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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两因子模型的进一步深化、提炼和改进，提出了一种基于两因子模型的多姿态人脸识别方法，

该方法能有效地缓解人脸特征对姿态变化较为敏感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经过姿态因子分离后的人脸全局

或局部特征在保持较高显著性的同时，均对姿态变化具有理想的鲁棒性，在ＦＥＲＥＴ人脸数据库上取得了最

高９２．５％的识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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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提取是人脸识别应用中的关键技术。目

前，较为成熟的人脸特征提取和识别方法［１６］在可

控条件下能够取得较为理想的识别性能，但是当

人脸姿态和光照条件有较大变化时，识别性能显

著下降。针对该问题，学术界开展了广泛而深入

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法［７１０］。根据特征

提取和处理方式的不同，这些方法大致可以分为

不变特征类方法［７］和多模态特征融合的方法［９］。

其中，不变特征类方法的主要思想是提取人脸图

像中对姿态和光照变化不敏感的某些固有特征用

于识别。如Ｐｒｉｎｃｅ等人
［７］提出的“联结”特征分

析方法可以将人脸特征向量表示为“身份”变量通

过“姿态可选”的线性变换投影得到。而在“身份”

空间中，个体特征并不随姿态的变化而变化。通

过“联结”特征模型提取人脸图像中的“身份”变

量，并通过计算后验概率进行分类识别，在ＦＥ

ＲＥＴ、ＸＭ２ＶＴＳ和ＰＩＥ数据库上取得了较为理

想的识别率。而多模态特征融合方法则是将多种

模态的信息进行融合，通过构建完备的特征模板

来提高人脸识别系统对姿态和光照变化的稳定

性。如Ｂｌａｎｚ等人
［９］提出的基于三维形变模型的

二维人脸识别方法。这些方法虽然可以实现对非

可控环境下人脸图像的有效识别，但仍然存在处

理过程复杂、计算量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廖

海斌等人［１１］提出了一种简洁、有效的多姿态人脸

识别方法。但由于训练样本的限制和对噪声干扰

因素的忽略，该方法在 ＯＲＬ数据库上仅取得了

约７５．５％的识别率。通过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种

基于两因子模型的多姿态人脸识别方法。

１　人脸数据的获取

本文通过３ＤＣａＭｅｇａ结构光三维扫描系统

（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ｄｃａｍｅｇａ．ｃｏｍ）获取人脸的三维彩

色数据。扫描系统能够在１．５ｓ内对人脸进行多角

度、多方位的瞬间快速拍摄，并自动完成拼接，生成

三维彩色人脸模型，同时对获取的三维人脸数据进

行必要的裁剪、姿态校正、补洞和降噪等处理。

利用球面谐波理论［１２］构造光照模型，通过控

制三维人脸模型的水平偏移角和俯仰角来生成大

量具有不同姿态的二维虚拟图像。在理想光照条

件下，对不同参量进行控制所生成的部分二维虚

拟图像如图１所示。其中，第一行是在水平偏移

角由［－６０°，６０°］变化下所生成的二维虚拟图像

集，角度变化增量Δ犪＝１５°，而俯仰角保持不变；

第二行则是在水平偏移角和俯仰角两个参量共同

控制下所生成的二维虚拟图像集，其中水平偏移

角的变化范围和角度变化增量同前，而俯仰角变

化范围为［－２０°，２０°］，角度变化增量Δ犪＝５°，光

照强度设定为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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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生成的部分二维虚拟图像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ｔｏｆ２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ｍａｇｅ

２　两因子模型的建立

２．１　影响人脸图像特征的关键因素

从实际情况看，获取的人脸图像特征往往是

多种变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大致

可以划分为两类：身份因素和表观因素。身份因

素是人脸的内在属性，采用人脸图像特征能进行

识别的条件就是要求身份因素是相对显著且稳定

的。表观因素则主要包括光照、姿态和遮挡等，这

些因素会直接导致人脸图像特征具有随机差异

性，对人脸识别具有干扰作用，其中，又以姿态因

素的干扰最为常见和显著。为了简化问题，本文

将表观因素局限为姿态因素，即只考虑姿态变化

对人脸图像特征产生的影响。

２．２　两因子分析理论

假设人脸图像特征整体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因此第犻类人脸中第犼种姿态下的人脸图像特征

向量犡 可以表示为犡犻犼＝［狓
１
犻犼，狓

２
犻犼，…，狓

犔
犻犼］

Ｔ，犻＝１，

２，…，犖，表示犖 类人脸样本；犼＝１，２，…，犕，表示

犕 种不同的姿态；犔表示特征的维数。利用因子

分析理论建立两因子关系模型为：

犡犻犼 ＝狌＋α犻＋β犼＋ε犻犼 （１）

其中，狌为固定偏移量；α犻表示身份因子犻对人脸

特征产生的效应；β犼 表示姿态因子犼对人脸特征

产生的效应；ε犻犼表示均值为０的随机误差。狌、α犻、

β犼都是未知量，需要通过样本估计获得。其中，犡

的估计值犡^ 为：

犡^ ＝∑
犖

犻＝１
∑
犕

犼＝１

犡犻犼／犖犕 （２）

同时引入记号：

犡^犻 ＝∑
犕

犼＝１

犡犻犼／犕，犻＝１，２，…，犖 （３）

犡^犼 ＝∑
犖

犻＝１

犡犻犼／犖，犼＝１，２，…，犕 （４）

因此，两类因子估计值的数学表达式分别为：

α^犻 ＝犡^犻 －犡^，犻＝１，２，…，犖 （５）

＾
β犼 ＝犡^犼－犡^，犼＝１，２，…，犕 （６）

同时，可以参照文献［１１］中的方法建立总平方和

犛犜、身份因子效应平方和犛犅、姿态因子效应平方

和犛犃、误差平方和犛犈 等几个方差分析指标来分

析两类因子对人脸图像特征产生效应的显著性。

２．３　两因子模型显著性检验

实验样本包含犖 位（犖＝５０）对象，每位对象

包含有 犕 种不同的姿态（犕＝６４）。每幅图像大

小调整为１００像素×１００像素，并使用人脸图像

的奇异值分解（ＳＶＤ）特征进行显著性分析。取显

著性水平为α，可以得到姿态因子显著性假设成

立的条件为：

犉犃 ＝
犛犃／（犕－１）

犛犈／（犖－１）（犕－１）
≥

犉α（犕－１，（犖－１）（犕－１）） （７）

同理，身份因子显著性假设成立的条件为：

犉犅 ＝
犛犅／（犖－１）

犛犈／（犖－１）（犕－１）
≥

犉α（犖－１，（犖－１）（犕－１）） （８）

　　在取前１０个ＳＶＤ特征进行显著性分析的结

果如表１所示。当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０５时，查表

可知，犉０．００５（６３，３０８７）≈１．５３，犉０．００５（４９，３０８７）

≈１．６７。从表１可以看出，在α＝０．００５下，所有

ＳＶＤ特征的犉犅 均大于显著水平下的犉犪，所以身

份因子不仅存在，而且对人脸图像ＳＶＤ特征的影

响是显著的；不仅如此，姿态因子犉犃 也均远大于

显著水平下的犉犪，因此，姿态因子对人脸图像

ＳＶＤ特征的影响效应同样也是高度显著的，并且

其显著性远大于身份因子。类似的实验结果在文

献［７，１１］中均有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１１］也利用同样的方法

对人脸的ＳＶＤ特征进行了两因子显著性分析。

但是由于样本数量有限，其因子显著性检验结果

与本文检验结果具有明显差异。具体来说，通过

提高训练样本中不同姿态图像的数量能够有效地

提高姿态因子的显著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由

于本文训练样本中的对象数量有限（仅为５０人），

因此身份因子的显著性不高。但是，由于身份因

子相对姿态因子而言属于弱信号，因此身份因子

基本保持稳定。

表１　两因子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１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Ｔｗｏｆａｃｔｏｒｓ

特征犓 犉犪 犉犫 特征犓 犉犪 犉犫

１ ７９．４５ ８．９５ ６ ８１．７６ １２．７５

２ ８０．６７ ８．３２ ７ ８２．５４ １１．６３

３ ８０．９７ ７．９６ ８ ８６．３２ １１．８９

４ ８１．２５ ９．３２ ９ ８７．８４ １０．６７

５ ７９．９８ １０．２１ １０ ８６．５１ １３．４９

７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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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因子估计与人脸识别

３．１　因子估计与显著性检验

从§２．３的分析结果可知，如果要分离出姿

态独立的人脸特征用于识别，就必须对姿态因子

进行剔除。对犡犻犼进行变换，在理想情况下，^犡犼

＝犡犼，因此对人脸特征进行因子分离后的加权

人脸特征为：

珦犡犻犼 ＝犡犻犼－犡^犼 ＝

狌＋α犻＋β犼＋ε犻犼－犡犼 ＝α犻 ＋ε犻犼 （９）

　　由于加权特征 珦犡犻犼中仅含有身份因子效应，因

此可以认为是姿态独立的人脸特征。然而在实际

应用中，式（９）中的姿态因子犡犼是无法直接计算

得到的，但对于某一对象的人脸图像特征分布也近

似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可以利用大量训练样本对姿

态因子的数学期望进行估计。具体步骤如下：

１）获取５０位不同对象的三维彩色人脸数

据，对每位对象生成６４幅具有不同姿态的二维虚

拟图像。

２）选出所有图像编号为犼（犼＝１，２，…，６４）的

二维虚拟图像共５０幅。该５０幅虚拟图像由不同

对象所组成，但具有相同姿态。

３）提取图像编号为犼的人脸图像特征，对每

一维特征求平均值作为犡犼的估计值犡^犼，最终得

到近似的姿态独立的人脸特征珦犡犻犼＝犡犻犼－^犡犼。

为了验证上述加权特征的姿态独立性，再次

通过§２．３中的方法对因子分离后人脸的ＳＶＤ

特征进行两因子显著性分析，其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加权特征两因子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Ｔｗｏｆａｃｔｏｒｓ

特征犓 犉犪 犉犫 特征犓 犉犪 犉犫

１ １３．７５ ２０．７８ ６ １３．８７ ２０．１１

２ １５．２ ２１．３２ ７ １６．５２ ２２．３２

３ １３．７５ １９．７８ ８ １７．９１ １９．９８

４ １２．５５ ２２．７６ ９ １８．１９ ２０．２３

５ １２．８９ ２１．０９ １０ １９．６５ ２１．０９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经过加权后的ＳＶＤ特征

中，所有身份因子在保持高度显著的同时还具有

较高的稳定性，而姿态因子的显著性明显降低。

３．２　基于姿态预估计策略的人脸识别

由于姿态因子估计必须以准确的姿态估计为

前提，为了提高系统的实用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姿

态预估计策略。即将训练样本以监督方式进行聚

类（如图２所示），并计算子集中姿态因子的平均

值作为该子集的姿态因子；同时，该聚类过程可以

针对不同的测试数据库进行动态调整，从而使姿

态估计过程简洁、高效。

图２　二维虚拟图像子集划分

Ｆｉｇ．２　Ｓｕｂｓｅｔ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２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４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４．１　实验数据库及实验条件

实验训练样本库包含５０位对象的三维彩色

人脸数据（其中男性３０位、女性２０位）和３２００

幅（５０×６４）不同姿态的二维虚拟图像。同时，从

ＦＥＲＥＴ数据库中选取１００位测试对象作为人脸

识别数据库，每位对象包含１幅正面图像和６幅

具有不同水平偏移角（±２２．５°、±６７．５°、±９０°）的

人脸图像，则１００幅正面图像构成样本集，而６００

幅具有姿态变化的人脸图像构成测试集。

４．２　基于全局特征的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以线性鉴别分析（ＬＤＡ）特征为对象进

行姿态因子分离，并对两个参数即测试图像姿态

角的变化范围和人脸特征的维数与识别性能的关

系进行分析。识别率（ＲＲ）与姿态角和特征维数

（犱）的关系如图３（ａ）所示。可以看出，识别系统

在姿态水平变化分别为±２２．５°、±６７．５°和±９０°

时，其最高识别率分别达８１％、６５．５％和４７％；同

时，当ＬＤＡ特征子空间维数逐步增加到６０维之

前，系统的识别性能稳步提高，而在此之后，其性

能有所下降。类似的实验结果在文献［１，８］中均

有报道，即人脸特征中较小的特征值对噪声非常

敏感，容易导致识别率下降。

本文还同时对“原始”ＬＤＡ特征进行了人脸

识别实验。该实验使用同样的１００位对象共７００

幅人脸图像训练特征投影空间，并通过特征子空

间距离进行分类识别，其实验结果如图３（ｂ）

所示。

通过对比实验结果可以总结出，经过因子分

离后的ＬＤＡ人脸特征对姿态变化具有鲁棒性。

然而，本文方法与某些传统的经典方法相比，其识

别性能仍有一定的差距，如Ｂｌａｎｚ等人在文献［９］

中提出的识别方法在姿态水平变化达±４５°的情

况下仍然能够取得８６％左右的正确识别率，而本

文方法在姿态水平变化为±２２．５°时的最高识别

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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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人脸识别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Ｆａｃ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率也仅为８１％。

４．３　基于局部特征的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提取人脸局部特征用于两因子分析，本

文提出利用三维结构信息对在人脸姿态偏移情况

下无遮挡的１０个关键特征点进行定位，如图４所

示。由于三维结构信息与二维纹理信息存在对应

关系，因此在生成二维虚拟图像时，其特征点依然

得以保留；对于人脸识别图像，则通过人机交互方

式完成标注。

图４　基于三维结构信息的特征点定位

Ｆｉｇ．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３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在每个特征点５×５邻域内，提取像素点在８

个方向、３种尺度下的Ｇａｂｏｒ特征，从而构成该点

的特征向量；然后通过降维和因子估计获取加权

后的Ｇａｂｏｒ特征用于人脸识别，其结果如图５所

示。可以看出，加权后的Ｇａｂｏｒ特征对姿态变化

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可鉴别性，在姿态水平偏移

±２２．５°时，最高识别率达到了９２．５％，而且系统

的识别性能达到最佳时的特征维数也有所下降。

图５　基于局部Ｇａｂｏｒ特征的人脸识别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ｃａｌＧａｂｏ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５　结　语

本文通过对两因子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了一

种简洁、有效的多姿态人脸识别方法。实验证明，

经过姿态因子分离后的人脸全局与局部特征在保

持较高显著性的同时，对姿态变化具有理想的鲁

棒性。本文是对以往特征提取方法的进一步深

化，为人脸特征提取提供了新的思路。如何在特

征提取过程中分离出光照因素的影响，将是下一

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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