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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

颜值计算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提取并保存确定

人脸图像和用户人脸图像特征值、特征点和性别

信息；根据用户人脸图像特征点计算用户三庭五

眼比例与标准比例的相似度，加权得出第一分

数；计算用户人脸图像五官和确定人脸图像五官

距离；得到第二分数；计算出用户人脸图像与确

定人脸图像特征点的差距，得到第三分数。第一

分数、第二分数和第三分数加权计算，得到所述

用户人脸图像颜值。本发明由于基于特征点计算

人脸图像颜值，基于特征点做简单的加减乘除计

算，算法时间复杂度与空间复杂度是较小的常

数。由于不需要多个深度学习模型算法，计算速

度快。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12页  附图2页

CN 108629336 B

2020.10.16

CN
 1
08
62
93
36
 B



1.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颜值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01、将确定人脸图像输入人脸特征点识别模型中，提取并保存确定人脸图像特征值

和特征点；将确定人脸图像输入人脸性别分类模型中，识别并保存确定人脸图像性别信息；

S102、将用户人脸图像输入人脸特征点识别模型中，提取并保存用户人脸图像的特征

值和特征点；将用户人脸图像输入人脸性别分类模型中，识别并保存用户人脸图像性别信

息；

S103、根据用户人脸图像特征点，计算用户人脸图像脸部及五官尺寸，根据该尺寸计算

用户三庭五眼比例，并将该用户三庭五眼比例与标准比例进行比较，利用近似值算法计算

用户三庭五眼比例与标准比例的相似度，加权得出第一分数，该第一分数为正数；

S104、提取用户人脸图像普通五官和对应性别的多个确定人脸图像普通五官，计算用

户人脸图像普通五官与每个确定人脸图像普通五官之间的豪斯多夫距离，将用户人脸图像

普通五官与每个确定人脸图像普通五官之间的豪斯多夫距离相加，得到普通五官距离；所

述普通五官为眼睛、眉毛和脸颊；所述普通五官距离为负数；

S105、根据步骤S102提取的用户人脸图像特征点与步骤S101提取的对应性别的多个确

定人脸图像特征点，计算用户人脸图像复杂五官的特征点与每个确定人脸图像对应复杂五

官的对应特征点分别在X轴和Y轴的距离，用户人脸图像复杂五官的特征点与每个确定人脸

图像的特征点在X轴和Y轴的距离相加，得到复杂五官距离；所述复杂五官为鼻子和嘴巴；所

述复杂五官距离为负数；

所述普通五官距离与复杂五官距离相加，得到第二分数，该第二分数为负数；

S106、根据步骤S102提取的用户人脸图像特征值与步骤S101提取的对应性别的多个确

定人脸图像特征值进行比较，提取出与用户人脸图像相似度最高的确定人脸图像；计算用

户人脸图像特征点与该确定人脸图像对应特征点在X轴和Y轴的距离，得到第三分数，该第

三分数为负数；

所述特征值为根据人脸图像提取的特征矩阵，所述特征点为人脸五官轮廓二维平面的

坐标点；

所述第一分数、第二分数和第三分数加权计算，得到所述用户人脸图像颜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颜值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S101之前，还包括如下步骤：

S201、将人工标记有特征点的人脸图像样本输入到神经网络训练模型中进行训练，得

到人脸特征点识别模型，该人脸特征点识别模型用于提取人脸图像的特征值，识别人脸图

像的特征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颜值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S101之前，还包括如下步骤：

S301、通过OpenCV计算机视觉库提取确定性别的人脸图像样本的HOG特征；

S302、将步骤S301提取的人脸图像样本的HOG特征输入SVM分类器中进行训练，得到性

别分类模型，该性别分类模型用于识别人脸图像的性别。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颜值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特征

点为68个。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颜值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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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训练模型为FaceNet神经网络模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颜值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脸部

及五官尺寸为脸部及五官的宽度和长度，包括脸宽、脸长、三庭之中庭、嘴巴张开高度、上嘴

唇厚度、下巴高度、眉毛到嘴巴高度、下嘴唇到下巴距离、上嘴唇到下巴距离、嘴宽、左眼宽

度、右眼宽度、眼间距、左眼到脸距离、右眼到脸距离、眼眉高度、鼻子宽度或鼻子高度中的

一个或多个。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颜值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三庭

五眼比例包括脸长与脸宽之比、三庭之中庭与鼻子高度之比、嘴巴张开时，脸宽与嘴宽之

比、嘴巴张开时，脸长与嘴宽之比、嘴巴紧闭时，脸宽与嘴宽之比、嘴巴紧闭时，脸长与嘴宽

之比、左眼宽与鼻子宽度之比、左眼宽与嘴宽之比、三庭之中庭与眼眉H3之比、三庭之中庭

与眼眉H4之比、三庭之中庭与眼眉H5之比、眉毛到上嘴唇高度与下嘴唇到下巴尖高度之比、

下庭与中庭之比中的一个或多个，其中，眼眉H3指代外眼角与外眉角之间的Y轴差绝对值，

眼眉H4指代上眼角与上眉角之间的Y轴差绝对值，眼眉H5指代内眼角与内眉角之间的Y轴差

绝对值。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颜值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三庭

五眼比例还包括脸型比例。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颜值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三庭

五眼比例还包括脸部下部脸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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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颜值计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图像识别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颜值计算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颜值是近几年产生的流行词，指一个人的漂亮程度。颜值高等同于这个人很帅、很

漂亮，颜值一般指这个人长相普通。但是对于颜值的评价，没有统一标准，主观性较强。

[0003]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颜值量化计算成为可能。颜值计算是一个人漂

亮程度的量化计算方法，对于提高个人生活品质，帮助提升个人自信有重要作用。现有的颜

值计算，通过标记图片分数，利用分类模型进行计算。这种计算方法具有如下缺点：一、基于

分类模型并不能在计算颜值的同时计算五官的分别得分，需要给待计算分数的五官分别训

练多个模型算法；二、将人的颜值规划为分类问题，这在少量样本(500-5000)，少量分类(3-

5)情况下识别准确率较低，并且可能因为分类少达不到多样化的效果；三、训练新的分类模

型耗费人工、分类模型庞大，并且过程解释性不强。虽然也可以通过类似正多边形极限类似

于圆提供更多的分类样本来模糊分类问题，但这个成本及带来的收益却是未知的。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人脸特征点识

别的颜值计算方法。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颜值计算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S101、将确定人脸图像输入人脸特征点识别模型中，提取并保存确定人脸图像特

征值和特征点；将确定人脸图像输入人脸性别分类模型中，识别并保存确定人脸图像性别

信息。

[0008] S102、将用户人脸图像输入人脸特征点识别模型中，提取并保存用户人脸图像的

特征值和特征点；将用户人脸图像输入人脸性别分类模型中，识别并保存用户人脸图像性

别信息。

[0009] S103、根据用户人脸图像特征点，计算用户人脸图像脸部及五官尺寸，根据该尺寸

计算用户三庭五眼比例，并将该用户三庭五眼比例与标准比例进行比较，利用近似值算法

计算用户三庭五眼比例与标准比例的相似度，加权得出第一分数，该第一分数为正数；

[0010] S104、提取用户人脸图像普通五官和对应性别的多个确定人脸图像普通五官，计

算用户人脸图像普通五官与每个确定人脸图像普通五官之间的豪斯多夫距离，将用户人脸

图像普通五官与每个确定人脸图像普通五官之间的豪斯多夫距离相加，得到普通五官距

离；所述普通五官为眼睛、眉毛和脸颊；所述普通五官距离为负数；

[0011] S105、根据步骤S102提取的用户人脸图像特征点与步骤S101提取的对应性别的多

个确定人脸图像特征点，计算用户人脸图像复杂五官的特征点与每个确定人脸图像对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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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五官的对应特征点分别在X轴和Y轴的距离，用户人脸图像复杂五官的特征点与每个确定

人脸图像的特征点在X轴和Y轴的距离相加，得到复杂五官距离；所述复杂五官为鼻子和嘴

巴；所述复杂五官距离为负数；

[0012] 所述普通五官距离与复杂五官距离相加，得到第二分数，该第二分数为负数；

[0013] S106、根据步骤S102提取的用户人脸图像特征值与步骤S101提取的对应性别的多

个确定人脸图像特征值进行比较，提取出与用户人脸图像相似度最高的确定人脸图像；计

算用户人脸图像特征点与该确定人脸图像对应特征点在X  轴和Y轴的距离，得到第三分数，

该第三分数为负数；

[0014] 所述特征值为根据人脸图像提取的特征矩阵，所述特征点为人脸五官轮廓二维平

面的坐标点；

[0015] 所述第一分数、第二分数和第三分数加权计算，得到所述用户人脸图像颜值。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7] 1、由于本发明基于特征点计算人脸图像颜值，基于特征点做简单的加减乘除计

算，算法时间复杂度与空间复杂度是较小的常数。由于不需要多个深度学习模型算法，计算

速度快。

[0018] 2、基于现有的人脸识别技术识别率达到99.6％以上并且模型优化速度很快，并不

需要额外训练模型。由于本发明不需要标记数据，避免因训练多个分类模型需要标记大量

数据和确保数据质量的弊端。

[0019] 3、得分范围大，有效拉开差距不至于得分雷同化；结果合理，同一个人同种情况分

差很小。

[0020] 4、可以分别计算出五官及脸颊的分数，这些五官分数可以作为其它应用的依据。

比如如果眼睛分值较低：美容化妆场景可以针对眼睛化妆；商品推荐可以针对性的推荐眼

睛类商品。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人脸图像样本特征点标记位置示意图；

[0022] 图2为人脸及五官尺寸计算示意图；

[0023] 图3为鼻子距离计算选取的特征点示意图；

[0024] 图4为嘴巴距离计算选取的特征点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阐释。

[0026] 基于人脸特征点识别的颜值计算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7] S101、将确定人脸图像输入人脸特征点识别模型中，提取并保存确定人脸图像特

征值和特征点；将确定人脸图像输入人脸性别分类模型中，识别并保存确定人脸图像性别

信息。

[0028] 确定人脸图像为主观上认为颜值较高的图像，确定人脸图像存储于数据库中，并

按照男女性别分类分别保存。

[0029] 主观上认为颜值较高的人可以是从医学上看，五官匀称，部分五官或者脸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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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并且没有特别明显缺陷的人；也可以通过网络投票选择大多数人认为漂亮的人；可以

是明星，也可以是个人选择的图片。

[0030] 数据库中的人脸图像在500张以上，较大的数据集(数据集指大量人脸图像的集

合，大量指500张以上)可以平均化五官或者脸型在一个较高的标准，加入数据库的数据集

要求客观准确、人脸角度正、五官无遮掩。加入数据库的人脸图像由人工进行挑选，为了加

快挑选过程，也可以利用搜索引擎初选后再由人工进行挑选，以保证加入数据库的人脸图

像的质量。

[0031] 在一种实施例中，在将人脸图像输入到数据库中之前，需要将人脸图像进行归一

化处理，该归一化处理包括将人脸图像在空间和大小归一化。大小归一化为将每张人脸图

像设置为同样的像素大小。空间归一化为每张人脸图像各点相对于原点(0，0)的位置和大

小一样。由于人脸图像处理需要占用较多的时间，预处理人脸图像库可以加快后续计算速

度。

[0032] S102、将用户人脸图像输入人脸特征点识别模型中，提取并保存用户人脸图像的

特征值和特征点；将用户人脸图像输入人脸性别分类模型中，识别并保存用户人脸图像性

别信息。

[0033] 用户人脸图像可来源于照片、视频，也可以是采用摄像头对着人脸时，实时提取的

人脸图像。

[0034] S103、根据用户人脸图像特征点，计算用户人脸图像脸部及五官尺寸，根据该尺寸

计算用户三庭五眼比例，并将该用户三庭五眼比例与标准比例进行比较，利用近似值算法

计算用户三庭五眼比例与标准比例的相似度，加权得出第一分数。

[0035] 参见图2：脸部及五官尺寸为脸部及五官的宽度和长度，包括但不限于脸宽、脸长、

三庭之中庭、嘴巴张开高度、上嘴唇厚度、嘴巴宽度、下巴高度(即鼻尖到下巴尖高度)、眉毛

到嘴巴高度、下嘴唇到下巴距离、上嘴唇到下巴距离、嘴巴宽度、左眼宽度、右眼宽度、眼间

距、左眼到脸距离、右眼到脸距离、眼眉高度(眼睛与眉毛之间的距离)、鼻子宽度和鼻子高

度。

[0036] 脸部及五官尺寸具体计算方法如表1：

[0037] 表1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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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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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用户三庭五眼比例包括但不限于脸长与脸宽之比、三庭之中庭与鼻子高度之比、

嘴巴张开时，脸宽与嘴宽之比、嘴巴张开时，脸长(眉心到下巴)与嘴宽之比、嘴巴紧闭时，脸

宽与嘴宽之比、嘴巴紧闭时，脸长(眉心到下巴)与嘴宽之比、左眼宽与鼻子宽之比、左眼宽

与嘴巴宽之比、三庭之中庭与眼眉H3  之比、三庭之中庭与眼眉H4之比、三庭之中庭与眼眉

H5之比、眉毛到上嘴唇高度与下嘴唇到下巴尖高度之比、下庭与中庭之比。

[0042] 第一分数为三庭五眼比例之和，该第一分数为正数。

[0043] 三庭五眼比例标准值如表2和表3所示：

[0044] 表2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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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表3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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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在本实施例中，利用近似值算法对用户三庭五眼比例与标准比例进行比较，具体

算法如下：

[0051] ①Similarity＝SmallNum/(BigNum*part/parts)；

[0052] ②Similarity＝Similarity>1？2-Similarity:Similarity；

[0053] SmallNum为用户三庭五眼比例中小的数，BigNum为用户三庭五眼比例中大的数，

part为标准比例中小的数，parts为标准比例中大的数。如用户比例为：脸长与脸宽之比为

150：166，则SmallNum为150，BigNum为166，part和  parts同理。Similarity为用户三庭五眼

比例与标准比例的相似度。

[0054] 上式中，当①中，Similarity值大于1时，Similarity值为2减去  Similarity，否则

为原值。

[0055] Similarity为上文计算的相似度，score为得分总分。threshold为相似度阈值这

里固定0.7，base是基准分数为100*100。当相似程度Similarity低于threshold时总分加1

分。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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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在一种实施例中，为了排除颧骨突出的情况，三庭五眼比例还包括脸型比例，该脸

型比例由如下方法计算而成：

[0058] 分别取左右眼球的点到对应侧脸部特征点之间在X轴距离和Y轴距离，计算X轴距

离和Y轴距离的比例，并采用上述近似值算法，计算用户脸型比例与标准比例的相似度，取

相似度最大的数值加权得到脸型比例分数。第一分数包括该脸型比例分数。

[0059] 现以左半脸为例，首先计算眼球eyeballLeft点到特征点2，4，6在X和Y轴上距离，

分别记做lx1,lx2,lx3,ly1,ly2,ly3。脸型比例和标准值如表4：

[0060] 表4

[0061] 特征点 脸型比例 标准值 权重 

2 ry1:rx1 96:14 4 

4 ry2:rx2 57:37 4 

6 ry3:rx3 15:43 4 

[0062] 在计算眼球的点时，默认眼球位于眼睛的中间位置，由眼睛的特征点计算得出眼

球点的坐标值。

[0063] 在一种实施例中，还需要对脸部下部脸型比例进行计算，以确定脸部下部轮廓。脸

部下部脸型比例分别在左右侧脸选取位于下部的三个对应特征点，并计算该三个对应特征

点中相邻两个特征点在X轴距离和Y轴距离，计算X轴距离和Y轴距离的比例，并采用上述近

似值算法，计算用户脸部下部脸型比例与标准比例的相似度，取相似度最大的数值加权得

到脸型比例分数。第一分数包括该脸型比例分数。

[0064] 在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取左脸特征点为6，7，8，右脸对应特征点为13，  12，11，分

别计算特征点6和特征点7在X轴和Y轴上的距离，记作x1和y1，计算特征点7和特征点8在X轴

和Y轴上的距离，记作x2和y2，同理计算右眼特征点。脸部下部脸型比例与标准值如表5：

[0065] 表5

[0066] 特征点 脸型比例 标准值 权重 

6和7 x2:y2 9:21 5 

7和8 x1:y1 20:41 5 

[0067] 表2～表5中的标准值均为预设值。

[0068] S104、提取用户人脸图像普通五官和对应性别的多个确定人脸图像普通五官，计

算用户人脸图像普通五官与每个确定人脸图像普通五官之间的豪斯多夫距离，将用户人脸

图像普通五官与每个确定人脸图像普通五官之间的豪斯多夫距离相加，得到普通五官距

离。该普通五官为眼睛、眉毛和脸颊。该普通五官距离为负数。

[0069] 首先，根据S102提取的用户人脸图像性别信息，在数据库中提取对应性别的多个

确定人脸图像。多个指2个以上，在一种实施例中，在数据库中提取对应性别的100个确定人

脸图像。

[0070] 由于男性和女性在五官上有较大差异，因此，在一种实施例中，当用户人脸图像为

男性，则在数据库中提取的确定人脸图像为男性，当用户人脸图像为女性，则在数据库中提

取的确定人脸图像为女性。

[0071] 在计算豪斯多夫距离之前，还需要对用户人脸图像和确定人脸图像归一化处理，

该归一化处理包括将用户人脸图像和普通人脸图像在空间和大小归一化。大小归一化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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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人脸图像和普通人脸图像设置为同样的像素大小。空间归一化为将用户人脸图像和普

通人脸图像各点相对于原点(0，0)的位置和大小一样。

[0072] 提取用户人脸图像普通五官和确定人脸图像普通五官，计算用户人脸图像和确定

人脸图像各普通五官的豪斯多夫距离，得到普通五官距离。普通五官为眼睛、眉毛和脸颊。

普通五官距离包括眼睛距离、眉毛距离和脸颊距离，眼睛距离、眉毛距离和脸颊距离相加，

得到普通五官距离。

[0073] 在一种实施例中，分别提取用户人脸图像和确定人脸图像的眼睛，使用户人脸图

像与确定人脸图像眼睛的原点重合。分别计算用户人脸图像眼睛轮廓的某一点到确定人脸

图像眼睛轮廓的各点之间的距离最小值，并取这些距离最小值中的最大值，即为眼睛距离。

[0074] 对于眉毛距离和脸颊距离与眼睛距离计算方法相同，在此不再累述。

[0075] 在一种实施例中，需要计算用户人脸图像与每个确定人脸图像普通五官的距离。

即提取100个普通人脸图像，则分别计算用户人脸图像普通五官与100  个确定人脸图像普

通五官的豪斯多夫距离，将这100个豪斯多夫距离相加，得到普通五官距离。

[0076] 普通五官距离表示该用户人脸图像普通五官与数据库中确定人脸图像普通五官

之间的相似度，距离越大，相似度越小(即越不相似)。因此，在将普通五官距离计算成分数

时，需要将其设置为负数。

[0077] S105、根据步骤S102提取的用户人脸图像特征点与步骤S101提取的对应性别的多

个确定人脸图像特征点，计算用户人脸图像复杂五官的特征点与每个确定人脸图像对应复

杂五官的对应特征点分别在X轴和Y轴的距离，用户人脸图像复杂五官的特征点与每个确定

人脸图像的特征点在X轴和Y轴的距离相加，得到复杂五官距离；所述复杂五官为鼻子和嘴

巴；所述复杂五官距离为负数。

[0078] 相对于普通五官，复杂五官更多决定一个人的颜值。复杂五官为鼻子和嘴巴。提取

用户人脸图像复杂五官特征点，提取与用户人脸图像性别相同的多个确定人脸图像对应复

杂五官特征点，分别计算用户人脸图像复杂五官每个特征点与每个确定人脸图像对应复杂

五官的对应特征点在X轴和Y轴的距离，将每个X轴和Y轴距离相加，得到复杂五官距离。多个

指两个以上，在一种实施例中，提取100个确定人脸图像。

[0079] 参见图3：在一种实施例中，鼻子的特征点取代表鼻子长度的两个端点和代表鼻子

宽度的两个端点加上中间点，一共5个特征点。提取用户人脸图像鼻子的上述5个特征点和

100张确定人脸图像鼻子的对应5个特征点，分别计算用户人脸图像的5个特征点与每个确

定人脸图像对应5个特征点在X轴和Y轴的距离，将该5个特征点在X轴和Y轴的距离相加，并

将100张人脸图像在X  轴和Y轴的距离相加，得到鼻子距离。

[0080] 参见图4：在一种实施例中，嘴巴的特征点取代表嘴巴宽度的两个端点、代表上嘴

唇弧度的中间三个点和代表下嘴唇弧度的中间三个点，一共8个特征点。对于嘴巴距离的计

算与鼻子距离的计算方法相同，在此不再累述。

[0081] 复杂五官距离表示该用户人脸图像复杂五官与数据库中确定人脸图像复杂五官

之间的相似度，距离越大，相似度越小(即越不相似)。因此，在将复杂五官距离计算成分数

时，需要将其设置为负数。

[0082] 将普通五官距离与复杂五官距离相加，得到第二分数，该第二分数为负数。

[0083] S106、根据步骤S102提取的用户人脸图像特征值与步骤S101提取的对应性别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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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确定人脸图像特征值进行比较，提取出与用户人脸图像相似度最高的确定人脸图像；计

算用户人脸图像特征点与该确定人脸图像对应特征点在X  轴和Y轴的距离，得到第三分数，

该第三分数为负数。

[0084] 特征值为根据人脸图像提取的特征矩阵，该特征值能够描述该人脸图像，本实施

例中，提取的特征值为1024byte。特征点为人脸部轮廓及五官轮廓二维平面的坐标点。

[0085] 将提取的用户人脸图像特征值与数据库中对应性别的确定人脸图像特征值进行

比较，提取出与该用户人脸图像相似度最高的确定人脸图像，该确定人脸图像为一张。计算

该用户人脸图像特征点与该确定人脸图像对应特征点在X轴和Y轴的距离，特征点包括提取

的68个特征点，将该68个特征点在X轴和Y  轴的距离相加，得到第三分数。

[0086] 用户人脸图像特征点与确定人脸图像特征点在X轴和Y轴的距离越大，表示两张图

像相似度越小(即越不相似)。因此，在将上述距离计算成分数时，需要将其设置为负数，即

第三分数为负数。

[0087] 将第一分数、第二分数和第三分数乘以对应权重，并相加，得到用户人脸图像颜

值。权重值为根据经验得到的一个确定数值。在一种实施例中，第一分数、第二分数和第三

分数的权重值分别为6、5和4。

[0088] 当然，在计算用户人脸图像与确定人脸图像特征点在X轴和Y轴的距离之前，需要

将两张图像作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方法同上，在此不再累述。

[0089] 在一种实施例中，在S101步骤之前，还包括对人脸识别模型的训练。具体方法如

下：

[0090] S201、将人工标记有特征点的人脸图像样本输入到神经网络训练模型中进行训

练，得到人脸特征点识别模型，该人脸特征点识别模型用于提取人脸图像的特征值，识别人

脸图像的特征点。

[0091] 在将人脸图像样本输入到神经网络之前，需要将人脸图像样本进行归一化处理，

该归一化处理方法同在，在此不再累述。

[0092] 参见图1：在首次训练中，采用人工对每张人脸图像样本进行特征点的标记，特征

点沿人脸图像样本中人脸轮廓、五官轮廓进行标记。特征点的个数可按需要进行设置，本实

施例中，沿每张人脸图像样本中人脸轮廓、五官轮廓标记68个特征点，包括人脸轮廓17个，

眼睛轮廓包括左右眼各6个，左右眉毛各5个，鼻子9个，嘴巴20个。由于帽子、头发会遮挡额

头，所以，在额头上不再标记特征点。

[0093] 特征点标记过少，无法准确反映人脸及五官特征；特征点标记过多，计算量较大，

影响计算速度，本发明将特征点设置为68个，既能较好的反映人脸轮廓和五官形状，又不影

响计算速度，计算速度快。

[0094] 神经网络训练模型采用FaceNet神经网络模型(FaceNet神经网络模型是  google

(谷歌)团队开发的人脸识别系统提出的神经网络模型)。其在训练人脸图像样本采用caffe

框架(caffe英文全称为Convolutional  Architecture for  Fast  Feature  Embedding，卷

积神经网络框架)，可以直接将人脸图像映射到欧几里得空间，空间距离的长度代表了人脸

图像的相似性。本发明采用该训练模型，能够识别人脸的特征值和特征点，特征值为

1024byte特征，特征点为上述标记的68个特征点。

[0095] 本发明采用FaceNet神经网络训练模型对人脸图像的特征点进行训练，  Fac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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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准确率很高，位于全球最好的结果99.6％-99.7％之间，FaceNet分别在Labeled  Faces 

in  the  Wild(LFW)和YouTube  Faces  DB数据集上识别正确率达到99.63％和95.12％。

FaceNet由于只用128byte标示一张人脸特征值，并且使用三元损失函数(损失函数是一种

衡量当前模型识别损失和错误程度的函数，在训练过程用于逐渐矫正网络模型的参数使其

准确率逐渐提供)使结果更快收敛。128byte更少的人脸特征标示意味着在人脸比对过程使

用时间更短，以及三元损失函数相对于传统的损失函数Softmax算法复杂度更低，因此神经

网络FaceNet在训练和识别速度都比较快。速度和准确率在工业使用都是必要考虑因素。

[0096] Google团队开发的FaceNet神经网络训练模型使用了两种卷积模型。第一种简称

NN1，第二种简称NN2。NN2是GoogleNet式的Inception模型，本发明采用NN2作为神经网络训

练模型。NN2模型参数只需要4 .3M，是NN1的20分之一；每张图片需要CPU计算资源20M 

FLOPS，是NN1的五分之一。

[0097] 在一个实施例中，在步骤S101之前，还包括如下步骤：

[0098] S301、通过OpenCV计算机视觉库提取确定性别的人脸图像样本的HOG特征。

[0099] S302、将步骤S301提取的人脸图像样本的HOG特征输入SVM分类器中进行训练，得

到性别分类模型，该性别分类模型用于识别人脸图像的性别。

[0100] 由于男性和女性在五官上有较大差异，因此，本发明方法中，还涉及到对人脸图像

样本性别的识别训练。在对人脸图像样本进行特征点的训练之前，还需要将人脸图像样本

按性别分类，该分类的步骤可以发生在对人脸图像样本进行人工标记之前，也可以发生在

对人脸图像样本进行人工标记之后。本实施例中，将人脸图像样本按男女分为两类，采用人

工对人脸图像样本进行特征点标记，并将人脸图像样本进行归一化处理。

[0101] 由于性别识别是一个二分类问题，本发明采用方向梯度直方图(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简称HOG)特征结合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简称SVM)

分类器训练人脸图像样本。

[0102] OpenCV计算机视觉库是一个基于BSD许可(开源)发行的跨平台计算机视觉库，可

以运行在Linux、Windows、Android和Mac  OS操作系统上，其用于提取人脸图像样本的HOG特

征。

[0103] S303提取的人脸图像样本的HOG特征输入SVM分类器中进行训练，得到性别分类模

型，该性别分类模型能够识别人脸图像的性别。

[0104] 方向梯度直方图(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HOG)特征是一种在计算机

视觉和图像处理中用来进行物体检测的特征描述子。HOG特征通过计算和统计图像局部区

域的梯度方向直方图来构成特征。首先，由于HOG是在图像的局部方格单元上操作，所以它

对图像几何的和光学的形变都能保持很好的不变性，这两种形变只会出现在更大的空间领

域上。其次，在粗的空域抽样、精细的方向抽样以及较强的局部光学归一化等条件下，只要

行人大体上能够保持直立的姿势，可以容许行人有一些细微的肢体动作，这些细微的动作

可以被忽略而不影响检测效果。因此HOG特征是特别适合于做图像中的人体检测的。

[0105] SVM是常见的一种判别方法。在机器学习领域，是一个有监督的学习模型，通常用

来进行模式识别、分类以及回归分析。

[0106]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可选的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发明的启示下都可得出其他各

种形式的产品。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不应理解成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的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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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界定的为准，并且说明书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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