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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和小面元进行人脸图像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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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小面元的人脸替换方法。首先，使用级联卷积神经网络确定人脸位

置，并应用全卷积网络对人脸进行分割以确定替换区域；然后，应用回归森林的人脸关键点技术和Delaunay三

角剖分建立人脸三角网，对人脸小面元进行替换；最后,应用泊松融合消除拼接痕迹。定性和定量的试验结果

表明，该方法是有效的，并且可较好地解决人脸姿态一致性限制和人脸遮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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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替换是指用源图像中的人脸替换目标

图像中的人脸，该技术在娱乐、商业、虚拟现实、

影视创作、游戏等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例

如，在影视作品拍摄过程当中，把替身动作作为

基础层，将演员的脸部特写替换在年轻替身的脸

部上，可以使演员“返老还童”。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人脸替换方法开展了

研究。目前主要分为基于二维图像和基于人脸

三维模型两类替换方法。文献［1⁃3］采用基于三

维模型的人脸替换方法，通过对人脸进行姿态估

计、交互调整与校正，可对不同角度的人脸图像

进行替换，但是该类方法建模过程复杂，计算量

较大。文献［4］从建立的人脸图像数据库中搜索

与源图像姿态、表情等一致的图像作为候选目

标，对目标图像进行颜色校正与图像融合，再输

出替换效果最好的图像。该方法的缺点是基于

图像库，不能保证用指定的目标图像能达到很好

的效果。文献［5］利用薄板样条插值函数对齐人

脸五官，将图像分解为面部结构层、皮肤细节层

和颜色层，对每一层进行融合后重建生成结果图

像，该方法只限于正视图像。文献［6］根据源图

像与目标图像的人脸关键点位置，对图像进行旋

转、缩放、平移等操作，使得两幅图像人脸尽可能

对齐，利用高斯滤波法融合两幅图像的人脸的眼

鼻嘴区域。相比其他的基于二维图像人脸替换

方法，该方法可以实现不同姿态下的人脸替换，

但是在人脸姿态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变换整张人

脸存在替换效果不自然的问题。

为解决现有方法受人脸姿态一致性限制的

问题，在利用级联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人脸检测和回归森林法的

人脸关键点定位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采用 De⁃
launay三角剖分构建人脸模型的小面元人脸替换

法，应用全卷积网络实现人脸分割确定替换区

域，以克服人脸遮挡物带来的影响，并采用肤色

调整和泊松融合，使替换结果更加逼真。

1 人脸图像替换方法

1.1 基于级联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检测

人脸检测是人脸替换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获

取人脸在图像上的位置，以人脸为对象进行后续

的处理，可以缩小处理范围，从而提高处理效果

和速度。在人脸检测过程中，由于人脸姿态、遮

挡物等外在因素，使用单个 CNN网络直接提取

深度抽象特征，容易导致网络结构复杂，无法在

速度与精度上取得均衡［7］。因此，应用级联 CNN
网络［8］进行人脸检测，网络结构如图 1所示。

该级联网络由 6个网络构成，其中，3个二分

类网络用于判断输入是否是人脸，3个校正网络

对上一步骤得到的候选框进行微调，以获取更准

确的边框位置。对于一张输入图像，先用浅层网

络过滤掉大部分非人脸区域，再对人脸候选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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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进行校正，并输入到后面的深层网络，以获得

更准确的人脸检测结果。此外，为了检测更小的

人脸，将 24⁃分类网络和 48⁃分类网络的输入图像

尺寸缩小并输入到前一层，再将前一层的全连接

层输出与该层的全连接层连接。该级联网络将

多分辨率检测与检测⁃校正结合，可快速地检测出

图像中不同大小的人脸。

1.2 基于全卷积网络的人脸分割

级联 CNN人脸检测网络需要通过卷积层获

取图像特征，用全连接层得到固定长度的特征向

量，可实现人脸检测。但检测的人脸图像中常会

有墨镜、头发、手或者其他遮挡物，现有的替换方

法通常是根据人脸关键点或先验知识划分人脸

替换区域。在进行替换时，如果源图像人脸区域

内有遮挡物，会被当作人脸替换到目标图像上；

如果目标图像人脸区域内有遮挡物，则会被源图

像人脸替换掉，造成遮挡物不完整。为了使替换

结果更加逼真与自然，在替换前需要分离人脸和

遮挡物，要对人脸区域进行分割。全卷积网络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s，FCN）利用反卷积

层对 CNN网络产生的特征图进行上采样，使它与

输入图像尺寸相同，从而预测原始图像每个像素

的类别［9］。因此，本文应用 FCN⁃8s网络模型进行

人脸分割，该网络结构如图 2所示。

该网络由卷积与上采样两过程组成，图像在

卷积过程中经 5次池化，得到的特征图变为原图

的 1/32大小，对深层卷积特征图上采样 32个步

长不能很好地还原细节特征，为了融合浅层细节

特征，对最后一层卷积层输出结果进行 2倍上采

样，并与第 4次池化的特征融合；对融合结果进行

2倍上采样后，与第 3次池化的结果融合；对上述

融合结果进行 8倍上采样恢复图像大小，实现图

图 1 级联 CNN人脸检测网络

Fig.1 Cascading CNN Face Detection Network

图 2 FCN⁃8s网络

Fig.2 FCN⁃8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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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分割。通过分割人脸图像，可以克服墨镜、头

发、手部等遮挡物对人脸替换的影响。

此外，由于肤色和光照等原因，源图像和目

标图像的人脸存在颜色差异，造成替换后人脸肤

色不连续，因此，需要对人脸肤色进行调整。文

献［6］采用 RGB缩放校色的方式，对源图像上每

个像素乘以两幅图像的高斯模糊比例系数，该方

法造成调整后的人脸模糊；应用文献［10］提出的

颜色迁移理论，利用 lab色彩空间更能模拟人类

视觉系统的特性，将源图像和目标图像的人脸检

测结果从RGB空间转换到 lab空间，然后分离 l、a、
b通道，对源图像各通道进行 Wallis变换，表达

式为：

I k (x,y)= [Sk (x,y)-mean (Sk)] cσ kT
cσ kS+( )1-c σ kT

+

p×mean (T k)+(1-p)mean (Sk)
（1）

式中，S ( x，y )为源图像灰度值；I ( x，y )为变换后

的 灰 度 值 ；T 为 目 标 图 像 ；k 表 示 l、a、b通 道 ；

mean ( Sk )、mean (T k )、σ kS、σ kT分别为源图像的均值、

目标图像的均值、源图像的标准差、目标图像的

标准差；c表示图像方差的扩展常数；p表示亮度

系数。令 p=1，c=1，可使变换后的源图像均值

和方差与目标图像一致。将变换后的 lab各通道

值逆变换到 RGB空间，再经过上述操作，可以把

源图像人脸肤色调整为与目标图像人脸肤色

一致。

当人脸检测区域存在遮挡物时，如果不进行

人脸分割操作，计算出来的各通道均值与方差就

会受到遮挡物的影响，导致调整后的肤色与目标

图像不一致；经人脸分割模型得到的人脸区域不

包含遮挡物，利用分割后的人脸范围计算均值和

方差，代入式（1）对源图像进行肤色调整，可以避

免遮挡物的影响，使得调整后的源图像人脸与目

标图像人脸肤色一致，改善肤色调整效果。

1.3 基于小面元的人脸替换

文献［6］利用普氏分析法对源图像人脸进行

旋转、缩放等变换，使两张图像的人脸五官尽可

能对齐。当两张图像人脸姿势相差较大时，直接

地对人脸变换无法使源图像五官与目标图像五

官位置完全一致，人脸替换效果不自然。因此，

构建输入图像人脸三角网，对同名小面元逐个替

换。构建三角网首先需要定位人脸关键点位置，

常用的人脸关键点检测方法有模板拟合法和回

归器学习法。模板拟合法采取局部搜索策略，若

初始位置定位不理想，光照、姿态等因素的影响

下，会使局部匹配产生错误，难以收敛到局部目

标。因此，应用基于回归森林（ensemble of re⁃
gression trees，ERT）［11］的人脸关键点检测方法，

该方法通过训练一个级联的回归决策树来使人

脸关键点一步一步地回归到真实位置，不受初始

位置的影响。

在众多三角网中，Delaunay三角网满足最大

最小角特性、外接圆特性和唯一性，保证了三角

网中不会出现过于狭长的三角形，使得三角网的

构建更加合理与准确［12］。每个三角形大小趋于

一致，不会出现某个三角形所占面积比例过大或

过小导致的面部明显拉伸或压缩。计算源图像

与目标图像同名三角单元仿射变换参数，利用该

变换，将源图像像元替换到目标图像对应的几何

位置上，对人脸替换区域的每个小面元重复此操

作，可以得到整张人脸的替换结果。

由于不同图像的光照、灰度和纹理不一致，

在拼接位置上，直接替换人脸会出现明显不连续

的痕迹，为此，采用泊松融合对目标图像和基于

小面元变换后的源图像进行无缝融合。

2 人脸替换试验结果与分析

试 验 数 据 来 自 人 脸 识 别 数 据 集 CASIA ⁃
FACE［13］，从中选取不同姿态的人脸图像组成输

入图像对，将本文方法与文献［6］提出的方法进

行对比试验，对选取的部分结果进行比较与分

析，如图 3和图 4所示。

在第 1组试验中，文献［6］方法根据眼睛、鼻

子和嘴附近的关键点确定的源图像替换区域内

有帽檐，目标图像替换区域内有墨镜，在替换时

帽檐和墨镜被误当作人脸进行替换，导致替换结

果墨镜上有帽檐痕迹且不完整；采用高斯模糊调

整肤色，并利用加权平均法对两幅图像进行融

合，造成替换后的人脸模糊。本文方法应用人脸

分割模型将墨镜和帽子与人脸区域分开，只在人

脸区域进行替换和人脸肤色调整，不受遮挡物影

响；采用泊松融合进行图像融合，替换后的人脸

视觉效果更清晰、逼真。

在第 2组试验中，文献［6］方法根据人脸关键

点确定的目标图像替换区域有头发，而源图像替

换区域无头发，导致替换后的刘海被眉毛遮挡；

利用普氏变换对齐人脸，由于输入图像人脸姿态

差别较大，替换后的五官位置明显超出人脸范

围；采用高斯模糊调整肤色，对两幅图像进行线

性融合，导致替换结果五官模糊。本文方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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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第 1组试验结果

Fig.3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First Group

图 4 第 2组试验结果

Fig.4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Secon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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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脸分割模型确定的替换区域不包含刘海等

遮挡物，应用基于小面元的方法对不同姿态的输

入图像进行替换，替换后的五官位置、表情等与

目标图像一致，在视觉效果上更自然。

人脸替换要满足两个要求：（1）替换结果的

人脸能辨认出是源图像人脸，即源图像人脸和替

换结果人脸相似；（2）替换结果的肤色、表情、脸

型等与目标图像一致，即替换结果与目标图像人

脸需具有相似性。因此，除了目视效果评价外，

本文应用 Face++的人脸比对技术对替换效果

进行定量评价，通过计算两种方法得到的替换结

果与源图像、目标图像的人脸相似度，评判替换

效果好坏。该技术的核心思想：首先，提取人脸

局部二值模式特征；然后，利用多个支持向量机

算法训练的人脸分类器计算特征向量的相关性，

从而得到人脸相似度（取值范围为 0~100）。表 1
是图 3、图 4两组输入图像得到的换脸结果与源图

像人脸、目标图像人脸的相似度计算结果。

人脸替换的两种方法将源图像人脸的肤色、

姿态等按照目标图像人脸进行调整，替换结果图

像的非人脸区域与目标图像的非人脸区域一致，

所以表 1中两种方法的替换结果图像与目标图像

的人脸相似度皆高于与源图像的人脸相似度。

在第 1组试验中，对比方法没有做人脸分割，

导致源图像中的帽子被误当作人脸替换到目标

图像的墨镜上；本文方法通过人脸分割确定的人

脸区域，遮挡物不参与替换，目标图像中的墨镜

不受替换影响，替换结果与目标图像的人脸相似

度更高。在第 2组试验中，人脸姿态相差较大，对

比方法对源图像整体进行变换，难以使两者姿态

完全一致；本文方法采用基于小面元的替换方

法，替换后的人脸五官、表情等与目标图像人脸

一致，替换结果与目标图像的人脸相似度更高。

在两组试验中，对比方法仅将源图像人脸的

眼、鼻子和嘴的区域替换到目标图像上；本文方

法将分割确定的源图像人脸区域全部替换到目

标图像的人脸区域，能保留更多的源图像人脸特

征，替换结果人脸与源图像人脸的相似度更高。

3 结 语

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小面

元的人脸替换方法。首先，应用级联 CNN网络

判断图像中是否有人脸并获取人脸位置，利用

FCN网络对人脸进行分割，确定替换区域，避免

了替换过程中人脸遮挡物的影响，并对人脸肤色

进行调整；然后，利用 Delaunay三角剖分算法构

建人脸三角网模型，通过计算同名小面元的几何

变换参数对人脸进行替换；最后，利用泊松融合

算法消除人脸替换痕迹。将本文方法与现有方

法的试验结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对比与分析，结果

表明，本文方法可较好地解决人脸姿态不同和遮

挡物带来的问题，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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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Swapping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nd Tiny

Facet Primitive

HUANG Ruobing 1 JIA Yonghong 1

1 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Face swapping technology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entertainment, virtual
reality, film and so on. However, existing methods are limited by face pose consistency and can not over⁃
come the influence of occlusion. Methods:We proposes a method of face swapping using convolutional neu⁃
ral network and tiny facet primitive. Firstly,detect the face using the cascad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nd segment the face to determine the replacement region using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Then,the Wal⁃
lis transform is applied to adjust the skin color of the source image to make it consistent with the skin color
of the face in the target image.After that, using facial key points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an ensemble of
regression trees and Delaunay triangulation to construct the face triangulation network,then replacing faces
based on tiny facet primitive. Finally, applying Poisson fusion to eliminate splicing traces between different
images. Results:We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method compared with existing method
throug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xperiment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face segment can well
solve the problem of occlusion such as cap,glasses,and hair.Moreover,when source image and target image
have different face poses,replacing face area using tiny facet primitive separately performs better than using
the whole face area. Conclusions:Our method can well solve the problem of face pose consistency limita⁃
tion and occlusion,which has certa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tiny facet primitive；Delaunay triangulation；face swapping；
face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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