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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資料庫在人臉辨識上的應用— 前科犯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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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研究旨在建構一前科犯的人臉影像資料庫，警方在取得目擊者所描述之人臉影像後，即可
利用此資料庫的人臉辨識搜尋系統找出可能的嫌疑犯。首先我們建立前科犯的影像資料，將以警
方為人犯拍攝的標準檔案照片，直接掃描成影像檔，再取出臉部各器官，包括雙眼，雙眉，唇形，
臉型輪廓及側臉輪廓等，經影像基本處理，邊緣強化，索貝爾邊緣檢測，哈克轉換及細線化等處
理，取出各器官影像特徵邊線。再以傅立葉轉換求出傅立葉描述子，經正規化處理，取得正規化
特徵頻譜，再取其第二到第五分量，以建立該器官之資料庫。其次，為各關聯建立空間索引。目
擊者畫像亦以相同技術處理，再以之查詢空間索引，俾縮小偵察範圍，各器官之重要性加權亦一
併於文中探討。
關鍵詞：影像資料庫，前科犯資料庫，人臉辨識。

一、簡

介

近年來，國內犯罪急速增加，警政單位為了提高破案率，必須持續地以更科學的方法
實施犯罪偵察。根據統計多數案件之所以迅速破案和目擊證人有關，但是以人工進行嫌疑
犯的辨識極為困難且耗時，亦較主觀。有鑑於此，我們嘗試使用電腦來縮小偵查範圍，以
增加犯罪偵查效率及準確性。並建立一個以人像為主體的影像資料庫及其特徵擷取系統
(Feature Extraction System)。首先在資料庫中建立人像臉部明顯特徵如刀疤、兔唇、鬥雞眼
等，不明顯特徵如眼睛、嘴巴、眉毛等，以及臉部正面及側面輪廓等之索引。一旦刑案發
生，便可持目擊者畫像輸入電腦進行比對，步驟是：先透過明顯特徵索引實行比對，俾縮
小偵查對象，其次是比對臉部輪廓，最後才是以不明顯特徵索引查詢。後兩項是以特徵點
擷取技術和傅立葉轉換(Fourier Transform)技術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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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辨識，一般而言可分成從影像中分割出目標物[2-7]、擷取目標物特徵[4-7]及藉特
徵做臉部辨識等三大程序。以特徵做臉部辨識，又可分成早期的方法[8-9]、統計學[7,10-11]
及類神經網路[12-13]等三類。統計學的方法是當今主流，但近年來類神經網路及模糊理論
的研究，使得類神經網路的方法大有進展。也有利用側面圖來辨識[14];[15]使用傳統的傅
立葉描述子(Fourier Descriptors, FD)辨識封閉的輪廓;[16]用手工取出人臉側面外型曲
線;[17]定義了 17 個特徵點，並比較圖形間的歐幾里得距離;Wu[18]使用 B 樣條(B-spline)擷
取出人臉 6 個特徵點。
本文第二章簡述影像處理技術；第三章描述如何從人臉影像中擷取出各器官之邊緣曲
線；第四章介紹圖形的描述方法與辨識；參數資料庫之建立與查詢演算法陳述於第五章；
第六章為本文之結論與未來發展。

二、影像處理
一般而言影像處理過程應包括:基本運算處理，影像邊緣增強(edge enhancement)，邊
緣檢測(edge detection)與邊緣連結等技術。我們的邊緣檢測係以灰階影像為基礎，因此必
須找出彩色照片各像素所對應的灰階值[19]。
2.1 基本運算處理
灰階影像邊緣檢測及邊線強化的處理技術包括灰階滑移(sliding) 、灰階擴展(stretch)，
影像反轉、對比均衡、閥值化等。強化圖形邊線的方法係對影像每個像素作簡單的數學運
算(例如加、減、乘、除)，則可明顯地改變影像整體的明暗度及修正圖形對比的特性，其
中加/減稱為灰階滑移，乘/除則是灰階擴展。對比均衡是讓影像整體灰階值均勻分佈，使
影像變得較清晰。對比強化亦可達到類似效果，但是灰階分佈過於集中時，對比均衡效果
比較明顯。所謂反轉(互補)就是將影像黑白對換，因為人類眼睛對灰暗區域之對比變化較
敏感。影像在經過閥值化[19-20]處理後(如二值化)，可呈現出強烈的對比，方法是當影像
上的像素 P 的灰階值介於某兩個參考值之間時，則將 P 的灰階值設定為某定值。
濾波又稱為遮罩(mask)，空間濾波[19]計有低通、中值、高通等三種，低通濾波就是
衰減或消除頻域中的高頻分量(影像中灰階值變化較大、較迅速的部分，如邊線等)，使像
素灰階變化趨於和緩，效果是減少雜訊並使圖形模糊化。中值濾波不是遮罩，而是排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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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P 及其近鄰像素之灰階值，取中間者以為 P 的新灰階值，可消除影像中之雜訊，近鄰像
素愈多，消除雜訊的效果愈好，但也容易造成影像的失真。高通濾波即是衰減或消除低頻
分量(灰階值變化較緩和的部分)，保留高頻分量，而銳化了邊緣及其它尖銳變化的區域。
2.2 邊緣檢測與邊緣連接
邊緣檢測與高通濾波相似，會強化高頻分量，具代表性的技術是索貝爾(Sobel)邊緣檢
測，它受雜訊干擾較小，原理則是增強梯度向量，每一像素須運算兩次(Gx 和 Gy)，再將
結果的平方之和開根號(每一像素的梯度大小)，以為此像素之新灰階值，效果極佳，所以
使用廣泛，本研究亦採用之。
邊緣檢測後影像邊界會較清楚，但為了擷取物件特徵，必須對影像做細線化
(thinning)[19]處理，再做哈克轉換。哈克轉換是以檢驗某一點是否位於一條已知形狀的曲
線上的方式從事圖形邊線斷裂處的連結，我們計提供直線及二次曲線兩種哈克轉換。

三、人臉各器官邊線處理
本研究人臉辨識是採用統計的方法，先從前科犯的臉部影像取出各器官(眼、唇、眉、
臉的正面及側面輪廓等)，經各種影像處理技術處理後取出邊緣曲線，俾從事圖形的描述
(pattern representation)。
3.1 眼睛的邊線檢測
檢測眼睛邊線的流程如圖 3.1 所示，圖 3.2(b)及圖 3.2(c)分別是沒有做灰階度擴展與有
做灰階度擴展，再做索貝爾邊緣檢測的效果。兩者之清晰度有明顯的差異。圖 3.3 為流程
各階段的結果，圖 3.4 是四個實例。
眼睛影像

灰階度
擴展運算

索貝爾
邊緣檢測

灰階度
擴展運算

閥值化
(二值化)

去除雜訊
(人工)

邊緣
細線化

哈克轉換

眼睛邊線

圖 3.1：眼睛邊線檢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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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圖

(b)無灰階度擴展

(c)有灰階度擴展

圖 3.2：灰階度擴展對索貝爾邊緣檢測的影響

(a)原圖

(b)灰階度擴展

(c)索貝爾邊緣檢測

(d)灰階度擴展

(e)閥值化

(f)去除雜訊

閥值=128

(g)邊緣細線化

(人工去除)

(h)哈克轉換

圖 3.3：眼睛邊線檢測流程各階段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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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眼睛邊線檢測四個實例

3.2 唇形的邊線檢測
由於人中使嘴唇的上緣曲線向內凹陷，如果對整個唇形作哈克轉換會導致人中部份的
特徵消失，因此，必須採用分區整合的方式處理。所謂分區是將唇形依清析程度及可辨認
狀況分段，並依實際情況，以不同的程序處理各分段，最後再將各分段曲線疊合，以取得
完整的邊緣曲線，圖 3.5 是唇形邊線檢測的處理流程。

閥值化
唇形影像

灰階度
擴展運算

對比
均衡法
索貝爾
邊緣檢測
否

目標邊緣
是否清楚

否

是

細線化

哈克轉換

是否得到
完整邊緣

是

嘴巴邊線

人工修飾

圖 3.5：唇形邊線檢測流程

由於部份唇形的灰階和皮膚相近，均衡化有極佳的效果。其後為索貝爾邊緣檢測或閥
值化，端看何者效果較佳。假設藉閥值的調整仍無法有效的從事邊緣檢測，則必須以人工
描繪方式修補不清楚的地方，再做邊緣細線化及哈克轉換。圖 3.6 是索貝爾邊緣檢測與閥
值化處理的結果，圖 3.7 為流程各階段之處理結果，其中將圖 3.7(d)分成左右兩個區域處
理，其邊緣尚稱完整，乃採用直線哈克轉換處理之，其結果如圖 3.7(e)，而圖 3.7(f)則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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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嘴唇的區域處理，處理後的邊緣並不完整，故採用二次曲線哈克轉換連接之。疊合後
的圖形往往非常複雜，但再做一次的細線化即可取得邊緣曲線。圖 3.8 是三個實例。

(a)原圖

(b)索貝爾邊緣

(c)直接做

檢測後再閥值化

閥值化

圖 3.6：索貝爾邊緣檢測與閥值化

(a)原圖

(d)索貝爾邊緣檢測後

(b)灰階度擴展

(c)對比均衡法

(e)區域處理(左右兩區)

(f)最後結果(下,左,右三區)

再做哈克轉換
圖 3.7：唇形邊線檢測流程各階段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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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唇形邊線檢測三個實例

3.3 眉毛的邊線檢測
眉毛的邊線檢測流程如圖 3.9 所示。也是採取分區的方式，尤其外緣與皮膚色澤過於
相近，部分邊緣不甚明確，且不同區域亮度有顯著差異，各分區所使用的閥值差異大，所
得到的各邊緣曲線往往無法平順地連結，因此比唇形須多做一次哈克轉換，但因分區處理
的眉毛邊緣曲線已經很完整，故使用直線的哈克轉換。另外，眉毛影像的灰階幾乎平均分
佈於 0-255 之間，可免除均衡化處理。圖 3.10 是流程各階段的結果，圖 3.11 是四個實例。

眉毛影像

灰階度
擴展

閥值化
索貝爾

目標邊緣
是否清楚

否

人工修飾

是否得到
完整邊緣

是

哈克轉換

是
邊緣
細線化

哈克轉換

否

圖 3.9：眉毛邊線檢測流程

眉毛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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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圖

(d)索貝爾邊緣檢測

(b)閥值化，閥值=148

(c)閥值化，閥值=60

(e)區域處理 1

(f)區域處理 2

(g)區域處理 3

(h)眉毛邊線

圖 3.10：眉毛邊線檢測流程各階段的結果

圖 3.11：眉毛邊緣檢測四個實例

3.4 人臉輪廓邊線檢測
由於背景及穿著衣物的影響，前述的各種方法很難處理出一條人臉輪廓邊線，且人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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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輪廓線遠較其他器官大，哈克轉換耗費極長的時間，因此我們用人工描繪的方式來處
理，其流程見圖 3.12。在繪圖時，使用直線(線段)就可以達到非常好的效果。圖 3.13 為流
程各階段的結果。

輪廓影像

灰階度
擴展運算

索貝爾
邊緣檢測

人工繪製

輪廓邊線

圖 3.12：人臉輪廓邊線檢測流程

(a)原圖

(b)索貝爾邊緣檢測

(c)人工描繪

(d)輪廓邊線

圖 3.13：人臉輪廓邊線檢測流程各階段的結果

四、圖形描述與圖形辨識
邊緣曲線(又稱特徵邊線)取出後，接著要做圖形描述及圖形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
前者必須反映出描述對象的某些特徵；後者則是利用特徵參數作相似性比較。
4.1 圖形描述技術
圖形描述計有：邊線(boundary representation)、區域描述(region representation)及動量
描述(moment representation)等方法。本研究採用邊線描述法描述臉部各器官，該描述法可
分成：鏈碼(chain codes)、B 樣條擬合、AR 模型(autogressive model)及傅立葉描述子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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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AR 模型及傅立葉描述子區別相似物體的能力較強，且傅立葉描述子的運算功能甚佳，
我們以之描述人臉各器官。
4.2 圖形描述過程
特徵邊線取出後，須走訪整個邊線，以產生傅立葉描述子。根據奈奎斯特取樣定理
(Nyquist sampling theorem)，當取樣頻率大於等於帶限信號(band limited signal)中最大頻率
的兩倍以上時，方足以表示該信號，且離散傅立葉轉換(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的複雜度
高。我們的作法是從特徵邊線中取出某固定數量的點，交予快速傅立葉轉換(fast Fourier
transform)產生傅立葉描述子。為了消除特徵邊線所在位置及影像大小變化的影響，必須正
規化該描述子。
走訪特徵邊線同時，從中取出 N 個(N=32)特徵點來代表這條邊線。本研究計採用特徵
點求取法、平均取樣法及等角度掃瞄法取樣。特徵點求取法取邊線上曲率最大的 N 個點為
特徵點；平均取樣法將邊線圖形之長軸等距離切割成(N/2)線段，(N/2)-1 條切割線與圖形
相交 N-2 個點，加上長軸兩端點以為特徵點；等角度掃描法求取該邊線(不是整個影像)質
量中心 Qc 為座標原點，再取長軸任一端點 P，以 Qc P 的延伸線為 X 軸的正方向，每隔 2
π/N 角度取邊線在該角度上之點當作特徵點。
其次將 N 個特徵點轉成傅立葉描述子。而圖形放大 α 倍，傅立葉描述子亦乘上α 倍。
假設傅立葉轉換曲線函式 f(t)定義為〝邊線點到質量中心的距離〞，也就是將 Qc 當作原點
則解決了圖形位移的問題。另外以不同起始點 t0 走訪邊線，傅立葉描述子就變成αF(u)
乘以對極座標原點繞某一個角度Θ1(α為 F(t)圖形縮放倍率，Θ1 為 t0 之極座標之角度)，
αF(u)又等於 |αF(u)| 乘以對極座標的原點繞另一個角度，記作Θ2 。於是αF(u) = |α
F(u)|*ej(Θ1 +Θ2)。其中|αF(u)|與走訪邊線之起始點及圖形旋轉角度無關。|αF(u)|， u = 0 ~ (2
k

– 1)，除以 |αF(0)|，則去除了α，得到了唯一代表該特徵邊線的參數，稱為正規化特徵

頻譜(normalized feature spectrum)，其中 2 k = N。
4.3 圖形相似性辨識
圖形辨識的技術很多，包括：統計圖形辨識(statistical pattern recognition)及類神經網
路辨識(neural network pattern recognition)等。前者係以統計的理論研判目標物的相似性；
後者以類神經網路為主幹，但在資料量很大的情況下，辨識率及處理績效大受影響，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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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採用統計法。特徵參數取出後，再以兩特徵邊線的歐幾里德距離(Euclidean distance)
表示其相似程度，距離越小表示圖形越相似。
4.4 辨識實驗
對同一圖形做旋轉、放大、位移及以不同起始點走訪，理論上並不影響正規化特徵頻
譜，但因取樣點的差異及計算精確度之誤差等，實際上卻有相當程度影響，且同一個人不
同時間所拍的相片，相片大小(解析度)不一致，及不同的背景及與亮度，所求出的特徵邊
線往往不盡相同。而實驗發現等角度掃瞄法，若配合傅立葉描述子的使用，較不受圖形縮
放或旋轉的影響，且辨識效果較佳。而人在不同的精神狀況及情緒，或是某些特殊情況下，
譬如遇到強光時會導致眼睛張合形狀的改變。我們也發現，當短軸(眼臉上下的距離)變動
1 個像素時，歐幾里德距離值比長軸(眼角到眼尾的距離)變動 1 個像素時大，也比較容易
被判定為不相似。至於取樣點數目若能達到奈奎斯特取樣定理要求的數量，對相似性影響
不大。
正規化特徵頻譜左右對稱，因此參數可減少一半，甚至只保留第二到第五分量(因正規
化之故，任一特徵邊線的第一分量均為 1，對辯識無實質助益)，仍能保持圖形間的相似關
係。因此每一器官只記錄四個參數，每一位前科犯共記錄七個器官(雙眼，雙眉，唇形，
臉形及側面輪廓)。

五、參數資料庫
本資料庫中共有八個關聯，其中一個儲存前科犯基本資料，如姓名、身份證字號、地
址、及明顯特徵，其它者為參數資料庫。每一器官一個關聯，每一關聯擁有四個參數欄位
及一個關鍵屬性(身份證字號)。
而空間索引(spatial index)是空間資料庫(spatial database)的重要機制，通常用在電腦輔
助設計(Computer Aided Design)系統及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參
數資料庫也需要，我們則以空間區塊切割法來處理。
空間區塊切割是將 N(N=4)維超空間(N-dimensional hyperplane，每一維度代表一個正
規化特徵頻譜之參數)，依其維度方向切割成許多超多邊形區域(hyper-polygon region)。本
研究將每一個維度(norm)分割成八個區塊，因此整個空間分割成 4096 個區塊，而每一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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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索引空間中則是某一區塊中的一個點。我們使用樹狀結構來建立索引，結構中每一層
代表一個維度，包含根結點在內共有 5 層見圖 5.1。

root

level 0
norm 1 level 1
norm 2 level 2
norm 3 level 3
norm 4 level 4

資料

資料

資料

圖 5.1：索引樹的架構

第 i 層(level i，0≦i≦3)有八個鏈(link)分別連結到代表第 i+1 維度八個區塊的八個節
點。norm j 之值(正規化特徵頻譜第 j+1 分量之振幅，1≦j≦4)經正規化成 0∼1 之間，介於
( 0.125*K)∼(0.125*(K+1))者屬於最左邊算起的第 K+1 個節點(節點編號為 1∼8)，
K=0,1,2,… 7。
為了縮減查詢結果的資料量，我們將索引樹第四層的指標再以二元樹切成 16 個部分，
如圖 5.2 所示，以方便從樹葉節點中擷取部分的資料，而切割的方式則是分別以該節點所
儲存資料的 4 個 norm 的中值作分野，即以每一個 norm 的( lower bound + upper bound) / 2
作界線分成兩個部分，每一部份又各自以其中值分成兩部份，依此共形成 16 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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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樹葉節點的結構

在資料的擷取方面，我們採用逐層往外擴張的方式來取得預定數目的資料。首先，先
找出所要搜尋資料在索引樹的路徑，假設第一到第四層分別為節點 N1、N2、N3 以及樹葉
節點 L。第一次擷取時，係將 L 內的全部資料取出，如果資料量不足，則進行第二次的擷
取。此時先將第一層之 N1 往左右各擴張一個節點﹝稱為左一節點 N1L 及右一節 N1R
點﹞，再取 N1 之子節點 N2 及 N2 左右之節點(N2L,N2R)，而 N1L 及 N1R 亦各取相對應之
三個子節點，即第二層取九個節點，第三、四層依相同方法。則第 i 層有 3i 個節點，i=1、
2、3、4，共從八十一個樹葉節點中擷取資料其中每三個一群，中間之樹葉節點稱為 M。
M 內的資料全部取出，而 M 左右的二個節點則各取靠 M 側的半棵二元樹的資料。若資料
量依然不足，第三次擷取時所搜尋的節點和第二次時相同，只是這次將 M 左右的二個樹
葉節點中整棵二元樹的資料全部取出。若必須進行第四次擷取，則將第三次時所函括的所
有節點各自往左右擴張二個節點，即第 i 層有 5i 個節點，i=1、2、3、4。擷取資料時，五
個一群，中間者為 M，而將 M 與其左右相鄰的二個節點之二元樹的資料全部取出，而與
M 相隔 1 個節點的兩個節點﹝稱為左二節點及右二節點﹞，則擷取一半的資料。第五次和
第四次一樣，每一層之節點均不變，但將 M 與左右各二個樹葉節點之二元樹的資料全部
取出，依此類推，唯本研究每一層最多取七個節點。詳細情形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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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紹索引樹的各項演算法：
1. findPath：找出該筆資料在索引樹中的路徑
{ for( i=1 ; i<=4 ; i++)
path[i-1]= findChild( norm[i] ) ;

//找出 norm[i]之子節點

return path[ ]; }

2. findVector：找出資料在索引樹中二元樹樹葉節點的正確位置
// norm_u[i]與 norm_l[i]分別為第 i 層某樹葉節點所存資料的最大值與最小值
// upper = 1， lower = 0
{for(i=1;i<=4;i++)
if(norm[i]>(( norm_u[i]+ norm_l[i])/2))
position[i-1]=upper;
else
position[i-1]=lower;
return position[ ]; }

3. insert：將一筆資料 T ( 身分證字號、 norm[ ] ) 加入索引樹中
(1) 將 T 加入該器官關聯中，稱為記錄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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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r ( i = 1; i≦4; i++ )
{ 根據 norm i 找出 T 屬於第 i – 1 層的某一節點 P 的某一子節點 Q；
if(Q==Null)
{產生一個新的節點;
將 P 的子節點數 ( child-number )加 1; P 以一指標指向 Q;}
(3) 用函數 findVector 找出資料在索引樹樹葉節點 L 中二元樹樹葉節點的正確位
置，以指標指向 R；
(4) L 的資料數 ( data-number ) 加 1。

4. delete：從索引樹中刪除一筆資料 T(身份證字號，norm[ ])
(1) 用函數 findPath 找出 T 在索引樹中的位置，假設是樹葉節點 L;
(2) 用函數 findVector 找出 T 在 L 中二元樹的正確位置，並將資料從該器官關聯中刪
除，且將 L 的 data-number 減 1;
(3) if(L 的 data-number == 0)
{ 刪除 L;
for( L 的父節點到根節點之間的每一節點 P)
if(P 之 child-number == 0)
{刪除 P，同時將 P 的父節點的 child-number 減 1;} }

5. retrieve：依據索引樹中之結構，擷取所有數值相近的資料
// total : 所欲擷取的節點數;

q:每一層向左及向右各擴充之節點數，初始值為 1

// r：所擷取出來的節點數，初始值為 0; count 初始值為 1
(1) 用函數 findPath 找出資料在索引樹中的路徑 N1、N2、N3 及樹葉節點 L;
(2) 擷取 L 節點的二元樹之資料，假設共 r 筆；
(3) while ( ( total ≦ 7 )&&( r ≦ total ) )

//cuont==1 時，每層均向左右各擴展 q 個節

點
{for (N1 及相鄰 2q 個節點所成的節點集合 M1)
for (M1 中各節點於 level2 各相對應之 2q+1 個節點所成的節點集合 M2)
for (M2 中各節點於 level3 各相對應之 2q+1 個節點所成的節點集合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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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3 中各節點於 level4 各相對應之 2q+1 個節點所成的節點集合 M4)
if(count==1)
{ M4 所含蓋的各群樹葉節點中新加入且在各群(每群 2q+1 個節點)左側
者取右半而在右側者取左半二元樹中之資料，假設共增加 s 筆;
r = r + s; count = 2; }
else //count==2
{ M4 所含蓋的各群樹葉節點中新加入且在各群(每群 2q+1 個節點)左側
者取左半而在右側者取右半二元樹中之資料，假設共增加 s 筆;
r = r+s;q=q+1;count=1; } }
(4) return(r)；

當刑案發生，目擊證人所描繪的歹徒畫像完成後，畫像臉部某器官，稱為查詢物件 O，
經上述影像處理技術處理後, 得到正規化特徵頻譜第二∼五分量，以之查對其相對關聯之
四維超空間索引，得到一群與 O 相似的器官 Tb(O)，取出所有相對應之前科犯。並計算 Tb
中各點與 O 之歐幾里德距離 D，再取 D 值最小的前 M 個前科犯，以縮小偵察範圍。七個
器官全數完成後，共可得七組前科犯，每一器官一組。
由於各器官對臉形的辨識貢獻不一，擬予以加權，依經驗(各器官之辨識能力)眼睛的
加權值為 5、臉形輪廓及側面輪廓均為 4、唇形為 3 以及眉毛為 2。而每一前科犯之相似性
加權值為
7

Ti = ∑Wi / Di
i =1

若某一前科犯的某器官 O’不在其 Tb(i)內，則 Di=Dmax，其中 Dmax 為該 Tb(i)中最大的 D
值。我們取加權距離 Ti 值最小的前 K(使用者指定之數量)名前科犯列為重點偵察對象。

六、結論與未來發展
面對一張影像時，我們首先使用基礎影像處理的方法將其對比增強，以得到較清楚的
影像，接著使用索貝爾邊緣檢測來強化影像的邊緣，之後做邊緣細線化。得到初步的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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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以哈克轉換做邊線斷裂點的連結，如此即可得到完整的邊緣曲線。其後以等角度掃
瞄法取樣 32 個點，進行傅立葉轉換得到傅立葉描述子，又將傅立葉描述子轉換成傅立葉
頻譜，最後得到邊緣曲線的正規化特徵頻譜，然後以其第二∼五分量建立資料庫及進行後
續的查詢比對。
研製邊緣檢測時發現，如果使用二次曲線的哈克轉換會造成所檢測到的邊線向外擴張
一個像素，也會將邊緣修飾得較圓滑，而造成特徵的流失。而我們只用直線及二次曲線，
事實上可以朝任意方程式曲線來進行，如此則不需將所有參數空間中符合條件之曲線全部
繪出，亦可避免邊線向外擴張的問題，當然其計算複雜度也必然提高。由於唇形的灰階(顏
色)和皮膚者相近，而臉形輪廓曲線易受到背景的干擾，部分照片並不能直接檢測影像的
唇形和臉形，必須藉助人工描繪，造成部分邊線的擷取涉入了使用者主觀的判斷。
在研製的過程中也發現，如果查詢物件與資料庫中的圖形大小差異甚大，辨識率會降
低一些。原因是影像解析度不同，擷取出來的邊緣曲線亦有些許相異之處。另外在辨識圖
形時，使用歐幾里德距離，效果不錯。如果能再將不相似圖形的距離拉大些，辨識率必然
可以再提昇。
未來在邊緣檢測的細節方面，擬繼續加強邊緣檢測的能力，使雙眼皮、唇形及臉部輪
廓皆能由電腦自動檢測，俾儘量避免人為的主觀因素及提升辨識效果與效率。目前眉毛和
唇形必須分區處理，系統處理對象都是灰階圖形，未來亦擬朝自動化及彩色系統方向改進。
在圖形辨識部份，將尋找比歐幾里德距離更合適的方法，並深入探究頻譜的特性，俾
進一步提昇系統之辨識率。至於查詢部份將繼續改善資料庫的索引，並研製一個有效的查
詢結構，譬如使用 R-tree 及其查詢演算法，以改善圖形比對的績效。未來亦將加入各器官
在臉部之相對位置，嘗試更進一步提高系統之辨識力及辨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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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pplication of Image Database on Facial
Recognition – The Database of Lawbreakers
Fang-Yie Leu*
Min-Shiung Shiu**

Shau-Tang Yu**
Chau-Li Lin*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construct a human image database of lawbreakers. After the police get
the human image drawn by the witness, they can use the human image database and retrieval system to find
out the possible upsets. At first, we should construct the image data of lawbreakers, then scan the standard
mug shot taken by the police and transfer it to the image file. After retrieving the features of face organs
including eyes, eyebrows, lips, outline of face and profile, by using edge enhancement, Sober edge detection,
Hough transform and thinning techniques, we can obtain the outlines of each organ. The outlines are then
transform into Fourier descriptors with Fourier Transform. After that a normalized feature spectrum is
generated. The second to fifth spectrums are extracted to construct organ relations. We also construct the
spatial index for every relation. The human image drawn by the witness is also proceeded by the same
techniques described above. We use the image to query the spatial index to downsize the searching space.
The importance of weight of each organ is also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Keyword: Image Database, Image Database of Lawbreakers, Face Rec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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