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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方

法，属于计算推算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人脸识

别的计算机视觉技术领域。该方法利用外部数据

集训练人脸特征提取器，提取本地数据集中各成

员对应的参考特征以构成参考特征空间，对比待

测试样本的特征向量和参考特征以确定与待测

试样本的特征向量最相似的参考特征，在与待测

试样本的特征向量最相似的参考特征满足阈值

要求时，以与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量最相似的参

考特征所属成员的身份为待测试样本的身份，否

则，返回待测试样本身份识别失败的消息，根据

待测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与其在参考特征空

间中对应的真实特征向量的差异更新参考特征

空间，适应人脸特征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尤

其适合频繁变更成员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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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外部数据集训练人脸特征提取器，

提取本地数据集中各成员对应的参考特征以构成参考特征空间，对比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

量和参考特征以确定与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量最相似的参考特征，在与待测试样本的特征

向量最相似的参考特征满足阈值要求时，以与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量最相似的参考特征所

属成员的身份为待测试样本的身份，否则，返回待测试样本身份识别失败的消息，根据待测

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与其在参考特征空间中对应的真实特征向量的差异更新参考特征

空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待测试样本身份

识别失败为将身份为本地成员的待测试样本错误识别为另一本地成员的情形时，通过学习

待测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与其在参考特征空间中对应的真实特征向量的误差，增强待测

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与其在参考特征空间中对应的真实特征向量的相似度，降低错误身

份对应的参考特征向量与待测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的相似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待测试样本身份

识别失败为将身份为本地成员的待测试者样本识别为非本地成员的情形时，通过学习待测

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与其在参考特征空间中对应的真实特征向量的误差，增强待测试样

本的预测特征向量与其在参考特征空间中对应的真实特征向量的相似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待测试样本身份

识别失败为将非本地成员的待测试样本误识别为本地成员的情形时，通过学习待测试样本

的预测特征向量与其在参考特征空间中对应的真实特征向量的误差，降低错误身份对应的

参考特征向量与待测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的相似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对比待测试样本的

特征向量和参考特征以确定与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量最相似的参考特征的具体方法为：计

算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量和所有参考特征的距离，以与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量距离最短的

参考特征为最相似的参考特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添加本地成员时，

将新添加成员的身份信息添加至本地数据集，提取新添加成员图片的特征并将所提取的特

征添加至参考特征空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删除成员时，从本

地数据集及参考特征空间移除待删除成员的数据。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意一项所述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人脸特

征提取器通过包含至少一个稠密连接块的卷积神经网络实现，每个稠密连接块包含至少两

个依次连接的同步长卷积层，当前卷积层输出的特征图和该卷积层之前所有卷积层输出的

特征图拼接后作为至下一卷积层的输入特征图，每一个稠密连接块输出的特征图都经降采

样后传输至下一稠密连接块的输入端。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对最后一个稠密连接块

输出的特征图再进行卷积操作和均值池化操作得到输入至分类层的特征向量。

10.一种人脸识别终端设备，包括：存储器、处理器及存储在存储器上并在处理器上运

行的计算机程序，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时实现以下步骤：利用外部数据集

训练人脸特征提取器，提取本地数据集中各成员对应的参考特征以构成参考特征空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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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量和参考特征以确定与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量最相似的参考特征，

在与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量最相似的参考特征满足阈值要求时，以与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

量最相似的参考特征所属成员的身份为待测试样本的身份，否则，返回待测试样本身份识

别失败的消息，根据待测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与其在参考特征空间中对应的真实特征向

量的差异更新参考特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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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属于计算推算的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人脸识别的计算机视觉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门禁、安检、监控等方面，其主要任务是区分数据库

中的不同个体并拒绝数据库之外的个体。在实际应用中，人的相貌特征会受到装扮、表情的

影响且因姿势、光照而变化，同一个人的正面图片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不同。为增加算

法的鲁棒性，在识别过程中，有必要在特定情况下更新模型。传统的方法是重新收集样本再

次训练，这种做法费时费力，难以操作。我们希望人脸识别设备在运行时可以自行调整模型

且适应数据集的变化，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操作简单且效果良好的在线学习方法。

[0003] 现有的在线学习方法通过提取人脸的浅层特征(如：Haar特征、LBP特征)进行比

对，在视频中识别并跟踪给定的人脸。在这种应用场景下，把目标人脸和周围的一个或多个

人脸区分开，只需要辨别很少的样本；同时，在视频包含的小段时间内，人脸特征变化较小，

因此，图像的浅层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人脸特征。但是，人脸门禁、考勤等任务需要

分辨包含数百人的数据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每个人的相貌都会有所改变，浅层特征

难以处理如此复杂的任务。

[0004] 深度神经网络提高了模型的辨识度，但网络的训练耗费大量的运算资源和时间，

变更模型时需要将在离线服务器上训练好的模型重新导入人脸识别设备；另一方面，神经

网络结构固定，增加/删除成员时同样需要再次训练，为实际应用带来不便。为使人脸识别

技术的使用更灵活且使用范围更广，需要一种简便精确的在线学习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是针对上述背景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

方法，以有限的计算资源和简便的操作流程在终端设备实现了模型的训练和更新，解决了

现有人脸识别技术在数据集变化时需重新训练模型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在线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

[0008] 建立外部数据集：根据研究机构的公开人脸数据库或自行搜集的数据建立外部数

据集，示例性地，人脸数据库可以选择CASIA-WebFace、VGG-FACE等公开数据库；也可以自行

在网络上抓取公众人物的图片。每张图片都应含有身份标注，指明该图片属于哪个个体。应

当收集尽可能多的个体，每个个体包含尽可能多的样本，同时减少数据集中错误标注样本

的数量。样本数量和类别数量的增加会提高训练精度，且不会改变人脸特征提取器的结构

或增加训练难度；

[0009] 建立本地数据集：假设由m个人组成本地成员集合U＝{u1,u2,...,um}，给U中的每

个成员ui拍摄n张对应的人脸样本{xi1,xi2,...,xin}，优选地，人脸样本应该是光照正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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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自然的照片，当条件允许拍摄多张图片时，可以关注表情和姿态的多样性；

[0010] 训练模型：使用卷积神经网络作为特征提取器，神经网络的输入为彩色图片，神经

网络的输出为图片所属类别，分类层的长度等于外部数据集的类别数，损失函数可以采用

softmaxloss，需要说明的是，神经网络采用外部数据集训练，因为外部数据集的样本数量

和种类远超本地数据集，有利于神经网络学习到更好的特征，损失函数随着误差的反向传

播不断下降，训练准确率不断上升，当损失函数收敛并不再继续下降时，保存卷积神经网络

模型，把与分类层相连的l维向量作为输入图片的特征向量，特征向量的维度一般远小于类

别数量，可以取几十到几百之间，记输入图片x到特征向量的映射为h(x)，用训练好的特征

提 取 器 提 取 本 地 数 据 集 的 样 本 特 征 ，计 算 得 到 每 个 个 体 对 应 的 参 考 特 征

其中，n代表人脸库中第i个人的人脸样本个数，建立参考特征空

间S＝{y1,y2,...,ym}；

[0011] 预测待测图片所属个体的身份：在视频帧中截取待测者的人脸区域图片，处理所

截图片得到待测图片x，使用特征提取器提取待测图片x的特征向量 对所有yi∈

S计算 与yi的距离d： d表征了两个特征之间的相似度。d越大表征特征差距就

越大，更进一步地，当d足够大时，可以认为两个特征属于不同的个体，找出S中与 距离最

近的参考向量 以及距离 设定相似度阈值δ，如果 输出

否则输出 代表模型预测的待测者身份；

[0012] 在线纠错：当待测者识别失败并希望更新自身特征时，暂停视频流，将待测者输入

的身份标签uT归入本地成员集合U，uT∈U，系统根据如下公式更新特征空间：

[0013]

[0014]

[0015]

[0016] 其中：uT代表待测者的真实身份，由待测者自行提供，代表待测者的预测身份，yT

代表待测者在参考特征空间中对应的真实特征向量， 代表特征提取器从图片x提取的特

征向量， 代表S中与 距离最近的参考向量，η代表表征模型纠错幅度的学习率，η∈(0,

1)，需要说明的是，较小的η值表示模型更加信任本地数据集预先采集的图片，较大的η值表

示模型更信任新采集的图片，特征空间更新完毕后，恢复视频流，继续执行识别功能。

[0017] 为实现更高效卷积神经网络，在网络中增加了至少一个稠密连接块，每个稠密连

接块至少包含两个依次连接的卷积层，当前卷积层输出的特征图和该卷积层之前所有卷积

层输出的特征图拼接后作为至下一卷积层的输入特征图，每一个稠密连接块输出的特征图

都经降采样后传输至下一稠密连接块的输入端，优选地，输入卷积神经网络的彩色人脸图

片经多个等步长的卷积层和降采样层的处理后得到输入第一个稠密连接块的特征图，对最

后一个稠密连接块输出的特征图再进行卷积操作和均值池化操作得到输入至分类层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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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向量。

[0018] 进一步的，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添加/删除成员后无需重新训练模型的人脸识别

方法，添加成员时，新成员完成一次人脸识别过程后提供自己的真实身份标签uk， 暂

停视频流传输，保存当前输入图片x及特征提取器从当前图片提取的特征向量 更新本地

成员集合为U＇，U＇＝U∪uk，更新参考特征空间为S＇， 更新完毕后恢复视频流；删

除成员时，暂停视频流传输，在本地成员集合U和参考特征空间S中移除待删除成员的信息，

恢复视频流。

[0019] 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实现上述人脸识别方法的终端设备，该设备包括：存储器、处

理器及存储在存储器上并在处理器上运行的计算机程序，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时实现以下

步骤：利用外部数据集训练人脸特征提取器，提取本地数据集中各成员对应的参考特征以

构成参考特征空间，对比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量和参考特征以确定与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

量最相似的参考特征，在与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量最相似的参考特征满足阈值要求时，以

与待测试样本的特征向量最相似的参考特征所属成员的身份为待测试样本的身份，否则，

返回待测试样本身份识别失败的消息，根据待测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与其在参考特征空

间中对应的真实特征向量的差异更新参考特征空间。

[0020] 本发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1)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在终端动态更新人脸识别模型、添加或删除成员的方法，该

方法通过灵活调整从本地数据集提取的参考特征空间以适应数据集的变化，实现了人脸识

别模型的离线更新，相比于重新收集样本再次训练的传统方法，操作简单，计算量小，可以

更好地适应人脸特征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尤其适合需要频繁变更成员的场合；

[0022] (2)本发明通过稠密连接的卷积神经网络实现特征提取，通过连接若干同步长的

卷积层构成稠密连接层，每个卷积层的输出特征图和之前卷积层的所有输出特征图拼接后

作出下一卷积层的输入特征图，强化了特征复用，提升了网络性能，减少了参数数量和运算

量，鲁棒性更强，适用范围更广。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方法的人脸识别流程图。

[0024] 图2是数据集的人脸截取样例。

[0025] 图3是本发明在线学习的流程图。

[0026] 图4是稠密连接块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特征，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进一步的详

细描述。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的阐述提到了许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本发明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实施方例。

[0028] 图1给出了根据本发明人脸识别方法的流程图，该人脸识别方法包括以下五个步

骤。

[0029] 步骤一、建立外部数据集：采用CASIA-WebFace数据库作为外部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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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2给出了经过处理的CASIA-WebFace数据库的样本实例，如图2所示，人脸框应该

比较紧密地贴合人脸边缘，所有图片缩放成卷积神经网络的输入尺寸。如从其它数据集获

取外部数据集，也需要遵循人脸框紧密地贴合人脸边缘以及图片满足神经网络输入图片尺

寸要求的处理方式。

[0031] 步骤二、建立本地数据集：拍摄十个人的脸部照片，拍摄每一个人表情和姿态不同

的多张人脸样本图片。

[0032] 步骤三、建立卷积神经网络：以外部数据集合为样本集训练人脸特征提取器：本申

请涉及了一种更高效的卷积神经网络，如图4所示，神经网络的输入是160*160像素的彩色

人脸图片，彩色人脸图片首先依次经过三个步长为1的卷积层和一个降采样层得到80*80的

特征图，80*80的特征图随后输入至第一个稠密连接块做为第一个稠密连接块的输入特征

图。稠密连接块包含三个卷积层，输入特征图首先输入卷积层1，输入特征图与卷积层1的输

出特征图拼接后输入卷积层2；卷积层1和卷积层2的输出特征图拼接后输入卷积层3。将卷

积层3的输出特征图降采样到40*40后输入下一个稠密连接块，重复相同的操作。经过三个

稠密连接块后，特征图大小变为20*20，20*20的特征图随后经过两次步长为2的卷积层得到

64个3*3的特征图，64个3*3特征图输入均值池化层得到64维特征向量。训练时，在分类层输

出训练图片所属类别，计算误差并反向传播；测试时，在特征层输出待测图片的特征，训练

神经网络直到损失函数收敛，记此时神经网络输入到输出的映射为h(x)。

[0033] 步骤四、构建参考特征空间：由训练后的人脸特征提取器提取本地样本集的特征，

计算得到每个个体对应的参考特征yi， 本地样本集中各个体对应

的参考特征构成参考特征空间S，S＝{y1,y2,...,ym}。

[0034] 步骤五、对比待测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和参考特征空间中的各参考特征向量确定

待测样本所属个体：使用训练好的特征提取器预测待测图片x的特征向量 对所

有yi∈S，计算 与yi的距离： 找出S中与 距离最近的参考特征向量 以及距

离 设定相似度阈值δ，如果 输出 否则，输出 较

大的δ代表更宽松的判断标准，宽松的判断标准更倾向于把待测者看作本地数据集的某个

成员；较小的δ反之。

[0035] 在待测试样本识别失败并希望更新自身特征时，如图3所示，暂停视频流，将待测

者输入的身份标签uT归入本地成员集合U，uT∈U，根据如下三种方式更新特征空间：

[0036] 第一种：

[0037] 第二种：

[0038] 第三种：

[0039] 更新完毕后恢复视频流。

[0040] 第一种纠错方式针对将身份为本地成员的待测试者错误识别为本地成员集合中

另一成员的情形，通过学习待测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 和待测试样本在参考特征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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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真实特征向量yT的误差，增强待测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 和待测试样本在参考特

征空间中对应的真实特征向量yT的相似度，降低错误身份对应的参考特征向量 与待测试

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 的相似度。

[0041] 第二种纠错方式针对将身份为本地成员的待测试者错误识别为非本地成员的情

形，通过学习待测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 和待测试样本在参考特征空间中对应的真实特

征向量yT的误差，增强待测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 和待测试样本在参考特征空间中对应

的真实特征向量yT的相似度。

[0042] 第三种纠错方式针对将非本地成员的待测试者误识别为本地成员的情形，通过学

习待测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 和待测试样本在参考特征空间中对应的真实特征向量yT的

误差，降低错误身份对应的参考特征向量 与待测试样本的预测特征向量 的相似度。

[0043] 本申请提供的人脸识别方法可在终端设备上实现，该设备包括至少一个包含更新

成员按键、一个删除成员按键、一个输入模块、存储有上述人脸识别方法的计算机软件程序

的存储器及处理器。示例性的，输入模块可以是供待测者输入自己的身份标签的刷卡装置

或键盘。系统暂停视频流传输，保存当次的输入图片x和预测结果。可选地，设备还可以包括

获取权限模块。

[004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添加/删除成员方式。添加成员时，新成员完成一次人

脸识别过程，通过设备的输入模块提供自己的真实身份标签，发出添加成员指令(待测者按

下更新成员按键)后，系统暂停视频流传输，保存当次的输入图片x和特征向量 更新本地

个体集合U′＝U∪uk，更新参考特征空间 删除成员时，待测试者通过输入

模块提供待删除的成员标签，发出删除成员(待测试者按下删除成员按键)指令后，系统暂

停视频流传输，在本地个体集合U和参考特征空间S中移除待删除成员的信息。通过设备的

获取权限模块授予管理员添加/删除成员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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