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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ＭＰＥＧ－４的人脸表情图像变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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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要为了实时地生成自然真实的人脸表情，提出了一种基于ＭＰＥＧ－４人脸动画框架的人脸表情图像变形方
法。该方法首先采用ｆａｃ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工具提取人脸照片中的８８个特征点；接着在此基础上，对标准人脸网格进行校
准变形，以进一步生成特定人脸的三角网格；然后根据人脸动画参数（ＦＡＰ）移动相应的面部关键特征点及其附近
的关联特征点，并在移动过程中保证在多个ＦＡＰ的作用下的人脸三角网格拓扑结构不变；最后对发生形变的所有
三角网格区域通过仿射变换进行面部纹理填充，生成了由ＦＡＰ所定义的人脸表情图像。该方法的输入是一张中性
人脸照片和一组人脸动画参数，输出是对应的人脸表情图像。为了实现细微表情动作和虚拟说话人的合成，还设
计了一种眼神表情动作和口内细节纹理的生成算法。基于５分制（ＭＯＳ）的主观评测实验表明，利用该人脸图像变
形方法生成的表情脸像自然度得分为３．６７。虚拟说话人合成的实验表明，该方法具有很好的实时性，在普通ＰＣ机
上的平均处理速度为６６．６７ ｆｐｓ，适用于实时的视频处理和人脸动画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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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一些高级应用，如虚拟说话人、表情脸像合成
１

引

等在底层实现上都需要对原始人脸图像或人脸网格

言

模型进行变形，以取得逼真自然的动画效果。由于
目前人脸动画技术在电影制作、游戏娱乐、３维

人脸器官结构和表情动作的复杂性和适应不同人脸

虚拟交互等领域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人脸动画

以及满足动画的实时性要求，需要对人脸变形进行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６０４３３０３０。６０８０５００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翅（９７３）项目（２００６ＣＢ３０３１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０－１５；改回日期：２００８．１２—１２
簟一作者简介：簟振龙（１９８８一

万方数据

）。男。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情感计算等。Ｅ－ｍａｉｌ：ｔｈｅｎｌｏｎｇ．ｄａｉ＠ｇｍａｉｌ．ｃｏｒｎ

第５期

戴振龙等：基于ＭＰＥＧ一４的人脸表情图像变形研究

·

７８３

集合。脸部动画参数单位（ＦＡＰＵ），表示ＦＡＰ值的

参数化和标准化。

度量（图１）。

文献［１］中提出，ＭＰＥＧ－４采用基于对象
（ｏｂ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的编码方式，通过专门定义的人脸动

文献［２］应用ＦＡＰ驱动３维人脸模型来生成表

画框架来定义量化人脸动作。ＭＰＥＧ－４使用以下２

情脸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３维人脸模型一般都

个参数集合来定义人脸：ＦＤＰ和ＦＡＰ。脸部定义参

具有确定的网格结构，其不但面部特征点与固定网

数（ＦＤＰ）用来定义人脸的几何结构（图１）；脸部动

格点一一对应，便于生成人脸动画，同时也比较容易

画参数（ＦＡＰ），其表示了一个完整的基本脸部动作

得到真实感很好的表情脸像，但是由于３维人脸模
型往往结构复杂，且更换不同人脸模型及定义人脸
动画规则往往费时费力，无法满足虚拟说话人及人

：爨缫
耀”％ｌｒ

机交互系统中对不同风格脸像的应用需求，因此本
文在３维人脸表情生成研究的基础上，将ＦＡＰ驱动
的表情脸像生成方法应用于２维人脸照片，实现了
基于ＦＡＰ的人脸表情图像生成算法。在模型建立

ＩＯ．ｅ－＇－伽／

方面，基于２维人脸照片的表情脸像生成相对比较
灵活，不仅可以从照片或者摄像头视频中直接获取
人脸图像，甚至对于卡通化的人脸图片，都能够进行

，．，：◎ｓ吾；⑨，．，
３ １４

相应的表情脸像编辑和实现不同风格不同个体的表

３．１３

３ １０

３ ９

右眼

左眼

情脸像生成。
在ＭＰＥＧ．４定义的人脸动画框架中，虽然给出
了与人脸肌肉动作相对应的动画参数描述，然而在
表情脸像生成、虚拟说话人等高级应用中还需要对
自然细微的人脸变形动作进行模拟。本文在ＦＡＰ

率釉

—６．１ ８‘一８

参数驱动的人脸网格变形的基础上，对眼神表情动

鼻

作和口内的牙齿、舌头等细节纹理生成进行了特别
处理，从而使得表情脸像生成更为丰富自然，而且虚
９，２

拟说话人的言语动作中也更为自然逼真。
６

８＇９ ８＇８＂１０

８ ５

人脸变形系统架构
本文提出的人脸图像变形框架共分为以下３个
主要模块：
．

（１）人脸特征点提取输人为一张正面人脸的
中性状态照片。人脸中性状态的定义见文献［１］。
该模块能够自动在输入照片中找到与表情动作紧密
相关的面部器官特征点以及其他的辅助特征点，可
将其作为个性化人脸网格生成的控制点。
（２）个性化人脸网格生成

图１
Ｆｉｇ．１

ＥＳ；两眼间距

提取出的特征点，对标准人脸网格进行校准调整，首

ＥＮＳ：眼鼻间距
ＩＰｄＳＤ：虹膜直径

先生成一张与输入的人脸照片匹配对应个性化人脸

ＭＮＳ：嘴鼻间距

网格；然后在个性化人脸三角网格上进行与表情生

ＭＷ：嘴宽

成相关的人脸器官变形。

ＭＰＥＧ一４定义的脸部特征点及脸部动画参数单位
Ｆａｃｉａｌ ｆｅａｔＩＩｒ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ＰＵ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万方数据

根据从人脸照片中

ＭＰＥＧ－４

（３）人脸网格变形

根据表情脸像所对应的

ＦＡＰ，对相应的网格点进行移动，并对顶点坐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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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三角形网格区域，通过仿射变换进行纹理
Ｔａｂ．１

填充。
整体的系统框架流程如图２所示：
特征
点
提取

人脸
图像

、

一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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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

个性
化
网格

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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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相

ＦＡＰ

图２人脸变形算法基本流程
Ｆｉｇ．２

人脸特征点分布统计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ｆａｃｅ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

特征点个数

眉毛

１６

眼睛

１６

鼻子

１３

嘴部

２２

脸部轮廓

２１

个性化人脸三角网格生成

２．２

这一模块的基本思想是先设计出符合基本人脸
形状和器官分布的标准三角网格，并通过定义每个

２．１人脸特征点提取

三角形的顶点序号来得到网格点的相对位置与三角

人脸特征点的准确提取和面部器官定位是实现

网格面片之间的拓扑关系；然后用人脸特征点提取

人脸图像变形的基础。文献［３］提出的改进ＡＳＭ

算法得到的控制点坐标来对标准网格进行校准变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ｈａｐｅ ｍｏｄｅｌ）算法与经典ＡＳＭ和Ｇａｂｏｒ ＡＳＭ

形，以便实现不同人脸照片的个性化面部网格生成。

相比，有更高的精确度和鲁棒性，其在性能上，对于

２．２．１

标准网格

１８０×１８０大小的人脸图像的变形速度平均可以达

标准人脸网格如图４所示，该人脸网格包含

到２１．７ ｆｐｓ。因此本文采用基于这种算法所实现的

２１８个特征点，３６１个三角面片。网格的设计主要基

ｆａｃ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程序提取出了面部的８８个特征点。

于人脸器官分布和肌肉运动方向，以便于表情器官

这些特征点包括了眼部、唇部、眉毛等器官的重要特

动作的控制生成。如眉毛、眼睛和嘴部三角网格划

征点，特征点的分布如图３所示，与各个面部器官

分较细，而额头和脸颊部分网格则相对稀疏。网格

（区域）对应的特征点个数如表１所示。

点与面片的基本分布统计以及各个面部器官（区
域）对应的网格点数和所涉及到的ＦＡＰ如表２
所示。
衰２网格点分布与关联ＦＡＰ表
Ｔａｂ．２

Ｍｅｓｈ ｐｏｉ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Ｐｓ ｔａｂｌｅ

图３利用文献［３］中算法提取的人脸特征点
Ｆｉｇ．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Ｓ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２．２网格点生成
根据２．１节中的人脸特征点提取算法得到的网

这８８个点基本上完整准确地描述出了脸部轮
廓、眉毛、眼睛、鼻子和嘴部（包括内唇和外唇）
特征。

万方数据

格控制点，即可对标准人脸网格进行校准变形，进而
生成个性化的人脸网格。这些网格点的生成是根据
不同的面部器官分区域进行的。具体的生成方法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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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中则需要对２０个点进行校准定位。可通过对生成
的抛物线ｌ、２、３和４进行拟合来获取所有２０个点。
（４）脸部轮廓
８８个特征点中有２１个点表示脸部轮廓线，而
在网格图中共有３３个点表示轮廓线。可将轮廓线
分为４段，分别用抛物线１３～１６进行拟合。
（５）额头
根据人脸结构的经验比例，从发际中点至眉心
与眉心至下巴的比例大致为ｌ：２。根据这个比例

图４标准人脸网格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就可以算出发际中点的坐标。由于额头部分在人脸

ｆａｃｅ ｍｅｓｈ

表情动作中起到的作用较少，因此额头部分的网格
采用了等比例伸缩的方法进行近似生成。

述如下：
（１）眼睛轮廓

（６）其他区域

８８个特征点中，关于眼睛轮廓的有１６个点，而

如额头、脸颊、嘴部外围等处的点，它们的坐标

在标准网格之中则需要对２０个点进行校准定位。

可根据已经定好位置的网格点按比例算出。

校准时，首先根据左眼角点、右眼角点和上边中点生

最终生成的个性化人脸的三角网格如图６所

成抛物线５和７（见图５）；然后通过左眼角点、右眼

示。由图６可以看到，对于不同的人脸照片，本文在

角点和下边中点生成抛物线６和８。最后在４条抛

标准网格的基础上，进行的个性化变形结果都能较

物线上的等水平距离取点即可获得所有２０个点。

为精确地与各个面部器官和脸部轮廓相匹配。

图５
Ｆｉｇ．５

面部器官抛物线拟合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ｒａｂｏｌａｓ ｆｏｒ ｆａ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２）嘴部
８８个特征点中，嘴部轮廓有２２个点，而在标准

图６个性化的人脸网格生成
Ｆｉｇ．６

Ｍｅｓｈ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ｅｓ

网格中则需要对３４个点进行校准定位。通过对生成
的抛物线９一１２进行拟合，即可获取所有３４个点。

同时，为了能够应用ＦＡＰ生成表情动作，还计

（３）眉毛

算了与个性化人脸网格对应的ＦＡＰＵ参数值。

８８个特征点中，眉毛区域有１６个点，而标准网

ＦＡＰＵ的计算用到了７个特征点的坐标，这７个特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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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茗ｌ＜；＜茹。和ＹＩ＜多＜Ｙｏ）
（茗Ｉ＜；＜童。和％≤多＜，，１）
Ｓ＝

（菇ｏ≤；＜石２和ＹＩ＜多＜Ｙｏ）

～一㈨。

吨一矿叫一矿吨一犷吨一犷 忪Ｉ＿陋羔Ｉ＿＝－羔旧＝墨ｆ－一陋墨Ｊｌ＿

（茗ｏ≤；＜并２和Ｙｏ≤多＜Ｙ１）
（其他情况）
（２）

上式的物理意义即特征点ｐ与ＦＡＰ对应的特
征点的距离越近，则移动距离大，反之移动距离小。
在影响范围的边界以及边界以外的区域，移动距离
图７真实人脸网格ＦＡＰＵ定义
Ｆｉｇ．７

为０。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ＰＵｓ ｉｎ ｒｅａｌ ｆｉｃｅ ｍｅｓｈ

当有多个ＦＡＰ导致同一个网格点运动时，正如
同多个力同时作用一样，只需将各个ＦＡＰ造成的移

征点的分布如图７所示，各ＦＡＰＵ参数值的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动距离数值相叠加，即可算出该网格点最终需要移
动的距离。

ｄ。。出．．。２Ｙｌ一扎

以５２号ＦＡＰ（ｒｏ沁一ｂ—ｍｉｄｌｆｐ一０，即下外唇的中
点向上垂直移动）为例。５２号ＦＡＰ对应的特征点

加ｍ叫山＝髫３一写４

ＤⅢｓ＝Ｙ５一儿

（１）

ｄ。。．。。。＝Ｙ２一（Ｙ５＋Ｙ６）／２
ｄ。”＝髫７一互５

是外唇中点，也就是图８中标出的黑点；对应的单位
是ＭＮＳ。下外唇中点的影响范围是以（算左外唇点，
Ｙ左外辱点）和（茗右外辱点，Ｙ下曩点）为两个对角顶点的矩形，
如图８中标出的矩形方框。当有一个大小为一１单

２．３基于ＦＡＰ的网格变形算法
２．３．１网格点移动
在文献［１］中，每个ＦＡＰ只定义了一个对应的
ＦＤＰ特征点在一个方向上的运动，但在实际应用时，
为了取得自然的表情动作效果，特征点附近关联的

位的５２号ＦＡＰ输人时，下唇中点移动一１个单位
（向下移动１个ＭＮＳ），在影响范围中的其他网格
点根据式（１）计算移动距离。如图８所示，箭头长
度越长，表示移动距离越大，越短表示移动距离
越小。

其他的网格点需要根据特征点的运动进行相应的变
形移动，才能实现对真实人脸肌肉运动的模拟。网
格点变形算法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人脸表情动作的
真实感和自然度。针对与每一个ＦＡＰ对应的ＦＤＰ
特征点，本文设置该特征点的影响范围为以该点为
中心的矩形。同时将由ＦＤＰ特征点运动引起的矩

图８

形内部网格点的关联位移分解为水平和垂直两个方
Ｆｉｇ．８

５２号ＦＡＰ网格点移动示意图

Ｍｅｓｈ ｐｏｉｎ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Ｎｏ．５２ ＦＡＰ

向，然后分别计算两个方向上的关联位移。具体的
位移坐标计算描述如下：

２．３．２

网格拓扑结构的保持

对ＦＡＰ所对应的ＦＤＰ特征点ｐ，不妨设其坐标

网格变形的关键是保持整个网格的拓扑结构不

为（‰，Ｙ０），设点，的影响范围由两对角顶点的坐

变，具体到每个三角面片而言，就是要保持三角形中

标分别为（茗．，Ｙ。）和（髫：，Ｙ：）的矩形所确定。假设对

各个顶点与其对边的位置关系不变。如图９所示．

应点ｐ的某一方向运动的ＦＡＰ为Ｆ．，则当点Ｐ做ｓ．

直线ＢＣ将平面划分为两部分，经过移动后，顶点Ａ

个单位的Ｆ。运动时，对于任意周围的网格点声＝

．不能变形到ＢＣ的另一半平面去，否则会与网格中

（互，多），其在该方向的移动距离Ｓ由式（２）确定：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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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嘲ｐ。

＂憎

？Ｂｏ，１

７８７

‰

ｍｌ，Ｉ

ｙ

２

％●

Ｏ

ｍ０

＋
ｍ 茗

Ｘ

２

ＩＩ

１● ● ● ●Ｊ —． ． ． ． ．Ｌ １ １● ● ● ●Ｊ

ｍｌ

ｍ

‰

每 ＋

—． ． ． ．Ｌ

ｙ

＋

ｍ钆

ｙ

＋

ｍＬ ２

２

％●

１● ● ● ●Ｊ
●５ ）

该变换矩阵用于将原坐标（茹，Ｙ）变换为新坐标
（；，多）。根据式（５）就可以先得到仿射变换的系数
ｍｕ（ｉ＝０，１；．『＝０，１，２），然后遍历新三角形区域所

图９三角形变形示意图
Ｆｉｇ．９

有点，并用与其对应的原坐标点的像素进行填充，进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而实现网格变形后人脸图像纹理的自然填充。
因此，本文设定了三角形在变形过程中，各个顶
点移动的最大距离，只要顶点移动距离不超过该最

３表情纹理细节处理

大值，就可以保证拓扑结构不变。本文借用向量积
来表示这一条件。若三角形的３个顶点分别为Ａ＝

３．１

口内贴图

人们在表现言语口型动作和某些表情动作（如

（名＾，ＹＡ）、Ｂ＝（戈Ｆ，Ｙ口）、Ｃ＝（茗ｃ，Ｙｃ），则有

大笑、惊讶等）时，嘴部区域常常是不闭合的，会露

ＡＣ×ＢＣ＝ｌＡＣＩＩＢＣＩ ｓｉｎ厶ＡＣＢ

出口腔内的舌头牙齿等器官，为了取得自然真实的
＝（膏ｃ一茗＾）（Ｙｃ—Ｙ量）一（Ｙｃ一扎）（茗ｃ一互＿）

表情动作效果。就需要对２维人脸照片进行口内贴

（３）

图，以满足真实性。而且为了在不同的人脸模型上

若要保证点Ａ与边ＢＣ位置不变，则需要使式

都能够取得较好的匹配效果，需要有适应性好的贴

（３）中，值的符号不变。因此，假设变形后三角形的

３个顶点分别为Ａ＝（靠，＂）、Ｂ＝（ｘｊ，ＹＪ）、Ｃ＝
（石ｅ，％），若要保持三角形拓扑不变，则要满足以下

图方法。

进行口内贴图时，首先为口腔内的舌、牙等器官
制作了３张纹理图片（如图１０所示）。

３个不等式：
“菇ｃ一鼻＾）（Ｙｃ一，，一）一（ｙｃ—Ｙａ）（菇ｃ一生－））ｘ
“茗ａ一生：）（ｙ丢一ＹＪ）一（ｙｅ—ｙｊ）（茗ａ一童；））＞０

“石量一茗＾）（，，－一Ｙｃ）一（，，Ｊ—ＹＡ）（髫－一茗ｃ））×
“ｘｊ一茹ｊ）（，，；一，，ｏ）一（，，ｊ一，，ｊ）（茹；一舅ｅ））＞Ｏ
图１０原始口内贴图

“ｚ＾一石墨）（Ｙ＾一Ｙｃ）一（Ｙ＾－ｙＪ）（菇＾一算ｃ））×
“名ｊ一算；）（％一），ｅ）一（，，ｊ—Ｙ５）（并ｉ一茗ｅ））＞０
（４）

Ｆｉｇ．１０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

在生成人脸变形图像时，先设置舌头图片的深
度为３（相当于置于底层），然后分别放置下牙和

２．３．３面部纹理填充

上牙图片的深度为２和ｌ，最后设置变形后的人脸

表情动作生成是通过面部网格点的移动来引起

图像深度为０，以便实现各个器官贴图的正确覆盖

网格三角面片的形变实现的，与此同时，与网格面片

关系。此时，口内空洞区域则正好被牙齿和舌头

对应的面部纹理像素也会相应移动变化。本文采用

填充。

仿射变换，通过对网格三角形内的像素进行坐标轴

然而，由于需要处理不同的人脸照片，因此如果

变换处理来保证图像纹理的自然过渡。仿射变换的

都采用同样的牙齿、舌头模板，那么就会导致如下两

目标是实现从２维坐标到２维坐标之间的线性变

个问题：（１）不同的人脸有不同的尺寸，其对应的牙

换，且保持２维图形的“平直性”和“平行性”。仿射

齿也应该有不同的尺寸，如果直接应用同一套的贴

变换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源自变换的复合来实现，包

图模板，则会产生明显的不协调感；（２）由于正常人

括平移、缩放、翻转、旋转和剪切。

在说话或做表情动作时，上下齿的位置不是固定不

这类变换可以用以下一个３×３的矩阵来表示：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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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网格变形的同时，必须同时对牙齿进行同步的移
动，否则会出现牙齿错位的现象。
３．１．１

口内贴图尺寸调整

为了解决不同人脸的口内贴图的匹配问题，可
首先根据个性化人脸网格中的ＦＡＰＵ标准参数对牙
齿和舌头图片进行缩放。本文采用了嘴和鼻尖间距
（ＭＮＳ）和嘴宽度（ＭＷ）参数分别对口内贴图的高度
和宽度进行调整。缩放比例为
ｒｎ。ｌｈ＝ｄｍｏｕｔｈ．一／２

，，、

【Ｗ。。。＝形…ｔｈ

图１１

式中，ｄ…山一。是嘴与鼻尖间的距离，形…。。是嘴的
宽度。

Ｆｉｇ．１ １

口内贴罔效果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

笔者之前曾尝试将牙齿宽度与嘴宽度进行关

程中是保持固定的，而不是像其他器官那样可以发

联，但由于嘴角位置可变性太大，致使同一个人脸在

生形变。如果将眼睛区域也简单分成三角网格，而

不同表情图片中，ＭＷ可能会有很大差异。而ＭＮＳ

且单纯采用前文所述的网格变形和仿射变换方法的

则相对稳定，因此本文把牙齿高度日。幽和ＭＮＳ相关

话。那么移动后的眼球就会变形，不再是圆形的眼

联。

珠；而如果只将眼睛内部的所有像素进行整体移动
口内贴图位置动态调整

３．１．２

的话，则又会造成眼角边缘的过渡不自然和空洞现

为了实现口腔器官随面部网格变形同步移动
的效果，本文还设计了口内贴图位置动态调整的
算法。根据人体生理结构，在表情动作过程中，由

象。本文采用的方法是以上两种方法的结合，简而
言之就是对与眼球对应的像素进行整体平移，而对
与“眼白”对应的像素则进行拉伸变形。

于上齿相对位置固定，因此可选取面部网格中，距

如图１２所示，眼睛内部的是没有网格的，而眼

离上齿位置较近，且位置基本保持固定的鼻尖点

眶的上下轮廓是靠２．２．２节中提到的算法获得的。

（ＦＤＰ ９．３）作为上齿的参考控制点，并以ＭＮＳ作为

单位。设向下为ｙ轴正方向，上齿最上端的ｙ坐标

笔者同时观察到，当眼睛正视前方时，由左上眼眶五
分之一点（点ａ）、左下眼眶五分之一点（点ｂ）与左

为，，。鼻尖点的ｙ坐标为，，…。上齿位置的计算公

眼角所组成的三角形和由右上眼眶五分之一点（点

式如下：

ｃ）、右下眼眶五分之一点（点ｄ）与右眼角组成的三
，，。＝ｙ。。．。＋０．２５×ｄ。。。。ｈ．。。。

（７）

角形是基本不包含眼球像素的。

而下齿的位置变化则比较灵活，但考虑到它的
移动和下颚骨骼相关，因此可选取下颚点作为其参
考控制点。下齿最下端的ｙ坐标为，，ｈ，下颚点的ｙ
坐标为，，¨，下内中唇点的ｙ坐标为，，蒯ｌｉｐ。下齿位
置的计算公式如下：
，，ｈ＝，，ｊ¨一０．７５

ｘ（乃．。一ｙ田ｉｄＩｉｐ）

＝ｏ．２５ ｘ，，ｉ．，＋０．７５ ｘ’，。ｉｄＩｉｐ

Ｄｅｔａｉｌ ｏｆ

ｅｙｅ

ａｒｃａ

（８）

在水平方向上，上下齿的中点应分别与其控制
点的水平坐标相同。
图ｌｌ是不同口型下生成的人脸效果。
３．２

图１２眼部区域细节
Ｆｉｇ．１２

眼神表情

当眼珠向右移动时，将点ｎ和点６连线的右侧
部分整体向右移动一个单位，而将该连线以左的部分
则根据点口和点ｂ的位移进行关联移动，具体的位移
计算按２．３．１—２．３．３节所述算法进行移动。当眼珠

眼神是人们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虽然

向左移动时，点Ｃ和点ｄ的连线就成为分割线，分割

ＭＰＥＧ－４中也定义了眼球移动的ＦＡＰ，但是在２维

线左面的点整体移动，而分割线右面的点则按２．３．１

人脸图像中，眼球ＦＡＰ的实现与其他ＦＡＰ相比，有

—２．３．３节所述算法根据点Ｃ和点ｄ进行关联移动。

较大的不同之处。这是因为眼球的形状在移动的过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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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９

表３表情动作对照表

与抛媚眼和蔑视对应的表情动作，可见其中眼神的
Ｔａｂ．３

处理为表情生成增色不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

假设原始照片的眼睛没有正视的话，则无法采

表情

动作描述

用五分之一点这样的近似方法。因此，笔者对算法

高兴

嘴角上扬，下唇往下．下巴向下．眉稍上扬

进行了改进，即采用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方法来获得眼

悲伤

嘴角向下，嘴唇向外拉．眉毛向下

球的左右边缘点（如图１４所示），以取代上述算法

惊讶

上唇向上，下唇往下．眉毛整体向上

中的五分之一点。

生气

嘴唇紧闭内缩，眉稍向上．眉间紧蹙

害怕

下唇微张，嘴角向下．眉稍向下

图１５是对几组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种族
的人脸合成图片效果，其中，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分
别为原始照片以及高兴、悲伤、害怕、生气和惊讶等
不同表情的图像。
４．１．２主观评测实验
为了验证提出的２维人脸图像变形算法在生成
人脸表情方面的效果，本文还进行了主观评测实验，
对ＦＡＰ驱动生成的２维人脸表情脸像的自然度和
表情表达的一致性进行了评测。
本文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由４个不同的人脸图
像生成的表情脸像进行了评测。每个人脸图像生成
５种表情，分别是“高兴”、“悲伤”、“愤怒”、“害怕”
图１３有眼球移动参与的表情效果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ｙｅｂａｌ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和“惊讶”，共计２０张表情图片。被试者需要对每
张表情图片进行“贴标签”式分类，即从如下６个表
衷４表情脸像评测总表
Ｔａｂ．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ｆａｃｉ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图１４眼球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效果
Ｆｉｇ．１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ａｎｎｙ ｅｄ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４实验结果
本文在上述２维表情脸像生成框架的基础上，
进行了多种实验，包括表情脸像合成、虚拟说话人动
画生成等。
４．１表情脸像合成
４．１．１表情ＦＡＰ参数确定
高兴、悲伤、生气、害怕、厌恶、惊讶６种基本感
情都需要结合多种ＦＡＰ动作进行表现。文献［４］给
出了这６种感情的ＦＡＰ对应表（如表３所示）。
本文基本采用了文献［４］的分类方法，并进行
了简化，设计了简化的表情动作对照表，同时用手工
设定了ＦＡＰ动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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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在不同人脸模型的表情生成效果
Ｆｉｇ．１５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ｆａｃｉ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情关键词中选取最为恰当的一个用来描述当前表情
图片所表现出的情感，这６个表情关键词分别是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裹６表情脸像评弱结果（按人脸分类）
Ｔａｂ．６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ｆａｃｅ）

“高兴”、“悲伤”、“生气”、“害怕”、“惊讶”、“无法
判断”。同时，评测者还要给出每张表情脸像的自
然度，用１—５分来进行量化打分，分别是“１分：极
不自然”、“２分：较不自然”、“３分：可以接受”、“４
分：比较自然”、“５分：非常逼真”。
农５表情脸像评测结果（按表情分类）
Ｔａｂ．５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实验时，共有１０名被试者参与评测。统计结果
见表４、表５、表６。从上面的实验结果可以得到如
下结论：
（１）整体表情脸像的平均自然度较高。在３．６７
左右，９０％的脸像评价都等于或大于“３分：可以接
受”，其中２３．５％为“５分：非常逼真”。而且不同表
情和不同人脸模型的平均自然度都在３。４之间，没
有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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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各表情的评测正确率的差别比较大，高兴

仅在不同的人脸图像上都能取得真实、自然的效果，

的评测正确率为１００％，惊讶为８７．５％，生气为

而且该算法实时性好，能够应用于实时的视频处理

６５％，悲伤为６０％，而害怕只有３７．５％。

和动画生成。

４．２虚拟说话人

同时，主观评测实验的结果也显示出一些问题。

本文将２维人脸网格变形算法集成在虚拟说话

例如各表情的评测正确率的差别比较大，“害怕”等

人的动画合成系统中，利用口型动画的ＦＡＰ驱动２

表情的识别率非常低。这一结果一方面表明，对表

维人脸图片开口说话。虚拟时，先通过读入口型动

情的ＦＡＰ定义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另一方面也表

作的ＦＡＰ序列文件，然后按照给定的速率显示图

明，对于“害怕”这类表情进行参数量化还比较困

片，就可以生成自然的虚拟说话人效果。实验证明，

难，因为这类表情没有显著的共同特征，不同人做不

对于２５ ｆｐｓ（即每帧４０ ｍｓ）的播放速率，就可以很好

同表情会有不同效果。另外，不同人看到的同一面

地实现音视频同步。

部表情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个性化表达是表情生成

在普通的Ｐｃ机器上（ＣＰＵ２ＧＨｚ。内存ｌ Ｇ），实

的难点之一。也是今后工作的改进方向。

验证明对４３ｌ×５９１大小的图片，平均每个表情或口
致

型的运算时间只需要１０～２０ ｍ８，对于动作幅度较

谢

文中所用到的人脸图片来自ｆｌｉｃｋｒ．

小的表情，甚至在１０ ｍｓ以下，这是因为与动作幅度
小的表情对应的网格变形涉及到的网格点的数目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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