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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信息处理方法及终端

本 申请要 求 于 2016 年 3 月 14 曰提 交 中国专利局 ， 申请 号 为

201610143985.2, 发明名称为 "一种信息处理方法及终端" 的中国专利申

请的优先权 ，其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中。

技术领域

本申请涉及通讯技术 , 尤其涉及一种信息处理方法及终端。

背景技术

用户利用终端如手机中的应用来录制视频，将录制的视频进行信息分享，

是常见的信息处理方案。录制的视频还可以附加一些与视频内容相关或不相

关的其他信息，来得到合成的视频。

要得到该合成的视频，需要执行附加其他信息的操作是非常复杂和繁琐

的，需要用户去素材库选择这些信息，比如，用户需要去素材库选择与视频

内容中某段视频信息相关的信息。即便选择的该信息是符合相关性需求的，

还要进一步考虑：将该信息附加到视频内容中的哪个位置，哪个时间点等等

因素，这种交互模式非常复杂，需要多次交互，势必导致处理效率低下，且

来回交互往复，处理的时间成本也很高，最终达到的合成视频的效果也可能

差强人意，并不符合真实的用户需求，用户可能重新再合成一次。那么，利

用终端进行视频合成的信息处理成本会持续增加。然而，相关技术中，对于

该问题，尚无有效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有鉴于此，本申请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信息处理方法及终端，至少解决了

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信息处理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终端获取第一操作，以触发第一媒体信息的采集；

终端在采集所述第一媒体信息的过程中检测到符合预设条件的人脸区域



内的表情变化或采集框 内的用户动作变化时，将检测到的表情变化或用户动

作变化的变化量作为关键信息上报给服务器；

终端接收所述服务器推送的与所述关键信息对应的第二媒体信息；以及

将第一媒体信息和第二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根据本 申请的另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终端，所述终端包括：

触发单元，用于获取第一操作 ，以触发第一媒体信息的采集；

检测单元 ，用于采集所述第一媒体信 息的过程 中检测到符合预设条件的

人脸 区域 内的表情变化或采集框 内的用户动作变化时，将检测到的表情变化

或用户动作变化的变化量作为关键信息上报给服务器；

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推送的与所述关键信 息对应的第二媒体

信息；以及

合成单元，用于将第一媒体信息和第二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根据本 申请的另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非易失性存储介质 ，存储有程序 ，

当所述非易失性存储介质存储的程序被 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的计算机设备

执行时，可使所述计算机设备执行如上所述的信 息处理方法。

本 申请 实施例的信 息处理方法包括：终端获取第一操作 ，以触发第一媒

体信息的采集；终端在采集所述第一媒体信 息的过程中检测到符合预设条件

的人脸 区域 内的表情变化或采集框 内的用户动作变化时，将得到的变化量作

为关键信 息上报给服务器；终端接收服务器推送的与所述关键信息对应的第

二媒体信息；将第一媒体信息和第二媒体信息按照预设配置进行视频合成。

采用本 申请 实施例，实时采集第一媒体信息的过程 中，检测到表情变化

或用户动作变化时，基于变化量从服务器得到对应的第二媒体信息，将第一

媒体信 息和第二媒体信 息按照预设配置进行视频合成，从而在第一媒体信 息

采集结束后 ，重新回放合成的视频。在合成的视频中，在第一媒体信 息的指

定位置和指定时间显示有对应的第二媒体信息。由于，第二媒体信 息无需用

户手动选择和添加 ，因此 ，筒化 了操作流程 ，提 高了处理效率；根据采集第

一媒体信 息的过程 中得到的检测结果 （如表情变化或用户动作变化 ）请求索

取的对应第二媒体信 息也更符合真 实的用户需求。通过以上方法，首先第二



媒体信息的内容本身比较精准，其次第二媒体信息出现的位置和时间也能配

合上如表情变化或用户动作变化等检测结果，因此，位置和时间点也精准。

不仅减少了多次交互，也不需要后续再次调整和重新合成，降低了视频合成

的信息处理成本和时间成本。

附图说明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中进行信息交互的各方硬件实体的示意图；

图2为本申请实施例一的一个实现流程示意图；

图3为应用本申请实施例的应用场景示意图；

图4为应用本申请实施例的触发视频录制的示意图；

图5-6为采用现有技术的多个场景示意图；

图7-12为应用本申请实施例的多个场景示意图；

图13为本申请实施例二的一个实现流程示意图；

图14为本申请实施例三的一个组成结构示意图；

图15为本申请实施例四的一个硬件组成结构示意图；

图16为应用本申请实施例的RGB 与透明度分开存储的场景示意图；以及

图17为应用本申请实施例的一个实例的系统架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附图对技术方案的实施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图 1 为本申请实施例中进行信息交互的各方硬件实体的示意图，图 1 中

包括：服务器 11 和终端设备 2 1, 22, 23 和 24, 其中终端设备 2 1 , 22, 23 和

24 通过有线网络或者无线网络与服务器进行信息交互。终端设备可以包括手

机、台式机、PC 机、一体机等。其中，终端设备中安装有满足用户 日常和工

作所需的多种应用。如果用户喜欢拍照和录视频，会在终端设备中安装诸如

图片处理应用，枧频处理应用等应用；出于社交分享的需求，也会安装社交

应用。此外，还可以将运用图片处理应用和视频处理应用得到的处理结果通

过社交应用进行信息分享。采用本申请实施例，基于上述图 1 所示的系统，

终端设备定期从服务器获取各个应用的更新数据 包在本地保存 ，当需要使用



终端设备上的应用，则开启应用 （如视频处理应用 ），获取第一操作，如开启

视频录制的操作 ，从而触发诸如视频的第一媒体信息的采集。终端设备在采

集所述第一媒体信 息的过程 中检测到符合预设条件的人脸 区域 内的表情变化

或釆集框 内的用户动作变化时，将得到的变化量作为关键信息上 给月良务器。

例如，该人脸 区域 内的表情变化可以为微笑，以及用户动作变化可以为眨眼

睛或比划剪刀手。终端接收服务器推送的与所述关键信 息对应的诸如贴纸的

第二媒体信 息；将第一媒体信 息和第二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采用本 申请

实施例，实时釆集第一媒体信 息的过程 中，检测到表情变化或用户动作变化

时，基 于变化量从服务器得到对应的第二媒体信息，将第一媒体信 息和第二

媒体信 息进行视频合成 ，从而在第一媒体信 息采集结束后 ，重新回放合成的

视频。在合成的视频 中，在第一媒体信 息的指定位置和指定时间显示有对应

的第二媒体信 息。由于，第二媒体信 息无需用户手动选择和添加 ，因此 ，筒

化 了操作流程 ，提 高了处理效率；根据采集第一媒体信 息的过程 中得到的检

测结果 （如表情变化或用户动作变化 ）请求索取的对应第二媒体信 息也更符

合真实的用户需求。通过以上方法，首先第二媒体信息的内容本身比较精准，

其次第二媒体信息出现的位置和时间也能配合上如表情变化或用户动作变化

等检测结果，因此 ，位置和时间点也精准。不仅减少了多次交互，也不需要

后续再次调整和重新合成，降低 了视频合成的信 息处理成本和时间成本。

上述图 1 的例子只是实现本 申请实施例的一个系统架构实例，本 申请实

施例并不限于上述图 1 所述的系统结构 ，基于该 系统架构 ，提 出本申请各个

实施例。

实施例一

本 申请实施例的信息处理方法，如图 2 所示，所述方法包括：

步骤 101、终端获取第一操作 ，以触发第一媒体信息的采集。

一个应用场景中，如图 3 所示，用户躺在沙发上正在使用如手机 11 的终

端设备 。手机 11 的用户界面如 图 4 所示，其中包含各种类型的应用图标，如

音 乐播放 图标 ，功能设置图标，邮件 图标等等。用户执行第一操作 ，如

用手指点击 A 1标识的视频处理应用图标，进入视频录制的处理过程 ，从而触



发如视频的第一媒体信 息的采集。比如 ，可以录制一段 室内的场景 ，或者给

自己进行 自拍等等。

步骤 102、终端在采集所述第一媒体信息的过程 中检测到符合预设条件的

人 脸 区域 内的表情变化或采集框 内的用户动作变化时，将得到的变化量作为

关键信 息上报给服务器。

这里 ，仍然结合步骤 101 中的应用场景，在视频录制的处理过程 中，通

过人脸识别定位机制或表情识别机制，终端可以捕获人脸 区域 内的表情变化，

例如，微笑，哭泣，皱屑等等。此外，终端设备还可以检测采集框 （或称取

景框 ）内的用户动作变化 ，例如比剪刀手。这种检测不限于人脸 区域。还可

以将人脸 区域 中的表情变化与用户动作变化进行组合识别，比如 ，将剪刀手

和脸部表情中的微笑相结合进行组合识别。

在人脸识别的过程 中，人脸识别技术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 ，对视频录制

中的人脸 图像或者视频流进行采集，首先判断视频流中是否存在人 脸 ，如果

存在人脸 ，则进一步的给 出脸的位置和大小，及定位 出各个主要面部器官的

位置信 息，得到人脸 中五官的各 自位置和初始形态，当形态发生变化 ，如微

笑时上下嘴唇的位置会相对初始形态产生位移和形变，则说明人脸五官的面

部表情 出现变化 ，也可以通过表情识别机制来识别出表情的变化。本 申请 实

施例的人脸识别有别于常规的人脸识别，常规的人脸识别是为 了通过构建的

人脸识别系统来识別出用户的身份 ，是将识别出的人脸与 已知人脸进行比对，

以便于身份确认以及身份查找。

在表情识别过程 中，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如人脸图像的获取与预处理；

人脸检测；表情特征提取；以及表情分类。如果仅仅通过人脸识别和定位机

制，会存在不精确的问题 ，而表情识别机制是一种更加准确的处理策略。表

情识别与人脸识别密切相关，如在人脸检测中的定位和人脸跟踪这些环节上

是类似的，但特征提取上不同。举例来说 ，人脸识别提取的特征主要关注于

不同人脸的个体差异和特性，而面部表情作为干扰信号存在 ，因此人脸识别

不过多关注面部表情。而本 申请 实施例是需要关注表情的变化来触发对应的

第二媒体信 息，因此可以忽略个体差异 ，而关注于提取人脸在不同表情模式



下的差异特征的特征提取 。其可以与个体差异相结合 ，也可以为了提 高表情

识别精度 而将个体差异作为干扰信号处理，即不过多关注个体差异。特征提

取是人脸表情识别中的核心步骤 ，决定着最终的识别结果，影响识别率的高

低。其 中，所述特征提取可以分为：静态图像特征提取和运动图像特征提取。

就静态图像特征提取 而言，提取的是表情的形变特征 （或称为表情的暂态特

征 ），就运动图像特征提取 而言，对于运动图像 ，不仅要提取每一帧的表情形

变特征 ，还要提取连续序列的运动特征。形变特征提取可以依赖 中性表情或

模型，从 而把产生的表情与中性表情做 比较来提取 出形变特征 ，而运 动特征

的提取则直接依赖于表情产生的面部变化。表情有多种划分方式，1 ) 如按照

基本表情划分 ，如 高兴、悲伤、惊讶、恐惧 、愤怒和厌恶等，建立不同的人

脸表情图像库以便后续的匹配和识别。2 ) 按照情绪分类，如愉快，不愉快，

激动，平静 ，紧张，轻松等。

步驟 103、终端接收服务器推送的与所述关键信息对应的第二媒体信 息。

该步骤的一种具体实现可以为：步驟 102 将关键信息上报给服务器之后，

服务器根据关键信 息从素材库 匹配对应的第二媒体信息，例如贴纸信 息，并

将第二媒体信息推送给终端，以便后续在步骤 104 中与第一媒体信息进行视

频合成。无需用户手动选择贴纸信 息，而是根据关键信 息匹配后 自动推送给

终端，在终端采集第一媒体信 息 （如视频 ）的过程 中 自动合成 （如将视频和

贴纸信 息相 叠加 ）视频处理结果，在第一媒体信息 （如视频 ）的指定位置和

指定时间显示贴纸信息。

步骤 104、将第一媒体信息和第二媒体信 息进行视频合成。

在本 申请 实施例一实施方式中，所述关键信息还 包括：第一媒体信 息中

的文字信息。

该信 息处理方法还 包括：在采集所述第一媒体信息的过程 中检测该文字

信息，并将其作为关键信息上报给服务器。

现有技术中，如图 5 中的文字信 息，具体的，在视频信息中包含 A 2 所标

识的文字信息 "红红火火" 。在视频信息录制完成后添加如 A 2，所标识贴纸信

息 "红红火火" 。该贴纸信息是通过终端多次与服务器的交互，从服务器素材



库手工选取的，之后 , 在将该贴纸信息附加到 已经录制完成的视频信 息中。

如图 6 所示为现有技术的另一个应用场景。具体的，在视频信息中包含

A 所标识的文字信息 "男朋友 " 。在视频信息录制完成后添加如 A3' 所标识贴

纸信息 "男朋友 " 。该贴纸信息是通过终端多次与服务器的交互，从服务器素

材库手工选取的，之后，在将该贴纸信 息附具到 已经录制完成的视频信息中。

这种处理，非常繁瑣，需要多次用户交互，后续找的贴纸也不一定就是用户

真正需要的，即便是用户真正需要的，也需要用户手工在 已经录制完成的视

频信息上手动添加 ，比如将贴纸移动到视频信息的合适位置上等等。

而采用本 申请实施例，如图 7 所示的视频 中包括 Α4 所标识的文字信息 "吃

不胖 " ，其作为关键信 息被发送到服务器。基于该关键信息得到的匹配贴纸信

息如 Α4，所标识。如图 8 所示的视频中包括 Α 5 所标识的文字信息 "男朋友 " ，

其作为关键信息被发送个服务器。基于该关键信息得到的匹配贴纸信 息如 Α 5，
所标识。在 图 7 和 8 中，B 1 用于标识视频录制过程 中的控制按钮 ，Β2 用于标

识视频录制结束后的回放按钮。如图 9 所示为一个录制视频过程中将贴纸信

息与视频在合适的位置和时间点进行视频合成后 ，回放该视频的示意图。在

图 9 中，对应录制的视频信息中播放语音为 "祝姐妹们过年吃不胖 " 时，在

视频界面可以显示对应语音的文字信 息，在这个时间点，在视频界面上还显

示有合成的贴纸信息以卷轴形式打开并显示的动态贴纸效果 "吃不胖 " 。图 10

为另一个采用本 申请 实施例录制视频后 ，将贴纸信息与视频在合适的位置和

时间点进行视频合成后 ，回放该视频的示意图，其中，当对应录制的视频信

息中播放语音为 "年终奖多多" 时，在视频界面可以显示对应语音的文字信

息，在这个时间点，在视频界面上还显示有合成的贴纸信 息，以动态贴纸效

果显示 "年终奖多多" ，并配合有货 币单位的指示符 ，例如 ¥ , 将其与 "年终

奖多多" 的文字相结合 。

当录制的视频中有文字信息 "年终奖多多" 时，除了如图 10 所示的显示

对应 内容的贴纸信 息之外，还可 以通过识别人脸表情或用户动作而得到其他

的贴纸形态。如 图 11 所示，当录制的视频信息中播放语音为如 Α6 标识的 "年

终奖多多" 时，可 以使用户动作和语音相结合。例如，该用户动作可以为用



户开心的眨眼。在这种情况下，在视频界面除了可以显示如图 10 所示的贴纸

信息之外，还可以在这个 "开心的眨眼" 的时间段 ，在视频界面上还显示有

其他的贴纸信息，如 A 6，标识的 "眼睛变成两个 ¥ " 。除了眨眼之外，该用户

动作还可以为打响指。通过该用户动作触发显示如图 11 中的 A 6，标识的 "眼

睛变成两个 ¥ " 或者显示如图 10 所示的贴纸信息 "年终奖多多" 。

图 12 所示为另一个采用本 申请实施例的应用实例。在图 12 中，还可以

通过识别人脸表情得到其他的贴纸形态。如图 12 所示，当对应录制的视频信

息中播放语音为如 A 7 标识的 "我真有这么漂亮吗" 时，识别 出人脸脸颊的位

置，在人脸脸颠的位置叠加如 A 7，所示的贴纸信息。具体地，该贴纸信息为五

官贴纸类型 中的红脸蛋 、腮红或红晕。那么，在视频界面在 出现 "我真有这

么漂亮吗" 的时间段 ，在视频界面上还显示有合成的贴纸信 息，人脸上有红

晕。

实施例二

本 申请实施例的信息处理方法，如图 13 所示，所述方法包括：

步骤 201 、终端开启应用，获取第一操作 ，触发笫一媒体信息的采集。

一个应用场景中，如图 3 所示，用户躺在沙发上正在使用如手机 11 的终

端设备 。手机 11 的用户界面如 图 4 所示，其中包含各种类型的应用图标，如

音 乐播放 图标 ，功能设置图标，邮件 图标等等。用户执行第一操作 ，如

用手指点击 A 1标识的视频处理应用图标，进入视频录制的处理过程 ，从而触

发如视频的第一媒体信 息的采集。比如 ，可以录制一段 室内的场景 ，或者给

自己进行 自拍等等。

步骤 202 、终端在采集所述第一媒体信息的过程 中检测到符合预设条件的

人脸 区域 内的表情变化或采集框 内的用户动作变化时，将得到的变化量作为

关键信 息上报给服务器。

这里 ，仍然结合步驟 201 中的应用场景，在视频录制的处理过程 中，通

过人脸识别定位机制，表情识别机制，终端设备可以捕获人脸 区域 内的表情

变化，如微笑，哭泣，皱眉等等。此外，终端设备还可以检测采集框 （或称



取景框 ）内的用户动作变化 ，例如比剪刀手。这种检测不限于人脸 区域。还

可以将人脸 区域 中的表情变化与用户动作变化进行组合识别，比如 ，将剪刀

手和脸部表情中的微笑相结合进行组合识别。

在人脸识别的过程 中，人脸识别技术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 ，对视频录制

中的人脸 图像或者视频流进行采集，首先判断视频流中是否存在人脸 ，如果

存在人脸 ，则进一步的给 出脸的位置和大小，及定位 出各个主要面部器官的

位置信 息，得到人脸 中五官的各 自位置和初始形态，当形态发生变化 ，如微

笑时上下嘴唇的位置会相对初始形态产生位移和形变 , 则说 明人脸五官的面

部表情 出现变化 ，也可以通过表情识別机制来识別出表情的变化。本 申请 实

施例的人脸识别有别于常规的人脸识别，常规的人脸识别是为 了通过构建的

人脸识别系统来识别出用户的身份 ，是将识别出的人脸与 已知人脸进行比对，

以便于身份确认以及身份查找。

在表情识别过程 中，可 以分为四个阶段：如人脸图像的获取与预处理；

人脸检测；表情特征提取；以及表情分类。如果仅仅通过人脸识别和定位机

制，会存在不精确的问题 ，而表情识别机制是一种更加准确的处理策略 ，表

情识别与人脸识别密切相关，如在人脸检测中的定位和人脸跟踪这些环节上

是类似的，但特征提取上不同。举例来说 ，人脸识别提取的特征主要关注于

不同人脸的个体差异和特性，而面部表情作为干扰信号存在。也就是说 ，不

过多关注面部表情。而本 申请 实施例是需要关注表情的变化来触发对应的第

二媒体信 息，因此 ，可以忽略个体差异 ，而关注于提取人脸在不同表情模式

下的差异特征的特征提取 。其可以与个体差异相结合 ，也可以为了提 高表情

识别精度 而将个体差异作为干扰信号处理，即不过多关注个体差异。特征提

取是人脸表情识别中的核心步骤 ，决定着最终的识别结果，影响识别率的高

低。其 中，所述特征提取可以分为：静态图像特征提取和运动图像特征提取。

就静态图像特征提取 而言，提取的是表情的形变特征 （或称为表情的暂态特

征 ），就运动图像特征提取 而言，对于运动图像 ，不仅要提取每一帧的表情形

变特征 ，还要提取连续序列的运动特征。形变特征提取可以依赖 中性表情或

模型，从而把产生的表情与中性表情做 比较来提取 出形变特征 ，而运动特征



的提取则直接依赖于表情产生的面部变化。表情有多种划分方式，1 ) 如按照

基本表情划分 ，如 高兴、悲伤、惊讶、恐惧、愤怒和厌恶等，建立不同的人

脸表情图像库以便后续的匹配和识别。2 ) 按照情绪分类，如愉快，不愉快，

激动，平静 ，紧张，轻松等。

步驟 203 、服务器从素材库 中选取与关键信息对应的第二媒体信息和第二

媒体信 息的描述文件。

步骤 204 、终端接收服务器推送的与所述关键信息对应的第二媒体信 息和

第二媒体信息的描述文件。

该步骤的一种具体实现可以为：在步骤 202 中将关键信息上报给服务器

之后，服务器根据关键信 息从素材库 匹配对应的第二媒体信 息，例如贴纸信

息，并将该第二媒体信 息推送给终端，以便后续在步骤 205 中与第一媒体信

息进行视频合成。无需用户手动选择贴纸信息，而是根据关键信息匹配后 自

动推送给终端，在终端采集第一媒体信 息 （如视频 ）的过程 中 自动合成 （如

将视频和贴纸信息相 叠加 ）视频处理结果，在第一媒体信 息 （如视频 ）的指

定位置和指定时间显示贴纸信息。

这里 ，步骤 204 中，与所述关键信息对应的第二媒体信息的描述文件和

第二媒体信 息可以同时发送或者分别发送，取决于当时的网络状况，如果网

络状况好 ，则同时发送，如果网络状况不好 ，为了避免 网络不好 ，丢失数据 ，

可以分别发放。

步骤 205 、将第一媒体信息和第二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在本 申请 实施例一实施方式中，所述关键信息还 包括：第一媒体信 息中

的文字信息。

因此该方法还 包括：在采集所述第 某体信息的过程 中检测该文字信息，

并将其作为关键信息上报给服务器。

现有技术中，如图 5 中的文字信 息，具体的，在视频信息中包含 A 2 所标

识的文字信息 "红红火火" 。在视频信息录制完成后添加如 A 2，所标识贴纸信

息 "红红火火" 。该贴纸信息是通过终端多次与服务器的交互，从服务器素材

库手工选取的，之后 , 在将该贴纸信息附加到 已经录制完成的视频信 息中。



如图 6 所示为现有技术的另一个应用场景，具体的，在视频信息中包含

A 3 所标识的文字信息 "男朋友 " 。在视频信息录制完成后添加如 A3' 所标识贴

纸信息 "男朋友 " 。该贴纸信息是通过终端多次与服务器的交互，从服务器素

材库手工选取的，之后 , 在将该贴纸信 息附加到 已经录制完成的视频信息中。

这种处理，非常繁瑣，需要多次用户交互，后续找的贴纸也不一定就是用户

真正需要的，即便是用户真正需要的，也需要用户手工在 已经录制完成的视

频信息上手动添加 , 比如将贴纸移动到视频信息的合适位置上等等。

而采用本 申请实施例，如图 7 所示的视频中包括 A 4 所标识的文字信息

"吃不胖 " ，其作为关键信 息被发送到服务器。基于该关键信息得到的匹配贴

纸信息如 A 4，所标识。如 图 8 所示的视频中包括 A 5 所标识的文字信息 "吃不

胖 " ，其作为关键信息被发送到服务器。基于该关键信息得到的匹配贴纸信息

如 A 5，所标识。在 图 7 和 8 中，B 1 用于标识视频录制过程 中的控制按钮 ，B2

用于标识视频录制结束后的回放按钮。如图 9 所示为一个录制视频过程 中将

贴纸信 息与视频在合适的位置和时间点进行视频合成后 ，回放该视频的示意

图。在 图 9 中，对应录制的视频信息中播放语音为 "祝姐妹们过年吃不胖 "

时，在视频界面可以显示对应语音的文字信息，在这个时间点，在视频界面

上还显示有合成的贴纸信 息以卷轴形式打开并显示的动态贴纸效果 "吃 不

胖 '， 图 10 为另一个采用本 申请实施例录制视频后 ，将贴纸信息与视频在合

适的位置和时间点进行视频合成后 ，回放该视频的示意图，其 中，当对应录

制的视频信 息中播放语音为 "年终奖多多" 时，在视频界面可 以显 示对应语

音的文字信 息，在这个时间点，在视频界面上还显示有合成的贴纸信 息，以

动态贴纸效果显示 "年终奖多多" ，并配合有货 币单位的指示符 ，例如 ¥ , 将

其与 "年终奖多多" 的文字相结合。

当录制的视频中有文字信息 "年终奖多多" 时，除了如图 10 所示的显示

对应 内容的贴纸信 息之外，还可以通过识别人脸表情或用户动作而得到其他

的贴纸形态。如图 11 所示，当录制的视频中播放语音为如 A 6 标识的 "年终

奖多多 '，时，可以使用户动作和语音相结合。例如，该用户动作可以为用户

开心的眨眼。在这种情况下，在视频界面除了可以如图 10 所示的显示对应的



文字信 息之外，还可以在这个 "开心的眨眼" 的时间段 ，在视频界面上还显

示有其他的贴纸信息，如 A 6，标识的 "眼睛变成两个 ¥ " 。除 了眨眼之外，该

用户动作该可以是打响指。通过该用户动作触发显示如图 11 中的 A 6，标识的

"眼睛变成两个 ¥ " 或者如图 10 所示的贴纸信息 "年终奖多多" 。

图 12 所示为另一个采用本 申请实施例的应用实例。在图 12 中，还可以

通过识别人脸表情得到其他的贴纸形态。如图 12 所示，当对应录制的视频信

息中播放语音为如 A 7 标识的 "我真有这么漂亮吗" 时，识别 出人脸脸频的位

置，在人脸脸频的位置叠加如 A 7，所示的贴纸信息。具体地，该贴纸信息为五

官贴纸类型 中的红脸蛋 、腮红或红晕。那么，在视频界面在 出现 "我真有这

么漂亮吗" 的时间段 ，在视频界面上还显示有合成的贴纸信 息，人脸上有红

晕。

在本 申请 实施例一实施方式中，所述将第一媒体信 息和第二媒体信 息进

行视频合成，包括：

第一种 实现方案：响应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变化 ，获取对应的

特征检测结果，将所述第二媒体信 息按照所述特征检测结果和所述第二媒体

信息的描述文件的配置与第一媒体信 息进行视频合成，并在指定时间点或时

间段 内将所述第二媒体信息显示在所述第一媒体信息指定的位置处。

第二种 实现方案：响应所述文字信 息，将所述第二媒体信 息按照所述第

二媒体信 息的描述文件的配置与第一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并在指定时间

点或时间段 内将所述第二媒体信息显示在所述第一媒体信息指定的位置处。

两种方案的区别在于：第一种方案 ，需要得到特征坐标 （特征检测结果

中的部分信息或全部信 息 ），以便结合特征坐标，确定将贴纸信息放到视频信

息中哪个合适的指定位置，第二媒体信 息可以决定时间点，贴纸信 息的摆放

是有 固定位置和 固定时间要求的，根据这个指定位置和时间点，就可以实现

在合适的位置，合适的时间点叠加贴纸信 息到视频信息上，比如 ，如 图 12 所

示的 "脸上 出现腮红" 这种场景；第二种方案 中，可以不考虑特征坐标 ，第

二媒体信 息可以决定时间点，和贴纸的大小等属性，还可以包括贴纸信 息的

中心点位置，贴纸的摆放 虽然也有 固定位置和 固定时间要求的，但是 ，相 比



于第一种方案 ，更具有任意性，如图 Ί 所示，只要 出现 "吃不胖 " 就行 ，不

限定 "吃不胖 " 一定在人脸 区域的哪个相对位置显示，而第一种方案 中，是

由表情变化或用户动作变化触发的贴纸请求，因此，务必要配合表情变化或

用户动作变化来显示。

在本 申请实施例一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二多媒体信 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类：

1 ) 由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变化触发显示的第一类贴纸信息，如五官

贴纸和触发类贴纸；2 ) 由排除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变化触发显示的

第二类贴纸信息普通贴纸和背景贴纸。

在本 申请 实施例一实施方式中，所述响应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

变化时，获取对应的特征检测结果，将所述第二媒体信 息按照所述特征检测

结果和所述第二媒体信 息的描述文件的配置与第一媒体信 息进行视频合成 包

括：

al 、响应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变化 ，将检测到的特征变化量上

服务器，以请求所述第一类贴纸信息和第一类贴纸信息的描述文件；

a2、检测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变化 引起的特征坐标变化 ，由初

始坐标定位到 目标坐标 ，以 据 目标坐标定位得到的位置点或者 由初始坐标

至 目标坐标界定的位置区域来确定叠加所述第一类贴纸信息的位置；

a3、解析收到的所述第一类贴纸信息的描述文件 ，得到第一类贴纸信 息

的显示时间；

a4、按照所述确定的位置以及所述解析的第一类贴纸信 息的显示时间，

将第二媒体信息与第一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在本 申请 实施例一实施方式中，所述响应所述文字信 息时，将所述第二

媒体信 息按照所述第二媒体信 息的描述文件的配置与第一媒体信息进行视频

合成，包括：

b l 、响应所述文字信 息，将检测到的文字信息上报服务器，以请求所述

第二类贴纸信息和第二类贴纸信息的描述文件；

b2、解析收到的所述第二类贴纸信 息的描述文件，得到第二类贴纸信 息

相对于第一媒体信 息的位置，以及第二类贴纸信息的显示时间，其 中，所述



位置包括第二类贴纸 ：息显示的中心点位置；

b3、按照所述得到的位置和所述显示时间，将第二媒体信 息与第一媒体

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实施例三

根据本 申请的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终端。如图 14 所示，所述终端包括：触

发单元 2 1, 用于获取第一操作 ，以触发第一媒体信息的采集；检测单元 22，
用于在采集所述第一媒体信息的过程 中检测人脸 区域 内的表情变化或采集框

内的用户动作变化时，将得到的变化量作为关键信息上报给服务器；及接收

单元 23 , 用于接收服务器推送的与所述关键信息对应的第二媒体信息；及合

成单元 24, 用于将第一媒体信 息和第二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一个应用场景中，如图 3 所示，用户躺在沙发上正在使用如手机 11 的终

端设备 。手机 11 的用户界面如 图 4 所示，其中包含各种类型的应用图标，如

音 乐播放 图标 ，功能设置图标，邮件 图标等等。用户执行第一操作 ，如

用手指点击 A 1标识的视频处理应用图标，进入视频录制的处理过程 ，从而触

发如视频的笫一媒体信 息的采集。比如 ，可以录制一段 室内的场景 ，或者给

自己进行 自拍等等。在视频录制的处理过程 中，通过人脸识别定位机制或表

情识别机制，终端可以捕获到人脸 区域 内的表情变化，例如微笑，哭泣，皱

眉等等。此外，终端设备还可以检测采集框 （或称取景框 ）内的用户动作变

化 ，例如比剪刀手。还可以将人脸 区域 中的表情变化与用户动作变化进行组

合识别，比如 ，将剪刀手和脸部表情中的微笑相结合进行组合识别。

在人脸识别的过程 中，人脸识别技术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 ，对视频录制

中的人脸 图像或者视频流进行采集，首先判断视频流中是否存在人脸 ，如果

存在人脸 ，则进一步的给 出脸的位置和大小，及定位 出各个主要面部器官的

位置信 息，得到人脸 中五官的各 自位置和初始形态，当形态发生变化 ，如微

笑时上下嘴唇的位置会相对初始形态产生位移和形变 , 则说 明人脸五官的面

部表情 出现变化 ，也可以通过表情识别机制来识别出表情的变化。本 申请 实

施例的人脸识别有别于常规的人脸识别，常规的人脸识别是为 了通过构建的



人脸识别系统来识别出用户的身份 ，是将识别出的人脸与 已知人脸进行比对，

以便于身份确认以及身份查找。

在表情识别过程 中，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如人脸图像的获取与预处理；

人脸检测；表情特征提取；和表情分类。如果仅仅通过人脸识别和定位机制，

会存在不精确的问题 ，而表情识别机制是一种更加准确的处理策略。表情识

别与人脸识别密切相关，如在人脸检测中的定位和人脸跟踪这些环节上是类

似的，但特征提取上不同。举例来说 ，人脸识别提取的特征主要关注于不同

人脸的个体差异和特性，而面部表情作为干扰信号存在，，因此人脸识别不过

多关注面部表情。而本 申请 实施例是需要关注表情的变化来触发对应的第二

媒体信 息，因此可以忽略个体差异 ，而关注于提取人脸在不同表情模式下的

差异特征的特征提取 。其可以与个体差异相结合 ，也可以为了提 高表情识别

精度而将个体差异作为干扰信号处理 ，即不过多关注个体差异。特征提取是

人脸表情识别中的核心步骤 ，决定着最终的识别结果，影响识别率的高低。

其中，所述特征提取可以分为：静态图像特征提取和运动图像特征提取 。就

静态图像特征提取而言，提取的是表情的形变特征 （或称为表情的暂态特征 ），

就运动图像特征提取 而言，对于运动图像 ，不仅要提取每一帧的表情形变特

征 ，还要提取连续序列的运动特征。形变特征提取可以依赖中性表情或模型，

从而把产生的表情与中性表情做 比较来提取 出形变特征 ，而运动特征的提取

则直接依赖于表情产生的面部变化。表情有多种划分方式，1 ) 如按照基本表

情划分 ，如 高兴、悲伤、惊讶、恐惧、愤怒和厌恶等，建立不同的人脸表情

图像库以便后续的匹配和识别。2 ) 按照情绪分类，如愉快，不愉快 ，激动，

平静，紧张，轻松等。

在本 申请 实施例一实施方式中，所述关键信息还 包括：第一媒体信 息中

的文字信息。

检测单元 22, 还用于在采集所述第一媒体信 息的过程 中检测所述文字信

息，并将所述文字信息作为关键信息上报给所述服务器。

现有技术中，如图 5 中的文字信 息，具体的，在视频信息中包含 A 2 所标

识的文字信息 "红红火火" 。在视频信息录制完成后添加如 A 2，所标识贴纸信



息 "红红火火" 。该贴纸信息是通过终端多次与服务器的交互，从服务器素材

库手工选取的，之后 , 在将该贴纸信息附加到 已经录制完成的视频信 息中。

如图 6 所示为现有技术的另一个应用场景。具体的，在视频信息中包含

A 3 所标识的文字信息 "男朋友 " 。在视频信息录制完成后添加如 A 3，所标识贴

纸信息 "男朋友 " 。该贴纸信息是通过终端多次与服务器的交互，从服务器素

材库手工选取的，之后 , 在将该贴纸信 息附具到 已经录制完成的视频信息中。

这种处理，非常繁瑣，需要多次用户交互，后续找的贴纸也不一定就是用户

真正需要的，即便是用户真正需要的，也需要用户手工在 已经录制完成的视

频信息上手动添加 ，比如将贴纸移动到视频信息的合适位置上等等。

而采用本 申请实施例，如图 7 所示的视频中包括 A 4 所标识的文字信息

"吃不胖 " ，其作为关键信 息被发送到服务器。基于该关键信息得到的匹配贴

纸信息如 A 4，所标识。如 图 8 所示的视频中包括 A 5 所标识的文字信息 "男朋

友 " ，其作为关键信息 送到服务器。基于该关键信息得到的匹配贴纸信息

如 A 5，所标识。在 图 7 和 8 中，B 1 用于标识视频录制过程 中的控制按叙 ，B2

用于标识视频录制结束后的回放按钮。如图 9 所示为一个录制视频过程 中将

贴纸信 息与视频在合适的位置和时间点进行视频合成后 ，回放该视频的示意

图，在 图 9 中，对应录制的视频信息中播放语音为 "祝姐妹们过年吃不胖 "

时，在视频界面可以显示对应语音的文字信息，在这个时间点，在视频界面

上还显示有合成的贴纸信 息以卷轴形式打开并显示的动态贴纸效果 "吃 不

胖 " 。图 10 为另一个采用本 申请实施例录制视频后 ，将贴纸信息与视频在合

适的位置和时间点进行视频合成后 ，回放该视频的示意图，其 中，当对应录

制的视频信 息中播放语音为 "年终奖多多" 时，在视频界面可 以显 示对应语

音的文字信 息，在这个时间点，在视频界面上还显示有合成的贴纸信 息，以

动态贴纸效果显示 "年终奖多多" ，并配合有货 币单位的指示符 ，例如 ¥ , 将

其与 "年终奖多多" 的文字相结合。

当录制的视频中有文字信息 "年终奖多多" 时，除了如图 10 所示的显示

对应 内容的贴纸信 息之外，还可以通过识别人脸表情或用户动作而得到其他

的贴纸形态。如图 11 所示，当录制的视频中播放语音为如 A 6 标识的 "年终



奖多多" 时可以使用户动作和语音相结合 。例如，该用户动作可以为用户开

心的眨眼。在这种情况下，在视频界面除了可以如图 10 所示的显示贴纸信息

之外，还可以在这个 "开心的眨眼" 的时间段 ，在视频界面上还显示有其他

的贴纸信息，如 A 6，标识的 "眼睛变成两个 ¥ ，，。除了眨眼之外，该还可以是

用户动作还可以为打响指。通过该用户动作触发显示如图 11 中的 A 6，标识的

"眼睛变成两个 ¥ " 或者如图 10 所示的贴纸信息 "年终奖多多" 。

图 12 所示为另一个采用本 申请实施例的应用实例。在图 12 中，还可以

通过识别人脸表情得到其他的贴纸形态。如图 12 所示，当对应录制的视频信

息中播放语音为如 A 7 标识的 "我真有这么漂亮吗" 时，识别 出人脸脸颊的位

置，在人脸脸频的位置叠加如 A7' 所示的贴纸信息。具体地，该贴纸信息为五

官贴纸类型中的红脸蛋 、腮红或红暈。，那么，在视频界面在 出现 "我真有这

么漂亮吗" 的时间段 ，在视频界面上还显示有合成的贴纸信 息，人脸上有红

暈。

在本 申请实施例一实施方式中，所述接收单元 24, 进一步用于：接

务器推送的与所述关键信息对应的第二媒体信息的描述文件。

所述描述文件 包括：所述第二媒体信 息相对于第一媒体信 息的位置，以

及第二媒体信息的显示时间。

在本 申请实施例一实施方式中，所述合成单元 24 进一步用于根据所述描

述文件将所述第一媒体信 息与所述第二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以在所述描

述文件指定的显示时间内将所述第二媒体信息显示在所述描述文件指定的所

述第一媒体信息的位置处。具体地，合成单元 24 包括两种具体实现：

第一种具体 实现：响应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变化 时，获取对应

的特征检测结果，将所述第二媒体信 息按照所述特征检测结果和所述第二媒

体信息的描述文件的配置与第一媒体信 息进行视频合成，并将所述第二媒体

信息显示在所述第一媒体信息指定的位置和指定时间点或时间段 内。

第二种具体 实现：响应所述文字信 息时，将所述第二媒体信息按照所述

第二媒体信 息的描述文件的配置与第一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并将所述第

二媒体信息显示在所述第一媒体信息指定的位置和指定时间点或时间段 内。



在本申请实施例一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二多媒体信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类：

由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变化触发显示的第一类贴纸信息；

由排除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变化触发显示的第二类贴纸信息。
在本申请实施例一实施方式中，所述合成单元 24, 进一步用于：

响应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变化，将检测到的特征变化量上报服

务器，以请求所述第一类贴纸信息和第一类贴纸信息的描述文件；

检测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变化引起的特征坐标变化，由初始坐

标定位到目标坐标，以 居目标坐标定位得到的位置点或者由初始坐标至目

标坐标界定的位置区域来叠加所述第一类贴纸信息；

解析收到的所述第一类贴纸信息的描述文件，得到第一类贴纸信息待显

示的指定时间；

按照所述位置点或所述位置区域所指定的位置和所述指定时间，将第二
媒体信息与第一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在本申请实施例一实施方式中，所述合成单元，进一步用于：

响应所述文字信息，将检测到的文字信息上报服务器后，以请求所述第

二类贴纸信息和第二类贴纸信息的描述文件；

解析收到的所述第二类贴纸信息的描述文件，得到第一类贴纸信息待显

示的指定位置和指定时间；所述指定位置包括第一类贴纸信息显示的中心点

位置；

按照所述指定位置和所述指定时间, 将第二媒体信息与第一媒体信息进

行视频合成。

实施例四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终端可以为 PC 这种电子设备 ,还可以为如 PAD,

平板电脑，手提电脑这种便携电子设备、还可以为如手机这种智能移动终端，

不限于这里的描述；所述服务器可以是通过集群系统构成的，为实现各单元

功能而合并为一或各单元功能分体设置的电子设备，终端和服务器都至少包

括用于存储数据的数据库和用于数据处理的处理器，或者包括设置于服务器



内的存储介质或独立设置的存储介质。

其中，对于用于数据处理的处理器而言，在执行处理时，可以采用微处

理器、中夹处理器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 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
Digital Singnal Processor )或可编程逻辑阵列（FPGA, Field -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 实现；对于存储介质来说，包含操作指令，该操作指令可以为计算机

可执行代码，通过所述操作指令来实现上述本申请实施例信息处理方法流程
中的各个步驟。

该终端和该服务器作为硬件实体 S11 的一个示例如图 15 所示。所述装置

包括处理器 4 1、存储介质 4 以及至少一个外部通信接 口 43; 所述处理器 4 1、
存储介质 4 以及外部通信接 口 43 均通过总线 44 连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涉及终端和服务器项的描述，与上述方法描述

是类似的，同方法的有益效果描述，不做赘述。对于本申请终端和服务器实

施例中未披露的技术细节，请参照本申请方法实施例的描述。

以一个现实应用场景为例对本申请实施例阐述如下：

首先对应用场景进行介绍：一，在视频素材中，根据素材演绎的内容，

经常会要加一些相关联的动态贴纸，让视频显得更加丰富。A ) 比如：拜年视

频中，当表达 发财时，会希望有一些从天而降的金 币；B ) 又比如：当视

频内容想发表主角娇羞状态时，会希望能在用户脸上加上红暈的特效。二 ，

视频中会有和某个明星合演的需求，这个时候也可以将明星直接做成前景的

贴纸，然后让用户和明星合影。现有技术中，经视频处理技术得到的示意图

如图 5-6 所示。其中，如图 5 中的文字信息，具体的，在视频信息中包含 A 2

所标识的文字信息 "红红火火"。在视频信息录制完成后添加如 A 2，所标识贴

纸信息 "红红火火" 。该贴纸信息是通过终端多次与服务器的交互，从服务器

素材库手工选取的，之后，在将该贴纸信息附具到已经录制完成的视频信息

中。

如图 6 所示为现有技术的另一个应用场景。具体的，在视频信息中包含

A 3 所标识的文字信息 "男朋友" 。在视频信息录制完成后添加如 A 3，所标识贴

纸信息 "男朋友"。该贴纸信息是通过终端多次与服务器的交互，从服务器素



材库手工选取的，之后，在将该贴纸信息附具到 已经录制完成的视频信息中。

这种处理，非常繁瑣，需要多次用户交互，后续找的贴纸也不一定就是用户

真正需要的，即便是用户真正需要的，也需要用户手工在 已经录制完成的视

频信息上手动添加，比如将贴纸移动到视频信息的合适位置上等等。

上述图 5-6 的场景中，采用的现有视频处理技术为：应用 （APP ) 会提供

一些固定的贴纸，然后用户先录制视频，录制后，由用户 自己去贴纸素材库

里选择 自己认为相关素材，然后通过复杂的交互，决定每张贴纸在什么时间

点加上，加多久。且有些 APP 允许贴纸移动，然后要按住贴纸，拖动决定移

动到哪个具体的位置，这样的后果是：需要终端与服务器间多次繁瑣的交互，

处理效率低下，在视频录制完成后手动选择贴纸再最终合成，视频处理成本

高，浪费时间，还 不一定符合用户需求。

针对上述应用场景，采用本申请实施例，是一种视频相关实时动效贴纸

方案。采用本申请的人脸识别及定位机制，表情识别机制，视频合成处理机

制，可 以不需要用户通过复杂的操作，去一堆素材中选择某个和该视频素材

相关的贴纸信息，而是选择 了某段素材视频，在录制的过程中，就能看到对

应的地方，在对应的时间，出现对应的贴纸信息，可 以称为在视频录制的过

程 中就实时的在相应指定位置和指定时间点叠加上对应的贴纸信 息，如 图

7-12 所示。

采用本申请实施例，如图 7 所述的视频中包括 A 4 所标识的文字信息 "吃

不胖" ，其作为关键信息被发送到服务器。基于该关键信息得到的匹配贴纸信

息如 A 4，所标识。如图 8 所述的视频中包括 A 5 所标识的文字信息 "男朋友" ，

其作为关键信息被发送个服务器。基于该关键信息得到的匹配贴纸信息如 A 5，
所标识。在图 7-8 中，B 1用于标识视频录制过程中的控制按钮，B2 用于标识

视频录制结束后的回放按钮。如图 9 所示为一个录制视频过程中将贴纸信息

与视频在合适的位置和时间点进行视频合成后，回放该视频的示意图，在图 9

中，对应录制的视频信息中播放语音为 "祝姐妹们过年吃不胖 " 时，在视频

界面可以显示对应语音的文字信息，在这个时间点，在视频界面上还显示有

合成的贴纸信息以卷轴形式打开并显示的动态贴纸效果 "吃不胖 "。图 10 为



另一个采用本 申请 实施例录制视频后 ，将贴纸信息与视频在合适的位置和时

间点进行视频合成后 ，回放该视频的示意图，其中，当对应录制的视频信 息

中播放语音为 "年终奖多多" 时，在视频界面可以显示对应语音的文字信息，

在这个时间点，在视频界面上还显示有合成的贴纸信息，以动态贴纸效果显

示 "年终奖多多" ，并配合有货 币单位的指示符 ，例如 ¥ , 将其与 "年终奖多

多" 的文字相结合。

当录制的视频中有文字信息 "年终奖多多" 时，除了如图 10 所示的显示

对应 内容的贴纸信 息之外，还可以通过识别人脸表情或用户动作而得到其他

的贴纸形态。如 图 11 所示，当录制的视频信息中播放语音为如 A 6 标识的 "年

终奖多多" 时可以使用户动作和语音相结合 。例如，该用户动作可以为用户

开心的眨眼。在这种情况下，在视频界面除了可以显示如 图 10 所示的贴纸信

息之外，还可以在这个 "开心的眨眼" 的时间段 ，在视频界面上还显示有其

他的贴纸信息，如 A 6，标识的 "眼睛变成两个 ¥ " 。除了眨眼之外，该用户动

作还可以为打响指。通过该用户动作触发显示如 图 11 中的 A 6，标识的 "眼睛

变成两个 ¥ " 或者如图 10 所示的 "年终奖多多" 。

图 12 所示为另一个采用本 申请实施例的应用实例。在图 12 中，还可以

通过识别人脸表情得到其他的贴纸形态。如图 12 所示，当对应录制的视频信

息中播放语音为如 A 7 标识的 "我真有这么漂亮吗" 时，识别 出人脸脸颊的位

置，在人脸脸频的位置叠加如 A 7，所示的贴纸信息。具体地，该贴纸信息为五

官贴纸类型 中的红脸蛋 、腮红或红晕。那么，在视频界面在 出现 "我真有这

么漂亮吗" 的时间段 ，在视频界面上还显示有合成的贴纸信 息，人脸上有红

暈。

在录制完时，对应的贴纸信息也 已经出现在视频里 了。

这里需要指 出的是：贴纸信息分为以下几种：

A ) 普通贴纸：比如天上掉下的金 币，抖动的红包，盛开的一朵小花都属

于这类贴纸；

B ) 五官贴纸：可以指定出现在五官某个具体的位置，并且会跟随五官移

动的贴纸。如：脸蛋的红暈，目艮镜等；



c ) 触发类贴纸：检测到某个具体的动作时，出现的变化的一组贴纸 ，出

现的一组贴纸既可以是普通贴纸，也可 以是五官贴纸；以及

D ) 背景贴纸：盖在视频最上方 ，并且重复播放的几帧视频 ，如 图 8 中 "吃

不胖 " 的边框 ，如边框类贴纸。

对于上述贴纸信 息的四种类型 ，触发类贴纸和五官类贴纸信 息是如 图 17

所示，需要贴纸信 息与特征 坐标相 结合 ，之后再与录制视频合成 ，其需要 与

图 17 中的特征检测器和素材解析 器发生关系，再与视频合成器发生关 系，这

是 因为表情 ，动作 ，五 官变化这种 ，坐标都是会变化 的。而除去触发类贴纸

和五官类贴纸信 息之外 ，其他几种 （普通贴纸和背景贴纸 ），都是贴纸信 息直

接 与录制视频合成。也就是说 , 仅与图 17 中的视频合成器发生关系，因为坐

标通常不会变。

要想实现上述 图 7-12 所示的最终效果，在技术实现上 ，还 包括以下 内容：

一，将每个视频的贴纸信 息作 为素材的一部分 ，在素材 包中，并且随素

材下发 。所述素材除 了包括贴纸信 息，还 包括贴纸信 息的描述文件等等。

二 ，动态的素材 包括 两部分：

A ) 贴纸信 息的原始形 态，主要有三种格式：i ) 静 态贴 图；ii ) 动 态的图

像互换格式 （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 Gif) 图；iii ) 视频 。其 中，对于图

片类的贴纸信 息文件 （如静态贴图和动态的 Gif 图 ），用可移植 网络 图形格式

(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 Format, PNG ) 图片等带透明度 的图片进行 叠加来

实现视频合成 即可；而对于多数视频类的贴纸信 息文件 （如视频 ），由于其是

不带透 明度 的，因此 当使用视频作为素材 时，素材视频的分辨率是拍摄视频

的两倍 ，其 中一半的像素用来表示贴纸的 RGB 值 ，另一半像素用来表示贴纸

的透 明度 。具体地 ，视频类贴纸信 息的存储方式是 ：RGB 和透明通道分开 ，

将拍摄 的视频 ，分为一半是素材 RGB, —半是素材透明度进行存储 ，如 图 16

所示。RGB 这种 色彩模 式是一种颜 色标准，是通过对红 (R) 、绿 (G) 、蓝 (B) 三

个颜 色通道的变化 以及 它们相 互之 间的叠加来得到各 式各样 的颜 色的，RGB

即是代表红、绿 、蓝三个通道的颜 色，这个标准几乎 包括 了人 类视 力所能感

知 的所有颜 色。



在贴纸信 息和拍摄的视频进行视频叠加的视频合成时，当贴纸信 息上某

个像素的透明度为 a 时，合成视频的 RGB 值 = a * 视频类贴纸信息的 RGB 值

+ ( 1-a ) * 拍摄视频的 RGB 值 。

B ) 贴纸的描述文件 ，该描述文件 包含的信 息为：i ) 贴 图出现的中心点

位置； i i ) 贴图出现时间。从而， 据贴纸信息和贴纸描述文件，可以为终端

主动推送贴纸，以在正在录制视频的合适的位置，合适的时间点，叠加上合

适的动态贴纸，无需用户手动选择贴纸。其中，贴图出现时间包括：a ) 对于

一次性播放的动态贴图，需要设定什 么时候开始；b ) 对 于重复播放的动态贴

图，需要设定开始和结束时间。

C ) 五官类贴纸需要设定：五官类型的信息包括： i ) 头顶；ii ) 眼睛；iii )

脸蛋； i v ) 嘴 巴；V ) 鼻子。

D ) 触发类贴纸需要设定：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具体 包括： i ) 张嘴； i i )

眨眼； iii ) 微笑； i v ) 抖眉毛。

E ) 不同素材的层级关系。

三 ，素材预览时，解析动态贴纸的文件。

四 ，录制过程 中，按照贴纸信 息的描述文件 ，绘制动态贴纸，已达到实

时可见的 目的，如果是五官类和触发类贴纸，在 系统构成中还 包括 了人脸检

测算法。需要注意的是该人脸检测算法使用现有的人脸检测算法，算法本身

不包括在专利 内。绘制贴纸时根据人脸检测的结果将贴纸绘制在恰 当的位置，

如图 17 所示为整个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在一个实施例中，图 17 中的模块都

位于终端侧。对于触发类贴纸和五官类贴纸信息，需要贴纸信 息与特征坐标

相结合 ，之后再与录制视频合成 ，即：需要与特征检测和素材解析器发生关

系，再与视频合成器发生关系，这是 因为表情，动作，五官变化这种 ，坐标

都是会变化的。具体的，终端通过应用 （如相机应用 ）拍摄原始视频 ，在拍

摄过程 中，终端通过特征检测器来检测原始视频中每一帧图像 中的人脸 区域

或者取景框 内用户动作的特征 ，分析 出具体的特征参数及其对应的特征坐标。

特征坐标 包括初始坐标和形变后的 目的坐标。终端收到基于服务器匹配特征

参数后发送的贴纸信 息和贴纸信 息的描述文件后 , 通过素材解析器对贴纸信



息和贴纸信 息的描述文件进行解析 ，以得到贴纸信息及其属性和叠加位置和

叠加时间点等信息，将贴纸信 息按照特征坐标 ，贴纸信 息的描述文件指示的

叠加位置和叠加时间点等信息 , 通过视频合成器将贴纸信 息与正在拍摄的原

始视频进行视频合成 ，生成含有贴纸信 息的视频处理结果。而除去触发类贴

纸和五官类贴纸信息之外，其他几种 （普通贴纸和背景贴纸 ），都是贴纸信息

直接与录制视频合成，即：仅与视频合成器发生关系，因为坐标通常不会变，

具体的，终端通过应用 （如相机应用 ）拍摄原始视频，在拍摄过程 中，终端

收到基 于服务器匹配视频 中文字信 息后发送的贴纸信息和贴纸信息的描述文

件后，通过素材解析器对贴纸信 息和贴纸信息的描述文件进行解析 ，以得到

贴纸信 息及其属性和叠加位置和叠加时间点等信息，将贴纸信 息按照贴纸信

息的描述文件指示的叠加位置和叠加时间点等信息，通过视频合成器将贴纸

信息与正在拍摄的原始视频进行视频合成，生成含有贴纸信 息的视频处理结

果。

五 ，最终在录制时将动态贴纸一起录制到视频中，已完成视频录制。

在本 申请所提供的几个实施例 中，应该理解到，所揭露的设备和方法，

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以上所描述的设备 实施例仅仅是示意性的，例如，

所述单元的划分 ，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 ，实际实现时可以有另外的划分

方式，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结合 ，或可以集成到另一个系统，或一些特

征可以忽略，或不执行。另外，所显示或讨论的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耦合、

或直接耦合 、或通信连接可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设备或单元的间接耦合或通

信连接 ，可以是 电性的、机械的或其它形式的。

上述作为分 离部件说明的单元可以是 、或也可以不是物理上分开的，作

为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 、或也可以不是物理单元，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

也可以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 以 艮据 实际的需要选择其 中的部分或全部

单元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 目的。

另外，在本 申请各 实施例中的各功能单元可以全部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

中，也可以是各单元分别单独作为一个单元 ，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集

成在一个单元 中；上述集成的单元既可以采用硬件的形式实现 ，也可以采用



硬件加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方法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骤

可以通过程序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前述的程序可以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

取存储介质中，该程序在执行时，执行包括上述方法实施例的步骤；而前述

的存储介质包括：移动存储设备、只读存储器 （ROM, Read-Only Memory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

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或者，本申请上述集成的单元如果以软件功能模块的形式实现并作为独

立的产品销售或使用时，也可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中。基于

这样的理解，本申请实施例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

部分可以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介

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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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本申请各个实施例所述方法的全部或部分。而前述的

存储介质包括：移动存储设备、 OM RAM,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

程序代码的介盾。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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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

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申请的保护

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 利 要 求

1、一种信息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终端获取第一操作 ，以触发第一媒体信息的采集；

终端在采集所述第一媒体信 息的过程 中检测到符合预设条件的人脸 区域

内的表情变化或采集框 内的用户动作变化时，将检测到的表情变化或用户动

作变化的变化量作为关键信息上报给服务器；

终端接收所述服务器推送的与所述关键信息对应的第二媒体信息；以及

将第一媒体信息和第二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关键信息还 包括：所

述第一媒体信息中的文字信息；以及

所述方法还 包括：

在采集所述第一媒体信息的过程 中检测所述文字信 息，并将检测的文字

信息作为关键信息上报给所述服务器。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第一媒体信息和第二媒

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之前，所述方法还 包括：

终端接 收服务器推送的与所述关键信 息对应的第二媒体信 息的描述文

件。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描述文件 包括：所述

第二媒体信息相对于第一媒体信息的位置，以及 第二媒体信息的显示时间。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第一媒体信息和第

二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包括：

根据所述描述文件将所述第一媒体信 息与所述第二媒体信 息进行视频合

成，以 在所述描述文件指定的显示时间内将所述第二媒体信 息显示在所述描

述文件指定的所述第一媒体信息的位置处。

6、根据权利要求 2 至 5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多

媒体信 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类：

由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变化触发显示的第一类贴纸信息；以及



由所述文字信息触发显示的第二类贴纸信息。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第二多媒体信息为

第一类贴纸信息时 , 所述将第一媒体信 息和第二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包括：

确定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 变化 的特征初始坐标和特征 目标 坐

标，以根据所述特征 目标坐标定位的位置点或者由所述特征初始坐标至所述

特征 目标坐标确定的位置区域来确定叠加所述第一类贴纸信息的位置；

解析收到的所述第一类贴纸信 息的描述文件 ，得到第一类贴纸信 息的显

示时间；

按照所述确定的位置以及所述解析的第一类贴纸信 息的显示时间，将第

一类贴纸信息与第一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8、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第二多媒体信息为

第二类贴纸信息时，所述将笫一媒体信 息和笫二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包括：

解析收到的所述第二类贴纸信 息的描述文件 ，得到第二类贴纸信 息相对

于第一媒体信息的位置，以及第二类贴纸信息的显示时间；以及

按照所述得到的位置和所述显示时间，将第二类贴纸信 息与第一媒体信

息进行视频合成。

9、一种终端，包括：

触发单元，用于获取第一操作 ，以触发第一媒体信息的采集；

检测单元 ，用于采集所述第一媒体信 息的过程 中检测到符合预设条件的

人脸 区域 内的表情变化或采集框 内的用户动作变化时，将检测到的表情变化

或用户动作变化的变化量作为关键信息上报给服务器；

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推送的与所述关键信 息对应的第二媒体

信息；以及

合成单元，用于将第一媒体信息和第二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关键信 息还 包括：

所述第一媒体信息中的文字信息；以及

所述检测单元 ，还用于在采集所述第一媒体信息的过程 中检测所述文字

信息，并将所述文字信 息作为关键信息上报给所述服务器。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单元，进一步

用于：接收服务器推送的与所述关键信 息对应的第二媒体信息的描述文件。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描述文件包括：所

述第二媒体信息相对于第一媒体信息的位置，以及 第二媒体信息的昱示时间。

13、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合成单元，进一步

用于：

根据所述描述文件将所述第一媒体信 息与所述第二媒体信 息进行视频合

成，以 在所述描述文件指定的显示时间内将所述第二媒体信 息显示在所述描

述文件指定的所述第一媒体信息的位置处。

14、根据权利要求 10 至 13 中任一项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多媒体信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类：

由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变化触发显示的第一类贴纸信息；以及

由所述文字信息触发显示的第二类贴纸信息。

15、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第二多媒体信息

为第一类贴纸信息时，所述合成单元，进一步用于：

确定所述表情变化或所述用户动作 变化 的特征初始坐标和特征 目标 坐

标，以根据所述特征 目标坐标定位的位置点或者由所述特征初始坐标至所述

特征 目标坐标确定的位置区域来确定叠加所述第一类贴纸信息的位置；

解析收到的所述第一类贴纸信 息的描述文件 ，得到第一类贴纸信 息的显

示时间；以及

按照所述确定的位置以及所述解析的第一类贴纸信 息的显示时间，将第

一类贴纸信息与第一媒体信息进行视频合成。

16、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第二多媒体信息

为第二类贴纸信息时，所述合成单元，进一步用于：

解析收到的所述第二类贴纸信 息的描述文件 ，得到第二类贴纸信 息相对

于第一媒体信息的位置，以及第二类贴纸信息的显示时间；以及

按照所述得到的位置和所述显示时间，将第二类贴纸信 息与第一媒体信

息进行视频合成。



17、一种非易失性存储介质 ，存储有程序 ，当所述非易失性存储介质存

储的程序被 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的计算机设备执行时，可使所述计算机设

备执行如权利要求 1至 8 中任一项所述信 息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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