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方向场的指纹

图像快速分区方法，并应用于细节点局部匹配过

程，在需要较少额外时间开销的同时，有效提高了

局部匹配方法的精度和效率。在本文方法中，手

指放置方向的校正需要的时间开销相对较大，而

指纹方向场图像中蕴含了手指放置方向的信息。

今后将尝试深入挖掘指纹方向场的几何特征，寻

求直接根据方向场校正手指放置方向，以进一步

提高算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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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精密单点定位技术的航空测量应用实践》

荣获２０１０年度“中国百篇最具影响的学术论文”

　　经学术计量指标综合评定，张小红教授的论文《基于精密单点定位技术的航空测量应用

实践》荣获２０１０年度“中国百篇最具影响的学术论文”，该文在《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２００６年第３１卷第１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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