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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稀有细节改善匹配器的指纹自动识别方法
陈 磊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刑事技术系, 天津 300382
摘 要: 为了提高自动指纹识别系统（AFIS）处理隐约指纹的效率和准确度，本文提出使用稀有细节改善匹配器进行

隐约指纹的自动识别的方法。首先，以稀有细节特征作为参考点，基于隐约指纹与十指指纹样本的细节点之间的最

小二乘计算相似度得分，然后，根据上一阶段的拟合误差，对基于细节的匹配器的相似度得分进行修正。最后，根

据隐约指纹和十指指纹样本的细节特征集合之间的仿射变换的最小二乘拟合，对匹配或不匹配情况自动判定。结果

表明，与基于稀有细节特征的算法相结合后，三种特征匹配器的识别准确度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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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thodAutomaticallyRecogniting Fingerprint through Improving
Matcherwith SomeRareDetails
CHEN Lei
Department of Criminal Technology/Tianjin Public Security Profession College, Tianjin 30038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automatic fingerprint identification system (AFIS) in dealing
with hidden fingerprints, rare details is used to improve the matcher and it is carried out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of hidden
fingerprints. Firstly, the similarity score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least squares between the minutiae of the implicit
fingerprint and the ten fingerprint samples, and then the similarity score of the minutiae-based matcher is corrected according
to the fitting error of the previous stage. Finally, the matching or mismatching can be automatically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least square fitting of affin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implicit fingerprint and ten fingerprint sampl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the three feature matcher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combining with
the algorithm based on rare detail features.
Keywords: Fingerprint identification; matcher; improvement

犯罪现场遗留下的指纹被称为隐约指纹[1]，是最常见的司法鉴定证据，并且已经在刑事调查中

存在超过 100年的使用历史，但隐约指纹的比对并不简单。这主要是因为犯罪现场得到的隐约指纹

质量不佳。当发现隐约指纹时，司法人员首先会使用自动指纹识别系统[2]（Automatic Fingerprint
Identification System, AFIS）在犯罪数据库中搜索嫌疑人。若发现匹配，则此人将会就此接受调查。

法医检查人员需要就隐约指纹是否属于某个特定个体作出判定（识别或匹配）。通常按照指纹摩擦

嵴检查，通过分析、比较、评价和验证方法[3]来制定决策。

为提高匹配效率，文献[4]在隐约指纹匹配中提出了“熄灯系统”的概念。文献[5]结合了局部和全

局方法以进行细节特征匹配。该方法对两个指纹之间的密集形变域进行估计，以移除形变的负面影

响。文献[6]使用各种扩展指纹特征对不同算法进行了分数层融合。文献[7]提出了一种基于局部图像

质量的方法，其中在高分辨率 1000 ppi指纹图像上应用了扩展指纹特征，扩展特征与一级和二级细

节特征[8]相结合，可被用于生成基于质量的似然比，以提高识别性能。

以上方法涉及稀有细节的非常少，本文提出的方法旨在通过整合提取出的可靠的稀有细节特征，

提升基于细节的匹配器对不完整的隐约指纹的识别准确度。所提算法根据存在的稀有细节特征（例

如断线、闭环、斑点、中断等），对基于细节的匹配器的相似性得分进行修正。根据隐约指纹和十

指指纹样本的细节特征集合之间的仿射变换的最小二乘拟合，对匹配或不匹配情况进行自动判定。

1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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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的数据库是 Guardia 民事数据库（Guardia Civil Data Base, GCDB）。GCDB 是真实的

法医指纹案例数据库，该数据库不但包含典型的细节特征类型（嵴终止、分叉），而且还有一些稀

有特征类型，包括断线、闭环、斑点、中断等。数据库中某个样本指纹中的特征细节如图 1所示，

其中，典型特征如嵴终止、分叉；扩展特征如汇聚、嵴交叉、闭环；奇异点如核心、三角。GCDB
中使用的稀有细节特征如图 2所示。

图 1 数据库中某个样本指纹中的特征细节 图 2 某司法机构使用的细节特征
Fig.1 Feature details in a sample fingerprint in a database Fig.2 Detailed features of the use of a judicial body

针对十指指纹样本生成理想的细节特征集（即所有可能的细节特征），本文使用了 VeriFinger
细节特征提取器模块[9]。执行基于 Gabor滤波的全局后处理，以消除前景之外的任何虚假细节特征。

即，Gabor滤波用于得到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然后，移除 VeriFinger生成的在 RoI
之外的虚假细节点。VeriFinger仅从指纹图像中提取典型的细节特征。接着，将十指指纹细节特征集

的稀有细节特征，加入经过了后处理的 VeriFinger生成的十指指纹细节特征集。如果隐约指纹细节

特征集与对应的十指指纹细节特征集的数量不相等，则前者仅作为十指指纹细节特征集的一个子集。

隐约指纹细节特征的平均数量为 13个，十指指纹则为 125个。

2 识别算法

假定提出的算法中，稀有特征并不总是具有可重复性，且不会在多次捕捉（人工或自动生成）

中始终得到一致的标注[10]。与细节特征匹配器能够处理配对指纹图像之间的变化一样，所提算法也

能够处理这种内部变化。本文仅侧重于使用真实数据（其中多次捕捉之间的内部变化是自然存在的），

分析这些稀有细节特征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现有的 AFIS。GCDB中的隐约指纹在本质上是高度不

完整的，平均每个隐约指纹包含 13个细节点。为了在隐约指纹细节点和十指指纹样板细节点（平均

125个细节点）之间进行适当的对齐，需要一个可靠的参考点。本文将稀有细节特征作为参考点来

执行对齐。

设 L和 M 分别表示隐约指纹和十指指纹样板的细节点集合。每个细节点表示为一个四元组

m={x,y,θ,t}，其表示坐标位置(x,y)、细节点角度θ和细节点类型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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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和 q分别为 L和 M中的细节点数量。若 t > 2，则该细节点为稀有类型，[×]T表示转置。

提出的算法从一个细节特征匹配器中生成加权相似性得分，分为两个步骤。仅在其中包含稀有

细节点特征的时候，才对细节特征匹配器的相似性得分进行修正。

算法的第一个阶段先针对隐约细节点集合到十指指纹样板细节点集合的仿射变化，以估计出最

小二乘拟合误差。算法的第二个阶段则基于拟合误差，对细节特征匹配器所生成的相似性得分进行

修正。图 3展示了使用提出的算法，为细节特征匹配器进行得分修正的步骤顺序图。其中，AFIS匹

配器是独立于提出的基于稀有特征的算法而运行的。提出的算法生成的新得分是对 AFIS 匹配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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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得分的融合。

图 3 本文指纹识别的流程图
Fig.3 Flow chart of fingerprint recognition in this paper

3 结果与分析

GCDB 中包含 268个隐约指纹和与之对应的 268个十指指纹样板图像和细节点。其中 151个指

纹图像的细节特征集中包含稀有细节特征，其他指纹仅包含分叉和嵴终止特征。本文在 151对隐约

和十指指纹样本集合上进行实验，以证明提出的算法能够使用稀有细节特征，提升原本使用典型细

节特征的匹配器的指纹识别准确率。为进行评估，使用了两种细节特征匹配器，分别为指纹验证软

件开发工具包（Verified Finger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VeriFinger-SDK）[9]和细节圆柱编码软件开

发工具包（Minutia Cylinder Code-Software Development Kit，MCC-SDK）[11]。其中，VeriFinger是学

术界广泛使用的商用 SDK，MCC-SDK则是知名的细节特征匹配器。在实验的识别准确度报告中，

共计 151个匹配比较和 151×150个不匹配比较。

3.1 分数融合

本文基于加和规则对得分进行融合，在区间[0,1]内对细节匹配器得到的相似性得分进行归一化。

图 4（a）和 4（b）分别给出了匹配器 VeriFinger-SDK 和MCC-SDK在分数融合之前和之后的累

计匹配曲线（Cumulative Matching Curve, CMC）。VeriFinger-SDK 在识别的典型细节特征相似度得

分较差，MCC-SDK 的性能比前者好得多，在仅使用典型细节特征时依然得到了 78.15%的 Rank识
别准确率。总之，MCC-SDK是表现最好的局部结构细节特征匹配器。由图 4，得分融合显著提升了

所有细节特征匹配器的 Rank 识别准确率。VeriFinger-SDK 和MCC-SDK 的 Rank-1 识别准确率均提

升了。分别从 31.13%和 78.15%提升至 62.25%和 92.72%。该阶段在所有 Rank中实现了显著和持续

的性能提升。

(a) VeriFinger-SDK 的 CMC曲线 CMC curves of VeriFinger-SDK (b) MCC-SDK 的 CMC曲线 CMC curves of MCC-SDK
图 4 两种匹配器的累计匹配曲线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cumulative matching curves of two matchers

3.2 基于拟合误差阈值的分数修正

图 5(a)和 5(c)展示给出两个匹配器寻找最优阈值的情况，图 5(b)和 5(d)给出了在应用最优阈值后，

rank识别率的提升情况。由图 5(a)和 5(c)可知，阈值变化范围为 0.8至 1.0，大部分拟合误差相似度

数值集中在这一区域。图 5(b)给出了 VeriFinger-SDK 基于最优阈值的 CMC曲线。在使用 0.93的最

优阈值时，VeriFinger-SDK 的 Rank-1 识别准确率从 31.13%大幅提升值 77.48%。在使用提出的算法

并将稀有细节信息纳入考量后，VeriFinger-SDK的 Rank识别准确率也得到了显著的持续提升。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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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5(d)给出了MCC-SDK的最优 CMC曲线。当使用 0.95的最优阈值时（见图 5(c)），MCC-SDK
最高实现了 96.03%的 Rank-1识别准确率，所提算法稳定提升了 Rank识别性能。

(a) 基于 Rank-1识别准确率找到的VeriFinger-SDK最优阈值 VeriFinger-SDK optimal threshold based on Rank-1 recognition accuracy (b)修正

后的 VeriFinger-SDK的 CMC 曲线 CMC curve of corrected VeriFinger-SDK

(c)基于 Rank-1 识别准确率找到的 MCC-SDK 最优阈值 MCC-SDK optimal threshold based on Rank-1 recognition accuracy (d)修正后的

MCC-SDK的 CMC曲线 CMC curves of corrected MCC-SDK
图 5 基于拟合误差阈值的分数修正实验结果

Fig.5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fractional correction based on fitting error threshold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的算法从稀有细节特征中提取出可靠的信息，以提升细节特征匹配器的指纹识别准确

度，在广泛使用的细节特征匹配器上验证了所提算法的有效性。根据拟合误差对相似性得分进行修

正后，三个匹配器在识别准确率上均得到了显著提升。即使在仅由部分隐约指纹且细节特征数量极

少的情况下，提取出的稀有细节特征依然能够提升指纹比对的鲁棒性。实验中使用了法医鉴定人员

手工提取出的稀有细节特征。更可靠的稀有细节特征的自动化提取方法，能够大幅提高当前 AFIS
性能。未来研究将利用细节特征类型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提升标准 AFIS的性能，例如当结合 AFIS
与辅助方法时，在对齐或匹配步骤中考虑加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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