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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

判断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使用Dlib人脸特征

点检测算法，检测出人脸头像图片中人脸的68个

特征点；(2)依据人脸的68个特征点，旋转图像使

得人脸处于图像的水平位置，然后截取出包含头

发的人脸整体照片区域；(3)针对变换后的完整

人脸区域，截取出头发区域的图像，然后计算出

该区域图像每个像素点的梯度方向；(4)遍历整

个头发区域的每个像素点的梯度方向，根据梯度

方向的变化情况，判断头发的分向。本发明可以

处理任何角度拍摄的照片，判断正确率高，而且，

计算梯度方向、遍历处理梯度信息则只需要在头

发区域进行，能够有效减少算法的整体计算量，

提升处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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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判断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使用Dlib人脸特征点检测算法，检测出人脸头像图片中人脸的68个特征点，将68个

特征点依次标记为B1-B68；

(2)依据人脸的68个特征点，旋转图像使得人脸处于图像的水平位置，然后截取出包含

头发的人脸整体照片区域；

(3)针对变换后的完整人脸区域，截取出头发区域的图像，然后计算出该区域图像每个

像素点的梯度方向，所述步骤(3)包含以下步骤：

(3.1)确定人脸图像中头发区域；

(3.2)计算头发区域中每个像素点的梯度角θ；

(3.3)得到头发区域像素点的梯度角矩阵；

(4)遍历整个头发区域的每个像素点的梯度方向，根据梯度方向的变化情况，判断头发

的分向，所述步骤(4)包含以下步骤：

(4.1)归一化所述梯度角矩阵；

(4.2)将所述头发区域图像划分为2N块小区域，其中N为正整数，计算每一块区域的梯

度角平均值，并对该平均值归一化处理；

(4.3)计算左侧N块区域和右侧N块区域的梯度角平均值；

(4.4)根据左右侧N块区域的梯度角平均值，判断头发分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判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包含以下步骤：

(2.1)计算人脸轮廓B1和B17点组成的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α；

(2.2)将图像顺时针旋转α，得到水平人脸的图像，同时修正68个人脸特征点坐标；

(2.3)确定人脸中心点C的坐标 其中(XB1 ,YB1)

为B1点坐标，(XB17,YB17)为B17点坐标；

(2.4)基于C点坐以及B1和B17点坐标，计算矩形人脸区域的左上角和右下角的X坐标；

(2.5)基于C点坐以及B1和B17点坐标，计算矩形人脸区域的左上角和右下角的Y坐标；

(2.6)基于所述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坐标，确定并截取人脸和头发区域图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判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夹角

其中(XB1,YB1)为B1点坐标，(XB17,YB17)为B17点坐标。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判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人

脸区域的左上角和右下角的X坐标的计算公式如下：左上角点的X坐标XL可通过下面公式计

算，XL＝XC-1.3×(XC-XB1)，如果XL小于0，则XL＝0；右下角的X坐标坐标XR可通过下面公式计

算，XR＝XC+1.3×(XB17-XC)；如果上面计算出的XR大于图像的宽度Width，则XR＝Width；其中C

点的坐标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判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人

脸区域的左上角和右下角的Y坐标的计算公式如下：左上角点的Y坐标YL可通过下面公式计

算，YL＝YC-1.5×(YB9-YC)，其中，B9为人脸轮廓中标示下巴下界的边缘，如果YL小于0，则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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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右下角的Y坐标YR可通过下面公式计算，YR＝YC+1.5×(YB9-YC)，如果上面计算出的YR大于

图像的高度Height，则YR＝Height；其中，C点的坐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判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头

发区域中每个像素点的梯度角θ的计算方法如下：记点Pi(i,j)的像素值为I(i,j)，首先计

算像素点Pi在X方向的梯度Dx(I，J)和Y方向的梯度Dy(I，J)，其计算公式分别为：Dx(I，J)＝I

(I+1，J)-I(I-1，J)，Dy(I，J)＝I(I，J+1)-I(I，J-1)，像素点的梯度角θ＝atan2(Dy(I，J)，Dx

(I，J))。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判断方法，其特征在于：梯度角矩阵

归一化公式为：当 时认为往右偏，θ置为1；当 时认为往左偏，θ置

为-1；当 时认为没有偏向，θ置为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判断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头发

区域图像划分为12块小区域，划分方法为：以特征点B1和B17的中心点C为圆心，从B1点出发

每隔15度可以划出一块扇形区域，遍历到B17点恰好可以得到12个扇形区域，分别记为S1到

S12；计算每一块区域的梯度角平均值并归一化的过程为：将区域Si内每个像素点的梯度角

相加然后除以像素点个数，可以得到Si的区域平均梯度值Ti；当0.3＜Ti≤1时，认为该区域

向右偏，Ti置1；当-1≤θ≤-0.3时认为该区域往左偏，Ti置为-1；当-0.3＜θ≤0.3时认为该

区域没有偏向，Ti置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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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判断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应用于人脸识别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

向判断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人脸头像处理是图像处理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近年来基于人脸头像处理的各种

手机APP软件提供的各种人脸美颜美化功能，非常受用户特别是女性用户的欢迎。

[0003] 基于人脸头像的头发处理，可以为人脸美颜美化提供极为丰富的功能。比如，人脸

美颜中与头发相关的染发、换发型等功能，以及人脸卡通画中的发型选择与头发线条生成，

人脸头像的头发处理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脸美化处理的整体效果，为用户提供丰富全面的

人脸美化体验。

[0004] 头发分向判断是人脸头像中头发处理的基础，它可以指导后续的换发型、染发、发

型选择等于头发相关的处理。现有的头发分向判断方法，主要通过二值化脸部和头发区域

图像，然后提取眉毛之上图像区域的边缘线条，通过头发边缘线条的分叉变化，来判断头发

分向。此类方法受光照环境的影响较大，且对很多复杂的边缘线条分叉情况无法判断，正确

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判断

方法，能够处理任何角度拍摄的图像，而且准确率高，处理速度快。

[0006]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判断方法，具体

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使用Dlib人脸特征点检测算法，检测出人脸头像图片中人脸的68个特征点(分

别标记为B1-B68)；

[0008] (2)依据人脸的68个特征点，旋转图像使得人脸处于图像的水平位置，然后截取出

包含头发的人脸整体照片区域；

[0009] (3)针对变换后的完整人脸区域，截取出头发区域的图像，然后计算出该区域图像

每个像素点的梯度方向；

[0010] (4)遍历整个头发区域的每个像素点的梯度方向，根据梯度方向的变化情况，判断

头发的分向。

[0011] 具体地说，步骤(2)包括以下步骤：

[0012] (2.1)计算人脸轮廓B1和B17点组成的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α；

[0013] (2.2)将图像顺时针旋转α，得到水平人脸的图像，同时修正68个人脸特征点坐标；

[0014] (2.3)确定人脸中心点C的坐标(Xc，Yc)；

[0015] (2.4)基于C点坐以及B1和B17点坐标，计算矩形人脸区域的左上角和右下角的X坐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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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2.5)基于C点坐以及B1和B17点坐标，计算矩形人脸区域的左上角和右下角的Y坐

标；

[0017] (2.6)基于所述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坐标，确定并截取人脸和头发区域图像。

[0018] 具体地说，步骤(3)包含以下步骤：

[0019] (3.1)确定人脸图像中头发区域；

[0020] (3.2)计算头发区域中每个像素点的梯度角θ；

[0021] (3.3)得到头发区域像素点的梯度角矩阵。

[0022] 具体地说，步骤(4)包含以下步骤：

[0023] (4.1)归一化所述梯度角矩阵；

[0024] (4.2)将所述头发区域图像划分为2N块小区域(N为正整数)，计算每一块区域的梯

度角平均值，并对该平均值归一化处理；

[0025] (4.3)计算左侧N块区域和右侧N块区域的梯度角平均值；

[0026] (4.4)根据左右侧N块区域的梯度角平均值，判断头发分向。

[0027] 具体地说，所述夹角 其中(XB1,YB1)为B1点坐标，(XB17,YB17)

为B17点坐标。

[0028] 具体地说，所述矩形人脸区域的左上角和右下角的X坐标的计算公式如下：左上角

点的X坐标XL可通过下面公式计算，XL＝XC-1.3×(XC-XB1)，如果XL小于0，则XL＝0；右下角的X

坐标坐标XR可通过下面公式计算，XR＝XC+1.3×(XB17-XC)；如果上面计算出的XR大于图像的

宽度Width，则XR＝Width；其中，C点的坐标

[0029] 具体地说，所述矩形人脸区域的左上角和右下角的Y坐标的计算公式如下：左上角

点的Y坐标YL可通过下面公式计算，YL＝YC-1.5×(YB9-YC)，其中，B9为人脸轮廓中标示下巴

下界的边缘，如果YL小于0，则YL＝0；右下角的Y坐标YR可通过下面公式计算，YR＝YC+1 .5×

(YB9-YC)，如果上面计算出的YR大于图像的高度Height，则YR＝Height；其中，C点的坐标

[0030] 具体地说，所述计算头发区域中每个像素点的梯度角的计算方法如下：记点Pi(i,

j)的像素值为I(i,j)，首先计算像素点Pi在X方向的梯度Dx(I，J)和Y方向的梯度Dy(I，J)，其

计算公式分别为：Dx(I，J)＝I(I+1，J)-I(I-1，J)，Dy(I，J)＝I(I，J+1)-I(I，J-1)，像素点Pi

的梯度角θ＝atan2(Dy(I，J)，Dx(I，J))。

[0031] 具体地说，梯度角矩阵归一化公式为：当 时认为往右偏，θ置为1；当

时认为往左偏，θ置为-1；当 时认为没有偏向，θ置为0。

[0032] 具体地说，将所述头发区域图像划分为12块小区域，划分方法为：以特征点B1和

B17的中心点C为圆心，从B1点出发每隔15度可以划出一块扇形区域，遍历到B17点恰好可以

得到12个扇形区域，分别记为S1到S12；计算每一块区域的梯度角平均值并归一化的过程

为：将区域Si内每个像素点的梯度角相加然后除以像素点个数，可以得到Si的区域平均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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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值Ti；当0.3<Ti≤1时，认为该区域向右偏，Ti置1；当-1≤θ≤-0.3时认为该区域往左偏，

Ti置为-1；当-0.3<θ≤0.3时认为该区域没有偏向，Ti置为0。

[0033] 由以上技术方案可知，本发明所提供的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判断方法，使用

Dlib人脸特征点检测算法，检测出人脸头像图片中人脸的68个特征点，并根据其中的特征

点对图像进行旋转，使人脸头像处于水平位置，可以处理任何角度拍摄的图像；在处理过程

中，将包含头发的人脸图像区域从整体图像中截取，在判断头发分向过程中，计算梯度方

向、遍历处理梯度信息只需要在头发区域进行，能够有效减少算法的整体计算量，提升处理

速度；由于头发区域梯度方向能够很好地反映头发的走向，所以梯度方向的变化，可以很自

然地推测出头发方向的变化，本发明基于此原理，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头发分向，具有较高的

准确率。

附图说明

[0034] (1)图1是本发明的步骤流程图。

[0035] (2)图2是本发明中步骤(2)的具体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7] 请参阅图1-图2，本实施例中所提供的基于梯度方向的头发分向判断方法，具体包

括以下步骤：

[0038] (1)使用Dlib人脸特征点检测算法，检测出人脸头像图片中人脸的68个特征点；人

脸特征点的检测，可以采用开源库Dlib的人脸特征点检测算法完成，Dlib库函数可以检测

出人脸的68个特征点，它的检测速度快、特征点位置精确，是目前很流行的人脸特征点检测

方法，Dlib检测出的人脸特征点中，脸部轮廓边缘使用了17个点，两只眉毛使用了10个点，

双眼使用了12个点，鼻子使用9个点，嘴巴使用了20个点，通过这68个点，可以很方便地确定

脸部各器官的具体位置；

[0039] (2)将Dlib检测出的68个特征点标注为B1-B68，其中脸部轮廓边缘的17个点为B1-

B17，B1与B17组成的直线，计算斜率 可以得到该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α，

其中(XB1,YB1)为B1点坐标，(XB17,YB17)为B17点坐标；

[0040] (3)将整张图片以B1为圆心，顺时针旋转α角度，得到一张修正后的人脸图像，使得

人脸为水平位置，同时，将68个特征点也顺时针旋转α角度，修正得到处于水平人脸中的特

征点；

[0041] (4)修正后的68个特征点中，第1个点B1和第17个点B17的中心位置标注为C点，为整个

头发和人脸图像的中心点，可以计算出中心点C的坐标

[0042] (5)基于C点坐标以及脸部边缘起始点B1和终止点B17的坐标，计算出截取的人脸

和头发区域矩形框左上角点和右下角点的X坐标；其中，左上角点的X坐标XL可通过下面公

式计算，XL＝XC-1.3×(XC-XB1)，如果XL小于0，则XL＝0；右下角的X坐标坐标XR可通过下面公

式计算，XR＝XC+1.3×(XB17-XC)；如果上面计算出的XR大于图像的宽度Width，则XR＝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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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6)基于C点坐标以及脸部边缘起始点B1和终止点B17的坐标，计算出截取的人脸

和头发区域矩形框左上角点和右下角点的Y坐标，左上角点的Y坐标YL可通过下面公式计

算，YL＝YC-1.5×(YB9-YC)，其中，B9为人脸轮廓中标示下巴下界的边缘，如果YL小于0，则YL

＝0；右下角的Y坐标YR可通过下面公式计算，YR＝YC+1.5×(YB9-YC)，如果上面计算出的YR大

于图像的高度Height，则YR＝Height；

[0044] (7)左上角坐标(XL，YL)和右下角坐标(XR，YR)，它所标示的矩形区域，即为人脸和

头发区域图像，对该图像区域进行缩放，使得缩放后的图像宽度为480像素；

[0045] (8)特征点Bi的原坐标为(XBi，YBi)，经步骤2得到的新图像中Bi的坐标为(X 'Bi，

YBi')可以通过下面公式计算得出，其中X坐标计算公式为： Y坐标的

计算公式为：

[0046] (9)以耳朵之上的区域为头发区域，截取Y坐标小于y＝max(YB1，YB17)的区域作为头

发区域；

[0047] (10)计算头发区域中每个像素点(i,j)的梯度角，记点(i,j)的像素值为I(i,j)，

首先计算像素点在X方向的梯度Dx(I，J)和Y方向的梯度Dy(I，J)，其计算公式分别为：Dx(I，

J)＝I(I+1，J)-I(I-1，J)，Dy(I，J)＝I(I，J+1)-I(I，J-1)，像素点的梯度角θ＝atan2(Dy(I，

J)，Dx(I，J))；

[0048] (11)得到新图像的梯度角矩阵，Y坐标大于y＝max(YB1，YB17)的其他区域中，像素点

的梯度角θ置为0；

[0049] (12)归一化图像的梯度角矩阵，通过下面的公式，对像素的梯度角进行归一化：当

时认为往右偏，θ置为1；当 时认为往左偏，θ置为-1；当

时认为没有偏向，θ置为0；

[0050]

[0051] (13)以特征点B1和B17的中心点C为圆心，从B1点出发每隔15度可以划出一块扇形

区域，遍历到B17点恰好可以得到12个扇形区域，分别记为S1到S12，针对归一化后的梯度角

矩阵，对每个扇形区域Si，将其区域内每个像素点的梯度角相加然后除以像素点个数，可以

得到Si的区域平均梯度值Ti；

[0052] (14)归一化扇形区域平均梯度值Ti，通过下面公式，对上面计算出的12个区域平

均梯度Ti进行归一化：当0.3<Ti≤1时，认为该区域向右偏，Ti置1；当-1≤θ≤-0.3时认为该

区域往左偏，Ti置为-1；当-0.3<θ≤0.3时认为该区域没有偏向，Ti置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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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15)头发图像左半部分区域的6个扇形区域平均梯度值求和，可得梯度值TL；右半

部分区域的6个扇形区域平均梯度值求和，可得梯度值TR；针对TL和TR，当它小于0时，表明头

发向左偏，置为-1；大于0时，表明头发向右偏，置为1；

[0055] (16)基于TL和TR的不同值，判断头发分向；头发分向总共有4种状态：中分、左分、右

分、无分向；当TL为-1且TR为1时，判断为中分；当TL+TR<0时，判断为左分；当TL+TR>0时，判断

为右分；在上述中分的情况之外，TL+TR＝0时，头发无分向。

[0056] 本发明使用Dlib人脸特征点检测算法，检测出人脸头像图片中人脸的68个特征

点，可以处理任何角度拍摄的图像；在处理过程中，将包含头发的人脸图像区域从整体图像

中截取，在判断头发分向过程中，计算梯度方向、遍历处理梯度信息只需要在头发区域进

行，能够有效减少算法的整体计算量，提升处理速度；由于头发区域梯度方向能够很好地反

映头发的走向，所以梯度方向的变化，可以很自然地推测出头发方向的变化，本发明基于此

原理，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头发分向，具有较高的准确率；本发明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0057]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

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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