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刷脸识网红

机器人还嫩点

只要在人群中看你一眼
就永远记得你的脸

【链接】

6月30日，人机识别极限对
抗大赛在杭州进行。决战双方是
有着超强微观识物能力、人称

“鬼才之眼”的王昱珩和人脸识
别机器人“蚂可”。双方挑战的

“道具”——— 50名青春靓丽的网
络红人身着统一的服装站在舞
台一边，舞台另一侧大墙上密密
麻麻地贴着数百张网红的自拍
照。

在公证员的见证下，观众从
现场网红中随机抽取数位。对战
双方需要对被选中者进行观察
后，再从照片墙中挑出对应的照
片。比赛共分三场且难度依次递
进，前两个回合，双方打成平手。
第三轮的“寻找网红童年照”却
将人机双方置于极限挑战之中：
十多年的成长蜕变足以让人的
容貌发生巨大改变，辨识难度巨
大。21分48秒，王昱珩率先按下
按钮，提交答案。7分钟后，机器
人“蚂可”也完成了识别。答案揭
晓：王昱珩成功认出一位网红的
童年照，并放弃辨认另一位，而
此轮“蚂可”辨识的两位网红照
片都出现差错。

赛后，王昱珩笑称事先并不
知道比赛内容也未经彩排，“网
红们的变化真的太大了。”人脸
识别机器人“蚂可”的研发团队
负责人陈继东则说，人和机器各
有所长，此次和人类最强大脑的
PK，说明机器学习人类的大脑，
“还有一段路要走。”

近两年，深度学习和大数
据两项技术的相互作用，大大
提高了人脸识别的准确率。生
物识别智能开始进入商用，尤
其是金融领域，成为数家互联
网公司竞相追捧的香饽饽。在
不久的将来，人脸识别技术或
将逐步取代密码和手机短信校
验码，用于互联网金融的身份
验证基础平台。

资深专家陈继东表示，人脸
识别的互联网级应用和金融级
应用存在很大区别。“身份被盗
用，直接导致财产的损失。”他指
出，在金融行业，对人脸识别技
术的误识率要求非常高。“人脸
识别的现实应用，不仅要做到在
一堆照片中将同一个人识别出
来，还需要将不同的人区分出
来，这才是最难的一点。”陈继东
强调，识别率和误识率应该综合
起来看，尤其是在金融行业，必
须把错误率设低。

研发人工智能机器人专家
谢忆楠介绍，所谓深度学习，打
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是在“教小孩
儿”。在深度学习的程序中，第一
个步骤是人脸检测，即在一张照
片中把人脸结构勾画出来。随后
就要在人脸上进行关键点标注，
这一步相当于“训练”程序学习
观察人脸部特征。“这相当于一
个监督式学习，我们会告诉机器
人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久而久之，机器人会得出一些关
键点参数。

谢忆楠举例说，人的两个
瞳孔就是两个关键点，瞳距在
判断人脸是否为同一人的过程
中所占权重较高。众多关键点
之间相互联系，形成一个统一
的函数，该函数再对应不同人
脸形成一个独有的数值。“每个
人脸都有属于自己的数值”，谢
忆楠说。以“蚂可”为例，它识别
用户人脸是从二维图片中提取
600多个关键点，进行交叉验证
和动态识别。

(据《南方都市报》)

本报记者 任志方

人脸就像
相貌上的指纹

在10年前，指纹识别还
是一项新奇的技术，但现在
许多手机的App都支持这种
生物识别功能，甚至在千元
机上都成为标配。在人脸识
别的面前，指纹和密码都是
小儿科。

在生活中，如果有人说
你长得像某个人，你可千万
别相信，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每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人脸识别技术面前，一对
长相极为相似的双胞胎也
有不同的特征。它会根据你
的脸部特征产生一系列数
字代码，只有你才能对应得
上。人脸就像相貌上的指
纹。

人脸识别技术研究始
于20世纪60年代，但直到30
年后，一些商业性的应用才
逐渐进入市场。主要涉及移
动互联网、智能硬件、公共
安全、金融、监控、零售、娱
乐等领域。在1996年上映的
电影《碟中谍1》中，有这样
一段情节，电影里追捕嫌犯
的探员汉纳威，在火车站利
用同事传过来的目标人脸
信息，通过隐形眼镜的系统
识别迎面走来的所有行人，
捕捉其脸部特征进而和数
据库对接识别其身份信息，
最终找到并抓捕嫌犯。电影
里的桥段如今早已在现实
生活中上演。人脸由于其易
采集的特性，成为最易被接
受的身份认证方式。

与可以数据化的代码
不同，你的任何账号和密码
只要通过验证都可以进行
更改。而人脸识别数据则完
全不同，人脸数据和指纹、
虹膜等生物数据一样，改变
成本非常高，甚至是不可更
改的。近年人脸识别技术进
步飞速，识别率达到99%以
上，从而演变出来的功能也
种类繁多并应用到各个领
域。比如今年的高考和即将
开始的司法考试，为了防止
替考都应用了人脸识别技
术。

就在7月12日，深圳机
场的安检人脸识别系统正
式投入使用，成为全国首家
将人脸识别系统嵌入机场
安检信息系统、实现两套系
统一体化运行的机场。

这套系统通过安装在
安检验证台后方的摄像头，
在旅客到达验证台时迅速
抓取脸部图像，并与旅客身
份证件图像进行比对。当验
证员人工读取旅客身份证
件信息的同时，系统便可完
成旅客脸部图像与身份证
件图像的比对，并给出判别
提示结果，辅助安检验证员
完成对旅客乘机证件及身
份的辨识。

需要辨认的
面孔越多越不灵

从识别能力来看，人脸
识别技术有许多种。第一种
是最初级的，也被称之为脸
部探测。通常用于手机摄像
头在拍照时对脸部自动对
焦；第二种是脸部分类，分
辨脸部肌理，比如微软或国
内手机厂商推出的颜龄识
别，能够判断的信息也很有
限。更高级的脸部识别技术
有着更复杂的使用场景。比
如马云说的“刷脸支付”，就
涉及使用脸部识别技术进
行用户身份核实。

分辨不同的面孔，对人
来说，是我们通过眼睛获得
视觉信息，信息经过大脑的
处理被识别，然后分辨出眼
前的是人、动物还是其他什
么。这项看似简单的任务，
对机器来说却并不容易实
现。对计算机来讲，一幅图
像信息，无论是静态的图
片，还是动态视频中的一
帧，都是一个由众多像素点
组 成 的 矩 阵 。比 如 一 个
1080p的数字图像，是一个
由上千万个像素点组成的
矩阵。机器需要在构成这些
像素点的信息数据中，找出
哪一部分数据是人脸，哪一
部分是动物。

特征提取是实现人脸识
别的关键一步，在这个步骤
中系统通过一些数字来表征
人脸信息，这些数字形成了
一个人的脸部代码。常见的
人脸特征分为两类，一类是
几何特征，另一类是表征特
征。几何特征是指眼睛、鼻子
和嘴等面部特征之间的几何
关系，如距离、面积和角度
等。表征特征利用人脸图像
的灰度信息，通过一些算法
提取全局或局部特征。

这一步完成后就是人脸
识别，即，将提取到的特征与
数据库中人脸的特征进行对
比，根据相似度判别分类。而
人脸识别又可以分为两个大
类：一类是确认，这是人脸图
像与数据库中已存的该人图
像比对的过程，回答你是不

是你的问题；另一类是辨认，
这是人脸图像与数据库中已
存的所有图像匹配的过程，
回答你是谁的问题。两者之
中，辨认要比确认困难，因为
辨认需要进行海量数据的匹
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样
本库的大小会影响识别精
准度。如果样本库中只有一
个样本，那么系统只需确
认，这种1:1的对比精准度可
以达到100%，但如果是1：N
的对比，就会难很多，N的
数值越大，难度系数越高，
同时需要巨大的运算性能
支持。换句话说，人工智能
可以在数万张人脸中近乎
完美地准确识别出你的脸，
比人类更胜一筹。但是，如
果人工智能面对百万张脸，
人工智能不太达标。

识别不出来的1%
差在哪里

前面提到，人脸识别技
术目前识别率达到99%以
上，那么剩下的1%不准确在
哪里？这就要说到复杂的技
术要求和众多的限制条件
下，造成的人脸识别失灵。

最简单的场景，如果想
要区分双胞胎的人脸，依靠
普通摄像头采集的二维图像
或者视频几乎不可能。除非
采用三维立体人脸识别，还
要加很多限制条件。这类人
脸识别技术，需要采集人脸
的三维信息，一个普通摄像
头是不够的。要么是两个普
通摄像头加3D信息还原算
法，要么专业的3D摄像头。
但他们使用场景和条件约束
非常多，所以很不常见。

人脸识别技术的关键
在于通过不同脸部图像上
眼睛、眉毛、鼻子、嘴巴、脸
颊轮廓特征关键点和面部
表情网，找出彼此之间的关
联，最终判定这些图像是否
为同一个人。但是人脸是变
化的，不同角度不同妆容都
能影响特征关键点的抓取。
如果只是简单的化妆，仅改
变一些色彩，是不会对识别
结果有很大影响。如果化妆

太过度，以至于人眼都觉得
化妆后变了样，那机器也会
产生误差。

谁会拥有
我们的“脸”

人脸识别如今已强大
到这种地步，它可以用相机
拍下面部信息，并存储到数
据库中心里，而这样做并不
一定要事先获取你的同意。
在我国，人脸识别已经用于
反恐活动中，过去，不管是
安检或者是警察破案时，对
着视频只能人工识别犯罪
嫌疑人，而今后这一现状将
会被改变。目前我国的人脸
识别技术水平已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此前，该技术已
应用于国内一些重要会议
之中，如APEC会议、全国两
会、博鳌论坛等等。

但在商业领域，越来越
多的社交应用也开始利用
人脸识别技术，将用户的影
像、照片和数据库中的各种
资料联系起来。这种技术在
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
人们对隐私泄露的担忧。

此前，Facebook因为未
经用户允许而私自储存和
使用用户的人脸识别数据
而饱受诟病；而谷歌则因隐
私政策和舆论压力而禁止
谷歌眼镜使用人脸识别功
能。在线上世界，互联网企
业使用脸部识别技术的能
力大大超越了在线下使用
这 项 技 术 的 水 平 。比 如
Facebook的新技术，专门用
于在线图片的分析，能够在
97 . 25%的识别中准确判断
不同照片中是否出现的是
一个人，而人类在同样的测
试中正确率也只有97 . 5%。

在脸部识别技术准确
率非常之高的情况下，究竟
是谁在掌握着我们的脸部
数据？收集人脸数据，这桩
生意所蕴含的可能性足够
诱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人脸识别大规模应用已是
趋势，但隐私保护、公共安
全、商业应用三者之间的关
系该如何处理，目前仍是个
未解的难题。

拿出手机购物，选好商品，在支付阶段却不用再输入密码，而是通过扫脸完成付款，这早已
不是什么新科技。从马云在2015年3月CeBIT大会上的“刷脸”支付到微软推出的颜龄识别，关于
人脸识别技术的讨论一直备受关注。也许你还不知道，目前计算机人脸识别的准确率已经高于
人眼。

这种听上去极为酷炫的技术，在实践中非常“接地气”。相比于指纹、虹膜等许多其他生物识
别技术，人脸识别更加容易大规模推广，因为几乎所有的用户都可以零成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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