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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人脸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集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模型理论、专家系统、视频图像处理等多种专业技术于一体，是生物特征识别的

最新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行业产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人脸识别技术的创新与突破必将引发行业应

用爆发式增长。以人脸识别为前沿的智能模式识别技术逐步扩散，被应用到互联网金融、安

防、公安、民航、海关等多个行业。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也为互联网产品提供了一种新的

创想，新的思路 ，与此同时更加速了整个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腾讯优图团队，是国内顶级的人工智能团队，优图团队四年深厚的积累，厚积薄发。在

人脸识别技术方面全方位的技术储备，让腾讯在这次人工智能的浪潮中脱颖而出。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安防，教育，金融，商业等众多领域都有广泛饿得应用前景。人

工智能是下一次技术革命的核心和基础，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人工智能强大的辐射力

和产业溢出效应，是使其能够与众多传统产业相结合，加速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化智能化，从

而加速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

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成熟，人工智能识别技术的准确率提高，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上至打

击犯罪，保护城市安全；下到位校园，办公等公共场合带来颠覆性的智能化改变。目前在人

工智能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优图开放平台和腾讯云将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逐步对外开放，

并且提供行业的解决方案，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产业中的落地。为和谐的城市和人类舒

适的生产，生活带来更新的体验和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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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脸识别产品概要

2.1 产品简介

腾讯云•优图人脸识别是由腾讯优图团队推出的生物识别技术。腾讯优图团队立足腾讯社

交数据大平台，拥有海量数据分析与人脸训练集，收集并标注了千万人脸数据，日处理图片

能力达到过亿，累计处理人脸已达数百亿，积累数千万人脸身份，开发了人脸检测、人脸五

官定位、人脸特征提取、人脸对比、活体检测等一整套技术方案。并在人脸检测、五官定位、

人脸识别、图像理解等领域都积累了深厚的技术能力，刷新包含国际 LFW人脸数据库、国

际 Pascal VOC2012 物体分类赛、FDDB 等世界纪录，同时在国际权威数据集评测上，上述

技术水平均位于世界前列。

2.2 服务优势

2.2.1 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

腾讯优图团队长期致力于研发人脸识别核心技术，在人脸检测、五官定位、特征提取、

特征对比方面都积累了世界领先的完整解决方案。腾讯优图凭借世界顶尖的算法和海量真实

环境下的数据，在多项核心技术都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目前，人脸验证技术在国际权威数

据库 LFW上测试，达到 99.65%的准确率，达到全球领先；人脸检测技术在国际权威数据库

FDDB上测试，可达 99%+的准确率和 95%的召回率；

2.2.2 全套的技术方案

积累了人脸检测、人脸五官定位、人脸特征提取、人脸对比、活体检测等一整套技术方

案 。为产品落地提供强大的技术保障，从算法模型落地到产品流程设计形成良好的闭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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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最贴合实际用户使用场景，保障技术与实际业务最完美的切合。

2.2.3 最好的中国人脸训练模型

立足腾讯社交数据大平台，收集标注了千万数据，拥有海量数据分析与人脸、图片训练

集。积累完成中国数据量最大，场景最真实，多样化最好的人脸训练数据库。所以说，说到

人脸识别，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腾讯更大更全的数据平台了。

2.2.4 每日数亿的调用量

优图人脸识别技术在微众银行、财付通等产品中已经完成业务落地，是最快进入大规模

实用的人脸识别技术。每日的调用量达到数亿。效果优质，服务稳定。在业界目前是唯一一

家将技术真正在实际互联网产品中大规模广泛应用的团队

2.2.5 云上强大的服务保障

依托腾讯云海量的服务处理能力和容灾能力，保障您的业务不间断流畅使用。同时提供

多样化的服务方式，支持公有云，私有云，个性需求定制，全方位的满足客户需求。

2.3 产品特点

2.3.1 金融解决方案

基于人脸识别业界顶级的金融解决方案。融合 OCR，人脸识别，活体检测技术，为互联

网金融的人脸核身提供了一套行业化的解决方案，世界首创结合唇语的人脸活体检测技术，

可有效防止照片、视频、3D人头模型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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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强大的云服务能力

1) 7x24 永远在线，99.95%可用性的云服务器以及跨地区中心容灾，最大化降低网络波动

给您业务带来的损失。

2) 云上负载均衡，快速弹性调度，高性能的云服务器与数据库供您使用，足以承载 2亿用

户的平台，保障您的业务不间断流畅使用。

3) 常态数十G的DDOS高级防御，多层隔离的虚拟网络，VIP 级的云安全保护是您的业务

最值得信赖的坚盾。

2.4 产品功能

2.4.1 人脸检测

人脸检测是指对于任意一幅给定的图像，采用一定的策略搜索并确定其中是否含有人脸，

如果是则返回人脸的位置、大小、表情、眼镜、姿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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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速的人脸检测

检测时间是衡量检测能力优劣的很重要的指标，对于海量图片的业务，检测时间的减少

就意味着机器需求的减少，就意味着成本的减少；对于移动用户，检测时间减少可以提高用

户的满意度，为此，优图团队使用各种方法优化程序，减少检测时间，目前在主流 PC、MOBILE

上均可达到实时检测的效果。

2) 支持各种复杂条件

支持强光，弱光，黑夜等多种负责环境情况下的人脸检测。并且可检测出正脸，侧脸等

多种角度人脸的位置。

3) 优图人脸识别人脸检测效果

腾讯云•优图人脸识别的人脸检测技术在社交网络图像上可以达到 99%的准确率和 95%

以上的召回率。在 FDDB评测集上位于世界前列。

2.4.2 人脸五官配准

五官识别技术，精确定位面部的关键区域位置，包括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脸部轮

廓等。腾讯优图团队对自拍照片做到了 88点人脸五官定位。定位偏差 1.6像素，接近人工水

平，也是业界最高水平。

2.4.3 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技术可以计算出两张人脸照片的相似度，从而判断是否为同一人，即 1：1身份

验证。同时，输入一张人脸照片，可以从特定的数据库中找出与之相似的候选人脸，即 1：

N人脸检索。优图人脸识别通过传统方法和深度学习技术结合，以空间面孔墙和微众银行远

程核身为基础，在性能上达到 LFW 99.65%，刷新人脸识别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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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人脸活体检测

世界首创结合唇语的人脸活体检测技术，可有效防止照片、视频、3D人头模型的攻击。

业务价值：

 万分之一的错误率，较国际标准自然人对身份识别的错误率提高 10 倍

 减少 95%以上的现有人工审核投入

 秒级处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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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产品性能指标

 方法最全

• 高维 LBP、PCA、LDA

• 联合贝叶斯、度量学习、迁移学习

• 深度神经网络

 技术最好

• LFW评测以 99.65%目前居世界第一

• 实际互联网金融场景测试，自拍-身份证缩略图对比达到 0.01%错误率，通过率 95%

 识别指标

• 支持最小人脸尺寸 64x64

• 人脸特征尺寸 1-2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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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脸对比 500ms

 海量计算能力

• 超过 2000 台高性能分布式服务器

• 平均每秒实时处理请求 3000 次

• 提供峰值 4亿张图片的每日处理能力

 高稳定性

• 用户请求成功率 99.99%

• 灵活的计算、存储负载均衡

2.6 产品案例

2.6.1 金融解决方案

金融业是高风险的行业，金融业务办理都需要严格的身份验证，这也成为了传统金融企

业与互联网金融的重要分歧。

传统银行企业特别是银行认为，用户必须到柜台办理业务，只要像开户、注销等等重要

业务需要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网点柜台进行面对面的识别办理，而互联网金融企业很难涉

及这样的流程，这也成为了横亘在互联网银行面前的一道有形的玻璃门。看得见前景，却迈

不进去。

于是，互联网公司纷纷将人脸识别作为了技术发展出路，希望通过具有高识别度的人脸

识别来弥补远程身份认证的漏洞。各互联网金融公司也都你追我赶的在人脸技术上展开军备

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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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技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一个典型应用就是“人脸核身系统”。这里的人脸核身

是将用户的自拍照和公民身份证查询中心的权威数据做识别比对，来判断操作者是否本人。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用户只需要打开手机摄像头，自拍一张照片，系统将会做一个活体检测，

并进行一系列的验证、匹配和判定，最终会判断这个照片是否是用户本人操作，完成身份核

实。

微众银行是中国首家互联网银行，以普惠金融为目标，致力于服务工薪阶层、自由职业

者、进城务工人员等普罗大众，以及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小微企业和创业企业。银行在组建

之初就确定了与腾讯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人脸识别作为其第二张银行卡开户流程中不可或缺

的环节，已然在市场上验证其实际效力。今年初总理访问微众银行时，腾讯就为总理展示了

人脸核身系统。

腾讯的用户群众多，且社交网络中的个人用户资料完整，拥有其他互联网公司无可比拟

的图片等信息资源。早在 2014年，优图团队通过人脸技术在各项业务中的落地，积攒了千万

量级的人脸身份数据，毋庸置疑这为团队在人脸领域的全方位技术突破提供了巨大的潜在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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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我们逐步积累了人脸检测、五官配准、人脸度量学习等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核心人脸技术，有效结合语音、唇语、面部表情等各种手段，可以立体化的防范照片、

视频和人头模型的攻击，这些辅助的软实力为腾讯在人脸识别上的进一步突破提供了坚实的

技术基础。在深度学习为主导的图像识别领域，优图借助于大规模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逐

步推广到公司内外的业务中。不久前在腾讯云首届技术领袖峰会上，腾讯云金融云总监胡利

明宣布，将腾讯自研的、世界领先的优图人脸识别技术开放给金融行业客户。这意味着，选

择腾讯云的金融解决方案就能轻松享有这一世界领先的人脸识别能力。

2.6.2人脸识别其他应用

美妆APP 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部分APP 呈现出来的“假脸”效果让网友戏称其为

毁图功能。不过，天天 P图却因为其搭载了腾讯人脸配准技术，而与现实生活中的化妆效果

非常相近。

http://product.it168.com/list/b/1432_1.shtml
http://product.pcpop.com/APP/10734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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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张美妆效果对比图来看，腾讯优图人脸识别技术在底妆、眼妆、唇妆等关键妆

容位置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不仅五官定位十分精准，而且效果也足够贴合和自然。这一

效果正是依赖了高精度的人脸五官配准技术。

人脸五官配准技术是很多技术与应用的基础。据了解，为了获得高精度的人脸配准结果，

优图团队不仅利用大量的多样化人脸图像数据，共筛选图片近百万张，挑选训练样本数万张。

同时利用精准的人工标注，如线级标注精度、人工绘制五官轮廓线、工具自动提取标注点坐

标等手段，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人工误差，创新地提出了嵌套式逐步求精的五官配准学习算法

框架和迭代式模型改进策略。最终在三个测试集，累计数千张测试图片上的评估结果显示，

优图人脸配准在约 60%的图上能够超越人工标准精度，优于所有已知人脸配准技术。

由于人的脸型变化非常多，加上各种表情和姿态，为实际应用带来较大挑战。为了捕获

到足够多的变化，优图团队采用了从人脸五官粗定位到精确定位的策略，这样既保证了算法

能处理多种人脸姿态和各种表情，同时也能保证在五官细节处的定位足够精准。另外，训练

数据的数量以及人脸图片的多样性对于算法的成败至关重要，为了保证训练样本的质量，并

尽可能的降低人工标注成本，优图团队使用统计分布的观点验证了“海量”和“足够”的关

系。训练样本不在于多，而在于分布合理且数量足够。通过模型多次迭代，筛选误差较大的

样本进行下一轮标注，以此获得了预期的模型精度并节省了约 80%的人工标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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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优图技术的天天 P图“自然美妆”功能，在妆容效果和妆容贴合度上，都超出同类

产品。尤其是在底妆、眼妆、唇妆等关键妆容位置上，采用更优的算法和处理方式，使得妆

容更加自然、素材的形变更加贴合，与现实生活中的化妆效果非常相近。

在眼妆技术上，优图美妆技术先对妆容素材资源依据通用数据进行简单粗变形，再进行

二次精细调整适配，以适用不同人物和不同姿态的人眼形状，使得妆容素材和真实人眼的贴

合更精确。而同类美妆产品通常只进行简单变形，导致眼妆比较浮不贴合，并容易出现位置

错乱。而唇妆技术由于嘴唇形状多变，一般美妆功能均采用常规人脸配准得到的定位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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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状，但是这种方式很难准确地贴合嘴唇区域。而优图唇妆是采用结合人脸配准定位点和

自创的唇部二次精准定位技术，大大提高了嘴唇的检测精度，可以得到自然贴合的边缘，最

后通过上色得到的处理效果，非常接近现实中的唇彩效果。

此外，优图针对腮红、鼻梁、眉毛等器官，使用定位点信息、区域形状信息和颜色纹理

特征信息等综合分析，结合素材模板特点来对器官的形状和颜色进行适配调整和过渡变换，

以体现不同模板风格特征同时能够适应人脸不同形状和不同姿态的变换。

3 快速接入

点击此处即刻接入腾讯云·优图人脸识别

4 总结

加入腾讯云，接入腾讯云·优图人脸识别。两步，就是你与全世界最顶尖人脸识别技术

的距离。基于腾讯庞大的图片数据集，结合了腾讯云强大的安全性能和服务能力，腾讯云·

优图人脸识别技术已经从一项单独的技术变成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7x24不间断服务保障

以及一站式的服务体验，是你的产品最有力的后盾。而包括 webank、天天 P图在内的多个成

功案例，足以证明它的巨大价值。

接入，使用。“跨越屏幕认识你”已然成为现实。

5 服务与支持

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联系腾讯云

工单：http://console.qcloud.com/ticket

客服咨询电话：4009-100-100

http://console.qcloud.com/facedetect/guide
http://console.qcloud.com/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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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帮助：4009-100-100 转 1

DNSPOD咨询电话：400-11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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