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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权限控制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控制用户设备从外部设备接收图

像，所述图像为所述外部设备拍摄的；对所述图

像进行分析并判断所述图像中是否存在人脸并

生成判断结果；在所述判断结果为所述图像存在

人脸时比对所述图像中的人脸与用户的脸部特

征是否匹配并生成比对结果；根据所述比对结果

控制所述用户设备执行相应操作的权限。本发明

还公开了一种权限控制装置。本发明能使得没有

图像拍摄功能的用户设备也能对用户的身份进

行验证，进而对操作用户设备的权限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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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权限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控制用户设备通过无线的方式从外部设备接收图像，所述图像为所述外部设备拍摄

的，所述外部设备为手机或相机，所述用户设备为不具备拍摄功能的设备；

对所述图像进行分析并判断所述图像中是否存在人脸并生成判断结果；

在所述判断结果为所述图像存在人脸时，识别出其中的人脸特征并生成第一特征信

息；

提供第二特征信息，所述第二特征信息为用户的脸部特征的信息；

比对所述第一特征信息和第二特征信息是否匹配并生成比对结果；

在所述比对结果为所述第一特征信息与所述第二特征信息匹配时允许所述用户设备

执行相应操作；

在所述比对结果为所述第一特征信息与所述第二特征信息不匹配时禁止所述用户设

备执行相应操作。

2.一种权限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

通信模块，用于控制用户设备通过无线的方式从外部设备接收图像，所述图像为所述

外部设备拍摄的，所述外部设备为手机或相机，所述用户设备为不具备拍摄功能的设备；

图像分析模块，用于对所述图像进行分析并判断所述图像中是否存在人脸并生成判断

结果；

比对模块，用于在所述判断结果为所述图像存在人脸时，识别出其中的人脸特征并生

成第一特征信息；提供第二特征信息，所述第二特征信息为用户的脸部特征的信息；比对所

述第一特征信息和第二特征信息是否匹配并生成比对结果；

权限控制模块，用于在所述比对结果为所述第一特征信息与所述第二特征信息匹配时

允许所述用户设备执行相应操作；在所述比对结果为所述第一特征信息与所述第二特征信

息不匹配时禁止所述用户设备执行相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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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控制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户设备的权限控制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权限控制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部分用户设备（例如计算机）集成有摄像头，这些用户设备在开机时控制摄像头拍

摄用户的脸部图像，以通过用户的脸部图像来对用户的身份进行验证，进而允许或禁止用

户对用户设备进行操作，例如，允许用户登录到用户设备中。

[0003] 但是，对于其它没有集成有摄像头的用户设备，则无法通过获取用户的脸部图像，

因此无法通过用户的脸部图像对用户的身份进行验证。

[0004] 故，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技术方案，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权限控制方法，其能使得没有图像拍摄功能的用

户设备也能对用户的身份进行验证，进而对操作用户设备的权限进行控制。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权限控制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控制

用户设备从外部设备接收图像，所述图像为所述外部设备拍摄的；对所述图像进行分析并

判断所述图像中是否存在人脸并生成判断结果；在所述判断结果为所述图像存在人脸时比

对所述图像中的人脸与用户的脸部特征是否匹配并生成比对结果；根据所述比对结果控制

所述用户设备执行相应操作的权限。

[0007]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权限控制装置，其能使得没有图像拍摄功能的

用户设备也能对用户的身份进行验证，进而对操作用户设备的权限进行控制。

[0008]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权限控制装置，所述装置包括：通信模块，用

于控制用户设备从外部设备接收图像，所述图像为所述外部设备拍摄的；图像分析模块，用

于对所述图像进行分析并判断所述图像中是否存在人脸并生成判断结果；比对模块，用于

在所述判断结果为所述图像存在人脸时比对所述图像中的人脸与用户的脸部特征是否匹

配并生成比对结果；权限控制模块，用于根据所述比对结果控制所述用户设备执行相应操

作的权限。

[0009] 相对现有技术，在本发明中，由于通过通信模块来从外部设备接收关于用户的图

像，该图像是有外部设备拍摄的，并且通过图像分析模块和比对模块对该图像进行分析和

人脸识别，因此可以对用户的身份进行验证，进而对操作用户设备的权限进行控制，因此可

以在用户设备不具有图像拍摄设备的情况下对用户的身份进行验证，有效对实现了对操作

用户设备的权限进行控制。

[0010] 为让本发明的上述内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优选实施例，并配合所附图式，作

详细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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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的权限控制装置的第一较佳实施例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的权限控制装置的第二较佳实施例的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发明的权限控制方法的第一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

[0014] 图4为本发明的权限控制方法的第二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各实施例的说明是参考附加的图式，用以例示本发明可用以实施的特定实施

例。

[0016] 参考图1，图1为本发明的权限控制装置101的第一较佳实施例的示意图。

[0017] 在本实施例中，本发明的权限控制装置101包括通信模块1011、图像分析模块

1012、比对模块1013和权限控制模块1014。通信模块1011电性连接图像分析模块1012和用

户设备102，图像分析模块1012电性连接比对模块1013，权限控制模块1014电性连接比对模

块1013和用户设备102。

[0018] 通信模块1011用于控制用户设备102从外部设备接收图像，所述图像为所述外部

设备拍摄的，该外部设备可以是手机、相机等。

[0019] 图像分析模块1012用于对所述图像进行分析并判断所述图像中是否存在人脸并

生成判断结果。

[0020] 比对模块1013用于在所述判断结果为所述图像存在人脸时比对所述图像中的人

脸与用户的脸部特征是否匹配并生成比对结果。

[0021] 权限控制模块1014用于根据所述比对结果控制所述用户设备执行相应操作的权

限。

[0022] 所述权限控制模块1014还用于在所述比对结果为所述图像中的人脸与用户的脸

部特征匹配时允许所述用户设备102执行所述操作，所述权限控制模块1014还用于在所述

比对结果为所述图像中的人脸与用户的脸部特征不匹配时禁止所述用户设备102执行所述

操作。

[0023] 在本实施例中，由于通过通信模块1011来从外部设备接收关于用户的图像，该图

像是有外部设备拍摄的，并且通过图像分析模块1012和比对模块1013对该图像进行分析和

人脸识别，因此可以对用户的身份进行验证，进而对操作用户设备的权限进行控制，因此可

以在用户设备不具有图像拍摄设备的情况下对用户的身份进行验证，有效对实现了对操作

用户设备的权限进行控制。

[0024] 所述通信模块1011为无线保真通信设备或蓝牙通信设备，所述通信模块1011还用

于通过无线的方式从所述外部设备102接收所述图像。

[0025] 参考图2，图2为本发明的权限控制装置101的第二较佳实施例的示意图。本实施例

与上述第一较佳实施例相似，不同之处在于：

[0026] 所述图像分析模块1012还用于在所述判断结果为所述图像存在人脸时识别出其

中的人脸特征并生成第一特征信息。

[0027] 本发明的权限控制装置101还包括特征信息提供模块1015。特征信息提供模块

1015电性连接比对模块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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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特征信息提供模块1015用于提供第二特征信息，所述第二特征信息为用户的脸部

特征的信息。

[0029] 所述比对模块1013还用于比对所述第一特征信息和所述第二特征信息是否匹配

并生成所述比对结果。

[0030] 所述权限控制模块1014还用于在所述比对结果为所述第一特征信息与所述第二

特征信息匹配时允许所述用户设备102执行所述操作。

[0031] 所述权限控制模块1014还用于在所述比对结果为所述第一特征信息与所述第二

特征信息不匹配时禁止所述用户设备102执行所述操作。

[0032] 参考图3，图3为本发明的权限控制方法的第一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

[0033] 在步骤301，通信模块1011控制用户设备102从外部设备接收图像，所述图像为所

述外部设备拍摄的，该外部设备可以是手机、相机等。

[0034] 在步骤302，图像分析模块1012对所述图像进行分析。

[0035] 在步骤303，图像分析模块1012判断所述图像中是否存在人脸，若是，则进入步骤

304，否则，进入步骤306。

[0036] 在步骤304，比对模块1013将所述图像中的人脸与用户的脸部特征进行比对。

[0037] 在步骤305，比对模块1013判断所述图像中的人脸与用户的脸部特征是否匹配，若

是，则进入步骤307，否则，进入步骤306。

[0038] 在步骤306和步骤307，权限控制模块1014根据所述比对结果控制所述用户设备执

行相应操作的权限。具体地，在步骤306，所述权限控制模块1014在所述图像中的人脸与用

户的脸部特征匹配时允许所述用户设备102执行所述操作。

[0039] 在步骤307，所述权限控制模块1014在所述图像中的人脸与用户的脸部特征不匹

配时禁止所述用户设备102执行所述操作。

[0040] 在本实施例中，由于通过通信模块1011来从外部设备接收关于用户的图像，该图

像是有外部设备拍摄的，并且通过图像分析模块1012和比对模块1013对该图像进行分析和

人脸识别，因此可以对用户的身份进行验证，进而对操作用户设备的权限进行控制，因此可

以在用户设备不具有图像拍摄设备的情况下对用户的身份进行验证，有效对实现了对操作

用户设备的权限进行控制。

[0041] 所述通信模块1011为无线保真通信设备或蓝牙通信设备，所述通信模块1011可以

通过无线的方式从所述外部设备102接收所述图像。

[0042] 参考图4，图4为本发明的权限控制方法的第二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本实施例与

上述第一较佳实施例相似，不同之处在于：

[0043] 在步骤304之前执行步骤401和步骤402。

[0044] 在步骤401，所述图像分析模块1012在所述图像存在人脸时识别出其中的人脸特

征并生成第一特征信息。

[0045] 在步骤402，特征信息提供模块1015提供第二特征信息，所述第二特征信息为用户

的脸部特征的信息。

[0046] 在步骤304，所述比对模块1013比对所述第一特征信息和所述第二特征信息是否

匹配并生成所述比对结果。

[0047] 在步骤307，所述权限控制模块1014在所述比对结果为所述第一特征信息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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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征信息匹配时允许所述用户设备102执行所述操作。

[0048] 在步骤306，所述权限控制模块1014在所述比对结果为所述第一特征信息与所述

第二特征信息不匹配时禁止所述用户设备102执行所述操作。

[0049] 综上所述，虽然本发明已以优选实施例揭露如上，但上述优选实施例并非用以限

制本发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均可作各种更动与润

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界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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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03853959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