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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人脸识别的矢量三角形局部特征模式
赵明，苏剑波
（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系统控制与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２００２４０）

摘要：

现有特征描述方法存在对像素点信息表达不充分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矢量三角形模式的局部

特征描述方法，该方法以矢量三角形为基本模式，通过多尺度模式的结合，不局限于提取对称相邻像素点的信息，能更
全面地挖掘不同位置像素点之间的信息，并能根据实际应用进行灵活地表达．将这种局部特征描述方法应用于人脸识
别中，实验结果表明，基于矢量三角形模式的特征描述及识别方法取得了比ＬＢＰ等经典算法更精准的效果，证明了该
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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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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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虽然对人脸特征信息压缩非常有效，但是不能获
得很好的分类效果；线性判别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人脸识别技术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广泛的应用

主成分分析的缺陷，但要求训练样本数目较多并具有代

前景ｕ＇２ Ｊ．以分类为目的更好地描述人脸特征是人脸识

表性．基于局部纹理描述特征的人脸识别方法主要有：

别领域的关键问题和基本研究内容．现有的人脸识别方

Ｇａｂｏｒ小波特征方法ｌ ８ｌ、局部二值模式（ＬＢＰ）方法Ｌ９ｔＩ ｏｆ．

法主要分为基于几何特征的人脸识别方法、基于统计分

其中，Ｇａｂｏｒ小波特征被认为是一种符合人眼生物学原

析的人脸识别方法和基于局部纹理描述的人脸识别方

理的局部描述特征，但是它的特征维数十分庞大且计算

法．几何特征主要是以面部器官的几何形状和位置分布

复杂；与之相比，局部二值模式以其特征维数较小，训练

构成的特征【３，４Ｊ，如面部器官间的欧式距离、形状曲率、

样本数目要求少，算法简单计算速度快等优点受到广泛

角度等参数．然而，几何特征的提取非常依赖于面部器

的关注，并随之研究出很多种相应的改进方法Ｌｌ卜１４』．但

官的精确位置和面部结构等先验信息，而自动获取精确

无论是经典的ＬＢＰ算子还是其各种改进方法都存在一

的面部器官位置形状信息是一直以来没有很好解决的

定的局限性：都是将一个圆上的几个像素点与中心像素

技术难题．因此基于统计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应运而

点进行比较，将这种比较结果构成基本模式，所以这些

生，主要方法有：主成分分析（ＰＥＡ）入脸识别方法ｂ Ｊ和

构成基本模式的像素点都必须满足中心对称，从而忽略

线性判别分析（ＬＤＡ）人脸识别方法【６，７］．其中，主成分分

了那些位置上不对称的像素点之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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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原因，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局部特征提

ｓｌ（加置竺

取方法，该方法以矢量三角形为基本模式，通过多尺度

（２）

模式的结合最大限度地提取图像中像素点之间的局部

比较（菇ｏ，Ｙｏ）、（ｚｏ，Ｙ１）、（石Ｉ，知）三个点的灰度值

特征信息，并成功地应用于人脸识别．与局部二值模式

，ｏ（ｘｏ，Ｙｏ）、“ｚｏ，Ｙ１）、１２（ｘＩ，知），在三角形的边上以箭

相比，本方法不局限于提取对称相邻像素点间信息，所

头表示灰度值较大的方向，如果灰度值相同则没有箭

以能够更灵活地表达各种位置关系像素点之间的信

头，这样每一类三角形可以得到１３种矢量三角形，如表

息，取得更好的识别效果．

Ｉ所示．

对矢量三角形进行编码：比较（知，Ｙｏ）、（ｚｏ，ｙ１）两

２基于矢量三角形模式的特征描述

点的灰度值Ｉｏ、，ｌ存在三种情况：而＜，ｌ、厶＝Ｊｌ和Ｊ０
＞Ｊ．，定义比较结果可表示为

２．１矢量三角形模式
对于一幅灰度图像，选取某一像素点（ｚ。，‰），对应
的像素点（戈ｏ，），Ｉ）和同列不同行的像素点（菇。，Ｙｏ），对应
的灰度值分别为Ｊｌ（知，，，】）和Ｊ２（算ｉ，Ｙｏ）．由这三个点构
成一个直角三角形，如图ｌ所示．

图ｌ三角形模式的像素点选取

根据三个点位置选取的不同，反映到几何上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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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ｒ ｌ，ｚ＜ｏ，
ｚ＝０，
ｓ２（ｚ）＝｛０，

示．

（口Ｊ工Ｉ＞＇‘ｏ∥Ｉ）％

１３种矢量三角形

一６

直角位置的不同，可以得到四类直角三角形，如图２所

【１。

陟睑Ｎ么

（３）

ｓ２（Ｊｏ一，１），

的灰度值为如（并ｏ，），ｏ）；任意选取与（ｚｏ，Ｙｏ）同行不同列

（４）

茗＞０，

同样比较（算ｏ，Ｙｏ）、（戈ｌ，Ｙｏ）两点灰度值，比较结果表示
为

（ｃ）ｘ。＜ｘｏ＇）’Ｉ＞％（ｄ＇ｘｌ＜ｘ叫ｖＩ气ｙｏ

５２（，ｏ一如）

图２三角形模式的四种形状

（５）

根据筇，与石。及），ｌ和％的大小关系，定义函数

合并两组比较结果得到９种结果，分别为Ｉｌ＞ｌｏ＜

ｓ。（茁）为大小关系的二值描述函数，从而将这四类三角

，２、，Ｉ＞１０＝，２、Ｊ１＞，ｏ＞１２、ＪＩ＝Ｉｏ＜Ｊ２、Ｊｌ＝Ｉｏ＝Ｌ、Ｊｌ

＝Ｉｏ＞，２、Ｊ１＜Ｉｏ＜ｆ２、，１＜１０＝１２和Ｊｌ＜Ｊｏ＞Ｊ２，其中

型编码到０—３的范围内，具体的数学描述结果：
ｃ（（戈ｏ，Ｙｏ），（髫ｏ，），１），（茗ｌ，Ｙｏ））＝５１（），ｌ一，，ｏ）＋２ｓｌ（戈Ｉ—
（１）

ｘｏ）＝５Ｉ（Ａｙ）＋２ｓ１（△茹）

其中，Ａｘ＝并ｌ—Ｘ０，△），＝ｙＩ—ｙｏ表示三角形的两个直角
边长度，

由于Ｊ１、如存在Ｊ１＜１２、，Ｉ＝Ｊ２和，ｌ＞１２共３种大小关
系，所以当Ｊｌ＞Ｉｏ＜，２或Ｊｌ＜Ｉｏ＞如时，又分别存在３
种比较结果．因此，定义每种矢量三角形进行编码后的
数学描述：

［３ｓ２（Ｊｏ—Ｌ）＋ｓ２（如一Ｊ１）＋０．５ｓ２（ＩＩ一１２）一１．５，

Ｉｏ＜Ｉｌ，Ｊｏ＜Ｊ２且ＩＩ≠厶，

Ｖ（１０，，Ｉ，１２）＝｛３ｓ２（Ｉｏ一，２）＋ｓ２（，ｏ—Ｊ１）＋０．５ｓ２（ＪＩ—ｊ２）＋１．５，

Ｊｏ＞，１，Ｊｏ＞１２且，ｌ≠１２，

Ｌ

３５２（ｂ—Ｊ２）＋５２（如一ＪＩ），

对每种矢量三角形用公式（６）进行编码，结果如表１所
示．

凡山（ＸＯ，Ｙ０）＝［１３Ｃ（（Ｘ０，ｒ０），（ｚｏ，，，Ｉ），（茹１，蜘））＋６］
·ｔ，（Ｊｏ，，Ｉ，Ｌ）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５２（４

Ｘ

１３）个矢量三角形模

式，由（１）、（６）可知每个矢量三角形模式编码后的数学
描述：

万方数据

（６）

其它

（７）

这５２个矢量三角形描述了图像中满足直角关系的
任意三个像素点之间关系．根据三角形两直角边长度
（Ａｘ，△，，）的变化，表达出图像中不同位置关系的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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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间的信息：当Ａｘ＝Ａｙ时，与直角点比较的像素点处
于对称位置，反之亦然．再通过像素点的遍历，那么整

吩户∑，｛强∥孙加）＝ｉ｝，
～·ｈ

ｉ＝０，ｌ，…，５ｌ，＿『＝１，２，…，ｎ

张图像中像素点之间的信息就可得到较充分地表达．

（１２）

通过多尺度矢量三角形模式的结合，无沦足相邻

２．２矢量三角形模式的特征提取
固定三角形尺寸之后，即已知三角形两直角边长
度（Ａｘ，Ａｙ），通过遍历图像的像素点，即（算ｏ，Ｙｏ）的取
值，将图像中５２种矢量三角形模式的个数进行直方统

像素点之间的信息，还是不相邻像素点之间的信息都
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而最大限度地表达像素点之问
的关联信息．再根据识别性能的要求，灵活选用几种尺
度的矢量三角形模式结合以达到较好识别效果的同时

计，得到其直方图：
（８）

日＝（凰，日ｌ’．”，风Ｉ）
其中，

降低特征维数．

３基于矢量三角形模式的人脸特征描述

凰＝∑，｛‰山（Ｘ０，Ｙｏ）＝ｉ），ｉ＝０，ｌ，…，５１（９）

ｍ，＝置三舅凳：

㈤，

为了更好地说明矢量三角形模式对图像局部特征
的描述，本文以人脸识别为例，进一步阐述这种局部描
述特征，并具体描述它在人脸识别上的应用．

通过上述方法实现将图像像素点的信息转化为统计信

由于矢量三角形模式是一种局部描述模式，而提

息，即对每一幅图像利用矢量三角形模式统计得到的

取的统计特征是整幅图像中各种微小模式的出现频

直方图作为特征，再根据每幅图像的特征利用分类算

率，却缺少了这些小模式的空间位置信息，尤其是被描

法进行分类识别．图３所示为一幅图像对应的矢量三角

述的人脸图像一般分辨率较高，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为

形模式统计直方图，其中取Ａｘ＝Ａｙ＝１．

了解决这一问题，将整幅人脸图像划分为若干个互不

三角形算予统计直方图

重叠的矩形区域岛，Ｒｌ’．一，‰一ｌ，如图５所示
Ｊ；
■ ■

日 Ｐ飞
＾

厅
ｔ

酲

■

１ 一

，

一

圈３一糨幽像对应的矢量三角形模式统计直方图
，“‘‘４

２．３多尺度矢量三角形模式的特征提取
当（△ｘ，△），）的取值固定时，只认为与（戈ｏ，Ｙｏ）点相
差距离为（Ａｘ，Ａｙ）的几个像素点之间存在关系，这样
就损失了（知，ｙｏ）点与其他像素点关系的信息．因此，对
于三角形两个直角边的长度（Ａｘ，Ａｙ）选取不同值，如
图４所示．
缸

缸

＾

Ⅳ···、●ｌｉ＃－－’一７

图５划分成互不重叠矩形区域后的入脸图像

缸

＾，＿—ＪＬ—、

砂＜豳砂｛暖Ｉ缈．［口
（Ａ】Ｆｌ，Ａｙｅｌ）（ａｘ．＝－ｉ，Ａｙ＝３）（ａｔ＝３，ａｙ＝２）

圈４不同尺度的矢量三角形模式举倒

对于每一种（Ａｘ，ａｙ）的值都对应５２种矢量三角形
模式，所以在分别统计ｎ种不同尺度的矢量三角形模

分别统计各个子区域的欠量三角形模式直方图特
征，并将每个矩形区域的直方图连接成一个整体，得到
一个５２×ｎ

Ｘ

ｍ维的分区域矢蛙三角形模式直方图：

Ｈ＝（日Ｉ．１．ｏ，日ｔ．Ｉ．１’…，ＨＩ．Ｉ．５Ｉ，ⅣＩ．２，ｏ，…，Ｈｊ．＾．５１，Ｈ２．０．１，
（１３）
…，巩．５１）

仇．，，‘＝∑Ｊｌ凡．△，（Ｘ０，Ｙｏ）＝ｉｌ，ｉ＝０，ｌ，…，５ｌ，
凡‘Ｊｏ·，．）
’

’

（１４）
Ｊ＝ｌ，２，…，ｒｔ，ｋ＝ｌ，２，…，ｍ，
利用这种分区域矢量三角形模式直方劁’力‘法，不仪从

像素级别上提取了局部模式，币ｉ Ｈ分区域后更好地描
述了区域局部信息和空ｆｎＪ位置信息，给出人脸信息的
整体特征描述．根据人脸图像的这种整体描述，也就是
将图像的统计直方图作为特征向量，计算距离，利用最
近邻分类器来进行分类判别．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脸上不同区域特征在人脸识
别中的重要性也不同，有些区域在人脸识别中的作用

式直方图后，将所有直方图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５２×ｎ

要远远大于其它区域，例如眉毛和眼睛Ｈｊ．所以，对于

维的多尺度矢量三角形模式统计直方图：

分块后的人脸图像，在提取矢量三角形模式特征，即得

Ｈ＝（ＨＩ，ｏ，日１．１，…，日１．５ｌ，如，ｏ，…，风．ｏ，…，巩．５１）（１１）
其中，

到其直方图构成的特征向量之后，还可以做进一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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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邻分类器比较人脸图像相似度时，可以对每个区域
直方图特征赋予不同的权值．例如，当采用ｘ２距离来
计算两幅人脸图像的相似度时，可以表示为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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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个人的６６张图像．
根据图像中瞳孔的位置，将每张人脸图像剪切并
归一化到１３０×１５０像素大小后进行实验．

积刚，）－黔％篇譬（１５）
其中，Ⅳ、∥表示两幅图像对应的直方图统计结果，∞＾
表示每一个区域的权值．

４．１矢量三角形模式的参数选择
４．１．１图像分区域的个数选择
从ＦＥＲＥＴ人脸图像库的ｆａ和ｍ库中选取任意子
集进行参数整定．本实验中，从ｆａ库中随机挑选５００张
人脸图片作为模板集，从ｍ库中选取对应模板集中５００

４实验

个人的图片作为测试集，每张图像的分区域个数从ｍ
为了评测本文提出的基于矢量三角形模式局部特

＝ｋ×Ｊ｜｝，ｋ＝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ｌ，１３分别进行测试，矢

征描述方法以及它在人脸识别上的应用效果，采用

量三角形模式尺度取小于等于每个矩形区域的所有矢

ＦＥＲＥＴ人脸图像库【１５】和ＣＡＳ正脸人脸图像库中背景、

量三角形结合，实验结果图６所示．

饰物、光照、距离和时间子库进行测试【１引．

从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当取ｋ＝６，７，８，９，１０时识

ＦＥＲＥＴ人脸图像库中分为ｆａ、ｆｂ、ｆｃ、ｄｕｐｌ、ｄｕｐ２几个
子库．其中ｆａ库为模板库，包含１１９６个人每人１张正面

别率都比较高．考虑到识别效果和特征维数的权衡，因

人脸图像；ｆｂ库为表情库，包含与模板库不同表情１１９５

小为１４×１６进行下面的实验．

个人每人１张图像；ｆｅ库为１９４张与模板库相比不同光

４．１．２矢量三角形模式的尺度选择

此，以ｋ＝９为例，即分区域个数ｍ＝９ Ｘ９，矩形区域大

照变化下的图片库；ｄｕｐｌ库为模板库中７２２人过一段时

在选用分区域个数为９×９的情况下，对１４×１６矩

间拍摄的图片库；ｄｕｐ２库为ｄｕｐｌ库的一个子集，是模板
库中人一年后拍摄的图片，共２３４张．

形区域内所有矢量三角形模式单独进行测试，也就是

ＣＡＳ－ＰＥＡＬ．Ｒ１正面人脸图像库中正常库为模板库，

对Ａｘ＜１４，Ａｙ＜１６的每个尺度矢量三角形模式分别进
行测试，以ＦＥＲＥＴ人脸图像库为例，结果如图７所示，

包含１０４０个人每人一张正面正常人脸图像；背景库为

其中图（口）为三维效果图，其三个坐标轴分别代表三角

５种不同背景下，２９７个人的６５ｌ张图像；饰物库为６种

形尺度中的△ｚ和△＇，，以及对应尺度下的识别率；图

不同饰物下，４３８个人的２６１６张图像；光照库为１５种不

（ｂ）为深度图，其横纵坐标分别为△髫和△，，，图中颜色

同方向光下，２３３个人的２４５０张图像；距离库为３种不

越深代表识别率越高．

同距离下，２９６个人的３２４张图像；时间库为６个月后，
９
４

２

拈
０

ａ三奇

８

６

巧

ｄ

２
，

（口Ｊ二二维效粜幽

图６三角形算子图像区域个数测试比较

（６）深度圈

圈７尺度在Ａｘ＜１４。Ａｙ＜１６范围内单个尺度矢量三角形模式识别结果

从图７可以看出，当三角形尺度选取３＜Ａｘ＜７、

４．１．３图像每块的权值选取

３＜Ａｙ＜７时，识别率最高．所以选取尺度在此范围内所

在分区域个数选取和矢量三角形模式尺度选取确

有矢量三角形模式进行联合识别率测试，取识别率较

定的情况下，单独测试图像每一个区域提取特征后的

高的一组组合，即尺度为（Ａｘ＝４，Ａｙ＝４）、（Ａｘ＝５，Ａｙ

识别率．根据每一个区域的识别率，规定其权值在０到

＝４）和（Ａｘ＝５，Ａｙ＝５）的矢量三角形模式联合特征提

４这５个等级上．对于不同的数据库，权值选取结果存

取，识别率可达到０．９０６，可以满足人脸识别系统的一

在差异，但是都可以按照上面的方法进行选取，以Ｆ蕊．

般要求．

田人脸图像库中的ｍ测试库为例，每一个区域的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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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结果如图８所示

２３１３

主成分分析结合的方法采用的是ＣＡＳ－ＰＥＡＤＲ数据库
的标准训练集进行训练．识别率测试结果如表３所示．
裹２基于矢■三角形模式的人脸识别方法

与其它方法的识别率（旺Ｒ盯数据库Ｊ
识别率

算法

ｍ库

ｆｃ库

ｄｕｐｌ库

ｄｕｐ２库

矢量三角形模式＋】ｆ２距离

０．９７

Ｏ．嘶

０．鹞

０．Ｓ４

ＬＢＰ＋ｚ２距离

Ｏ．９５

Ｏ．６２

Ｏ．鹞

Ｏ．５０

ＰｃＡ４－Ｃｏｓｉｎｅ距离

Ｏ．７３

０．２４

Ｏ．２９

Ｏ．１０

０．７４

Ｏ．３９

０．２７

０．１７

Ｃ妇＋ＰｃＡ＋Ｃｏｓｉｒ七距离

裹３基于矢■三角形模式的人脸识别方法与其它方法的识别率
（ＣＡＳ－ＰＦ．ＡＤＲｌ正面人脸数据摩）
图８图像分块后每块的权值
（黑色代表权值为４，深灰色代表权值为３，灰色代表权值为２，浅
灰色代表权值为１，白色代表权值为Ｏ）

综上所述，通过实验得到了基于矢量三角形模式
人脸识别的所有参数：对图像选用９×９的分区域大小，
每一个区域给出了对应０到４的权值，选用不同尺度的

算法

识别事
背景库 饰物库 光照库 距离库 时问库

矢量三角形模式＋ｚ２距离

０．９９

Ｏ．儡

Ｏ．璩

Ｏ．鳃

Ｏ．如

ＬＢＰ＋ｚ２距离

Ｏ．９９

０．６ｌ

Ｏ．１３

０．９７

０．秘

ＩＶ．Ａ＋Ｃ，ａａｍ距离

Ｏ．７７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８ｌ

Ｏ．Ｍ

Ｇ日ｂｏｒ＋Ｉ，Ｃ．Ａ＋Ｃ，ｏｄｎｅ臣离

０．７９

Ｏ．５５

Ｏ．１４

０．９６

０．６５

分析表２和表３识别率的比较结果，基于矢量三角

矢量三角形模式联合提取特征用于识别．

形模式的人脸识别方法与ＬＢＰ方法在提取特征后，都

４．２基于矢量三角形模式的人脸识别效果比较
利用４．１中选择好的矢量三角形模式参数对完整

计算ｘ２距离进行人脸识别．所以，可以从提取特征的
有效性角度，将本文提出的方法与ＬＢＰ方法进行对比．

数据库进行人脸识别的实验测试，并与现有的成熟算

由于本文的方法通过矢量三角形模式的遍历不局限于

法，例如局部二值模式方法（ＬＢＰ）、主成分分析（ＰｃＡ）方

提取对称像素点之间的信息，从而可以更加全面地表

法和Ｇａｂｏｒ小波特征与主成分分析结合的方法（Ｇｆｂｏｒ＋

达出各种位置像素点之间的信息；而通过多尺度矢量

ＰＣＡ）进行比较．

三角形模式的联合筛选，使其选择性地加入了不相邻

ＬＢＰ方法采用统一模式的ＬＢＰ特征（参数为Ｐ＝８，

像素点的信息，更灵活地挖掘出像素点之间的信息，从

Ｒ＝２），从人脸的７×７个子区域上（各区域权值按照文

而实现了更有效地特征提取．两组数据库的识别率比

［１０］的权值）提取ＬＢＰ特征并统计直方图，计算ｚ２距离
进行人脸识别．主成分分析（ＰＣＡ）方法采用图像灰度值

较结果表明基于矢量三角形模式人脸识别方法的识别

进行ＰｃＡ处理后计算Ｃｏｓｉｎｅ距离进行识别；Ｇａｂｏｒ小波

高．这是由于本文的方法通过矢量三角形模式最大限

特征与主成分分析结合的方法（Ｇａｂｏｒ＋ＰＣＡ）采用大小

度地提取了人脸图像中像素点之间的局部特征信息，

为１２８ Ｘ １２８像素的图片，先提取Ｇｓｂｏ／＂特征并进行降采

然后通过分区域不同权值，增加了人脸中重要模式特

样处理，然后用ＰＣＡ变换后计算Ｃｏｓｉｎｅ距离进行识别．

征信息的权重，相比其他方法所采用的特征更全面地

分别在ＦＥＲＥＴ数据库和ＣＡＳ－ＰＥＡＤＲＩ正面人脸数据库

描述人脸中关键特征信息，所以本文提出的方法能达

上进行比较实验．

到更好的识别效果．

ＦＥＲＥＴ数据库测试实验采用ｆａ库的全集作为模板
集（１１９６张图片），分别采用ｍ库的全集（１１９５张图片）、

准确率比ＰｃＡ和Ｇａｂｏｒ＋ＰｃＡ等经典方法有显著地提

５结论
本文提出了以矢量三角形为基本模式的一种新的

ｆｃ库（１９４张图片）、ｄｕｐｌ库（７２２张图片）和ｄｕｐ２（２３４张
图片）作为测试集．主成分分析方法和Ｇａｂｏｒ小波特征

局部特征描述方法，以更全面、灵活地表达图像像素点

与主成分分析结合的方法采用的是ＣＳＵ系统的标准训

之间的关系，运用于人脸识别中．分析了特征的构成思

练集１１７】进行训练．识别率测试结果如表２所示．

想和实现过程，通过与经典算法的比较实验，验证了本

对于ＣＡＳ－ＰＥＡＬ－Ｒ１正面人脸数据库测试实验，采

文提出的基于矢量三角形模式局部特征描述方法的有

用正常人脸子库作为模板集（１０４０张图片），分别采用

效性．需要指出的是，相比局部二值模式的方法，基于

背景库（６５１张图片）、饰物库（２６１６张图片）、光照库

矢量三角形模式方法不仅适用于对称像素点之间的关

（２４５０张图片）、距离库（３２４张图片）和时间库（６６张图

系描述，对任意关系像素点之间的信息都能提取，从而

片）作为测试集．主成分分析方法和Ｇａｂｏｒ小波特征与

可以更加全面地表达出各种位置关系像素点之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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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因此是ＬＢＰ特征的一个改进．信息量的增加会导致
时间复杂度增加，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时间代价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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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疰

２００６，２８（１２）：２０３７—２０４１．
【ｌｌ Ｊ Ｌｉａｏ Ｓ，办ｕ Ｘ，Ｌｅｉ

Ｚ，姗Ｌ，Ｌｉ

Ｓ Ｚ．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过硬件水平的提高来弥补，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侧重

ｂｌｏｃｋ ｌｏｃａｌ ｂｉｎａｒｙ ｐａｎｅｍｓ ｆｏｒ ｆａｃｅ

在特征提取的有效性和全面性上．通过多尺度矢量三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ｔｆｃｌｌｇｎｃｅ

角形模式的联合筛选，使其选择性地加入了不相邻像
素点信息，从而可以更灵活地挖掘出像素点之间的信
息．本文将基于矢量三角形模式的特征描述方法应用
到了人脸识别上，与已有方法相比达到了更好的识别
效果，验证了本方法的有效和性能．今后的工作中可以
考虑将此方法扩展到模式识别和图像内容理解等其它
应用领域．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ｈ１：Ｐｒｏ－

【ＣＪ．Ｓｅｏｕｌ，Ｋｏｒｅａ，２００７．８２８—８３７．

【１２］Ｚｈｏｕ Ｈ，Ｗａｎｇ Ｒ，Ｗａｎｇ

Ｃ．Ａ ｎｏｖｅｌ

ｏｌｌ

ｅ柚删ｌｏｃａｌ－ｂｉｎ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ｍ ＯｌＪｅｖ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ｒｌ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７８（２２）：４３１４—４３２５．
【１３ｊ Ｘｉｅ Ｓ Ｆ，Ｓｈａｌｌ Ｓ Ｇ，Ｃｈｅｒｔ Ｘ Ｌ，Ｇａ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Ｖ．ＬＧＢＰ：Ｖｄ呲

ｂａｓ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ａｂｏｒ ｂｉｎ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ｆｏｒ ｆａｃ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Ｊ．１ｆｔ把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Ｉｎｔｅｍａｌｉｏｍ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ｏｌｌｆｅｌ＇ｅｎｃｅ

０１１

Ｒｅｃｏｇｎｉｄｏｎ［Ｃ］．Ｔａｍｐａ，Ｆｌｏｒｉｄａ，ｕｓＡ，２００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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