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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快速多角度人脸识别问题，提出了一种利用支持向量机实现迭代特征选择的方法．根据特
征选择和多类分类任务之间的统计关系，将这两个任务集成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从而更有效地完成特
征选择．这种迭代特征选择方法的特点是能在不降低泛化能力的情况下大大加快分类速度．在ＵＭＩＳＴ
多角度人脸数据库上的实验结果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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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识别不是很有效．要更好地解决多角度人脸识别
１

引

言

问题就必须有效地学习非线性流形结构．
子空间（ｓｕｂｓｐａｃｅ）方法是人脸识别的经典方

人脸识别技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是研究领

法…，其中特征脸（ｅｉｇｅｎｆａｃｅｓ）心’３Ｊ是最早的应用到

域里的一个热点课题．其中多角度人脸识别是一个

人脸识别的经典方法．特征脸方法是采用主分量分

比正面人脸识别更加困难的识别任务．在多角度人

析（ＰＣＡ）来产生针对人脸识别的有效子空间．还有

脸识别问题中，数据空间中存在着非线性流形．所

线性判决分析（ＬＤＡ）Ｈ Ｊ、贝叶斯方法ｂ Ｊ、独立分量

以现有的许多针对正面人脸识别的方法对多角度人

分析（ＩＣＡ）【６Ｊ等人脸识别的子空间方法．因为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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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非线性分布，这些线性的人脸识别方法对于

的条件概率．当事件∞ｉ发生的时刻，第ｊ个二类分

多角度人脸识别问题都不是很有效．近几年，针对

类子模型＾（ｚ）正好对决定最终分类结果是有效的．

人脸模式的非线性问题，人们提出了核子空间方法．

根据第．ｆ个二类分类子模型工（ｚ），通过特征排序

Ｋｅｒｎｅｌ ＰＣＡ［７］和ＫＤＤＡ（ｋｅｒｎｅｌ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指标ｒｉｆ来计算概率Ｐ（Ｓｉ Ｉ∞，）的值：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８ Ｊ是可以用来解决多角度人脸识别的非线

Ｐ（ｓｆ

性核方法．这些方法是将核方法和子空间方法结合

ｌ∞ｉ）＝｝．

（３）

∑ｒｏ

起来的产物．但是，由于核方法需要大量的计算，核

ｔ＝１

根据全概率定理，Ｐ（Ｓｉ）可以通过Ｐ（Ｓ｛Ｉ甜ｉ）和

子空间方法的分类速度特别慢．
为了加快多角度人脸识别的速度并保持识别系

Ｐ（山ｉ）来计算得到：
＾

统的泛化能力，我们在前面的工作中提出了一种基

Ｐ（Ｓｉ）＝∑Ｐ（Ｓｉ

于支持向量机的判决特征选择方法：ＳＶＭ．ＤＦＳＬ９ Ｊ．
本文在ＳＶＭ－ＤＦＳ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支持向量机
实现迭代特征选择的方法（ＳＶＭ

ｂａｓｅ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ａｙ，ＳＶＭ．ＤＦＳＩ）．和子

空间的投影方法不同，ＳＶＭ．ＤＦＳＩ是直接挑选对于
分类最有用的特征．一种利用支持向量机实现递归

方法是用来解决人脸识别这样的多类分类问题中的

（４）

于是Ｐ（Ｓｉ）可以用来作为针对整个多类分类问
题的特征排序指标．ＳＶＭ—ＤＦＳＩ迭代特征选择算法
就是根据Ｐ（Ｓｉ）来挑选特征的．ＳＶＭ—ＤＦＳＩ迭代特
征选择算法的实现过程描述如下．
（１）输入训练样本：
Ｘｏ＝｛ｚ１，ｚ２，…，ｚｆ｝．

特征消除的方法（ＳＶＭ．ＲＦＥ）ｔ１０１已经被用来解决两
类分类问题中的特征选择．本文提出的ＳＶＭ．ＤＦＳＩ

ｑ）Ｐ（哟）．

Ｊ＝１

（５）

（２）初始化：
为特征记上标号：Ｓ＝［１，２，…，咒］，利用训练样
本Ｘ。来训练支持向量机．

特征选择．

（３）Ｆｏｒ ｔ＝１，２，…，Ｔ：

２基于支持向量机的迭代特征选择（ＳＶＭ．
ＤＦＳＩ）

①根据训练好的支持向量机来计算特征排序
指标Ｐ（Ｓｉ）；
②按照Ｐ（Ｓｉ）的值从大到小的次序对特征进

利用多类支持向量机，ＳＶＭ—ＤＦＳＩ能够完成多

类分类问题中的特征选择任务．本文中多类支持向
量机采用“一对其他”的问题分解方法［１卜１４］．“一对
其他”多类支持向量机是构造ｋ个二类支持向量
机，ｋ是类别的数目．第Ｊ个支持向量机＾（ｚ）的训
练过程是把第歹类的样本看做为正类，把所有其他

行排序，选择排在前面的特征并消除掉排在最后面
的Ｍ个特征；
③通过把已经消除掉的特征的标号去除掉来
更新ｓ；

④根据经过选择的特征的标号Ｓ来更新训练
样本，将训练数据限制在经过选择的特征上面：

的样本看做是负类．相对于整个多类分类问题
．＾（ｚ）是一个二类分类的子模型，它是用来判别第Ｊ
类和所有其他类．，．ｉ表示根据二类分类子模型

．＾（ｚ）计算得到的第ｉ个特征的排序指标［９，１５，１６］．Ｅ
表示概率意义上的必然事件，乒表示概率意义上的

Ｘ＝Ｘｏ（：，Ｓ）；

⑤用更新好的训练数据Ｘ来重新训练支持向
量机．

（４）输出：最终的支持向量机分类器和经过挑
选的特征．

不可能事件．我们用叫ｉ来表示第歹类为真的事件．

上述ＳＶＭ．ＤＦＳＩ算法中的Ｍ和Ｔ是需要用户

根据概率理论，事件ｃｃ，ｌ，ｃｃ，２，…，Ⅲ＾是样本空间的一
个划分：

定义的常数．Ｍ的值在不等于零的情况下应该定义

Ｅ＝叫ｌ Ｕ叫２ Ｕ…Ｕ叫女，

（１）

并且

得尽量小，这样特征选择的精度才会高．在下面的
实验部分我们将说明Ｍ的不同取值对特征选择精
度的影响．当然，Ｍ值如果取得小则训练时间会变

≯＝∞ｉ ｎ∞ｉ，ｉ≠Ｊ．

（２）

得很长．实际使用时，Ｍ值的大小可以在精度和训

Ｐ（∞ｉ）是第．ｊ类为真的先验概率．定义一个随

练时间之间取折中．我们考虑在Ｍ值确定的情况

机事件Ｓｉ为“第ｉ个特征被挑选出来作为在分类中

下如何确定Ｔ的大小问题．丁值的大小可以通过重

使用的特征”．Ｐ（Ｓｉ ｌ叫ｉ）表示在叫，发生的条件下Ｓｆ

新训练好的支持向量机模型的参数来确定．Ｔ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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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选取得合理，则重新训练的各个支持向量机子模

ＳＶＭ—ＤＦＳＩ算法中输出的支持向量机模型．

为了测试经过特征选择以后不同维数对分类速

型＾（ｚ）的间隔△ｉ能够足够大．
△ｆ

５南，

（６）

度的影响，我们做了一系列实验．让维数在区间（１，
Ｎ）上变化，人脸识别的速度随着维数的变化而改

其中，伽“’表示子模型＾（ｚ）的权重向量．又有等

变．这里说的维数等价于特征的数目，就是经过特征

式［１１］：

选择以后在分类中使用的特征个数．图２给出了在
ｆｌ ７．ｏ‘ｉ’ＩＩ

２＝

∑口∥，
ｓｕｐｐｏｒｔ

（７）

ｇｅｅｔｏｌ。寞

其中，ａ：订表示子模型＾（ｚ）的拉格朗日系数．我们
定义一个参数Ｌ为

系．图２中的分类测试时间（ｔｅｓｔ ｔｉｍｅ）表示整个测
试集中所有测试样本的测试时间的总和．从图２可
以看出，经过特征选择以后，人脸识别的速度可以大

ｋ

Ｌ＝∑Ｐ（ｑ）（∑口；‘’）．

参数Ｍ＝１００的情况下，不同维数与分类速度的关

（８）

大加快．

我们可以根据参数Ｌ来确定Ｔ值的大小．Ｔ
的值如果选取得合理，则参数Ｌ的值能够足够小．
也可以用测试集验证的方法来确定Ｔ值的大小．
宙

３实验结果

厘
曾
蟠
磊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ＳｖＭ—ＤＦＳＩ迭代特征选
择算法在多角度人脸识别问题中的有效性，本节进
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所有的实验都是在ＵＭＩｓＴ人
脸数据库［１７３上完成的．ＵＭＩＳＴ数据库是一个多角
特征数

度人脸数据库，整个库有２０个人的５７５张灰度图
像．每个人的图像覆盖了从完全正面到完全侧面的
人脸的各个角度．所有输入图像的大小规格为１１２×
９２，所以输入向量的维数是Ｎ＝１０３０４．图１显示了
ＵＭＩＳＴ人脸数据库中的一个人的几张人脸图像样
例．在实验中，整个人脸数据库分为训练集和测试
集两部分．训练集包括２４０张图像，其中每个人根
据人脸的不同角度仔细挑出１２张图像．剩余的３３５
张图像作为测试集．全部实验是在Ｐｅｎｔｉｕｍ １Ｖ

ＰＣ

机上完成，ＣＰＵ主频为３ＧＨｚ，内存为１ＧＢ ＲＡＭ．

图２不同维数下测试时间的变化

图３显示了参数Ｍ分别取１和０的情况下人
脸识别的准确率随维数变化的情况．其中ＳＶＭ—
ＤＦＳＩ一１表示参数Ｍ取值为１，ＳＶＭ—ＤＦＳＩ．０表示参
数Ｍ取值为０．图４是图３的局部放大图．从图３
和４可以看出，参数Ｍ的不同取值对分类准确率的
影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Ｍ取值为０时是ＳＶＭ．
ＤＦＳＩ算法的一种特殊情况，此时ＳＶＭ—ＤＦＳＩ算法
实际上不能进行迭代而是要去直接一次性挑选排序

所有的支持向量机都采用线性核函数，其中参数

在最前面的一定数量的特征．从这些实验结果可以

Ｃ＝１００００．特征选择完成后，分类器就是使用

看出，在低维情况下，迭代的特征选择要比不迭代的
特征选择的分类准确率高很多．
表１给出了在参数Ｍ分别取不同值的情况下
人脸识别的测试准确率随维数改变而变化的情况．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低维的情况下Ｍ＝１的分类准
确率最高．随后Ｍ值从５～１０００逐渐变大，则分类
的准确率在降低，最后Ｍ＝０时的分类准确率最低．
这些实验结果表明ＳＶＭ．ＤＦＳＩ迭代特征选择
算法的迭代次数应该尽量多，这样在低维情况下的
分类准确率就会高．当然迭代次数太多会使训练时
间变得非常长，在实际使用时可以在精度和训练时

图１

ＵＭＩＳＴ数据库中一个人脸的不同角度的图像样例

间之间取折中．

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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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不同维数下测试准确率的变化（Ｍ分别取１和０）
表１

图４图３的局部放大图

不同维数和不同Ｍ值下人脸识别的测试准确率

类两个任务集成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实现了有效
４结论和进一步研究

的特征选择．我们在ＵＭＩＳＴ多角度人脸数据库上
的一系列实验表明，这种迭代特征选择方法可以在

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支持向量机实现迭代特征

不降低泛化能力的条件下加快多角度人脸识别的速

选择方法ＳＶＭ—ＤＦＳＩ．该方法将特征选择和多类分

度．同时从实验结果看出，ＳＶＭ—ＤＦＳＩ算法的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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