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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计算几何的三角划分方法引入指纹匹配，研究了一种基于ＤＴ（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网的指
纹匹配方法．通过对细节点的拓扑结构进行ＤＴ划分，把空间上位置相近的细节点按照一定规则相连，
得到三角形网格．然后基于该网格寻找若干参考点对，并根据获得的参考点对将两幅指纹图像进行姿
势调整．最后使用获得的参考点对实现基于点模式的指纹匹配．算法在第１届中国生物特征识别竞赛
指纹组的测试结果证明了有效性．
关键词指纹；指纹识别；指纹匹配；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化（德洛内三角剖分）
中图法分类号

ＴＰ３９１

利用指纹图像中纹线端点和纹线分叉点这两种点作
１

引

为判断指纹惟一性的特征点来识别指纹，这就将指

言

纹匹配的问题转化为点模式匹配的问题．
自动指纹识别系统是生物特征识别研究的一个

国内外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Ｒａｎａｄｅ

热点，包括指纹采集、指纹增强、指纹分类、特征提取

和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ｕ Ｊ提出了点模式匹配的松弛算法．松弛

和指纹匹配等内容．指纹匹配是自动指纹识别中的

匹配使用迭代的方法，存在高复杂度和低效率问题．

一个难点．现有的指纹匹配方法大致可以归结为两

Ｓｔａｒｉｎｋ和Ｂａｃｋｅｒｌ２ Ｊ使用了模拟退火算法，但是该方

类：第１类是图形匹配的方式¨￣７ Ｊ，是基于纹线结构

法计算代价比较大．Ｊａｉｎ等人Ｌ３ Ｊ针对指纹匹配中的

或者细节点拓扑结构的匹配；第２类是人工神经网

点模式匹配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算法，Ｌｕｏ和

络的方法旧，９ Ｊ，但是要经过足够数量样本的训练，所

ＴｉａｎＨ Ｊ也提出了一种细节匹配算法．这两种算法均

以不适合实时在线的自动指纹识别系统．在图匹配

使用了指纹的脊线信息，虽然使用这些信息提高了

方式中，大多采用细节点拓扑结构来实现匹配．它

匹配算法的有效性，但是增大了存储要求．单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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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点模式下的匹配很难克服噪声、旋转及变形对指

１６２３

角形按照规则连接起来，形成ＤＴ三角网．

纹识别的干扰．在点模式匹配下同时利用指纹的结

一幅指纹图像的细节点生成ＤＴ网的过程如图１

构信息的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这种问题．但

所示．图２显示了一幅指纹图像的特征点用Ｄｄａｕｎａｙ

是Ｊｉａｎｇ和Ｙａｕ¨Ｊ的基于局部和全局结构的细节点

三角化方法进行三角划分的情况．

匹配算法存在局部结构中邻点个数的选取问题，

．。彳２｛；；．’彩
一≯＋＿’‘；０。矽；

ｚｈａｎｇ等人№Ｊ的基于奇异点的结构匹配算法又受到
奇异点提取准确性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一种基于ＤＴ网格的指纹匹配方
法，这是一种局部结构匹配和全局点模式匹配相结
合的方法．首先利用三角化产生的网状结构进行结
构匹配寻找基准点，根据基准点对指纹图像进行姿
势纠正；然后在姿势纠正之后的指纹中利用点模式
匹配计算匹配得分．该方法中不但利用了细节点本
身的角度和位置信息，相邻细节点间连线的距离及

（ｃ）

（ｄ）

连线对应的矢量线段的角度等其他有关指纹结构的
信息也得到有效利用．实验结果证明了该算法的有
效性．

ｆｉｒｓｔ

造及ＤＴ网格在指纹匹配应用中的优势分析；第３
节是算法描述；第４节是本文方法的测试结果；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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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２节介绍ＤＴ网格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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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细节点ＤＴ网的形成过程．（ａ）第１条边的确定；
（ｂ）生成第１个三角形；（ｃ）顺时针加入第２个三角形；
（ｄ）三角形组合在一起

是对本文方法的总结．

２

２．１

画Ｊ蒸

ＤＴ网格简介
ＤＴ网构造
本文采用基于均匀网格的三角网生长法ｕｏ Ｊ对

离散点集进行三角划分，算法复杂度近似为ｏ（咒），

（ｂ）

其中Ｎ为点个数．算法由以下几个主要步骤组成：
（１）数据的预处理．根据细节点的坐标值确定
一个最大最小盒，对盒四周进行补偿，使该盒能容纳
所有细节点．等分该盒所在矩形区域，得到均匀的
矩形网格．对网格按顺序编号，使细节点根据坐标
与网格号码对应，恰好位于网格线上的点按某种规
则对应到附近网格中即可．对应到同一个编号的点
按加入先后顺序构成一条链表．
（２）找到第１条边．首先确定第１点，该点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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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一幅指纹图像的ＤＴ网．（ａ）无指纹背景的细节
点；（ｂ）由图（ａ）中细节点形成的ＤＴ网；（ｃ）带有原始图
像的细化图的ＤＴ网
２．２

ＤＴ网在指纹匹配中的应用分析
ＤＴ网格具有如下两个重要的性质，使得它成

为分析研究区域离散数据的有力工具：

格中心或中心附近得到．然后在该点周围的网格中

（１）空外接圆性质．空外接圆性质是指由点集

寻找和该点距离最近的点，将这两点连接起来，生成

Ｖ形成的ＤＴ网格中，每个三角形的外接圆内均不

第１条边．

包含点集Ｖ中其他任意点．

（３）生成第１个三角形．在当前边的右手侧一

（２）最大的最小角度性质．最大的最小角度性

个局部区域内搜索第３个点，形成第１个三角形，要

质是指点集Ｖ所形成的ＤＴ网格中的三角形的最

求该三角形区域内不能有其他的点．

小角度最大．比起其他已知的拓扑结构，ＤＴ网格最

（４）ＤＴ三角网格生成．继续从刚找到的新边
的右侧找其他的点，形成更多的三角形．将这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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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能地避免了出现狭长、尖锐的三角形连接，并具
有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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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纹特征点模式的匹配中，性质（１）可以使得
少数真正特征点的缺失、个别伪特征点的出现和特
征点的定位偏差等因素对划分结果的影响尽量局限
在一个小的局部范围内．如图３所示，图３（ａ）中的
点１在图３（ｂ）中没有对应点，这表明１号点要么对
于图３（ｂ）来说是一种真点缺失的情况，要么对于图
３（ａ）来说是一个伪点，但这都不影响在相应位置左
下方找到两对相似三角形．而对于图３（ａ）和图３（ｂ）

Ｔｗｏ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ｒｉａｎ９１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ｆｉｎｅｒｐｒｉｎ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ｇ．４

中对应的２号点和３号点，虽然细节点定位有偏差，

ｔｈｅ

而这也影响到它们与周围若干邻点之间的结构，但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ａｎｇｌｅｓ

并不影响在点周围找到若干匹配的三角形对．性质

ａｎｄ（ｂ）ａｒｅ

（２）能避免产生不稳定和瘦小的三角形，在指纹特征

ａｎｄ ｔｈｅ

点模式中ＤＴ网格具有极好的结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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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同源指纹图像中的相似三角形（比较２个三角

形时用到了细节点方向、边长和三角形的内角）．（ａ）和
（ｂ）模板图像和待识别图像的三角网中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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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算法主要由如下３个步骤组成：

（１）在两幅图像ｎｍ，ｈ的ＤＴ网里找相似
边．从两个三角网中各选一条任意三角边Ｌ】，Ｌ２，边
长分别为ｚｌ，ｚ２．边Ｌｌ的两个端点Ｒ１１，Ｒ１２其特征
点方向为Ｄ１１，Ｄ１２，边Ｌ２的两个端点Ｒ２１，Ｒ２２其特
征点方向为Ｄ２１，Ｄ２２，判断这两条边是否满足下面
条件：
①ｊ

Ｚ１一Ｚ２

（Ｄ

Ｊ＜丁ｌ；

Ｄ１ｌ—Ｄ１２ Ｉ—Ｉ Ｄ２ｌ—Ｄ２２

１＜Ｔ２．

ｍｉｎｕｔｉａｅ）．

其中，Ｔ１，Ｔ２是根据经验选取的阈值．若以上两个

两幅同源指纹图像的ＤＴ网．（ａ）模板指纹的ＤＴ

条件都满足，则表示Ｌ，，Ｌ２为一对相似边，转步骤

网；（ｂ）待识别指纹的ＤＴ网（用粗线标出的三角形是相

（２）；不满足则从图Ｉｎ中找下～条边和Ｌ．进行匹

似三角形对，点对ｌ，２和３分别是对应的点）

配，直至图Ｉｎ的所有三角边和Ｌ，全部比对过．对
于Ｔｅｍ中的每一条边均和Ｉｎ中每一条边进行比

３

算法描述

对．假如两幅图分别有Ｍ，Ｎ条边，则一共比对Ｍ×
Ｎ次．如果所有的边都比较完毕，且没有找到一对

在指纹匹配前，要对指纹图像进行相应的预处
理并提取细节点信息．本文算法有如下几步：①细

相似边，则算法结束．
（２）在ＤＴ网格中，边的结构包括４个标志位

节点的ＤＴ网生成；②基于ＤＴ网的局部匹配与参

ｓ，￡和ｚ，ｒ，其中ｓ，￡对应边的两个端点，ｚ，ｒ对应

考点对的求取；③姿势纠正与指纹匹配．

边的左右是否有三角形．令ｓ对应ｚ坐标较小的端

３．１

细节点的ＤＴ网生成
采用第２．１节的方法对两幅指纹图像的特征点

点，￡对应ｚ坐标较大的端点．根据一条边的方向及
左右标志，可以找到这条边的左（右）邻三角形．设

构造ＤＴ网．

有左邻点Ｐ１，Ｐ２，则有两个左（右）邻三角形Ｔｒｉｌ，

３．２基于ＤＴ网的局部匹配与参考点对的求取

Ｔ以，，转步骤（３）．

基于ＤＴ网的局部匹配算法是从模板指纹和待

（３）比较三角形，除了Ｌ】，Ｌ：另外两对对应边

识别指纹中找相似三角形结构，将得到的相似三角

为ＰｌＲｌｌ，Ｐ２Ｒ２１和ＰｌＲｌ２，Ｐ２尺２２，设ｚｌｌ，ｚ２ｌ和ｚ１２，

形的顶点作为参考点．在寻找相似结构时，特征点

ｚ２２为对应的边长，口ｌ，口ｌｌ，口１２和口２，臼２ｌ，口２２分别为

方向、边的长度、三角形的内角等都得到了有效的利

Ｔｒｉ，，Ｔｒｉ２的对应的３个夹角角度，判断是否满足

用，如图４所示：

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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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Ｉ

ｚｌｌ—ｚ２ｌ

ｌ＜Ｔ３，ｌ ｚ１２一ｚ２２ｌ＜Ｔ３；

②ｌ目１ｌ一日２１ Ｉ＜Ｔ４，Ｉ口１２一％ｌ＜Ｔ４，Ｉ口１一口２Ｉ＜一，
其中，丁３，丁４是根据经验选取的阈值．若以上两个
条件都满足，则认为这两个三角形相似，记住该相似

１６２５

旋转、平移量根据式（１）对待识图像进行姿势纠正．

ｒ］『ｃｏｓ仰ｓｉｎ伽ｏ］阳严ｚ］
ｌ＝ｆ

ｙ７

ｌ口，Ｊ

Ｌ－

ｓｉｎ△护一ｃｏｓ△口ｏ
ｏ

ｏ

Ｉ＋ｌ△ｙ Ｉ，（１）

ｙ

１Ｊ ｌ口ｊ

ｌ△口ｊ

三角形．若有右（左）邻三角形则对右（左）邻三角形

其中，［ｘ，ｙ，ｐ］Ｔ表示待识别图像中任一特征点的

判断．若不满足以上条件，并且没找到右（左）邻三

坐标和所在纹线方向，而［ｘ７，ｙ７，口１０则表示待识

角形则回到步骤（２）处理下一对相似边．当所有相

别图像姿势纠正以后相应的值．只有在对待识图像

似边处理完毕，算法结束．

相对于模板图像进行姿势纠正以后，才能匹配两幅

重复以上３个步骤，找到若干相似三角形并记
录其对应顶点，这些对应顶点即参考点对．
３．３姿势纠正与指纹匹配

图像中的特征点．图５显示了两幅指纹图像在经过
姿势调整后的叠加结果．
（３）以模板图像的任一特征点为中心，在待识别

在全局匹配之前，利用局部匹配阶段得到的参

图像的预定的一个较小半径的范围内寻找与之相对

考点对计算旋转和平移参数，根据模板指纹图像将

应的特征点．如果找到一个特征点，且两个特征点所

待识别指纹图像进行姿势纠正，实质是对细节点的

在纹线方向角相差不大，就认为这是一对匹配的特征

位置和方向的调整．调整之后，将待识别图像和模

点．继续考察模板图像中的下一个特征点，统计匹配

板图像进行全局匹配并计算匹配得分．

的特征点对数．对于模板指纹中每一个特征点都和待

姿势纠正及指纹匹配算法有以下３个步骤：

识别指纹中所有未得到匹配的特征点匹配一遍之后，

（１）对于一对相似三角形，其３个顶点均为参

我们得到一个待识别指纹中所有得到匹配的点对数

考点，根据它们分别计算待识别图像相对于模板图

Ｎ，令Ｍ１＝模板细节点总数，Ｍ２＝待识别指纹细节

像的平移（横向和纵向）和旋转参数，可得到３组参

点总数，得匹配分数黝化＝Ｎ／田以（Ｍ１×Ｍ２）．

数，取其平均值作为横向平移△ｚ、纵向平移△ｙ以
及旋转角度△口．

骤，得到所有匹配分数中的最大值作为模板指纹和

（２）以３个顶点之一为中心，按照上一步得到的

Ｆｉｇ．５

０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ｔｈｉｎｎｉｎｇ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ｉｍａｇｅ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ｉｓ

对每一对相似三角形结构执行完以上３个步

待识别指纹的最终匹配分数．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ａ）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ｉｍａｇｅ；（ｂ）Ｉｎｐｕｔ 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ｃ）Ｉｎｐｕｔ

ｍａｐ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ｉｍａｇｅ，（ｃ）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ｓ．

图５两幅细化指纹图像在姿势调整后的叠加结果．（ａ）为模板图像；（ｂ）为待识别图像；（ｃ）为两幅图像的叠加

库．每个库中均１０００幅指纹图像，分为１００组，每
４

实验结果

组１０幅图像，同一组中的１０幅指纹图像来自同一
个手指．共有７个单位和个人参加了指纹组的竞

本文算法参加了第１届中国生物特征识别竞

赛，图６画出了所有７个参赛算法在其中４个子库

赛，获得了指纹组的第２名，算法编号是Ｆ１０１５．

上的ＲＯＣ曲线．本次竞赛的测试环境为ＣＰＵ：

ＢＶＣ２００４指纹库中包含５个子库，其中前３个库的

ＰｅｎｔｉｕｍⅣ３．０ＧＨｚ；内存：２５６ＭＢ；操作系统：

指纹图像使用不同的传感器采集，第４个库的指纹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本文实验结果来自第１届中国生物

图像使用指纹生成器合成，第５个库是卡片式指纹

特征识别竞赛组委会的网站④．

①ｗｗｗ．ｓｉｎｏ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ｅｓ．ｃｏｒＴ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ｉｎｏ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０４．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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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竞赛采用了ＥＥＲ，ＦＭＲｌ００，ＦＭＲｌ０００，

法，在原理上是一种局部结构匹配和全局点模式匹

乙ｒ０聊帜和乙ｒ０ＦＮＭＲ等５个指标作为衡量指纹

配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利用指纹的细节点生成ＤＴ

匹配算法性能的依据．其中，ＥＲＲ代表等错误率，

网格，通过三角形的边比对方式确定相似边和相似

即拒识率和误识率相等时的平均错误率；Ｆ懈代表

三角形，然后使用相似三角形的顶点作为参考点，对

误识率；孙『＾冱Ｒ代表拒识率；Ｆ＾很１００表示当Ｆ２恹＝

待识图像姿势纠正，最后利用点模式匹配方法实现

１／１００时的Ｆ卜ｆ＾冱Ｒ；ＦＭＲｌ０００表示当勋厦Ｒ＝１／１０００

指纹匹配．第１届指纹识别算法竞赛的结果说明了

时蚋ＦＮＭＲ－ＺｅｒｏＦＮＭＲ表示当ＦＮＭＲ＝ｏ时的

该算法的有效性．

ＦＭＲ；乙ｒ０ＦＭＲ表示当ＦＭＲ＝０时的Ｆ卜ｆＭＲ．表

由于ＤＴ网格较强的结构稳定性，少数真正特
征点的缺失、个别伪特征点的出现和细节点定位偏

１列出了７套算法的测试结果．

差等因素对ＤＴ划分结果的影响被限制在一个局部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ｕｌｂ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表１参赛的７个算法的测试结果

范围内，可以较为可靠地寻找到指纹匹配的参考点，
从而使本文方法对低质量指纹表现出较好的鲁棒
性．同时，由于本文方法往往可以获得较多的参考点
对，这就确保了指纹旋转、平移参数计算结果的准确
性，有效地提高了最终的识别效果．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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