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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人脸编辑方法，包括：对

初始的人脸图像数据集合进行预处理，对图像进

行关键点检测，并通过关键点对齐人脸，获得预

处理后的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对人脸图像数据

集合S构造人脸形状先验P；利用人脸图像数据集

合S与人脸形状先验P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利

用训练好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对获取到的人脸

图像及对应的人脸形状先验，来预测人脸分割标

签，进而完成人脸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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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脸编辑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对初始的人脸图像数据集合进行预处理，对图像进行关键点检测，并通过关键点对齐

人脸，获得预处理后的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

对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构造人脸形状先验P；

利用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与人脸形状先验P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利用训练好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对输入的人脸图像及对应的人脸形状先验，进行人

脸分割标签预测，进而完成人脸编辑操作；

其中，所述对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构造人脸形状先验P包括：

给定人脸图像k，利用人脸关键点检测技术，检测人脸图像k和验证集中所有图像的关

键点；将验证集中所有图像通过相似变换对齐到人脸图像k，得到转换后的人脸图像数据集

合；比较验证集中每一张图像与人脸图像k关于人脸关键点的欧几里得距离li，选择出距离

最近的n张图像对应的人脸标签图像；提取每一张人脸标签图像中的8类标签，并将每一类

转换为0-1标签，单独作为一个通道，组成新的多通道标签图φi；对多通道标签图φi加权

αi，最终获得人脸形状先验P，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lk为人脸图像k的人脸关键点，lj为距离最近的n张图像中的第j张人脸图像的

人脸关键点，dj为距离最近的n张图像中的第j张与人脸图像k的欧氏距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脸编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中

包括：若干彩色人脸图像以及对应的人脸标签图像；

每一彩色人脸图像均为RGB三通道图像；人脸标签图像为单通道图像，分为11类：背景、

头发、脸部皮肤、左眉毛、右眉毛、左眼、右眼、鼻子、上嘴唇、口腔与下嘴唇。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人脸编辑方法，其特征在于，将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划

分为三个集合：训练集、测试集以及验证集；每一集合中均包含一定数量的彩色人脸图像及

对应的人脸标签图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脸编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为全

卷积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依次包括，输入层，卷积层，非线性层，池化层，去卷积层，剪裁层，

融合层与损失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脸编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人脸编辑操作包括人

脸美化、人脸转换、人脸融合、人脸化妆中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人脸编辑方法，其特征在于，

人脸美化包括：确定脸部皮肤对应的人脸标签图像，并对其进行SD滤波处理；

人脸转换包括：将原始人脸图像与样例人脸图像进行人脸关键点检测；通过关键点计

算相似变换，将样例人脸图像对齐到原始人脸图像上；再将对齐后的样例人脸图像中的相

关区域与原始图像做泊松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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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融合包括：假设需要将原始图像I，与样例融合图像Y融合，则相应的操作步骤如

下：首先，检测两张图像的人脸关键点，每张图像得到80个人脸关键点；其中68个为脸部区

域的人脸关键点，剩余的关键点取自每张图的边界：4个顶点和每条边的2个三等分点；然

后，将样例融合图像Y上的每一个三角形通过仿射变换对应到原始图像I上，借助alpha-

blended算法，将两个对应三角形的每个像素融合在一起，相关公式如下：

C(p)＝(1-γ)I(p)+γY(p)

其中，原始图像I与样例融合图像Y中的每一三角形均由各自图像中的3个人脸关键点

组成，借由80个人脸关键点组成的所有三角形正好平铺整张图像；C表示最终的结果图像，p

表示三角形中的每个像素，γ表示两张图像的融合比率，0≤γ≤1；

人脸化妆包括：在人脸融合操作的基础上，通过改变γ的值，从而获得自动化妆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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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编辑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脸图像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人脸编辑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自1837年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起，图像就开始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随着计算机

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图像作为一种便捷的信息传递方式，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

重要手段。由于包含人的图像在很多领域，例如身份验证、人机交互、监控、取证、医疗诊断

和治疗等都有着广泛的应用，促使其成为机器识别和计算机视觉的主要课题之一。更进一

步，人脸作为身体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人们能够仅凭面部信息就能够获得极为丰富的含

义，如人的性别，种族、年龄、健康、情绪，甚至职业等等。

[0003] 在过去，只有少数训练有素的人可以自由地使用图像处理软件，如使用Adobe 

Photoshop来编辑脸部图像。然而，它需要一段时间的专业培训，即使对于专业人士，仍然费

力和费时。现在，有部分软件公司，基于手机这类便携式移动工具，开发了功能简单的程序，

例如，美图秀秀、天天P图等。这类软件虽然上手比较容易，但一键式美化是对整张图像操

作，存在调整过度和损失细节的问题，若是用户手工调整，则仍是一个费时的过程。大多数

用户需要用最少数量的操作，进行高质量的人脸编辑操作。因此，有效、方便和灵活的人脸

图像编辑技术将有广泛的应用市场。

[0004] 现有人脸分割算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过度依赖人脸关键点信息，可能存在人

脸关键点位置不正确或者不能检测的问题；2)现有基于学习的方法需要对图像分块处理，

没有端对端的学习过程，这样不仅增加原始图片预处理的时间，还会导致最终测试时间的

增加。

[0005] 到目前为止，涉及人脸编辑的理论研究以及算法已有很多，但主要研究以下四种

类型。

[0006] 人脸美化。指对面部皮肤进行光滑、遮瑕处理。这种修饰通常在时尚行业和广告行

业中需求较多，个人用户的需求也在增加。虽然目前存在一些商业应用来帮助完成这项任

务，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以半自动模式操作，需要用户手工参与部分操作。

[0007] 人脸转换。指将脸部的部分五官或者整张脸转换到另一个人的脸部。现代社会，不

少人为了追求美丽而选择接受整形美容手术，对于某些意外受伤或者天生面部受损的人，

这种需求也是必要的。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执行相关手术不仅昂贵，且存在排斥性的

问题，所以最好在实际进行手术之前“预览”结果。

[0008] 人脸融合。是指将两张或者多张脸进行融合，以到达平均脸的效果。研究表明，平

均脸或者大众脸往往更加有吸引力。现有的人脸融合技术借助人脸关键点将脸部融合，而

不考虑背景、头发等区域，使融合后的图像看起来非常不真实。

[0009] 人脸化妆。指将脸部的妆容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脸部。现有的化妆软件需要用户的

输入来调整脸部关键点定位，这将给用户带来一些十分繁琐的体验。而且，某些软件并不能

像真正的化妆品一样，消除皮肤上的瑕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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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人脸编辑方法，可以直接对人脸分区域处理，不需要手

工标记关键点或者划定编辑的区域范围。

[0011]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12] 一种人脸编辑方法，包括：

[0013] 对初始的人脸图像数据集合进行预处理，对图像进行关键点检测，并通过关键点

对齐人脸，获得预处理后的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

[0014] 对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构造人脸形状先验P；

[0015] 利用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与人脸形状先验P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0016] 利用训练好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对输入的人脸图像及对应的人脸形状先验，进

行人脸分割标签预测，进而完成人脸编辑操作。

[0017] 所述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中包括：若干彩色人脸图像以及对应的人脸标签图像；

[0018] 每一彩色人脸图像均为RGB三通道图像；人脸标签图像为单通道图像，分为11类：

背景、头发、脸部皮肤、左眉毛、右眉毛、左眼、右眼、鼻子、上嘴唇、口腔与下嘴唇。

[0019] 将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划分为三个集合：训练集、测试集以及验证集；每一集合中

均包含一定数量的彩色人脸图像及对应的人脸标签图像。

[0020] 所述对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构造人脸形状先验P包括：

[0021] 给定人脸图像k，利用人脸关键点检测技术，检测人脸图像k和验证集中所有图像

的关键点；将验证集中所有图像通过相似变换对齐到人脸图像k，得到转换后的人脸图像数

据集合；比较验证集中每一张图像与人脸图像k关于人脸关键点的欧几里得距离li，选择出

距离最近的n张图像对应的人脸标签图像；提取每一张人脸标签图像中的8类标签，并将每

一类转换为0-1标签，单独作为一个通道，组成新的多通道标签图φi；对多通道标签图φi加

权αi，最终获得人脸形状先验P，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0022]

[0023] 上式中，lk为人脸图像k的人脸关键点，lj为距离最近的n张图像中的第j张人脸图

像的人脸关键点，dj为距离最近的n张图像中的第j张与人脸图像k的欧氏距离。

[0024] 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为全卷积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依次包括，输入层，卷积层，

非线性层，池化层，去卷积层，剪裁层，融合层与损失层。

[0025] 所述的人脸编辑操作包括人脸美化、人脸转换、人脸融合、人脸化妆中的一种或多

种。

[0026] 人脸美化包括：确定脸部皮肤对应的人脸标签图像，并对其进行SD滤波处理；

[0027] 人脸转换包括：将原始人脸图像与样例人脸图像进行人脸关键点检测；通过关键

点计算相似变换，将样例人脸图像对齐到原始人脸图像上；再将对齐后的样例人脸图像中

的相关区域与原始图像做泊松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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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人脸融合包括：假设需要将原始图像I，与样例融合图像Y融合，则相应的操作步骤

如下：首先，检测两张图像的人脸关键点，每张图像得到80个人脸关键点；其中68个为脸部

区域的人脸关键点，剩余的关键点取自每张图的边界：4个顶点和每条边的2个三等分点；然

后，将样例融合图像Y上的每一个三角形通过仿射变换对应到原始图像I上，借助alpha-

blended算法，将两个对应三角形的每个像素融合在一起，相关公式如下：

[0029] C(p)＝(1-γ)I(p)+γY(p)

[0030] 其中，原始图像I与样例融合图像Y中的每一三角形均由各自图像中的3个人脸关

键点组成，借由80个人脸关键点组成的所有三角形正好平铺整张图像；C表示最终的结果图

像，p表示三角形中的每个像素，γ表示两张图像的融合比率，0≤γ≤1；

[0031] 人脸化妆包括：在人脸融合操作的基础上，通过改变γ的值，从而获得自动化妆的

效果。

[0032] 由上述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可以看出，1)由深度神经网络端到端训练得到人脸

分割标签，避免了人脸图像的分块预处理操作，加快获得人脸分割标签的速度；同时，能支

持任意大小彩色图片的输入，并能获得高质量的人脸分割标签，而传统方法只能针对固定

大小的人脸图片。2)基于人脸分割完成人脸编辑操作，保留眼睛、头发、背景等人眼较为关

注的细节，增强编辑后人脸图片的真实感，拓宽了人脸编辑的思路，基于人脸分割算法，不

仅可以应用于现有的人脸编辑算法，还可以将大量图像编辑的算法应用于人脸图像上。

附图说明

[003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附图。

[003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人脸编辑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

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

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6] 在人脸美化、人脸转换等应用领域，往往需要对某一特定区域作处理或是保留某

一区域的细节，而现有软件的做法是借助人脸关键点信息或是以用户手工划分区域，这就

需要用户有较多的时间和耐心选择特定的区域。同时，人脸关键点检测可能会由于不同的

姿态、光照和皮肤颜色等的区别而得到不同的结果。在许多应用中，用户往往需要较高真实

感的图像，现有的许多方法细节的处理远远不能达到要求。为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人

脸编辑方法，如图1所示，其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0037] 步骤11、对初始的人脸图像数据集合进行预处理，对图像进行关键点检测，并通过

关键点对齐人脸，获得预处理后的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

[0038] 本发明实施例中，初始的人脸图像数据集合可以采用现有的人脸数据集HELEN，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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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注了人脸分割标签。人脸图像数据集合主要包括：若干彩色人脸图像以及对应的人脸

标签图像；每一彩色人脸图像均为RGB三通道图像；人脸标签图像为单通道图像，分为11类：

背景、头发、脸部皮肤、左眉毛、右眉毛、左眼、右眼、鼻子、上嘴唇、口腔与下嘴唇。

[0039] 在预处理时，利用人脸关键点检测方法，对人脸图像数据集合中的人脸图片检测

人脸关键点(例如，检测5个关键点即可)，然后通过相似变换的方法，将人脸图像对齐到图

片中的相同位置，并剪裁成相同大小。

[0040] 本发明实施例中，将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划分为三个集合：训练集、测试集以及验

证集；每一集合中均包含一定数量的彩色人脸图像及对应的人脸标签图像。

[0041] 步骤12、对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构造人脸形状先验P。

[0042] 给定人脸图像k，利用人脸关键点检测技术，检测人脸图像k和验证集中所有图像

的关键点；将验证集中所有图像通过相似变换对齐到人脸图像k，得到转换后的人脸图像数

据集合；比较验证集中每一张图像与人脸图像k关于人脸关键点的欧氏距离，选择出距离最

近的n张图像对应的人脸标签图像；提取每一张人脸标签图像中的8类标签各标签，并将每

一类转换为0-1标签，单独作为一个通道，组成新的多通道标签图φi；对多通道标签图φi加

权αi，最终获得人脸形状先验P，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0043]

[0044] 上式中，lk为人脸图像k的人脸关键点，lj为距离最近的n张图像中的第j张人脸图

像的人脸关键点，dj为距离最近的n张图像中的第j张与人脸图像k的欧氏距离。

[0045] 上述人脸形状先验P是对每一张数据集合中的人脸图像而言，为8通道表示。8通道

对应8类标签，示例性的，这8类标签可以为左眉、右眉、左眼、右眼、鼻子、上嘴唇、口腔与下

嘴唇。

[0046] 同时，上述方法主要是为了说明如何构造人脸形状先验P，所涉及的人脸图像k可

以是任意给定的人脸图像，也可以是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中的图像。

[0047] 步骤13、利用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与人脸形状先验P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0048] 本发明实施例中，深度神经网络模型输入数据为11通道图像，即人脸图像数据集

合的人脸图像(3个通道)和人脸形状先验(8个通道)。

[0049] 所述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为全卷积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依次包括，输入层，卷积层，

非线性层，池化层，去卷积层，剪裁层，融合层与损失层。

[0050] 本发明实施例中，利用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中的训练集与人脸形状先验P对深度神

经网络模型进行训练；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中的验证集用于调整神经网络模型的参数，以选

出最优的模型；人脸图像数据集合S中的测试集可以对训练后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进行测

试，以评估训练效果。

[0051] 步骤14、利用训练好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对输入的人脸图像及对应的人脸形状

先验，进行人脸分割标签预测，进而完成人脸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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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本发明实施例中，由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可以得到的高质量人脸分割结果图。

[0053] 人脸编辑操作主要指人脸美化、人脸转换、人脸融合、人脸化妆中的一种或多种。

具体来说，人脸美化，是指对脸部皮肤进行光滑或者去瑕疵处理；人脸转换，是指对将目标

人脸的某个五官或者整张脸转换到原始图像上，并保持整体的一致性，视觉上较为自然；人

脸融合，是指融合两张或者多张人脸的面部特征；人脸化妆，是指将目标人脸的妆容转移到

原始图像上，并保持原始图像的脸部特征。

[0054] 本发明实施例中，上述人脸编辑操作可以如下方式来实现：

[0055] 人脸美化包括：确定脸部皮肤对应的人脸标签图像，并对其进行SD滤波处理。SD滤

波能够在保留边缘细节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去除人脸皮肤上的缺陷，从而获得更佳的视

觉效果。

[0056] 人脸转换包括：将原始人脸图像与样例人脸图像进行人脸关键点检测；通过关键

点计算相似变换(即进行旋转、平移和尺度的相应变换)，将样例人脸图像对齐到原始人脸

图像上；再将对齐后的样例人脸图像中的相关区域与原始图像做泊松融合；泊松融合可以

使得人脸转换达到一个自然过渡的效果。

[0057] 人脸融合包括：假设需要将原始图像I，与样例融合图像Y融合，则相应的操作步骤

如下：首先，检测两张图像的人脸关键点，每张图像得到80个人脸关键点；其中68个为脸部

区域的人脸关键点，剩余的关键点取自每张图的边界：4个顶点和每条边的2个三等分点；然

后，将样例融合图像Y上的每一个三角形通过仿射变换对应到原始图像I上，借助alpha-

blended算法，将两个对应三角形的每个像素融合在一起，相关公式如下：

[0058] C(p)＝(1-γ)I(p)+γY(p)

[0059] 其中，原始图像I与样例融合图像Y中的每一三角形均由各自图像中的3个人脸关

键点组成，借由80个人脸关键点组成的所有三角形正好平铺整张图像；C表示最终的结果图

像，p表示三角形中的每个像素，γ表示两张图像的融合比率，0≤γ≤1。现存的方法大多不

能处理背景和头发区域，所以最终获得的图像总会有融合后的重影。本发明避免了上述的

问题，完整保留了原始人脸图像的背景和头发区域，同时也避免了人脸图像中的刘海区域

对于结果图像的影响。

[0060] 人脸化妆包括：在人脸融合操作的基础上，通过改变γ的值，从而获得自动化妆的

效果。本发明实施例在保持原始图像人脸特征的基础上，完成了样例图像妆容的自动转移，

主要的化妆部位为：眉毛、眼睛、脸颊、还有嘴唇。同时，由于人脸图像融合的特性，会将样例

图像与原始图像的肤色相融合，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真实化妆中的遮瑕和提亮肤色的步

骤。

[0061] 本发明实施例中上述方案在人脸分割的基础上获得人脸编辑的效果，同时能很好

的保留眼睛、头发和背景等细节，对不同的人脸图片鲁棒以及能较快得到最终的结果。

[0062] 相比传统人脸分割方法，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63] 1)由深度神经网络端到端训练得到人脸分割标签，避免了人脸图像的分块预处理

操作，加快获得人脸分割标签的速度。

[0064] 2)能支持任意大小彩色图片的输入，并能获得高质量的人脸分割标签，而传统方

法只能针对固定大小的人脸图片。

[0065] 通过以上的实施方式的描述，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上述实施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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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软件实现，也可以借助软件加必要的通用硬件平台的方式来实现。基于这样的理解，

上述实施例的技术方案可以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软件产品可以存储在一个非易

失性存储介质(可以是CD-ROM，U盘，移动硬盘等)中，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计算机设

备(可以是个人计算机，服务器，或者网络设备等)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所述的方法。

[006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

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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