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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一种特征融合的人脸识别新方法．该方法将人脸图像中少量的低频离散余弦变换（ＤＣＴ）系数用作人
脸的频域特征ｌ把人脸图像规则地分成多个子块，计算每个子块的局部二值图（ＬＢＰ）编码直方图．这些子块的ＬＢＰ
直方图连接成一个空域全局直方图。作为人脸的描述向量．这个描述向量经过ＰＣＡ降维后作为人脸的ＬＢＰ特征．
ＤＣＴ特征和ＬＢＰ特征分别归一化，然后进行特征融合．在ＯＲＬ人脸库上的实验显示了所提方法比单独采用ＤＣＴ
或ＬＢＰ特征的人脸识别有较好的性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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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人脸图像的特征描

统中［３］．

述与提取，选取高效的特征能够提高识别率．增加系

本文中提出一种融合人脸离散余弦变换（ｄ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ＤＣＴ）和局部二值图（１０ｃａｌ

统对光照、姿势、面部表情变化的鲁棒性［１。２］。大部

ｃｒｅｔｅ

分的研究成果仅抽取一种人脸特征进行人脸识别．

ｂｉｎａｒｙ

人脸识别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单纯选用一种特征不

把人脸图像转换到频域，人脸图像的主要信息集中

足以捕捉人脸图像多方面的识别信息，融合多种互

在少数ＤＣＴ系数中，选取一个含有人脸主要信息

补的图像特征进行人脸识别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的低频ＤＣＴ系数子集可以作为人脸的频域特征．

一些特征融合方法已经成功应用在人脸识别系

ＬＢＰ是个细小尺度的算子，描述图像局部区域纹理

ｃｏｓｉｎ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ＬＢＰ）特征的人脸识别方法．Ｄ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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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通过对人脸图像进行像素级的Ｉ．ＢＰ编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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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求取ＬＢＰ编码的统计直方图，可以得到具有空间

．』口‘ｏ’一￣／１／Ｎ’（１≤愚≤Ｎ—１）（２）

不变性的ＬＢＰ人脸特征．ＤＣＴ和ＬＢＰ具有频域和

把序列“（ｎ）看作向量，ＤＣＴ可以用矩阵Ｃ＝

Ｉ●～口Ｉ

《

空域之间的互补性；图像的ＬＢＰ特征描述的纹理细

方法，两种具有互补性的特征融合有利于改善人脸
识别系统的性能．
１

‘，－

｛ｃ（ｋ，押）｝表示为

节往往表现为高频信息，这与低频ＤＣＴ系数也具
有互补性．ＤＣＴ和ＬＢＰ都是高效的人脸特征描述

一●－

ｌｎ（足）＝￣／２／Ｎ．

１／￣／Ｎ

“ｂ曲一１厢啷［紫］

（忌一０，０≤咒≤Ｎ一１）
。

【（１≤ｋ≤Ｎ一１，０≤竹≤Ｎ一１）

ＤＣＴ和ＬＢＰ特征融合

（３）

在进行特征融合之前先分别对ＤＣＴ和ＬＢＰ特
征进行降维和归一化．对图像进行ＤＣＴ变换，得到

其中，ｋ和咒分别是行和列序数．这样序列“（行）的
ＤＣＴ简化为

与原图像大小一样的高维ＤＣＴ系数图像，选取左

＇，一ＣＨ．

（４）

上角小方块内的ＤＣＴ系数进行特征维数缩减．采

通过离散余弦变换，一个序列被分解为余弦基

用ＰＣＡ方法对ＬＢＰ直方图特征进行降维．降维后

序列的加权和，这些余弦基序列就是矩阵ｃ的行向

的ＤＣＴ和ＬＢＰ特征经过归一化，然后进行特征融

量．矩阵ｃ是一个正交矩阵，所以ＤＣＴ是正交

合．ＰＣＡ＋ＬＤＡ方法用于融合后的特征提取，采用

变换．

ＰＣＡ是为了解决线性判别分析（ＬＤＡ）可能的奇异

１．２局部二值模式（ＬＢＰ）

值问题，ＬＤＡ主要完成融合特征的判别分析．用最

Ｏｊａｌａ等‘５３首先提出了ＬＢＰ算子，用于描述灰

近邻法分类（ＮＮＣ）进行人脸识别．结构框图如图ｌ

度图像的局部结构．ＬＢＰ算子把某一像素值作为阈

所示．

值，对该像素为中心的邻域进行阈值操作，灰度大于
中心像素值的邻域点置为１，小于阈值则置为０，从
而得到一组二进制数，ＬＢＰ编码计算公式为

ｆＴ｜．ｓｐ（ｚ。以）＝∑ｓ（ｇｐ—ｇｃ）２一，
图ｌ
Ｆｉｇ．１

ｋ：ｆ１
ｌ

ＩＸ’Ｔ和Ｉ．ＢＰ特征融合人脸识别整体结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ＬＶＣＴ ａｎｄ

ＬＢ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ｆｕｓｉｏｎ

１０

¨’
ｚ≥０．
ｚ＜０

式中：ｇ。为中心点像素（ｚ。，Ｙ。）的灰度值；Ｎ为邻域
像素个数；ｇ。为邻域点Ｐ的灰度；ｓ（·）为阶跃函

１．１离散余弦变换（ＤＣＴ）

数．Ｉ．ＢＰ的邻域可以有不同定义．基本的ＬＢＰ算

离散余弦变换（ＤＣＴ）是一种流行的变换工具．

子是对中心像素的３×３邻域进行操作，图２是一个

ＤＣＴ将数据变换到频域，然后根据需要，忽略一部

基本ＬＢＰ算子示例．改进的ＬＢＰ算子可以扩展到

分高频信息，保留主要的低频信息，从而使数据量减

任意邻域，定义邻域是以像素为中心的圆上均匀分

小．人脸图像经过ＤＣＴ后。主要信息集中在少数低

布的一组采样点，并且圆的半径和采样点数是任

频系数中，因而可以忽略一些高频系数，只选择一个

意的．

低频ＤＣＴ系数子集作为人脸图像的特征，Ｚ．Ｍ．
Ｈａｌｅｄ等ｎ］首先将ＤＣＴ用于人脸识别．
ｌｌＯｌｌｏｌｌ

给定一个长度为Ｎ的输入序列“（ｎ）。它的离
散余弦变换表达式ｕ（志）为

ｍｈ㈨萎Ｎ－－１幽‰ｓ

ｆ掣］＇

（Ｏ≤ｋ≤Ｎ一１）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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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

图２基本Ｉ．ＢＰ算子
Ｆｉｇ．２

（１）

Ｂａｓｉｃ

ＬＢＰ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一致模式（ｕｎｉｆｏｒｍ ｐａｔｔｅｒｎ）是ＬＢＰ方法的一

个重要概念，如果一个ＬＢＰ编码最多包含一次０一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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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次１－０二进制位的转变，则称该ＬＢＰ编码是一
致模式．一致性代表基本结构信息如边缘和角等．
在２５６个８位ＬＢＰ模式中，尽管只有５８个一致模
式，但是图像邻域大约９０％的８位ＬＢＰ编码是一致
模式，这样在求ＬＢＰ直方图时，可以把所有非一致
模式（ｎ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 ｐａｔｔｅｒｎ）都作为一类进行统计而
不损失太多信息，从而大大减少了统计类别．
１．３

ＤＣＴ和ＬＢＰ特征融合
图４

人脸图像经过ＤＣＴ后得到一个跟原图像一样

Ｆｉｇ．４

ＬＢＰ一致模式直方图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ＢＰ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ｐａｔｔｅｒｎ

大小的ＤＣＴ系数图像，如图３（ｂ）所示．由图中可
以看到，人脸图像经过ＤＣＴ变换后，数值大的系数

可以通过求特征集协方差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对应的

集中在左上角的低频部分，即ＤＣＴ变换后的主要

特征向量来得到，这里用ｕ来表示，则投影向量ｙ—

信息量集中在较少的低频系数上．ＤＣＴ变换是正

ＵＴ（ｘ—ｐ），ｙ是一个仇维的投影向量，其中ｍ≤

交变换，Ｃｈｅｎ等［６１已经证明，ＰＣＡ可以直接作用在

ｍｉｎ（ｎ，Ｎ一１）。Ｎ为训练集的元素数；ｐ为样本向量

ＤＣＴ域上，进行主成分提取和降维，但是ＰＣＡ方法

的均值．

。

直接作用在ＤＣＴ域的效果跟直接在空域选取ＤＣＴ

假定降维后的ＤＣＴ特征向量和ＬＢＰ特征向量

系数的效果相当．考虑计算时间较少，本文中仍然

分别是ｙ。∈Ｒ。。和ｙｚ∈Ｒ。。，则归一化的组合特征向

采用典型的ＤＣＴ系数选取的方法，选取图像左上

量ｚ∈Ｒ。。＋。：表示为

角的一个的小正方形子块作为特征来进行降维．

ｚ—ＥＹ，／ａ，

ｊ，２／ａ２］１．

（６）

式中ｄ，和口ｚ分别是Ｙ。和Ｙ。的标准差，通过求特征
向量的方差的平方根可以计算出来．

２人脸识别实验
选择０ＲＬ（ｏｌｉｖｅｔｔ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人脸库

进行实验．ＯＲＬ人脸库有４０个人。每人１０幅图
图３离散余弦变换的系数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ｃｏｓ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Ｄ（：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像，这些图像在不同时间、不同姿势和光照情况下拍
摄的．图像尺寸为９２×１１２像素．

Ｔ．Ａｈｏｎｅｎ［７３介绍了一种ＬＢＰ人脸识别方法，

ＬＤＡ通过最大化类间离散度和类内离散度之

把人脸图像分成规则的单元格，求每个单元格内的

间的比值，使得空间中类内样本分布尽可能紧凑，同

ＬＢＰ一致模式编码的直方图，然后把单元直方图连

时类间样本尽可能分开。从而提高特征分类的性能．

接起来生成一个空域增强的全局描述向量．这个向

ＮＮＣ是一种实现简单的分类方法，通过测试最近样

量作为人脸的描述向量。常常是高维向量．例如，一

本之间的距离来进行分类．本文中采用ＬＤＡ＋

幅６４×６４像素的人脸图像，分成８×８的单元格。则

ＮＮＣ分类方法进行人脸识别实验．

产生３ ７７６维（６４个图像块，每块５９个直方图统计

在进行人脸识别前首先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

项）的描述向量。如果图像分辨率增加，或单元格分

化主要包括几何和光照归一化，以消除人脸姿势、光

割较小，则维数成比例增加．图４所示为图像分为

照变化和局部阴影等方面的影响．几何归一化主要

８×８单元的ＬＢＰ一致模式直方图示例．

是进行旋转、剪切和缩放，把人脸归一化为６４×６４

ＬＢＰ统计直方图采用ＰＣＡ维数缩减，能够很

的图像．光照归一化包括伽马压缩、高斯差分滤波、

好地保留图像的主成分．假设人脸用一个行维的向

输出变化范围归一化和高光信号的Ｓ形函数归一

量ｘ来描述。ＰＣＡ寻找一组ｍ个正交向量来尽可能

化，详细方法见文献Ｅ８３，光照归一化的部分图像如

多地捕捉人脸特征集｛工｝的主要成分，相当于寻找

图５所示．

向量工的铆维投影ｊ，，用投影Ｙ能够对ｘ进行最小

从归一化的图像库中每人随机选取５幅图像共

误差的重建．投影变换矩阵是一个行×优的矩阵，

２００幅图像作为训练样本，其余２００幅图像用于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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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不同ＬＢＰ特征维数的人脸识别率
Ｔａｂ．２

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ＢＰ
ｌｅａｔｕｒ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图５归一化的图像
Ｆｉｇ．５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ｉｍａｇｅｓ

试．首先进行ＤＣＴ变换人脸识别实验，在ＤＣＴ图
像左上角低频系数部分选择一个正方形子块作为特
征．分别采用ＮＮＣ法和ＬＤＡ＋ＮＮＣ法进行分类，
选取不同的ＤＣＴ系数个数的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裹ｌ
Ｔａｂ．１

不同ＤＣＴ系数数量的人脸识别率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ａｃｅ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Ｃ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仍然使用前面的训练图像和测试图像，进行
ＤＣＴ和Ｉ．ＢＰ特征提取，然后进行归一化后的特征
融合．融合后的特征数可能会大于训练样本数
（２００），直接使用ＬＤＡ判别分析会出现奇异值问
题．解决此问题常用的方法是先用ＰＣＡ进行降维
仍然选择前面使用的训练图像和测试图像进行

（ＰＣＡ能很好地保留主要成分），然后再进行

ＬＢＰ特征提取的人脸识别实验．采用ＰＣＡ进行降

ＬＤＡ＋ＮＮＣ分类识别．实验中分别提取不同的

维，ＮＮＣ和ＬＤＡ＋ＮＮＣ分类法的人脸识别率如表

ＤＣＴ系数个数和ＬＢＰ特征维数进行实验，人脸识

２所示．

别率如表３所示．
裹３不同ＤＣＴ和ＬＢＰ特征融合的人脸识别率
Ｔａｂ．３

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ｕｓｉｎｇ ＤＣＴ

ａｎｄ

ＬＢ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ｕｓｉｏｎ

把ＤＣＴ和ＬＢＰ特征融合的人脸识别性能分别

别率较高．选取表３中ＤＣＴ系数分别为４９时，得

跟ＤＣＴ系数特征和ＬＢＰ特征人脸识别作对比，在

到不同ＬＢＰ特征维数的人脸识别率曲线，与采用

ＤＣＴ取４９附近时，不同ＬＢＰ特征数对应的人脸识

ＬＢＰ特征人脸识别进行性能对比，如图６所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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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科等：ＤＣＴ和ＬＢＰ特征融合的人脸识男ｑ

察表３，在ＬＢＰ取曲线两端的特征维数时，对应的

融合能够比单独采用ＤＣＴ或ＬＢＰ特征得到较高的

人脸识别率较高，分别选取ＬＢＰ特征数为１０，１７０，

人脸识别率．这说明融合频域和空域互补性的人脸

与采用ＤＣＴ特征人脸识别进行性能比较，如图７所

特征，能够利用多种人脸识别信息，克服单纯一种特

示．图６和图７显示ＤＣＴ和ＬＢＰ特征融合比单独

征进行人脸识别的局限性，增加人脸识别的识别率．

采用ＬＢＰ或ＤＣＴ特征的人脸识别方法获得的识别
率高．两图中在曲线两端都显示有较高的人脸识别
率改善，在曲线中间部分识别率改善较小．这说明

参考文献：

Ｅ１］Ｚｈａｏ Ｗ，Ｃｈｅｌｌａｐｐａ

ＤＣＴ和ＬＢＰ特征融合时，两者的成分比例不同，会
影响识别性能的改善．

Ｒ。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Ｐ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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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ＣＴ＋ＬＢＰ特征融合方法与ＤＣＴ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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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７—２０４１．

３

结

论

作者提出一种ＤＣＴ和ＬＢＰ特征融合的人脸识
别新方法．该方法将少数ＤＣＴ系数作为频域特征，
把图像的各个子块ＬＢＰ编码直方图连接成全局直
方图，进一步降维后作为空域ＬＢＰ特征，两种特征
融合后用于人脸识别．实验显示ＤＣＴ和ＬＢ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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