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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iharmonic样条插值的

图像渐变算法及实现

王亚涛 董兰芳 倪 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合肥230027)

摘要图像变形是计算机动画的重要技术之一。本文提出一种图像变形方法，利用Biharmonic样条曲面插值实

现空问映射，采用后向映射和双线性插值进行图像重采样。在图像变形基础上结合图像融合技术实现了图像渐

变。该方法使用灵活，操作者可以简单地改变特征点的数量和位置以控制变形细节而无需其他操作。实验结果表

明，该方法产生的过渡图像平滑、自然，每幅变形图像边界稳定且有良好的可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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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Morphing Algorithm Based on Biharmonic Spline Interpolatio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WANG Ya—tao，DONG Lan-fang，NI Kui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Hefei 230027)

Abstract Image warping is an important technique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animation．This paper presented a method tO

implement it．In this method，surface interpolation based on Biharmonic spline was used for image spatial mapping．By

using inverse mapping and bi—linear interpolation to implement image resampling and combining image’S cross—dissolve，we

completed image morphing．Due to the flexibility of this method，animators can easily adjust the numbers or positions of

feature points to control the detail of warping without other operations．Experiments show that this approach can produce

fluid and natural transition image．Besides，every warped image has both stable image boundary and good visibility．

Keywords Biharmonic spline，image warping，inverse mapping，bi·linear interpolation，image morphing

引 言

图像变形技术(image warping)是近年来图像处

理领域中的一个新的分支，是对给定的一幅图像进

行几何位置上的变换，能产生一些有趣的视觉效

果，在影视娱乐、广告设计中常用来产生特技。在人

脸动画中，可以利用图像变形技术对人脸进行变形

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说话者口型以及丰富的表情。建

立在图像变形基础之上的图像渐变(image

morphing)指的是给定两幅图像(源图像和目标图

像)，产生一系列的中间图像以实现源图像到目标

图像的平滑过渡，图像渐变不仅要求过渡的平滑性，

还要求中间过渡图像本身的可视性，这就要求图像

变形技术与图像融合技术的结合。

在图像变形中，空间映射是核心，据此可将图像

变形技术大致分为3类：(1)基于块的变形¨。1，典

型的算法有2次网状变形算法和基于三角剖分的变

形算法。他们的共同思想是将整幅图像分成若干

块，从而将整幅图像的变形用每一小块的变形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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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来实现。这类算法的显著优点是变形速度块，但

是将图像分成小块这一预处理工作比较繁琐，而分

块的合理有效性直接影响了最终的变形效果。

(2)基于线的变形‘4。。这种算法的思想是在

图像上构造一系列的特征线，图像上每个像素的

偏移量由该像素与这些特征线的距离的综合来决

定。这种方法仍然存在变形速度较慢的问题，且

不太直观。

(3)基于点的变形，典型的算法是基于径向基

函数的变形算法。5。o。这种算法的主要思想是将

图像看成是众多散乱的点构成，通过指定一些特

殊点的空间映射关系和某种合适的径向基函数来

完成图像上所有点的空间映射。这种算法比较直

观，但是由于径向基函数一般为高斯函数等较为

复杂的函数，故变形速度很慢，此外，这种算法难以

保证变形图像的稳定边界。以上方法所共有的缺点

就是依赖于特征点的数量以及分布，一旦特征点有

所改动，算法就会有较大的调整，不利于对变形效果

进行微调。

本文提出的基于Biharmonic样条¨。曲面插值的

图像变形算法属于上述第3类，但该算法与基于径

向基函数的显著差异在于，后者要求得到径向基函

数的显式表达式而本文算法无需构造显式的变形函

数，直接采用Biharmonic样条曲面插值技术实现图

像空间坐标的映射。Biharmonic样条构造的曲面整

体平滑且局部性能较好，较适用于图像变形。基于

Biharmonic样条的图像变形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变

形控制的灵活性，操作者可以方便地增加特征点的

数量或者调整特征点的位置，而达到局部精确的变

形效果。此外，对特征点的调整不会影响到算法的

其他步骤。

2 Biharmonic样条曲面插值及实现

常见的曲面插值技术主要有双3次样条插值和

B样条插值等，这些插值技术或是要求控制点均匀

分布在网格上或是计算量太大，使用较为不便。本

文引入了基于Biharmonic样条的曲面插值技术，该

插值方法整体平滑且局部性能较好，更重要的是该

方法对控制点的分布和数量没有要求。用于图像变

形时，操作者可以方便地通过调整特征点来调整变

形图像的细腻程度。

2．1 Biharmonic样条插值原理㈤

Biharmonic样条可以对散乱分布的1维(2维)

数据进行曲线(曲面)插值。插值产生的曲线(血

面)是以各数据点为中心的Green函数的线性组合。

该方法既可利用各点的数值又可利用斜率产生插值

曲面，由于插值曲线(曲面)满足Biharmonic方程，

因此插值产生的曲线(曲面)具有最小曲率。

Biharmonic方程在不同维空间中的解就是不同维的

Green函数。

对于m维空间中散乱分布的Ⅳ个控制点P。，

i=1～N，Biharmonic样条m维插值问题转化为方程

组(1)的求解

V4加(P)2；叩(P一只) f1)

W(P，)=W。

其中，V。为Biharmonic算子，6(P)为单位冲击函

数。P是m维空间中的一个位置，W(P)表示位置P

处的值。满足(1)的通解为

似(P)=∑。』妒。(P一只) (2)

其中，系数a，满足线性方程组(3)：

W。=∑a／p。(P。一只) (3)

妒。(P)为m维Green函数，m维Green函数表达式

如表1所示。

表1 m维Green函数

Tab．1 m．direction Green functions

维数 Green函数妒。(P)

2．2基于Biharmonic样条的曲面插值算法实现

基于Biharmonic样条曲面插值技术可对散乱分

布在2维平面中的数据点(对数据点的分布和数量

均无要求)进行插值，这些数据点称为控制点，而这

些控制点所在网格上的其他点称为非控制点，或称

为待插值点。曲面插值就是在已知一些控制点处的

值的条件下，插值产生其他大量非控制点处的值，用

插值的方法对曲面进行模拟。基于Biharmonic样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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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插值算法描述如下：

算法输入：x、l，和Z 3个列向量，XI和H两个

矩阵。

其中，向量x和y分别存储各个散乱控制点的

戈和y坐标值，z向量存储控制点位置的值。这3个

向量长度相同。XI、YI矩阵为两个常数矩阵，分别

表示待插值的平面网格上各点的茗和Y坐标值，共

同表示一个2维坐标。这两个矩阵大小相同。

算法输出：zJ矩阵，表示插值后得到的平面网

格处的值。

算法步骤：

(1)求控制点之间的距离复矩阵D

①用x、y向量初始化D

将x向量作为D矩阵每一列的实部；将y向量

作为D矩阵每一列的虚部。

②利用式(4)重新计算

D={D—D11 (4)

其中，D1表示D的转置矩阵。

③将D矩阵对角线元素赋值为1

(2)求插值权重向量WEIGHTS

①利用式(5)计算临时矩阵

G=D2×(109(D)一1) (5)

②将G对角线元素置0

③利用式(6)计算权重向量

WEIGHTS=G～×Z’ (6)

其中，G。表示G的逆矩阵。

(3)求网格点处的值z，矩阵

for任意网格点(i，J)do

①用戈t，的值构造列向量XX；

用yi。的值构造列向量yy。

②利用式(7)计算临时向量DE，并将其中零

元素赋值为1，记下零元素位置location。

DE=~／(XX—X)2+(yy—y)2 (7)

③利用式(8)计算临时向量GREEN，并将

location位置元素赋值为1。

GREEN=DE2×(109(DE)一1) (8)

④利用式(9)计算任意网格点处的值

zi。=GREEN×WEIGHTS (9)

3 基于Biharmonic样条曲面插值的

图像变形技术

图像变形的实质是实现源图像中任意坐标向目

标图像映射。其映射方式可以分为前向映射和后向

映射，前向映射是指将源图像中各像素映射到目标

图像中去。而后向映射恰好与前向映射的方向相

反，即从目标图像到源图像。假设源图像中像素坐

标为(戈，Y)，目标图像中像素坐标为(M，”)，两种映

射方式如图1所示。

源图像 目标图像 源图像 目标图像

(a)前向映射 (b)后向映射

图1 两种映射方式示意图

Fig．1 Two mapping ways

由于映射可能为多对一(即源图像中的多个点

经映射后为一个点)，前向映射在实现时必然存在

两个问题，一个是会产生孑L洞现象，另一个是会出现

重叠现象，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在映射过程中必须采

取一些措施，如相交检测，非均匀采样等，但是开销

比较大。而后向映射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且实现

简单(只需交换源图像和目标图像即可)，本文采用

后向映射方式。为了讨论方便，以下仍用前向映射

的方式讨论像素点的映射方法。式(10)为映射的

二元函数描述。

：：紫g‘Y)) ㈣，
秽= L z， ，

式(10)所描述的两个函数便利用Biharmonic样条

曲面插值来模拟实现，已知少量控制点处的值，进行

插值的是大量的非控制点。基于散乱点插值的图像

变形主要分为以下3步：(1)特征点选择；(2)空间

映射；(3)灰度插值。

3．1特征点选择

在源图像和目标图像上选择对应的特征点，这

些特征点的选择要求能体现出两幅图像的差异，若

只是局部的变形，则要求在变形程度很小或者完全

不变形的区域适量选取特征点，这些特征点尽量要

求匹配。此外，为了稳定变形图像的边界，还应该在

图像的边界上选取一些辅助控制点。

3．2基于散乱点插值的空间映射

特征点选定后，便指定了特征点之间位置的映

射关系，而其余大量的非特征点的映射关系则需要

利用曲面插值算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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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实现时，源图像特征点的z，Y坐标分别构

成向量x，y。而与之相对应的在目标图像中的u或

口坐标构成向量z。再根据图像的实际大小，产生图

像坐标常数坐标矩阵肌和H，根据2．2节算法，独

立运算两次可以得到变形图像各像素点的u和”坐

标，从而实现了各像素点的空间映射。

3．3灰度插值

在完成空间映射以后，只需将映射表中指定

位置处的源图像灰度值赋值到目标图像当中即

可。但由于图像中各像素坐标为整数，而映射函

数的输出一般为实数，所以图像变形过程存在图像

的重采样问题，即对非整数点的像素值用它周围整

数点处的像素值来计算，也叫灰度插值。经过对插

值效果和运算量的折衷考虑，本文采用双线性插值

的方法。

在完成以上3步之后，图像变形得以实现。

4 图像渐变

图像变形技术作用在一幅图像上的效果是图像

的几何扭曲，而作用在两幅或多幅图像上时，可以实

现图像问特征的对准。因此，在实现图像变形的基

础上，分别对两幅图像进行两个方向的变形(源图

像到目标图像、目标图像到源图像)，再对两幅变形

图像进行图像灰度融合，就可产生一系列的中间图

像，从而实现图像的平滑渐变。本文实现的图像渐

变采用线性过渡过程(可根据实际需要改为指数或

对数特性的过渡过程)，而图像融合时两幅变形图

像灰度值的权重也与渐变的控制时间相关，总体上

渐变的效果为慢-快一慢的过程。图像渐变的实现过

程如图2所示。

(1)对源图像和目标图像进行特征点选择，分

别产生源控制点P。和目标控制点P。。

(2)由P。和P。产生中间控制点P。，本文为线

性过渡过程。令t=0，利用式(11)计算P。。

P。(￡)=(1一t)×P。(t)+t×P。(t)t∈[0，1]

(11)

(3)将P。和P。分别作为源控制点和目标控制

点对源图像J。进行图像变形，得到图像J．w；将P。和

P。分别作为源控制点和目标控制点对目标图像J。

进行图像变形，得到图像J。w。

(4)将J。w和J。w按式(12)进行图像融合得到

中间图像，。。

源图像 目标图像

i i
特征点选择

』 l
源控制点 目标控制点

中间控制点

i 』
对源图像进行变形 对目标图像进行变形

J， i
图像融合

』
中间图像

图2图像渐变实现过程

Fig．2 The implementation of image morphing

，。=t×Isw+(1一t)×，。w (12)

(5)将t增加一个变形步长△f，返回步骤(2)。

综上，得到一系列介于源图像和目标图像之问

的中间过渡图像，完成了图像渐变。

5 仿真实验

本文算法对灰度图像和彩色图像均可进行渐

变，两者区别仅在于彩色图像在进行灰度插值的时

候需要分别对RGB 3个通道进行。而特征点选择

和空问映射完全一样。故彩色图像变形的时间和空

间开销远小于灰度图像变形的3倍。

图3为特征点选择示意图。其中在人脸的眼

睛、鼻子和嘴巴等细节部位特征点较多，其余部分特

征点较少。图像边界上的辅助控制点是为了稳定变

形图像的边界，这些辅助控制点由程序自动产生。

变形结果中超出图像边界的少数像素点用图像背景

色代替。图4为本文算法得到的灰度图像渐变过程

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幅画面。图5为本文算法得

到的彩色图像渐变过程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幅

画面。

实验所用图像大小为352 X 268，bmp格式，硬

件配置为PIV．2．0GHz处理器，512MB内存。在

MATLAB7．0．1环境下灰度图像变形时间约1 s，彩

色图像变形时间约1．3s，在VC++6．0下灰度图像

变形时问约50ms，彩色图像变形时间约7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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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脸特征点 (b)猫脸特征点 (C)运动员1特征点 (d)运动员2特征点

(a)源图像

(a)源图像

6结论与展望

图3特征点分布图

Fig．3 The location of feature points

(b)中间图像1 (C)中间图像2 (d)中间图像3 (e)目标图像

图4从人到猫的渐变

Fig．4 The morphing from a man to a cat

(b)中间图像1 (c)中间图像2 (d)中间图像3 (e)目标图像

图5两个运动员的渐变

Fig．5 The morphing from a player to another

从实验过程及结果可看出：

(1)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使用灵活，为了调整变

形的细节，操作者可以随意增加、减少控制点的数量

或者调整控制点的位置，而无需修改算法(程序实

现时也只需要调整参数即可)，这是本文所引文献

中的图像变形方法不具备的优点。

(2)无论是对灰度图像还是彩色图像进行变

形，渐变过程均平滑自然、变形图像边界稳定且每幅

中问图像仍有良好可视性；

进一步的工作：

(1)对插值算法进行优化，尽量减少变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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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实时”的效果；

(2)结合人脸特征自动定位技术，尽量减少或

避免特征点的手工选择；

(3)将本文变形算法应用于人脸动画中，合成

人脸动画所需的各种口型以及丰富的表情。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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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王亚涛 2D人脸动画中的图像变形算法研究 2007
    随着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对各种人机交互界面的人性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人脸动画作为人机交互中的重要技术之一，在三

十多年来一直是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影制作、游戏娱乐、医疗研究、远程会议，代理和化身等领域。图象变形技术是人脸

动画中的关键技术之一。利用高效的图象变形算法，可以产生具有真实感的人脸动画。本文对人脸动画中的图象变形算法进行了研究，实现了一个语音

驱动的人脸动画系统。主要研究内容及成果如下：

    1)总结了现有的图象变形算法，并详细阐述了基于三角剖分的算法、基于特征线的算法以及基于径向基函数的算法的原理及实现，分析了这些算法

的优缺点。

    2)对传统的Mesh Warping图象变形算法进行了改进。将原算法中的一维插值技术从样条插值简化为分段线性插值，提高了变形的实时性，并将图象

变形完全独立到X和Y两个方向进行，降低了样条构造以及变形的难度。最后，利用该算法进行图象变形，产生了说话者各种口型以及表情。

    3)提出了一种基于Biharmonic样条插值的图象变形算法。利用该算法实现了图象渐变，并针对变形图象真实感、变形图象边界稳定性、变形实时性

以及操作灵活性等方面，与Mesh Warping算法进行了比较，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产生的变形图象更真实，操作更灵活。

    4)基于MPEG-4的人脸动画参数定义，利用SAPI5．0语音识别引擎提取语音中的可视音素及时间信息，利用改进的Mesh Warping算法产生说话者各种

口型以及丰富的表情，从而实现了一个语音驱动的人脸动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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