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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栋
晏栋，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硕

士，主攻机器视觉方向。现任腾

讯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中心资深

产品架构师，负责人脸识别、图

片理解等视觉产品规划，落地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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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视觉研究如何让计算机从图像和视频中获取高级、抽象的信息。从工程的角度来讲，
计算机视觉可以使模仿视觉任务自动化。

计算机视觉包含以下常见任务： 识别（Instance Recognition）、对象检测（Object 
Detection），语义分割（Seman物体tic Segmentation），运动和跟踪（Motion & 
Tracking），三维重建（3D Reconstruction），视觉问答（Visual Question & 
Answering），动作识别（Action Recognition）等

Facial Recognition Semantic SegmentationAutonomous Driving 

计算机视觉简介



计算机视觉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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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视觉成像（Imaging）

• 深度图

• 医疗图像

• 遥感图像

• 红外，雷达…

• 黑洞



Low Level Image Processing

Low level Processing:

De-noise, enhancement, compression, registration



Middle Level Image Processing

Mid level Processing:

Classification, segmentation, object detection and verification, semantic segmentation



High Level Image Processing

Mid level Processing:

Classification, segmentation, object detection and verification, semantic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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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

空间滤波器、傅里叶、小波滤波器等

Feature Design + Classification:

SIFT, Symmetric, HOG 

SVM, AdaBoost, Bayesian and etc.

Segmentation & Object Detection:

Water-shed, Level-set, Active shape and etc.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Edge Detection

Edge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Haar Feature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SIFT 尺度不变特征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Object Detection = Feature Design + Classification

HOG 方向梯度直方图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WaterShed 分水岭算法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ASM (Active Shape Model) 主观形状模型

图像处理基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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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Neural Network

A 2-layer Neural Network (one hidden 
layer of 4 neurons (or units) and one 
output layer with 2 neurons), and 
three inputs.

A 3-layer neural network with three inputs, 
two hidden layers of 4 neurons each and 
one output layer. 

Logistic regression or SVMs are a special case of Neural Networks.

深度学习在图像中应用



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

深度学习在图像中应用



CNN => RCNN => SPPNET => Fast-RCNN => Faster-RCNN ====> YOLO

Detection      ==>      Classification

深度学习在图像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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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大数据与AI发展的基石

海量数据

20+亿用户数据积累

算法模型
聚集业界精英，垂直方向研

究

QQ月活跃
用户8亿

微信月活跃用
户10亿

数千万张
图片数据

数十万小时语
音数据

千亿级
文本语料

覆盖场景
全面

AI LAB 优图实验室

微信智能
语音

数百名领域
专家

世界领先
水平

探索AI应用
价值

应用场景
七大BG丰富应用场景积累

企业级数仓
建设

企业级用户
画像

实时风控 精准推荐

微信语音识
别

相册鉴黄

技术积累
单集群1.2W台服务器机群规

模

稳定 性能

运维工具
企业级数据服

务方法论

大规模数据
迁移

数据治理方法
论

大规模云端基础设施

CPU集群 GPU FPGA 分布式数据库 COS对象存储



12000+ 3万亿+

业界最大规模
单一计算集群
（100PB+）

日采集数据量

（500TB）

3.5万亿+ 200亿+

日实时计算次数

（500PB+）

效果广告

日曝光次数

腾讯云大数据与AI的发展动力

数据 技术 模型 场景



腾讯云AI大数据产品矩阵



人脸检测及属性分析
/五官定位及人脸跟踪

人脸识别（1：1）

人脸识别（1：N）

活体检测

证件类OCR
（身份证/驾驶证/营业执照等）

名片OCR

手写体OCR

银行卡OCR

通用OCR 图像分类

色情、暴恐等识别

医学影像识别

人群、交通等事件检测

人脸识别类 文字识别类 图像识别类

人脸聚类

车辆识别及分析

腾讯云AI视觉已开放成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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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朋友圈的小应用

上线3天，累计访问量超过8亿，独立访客1.27亿



人脸融合技术分析

• 首先对图像的人脸部分进行关键点定位，提取特征，然后对人脸进行一定程度旋转，然后将特征与模板进行融合，最后
对光影、曲线、边角等进行调节和柔化。

图片和数字来源于互联网

人脸检测、关键点定位 融合处理对齐人脸角度 图片矫正处理加工



图片理解在工业上的应用

痛点：
•需要处人工理大量图片，重复劳动
•人工检测的准确度和稳定性没有保
障，人员流程性大

•生产过程中的唯一的“人工”瓶颈

•方案：
•通过AI代替人工检测，节省人力成本
•检测进一步标准化、结构化，提高良品率
•自动衔接产线上下游制程



图片理解在工业上的应用

基于AOI采集的图片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图像
识别的方式来达到以下目的：
1. 缺陷分类，分割；
2. 缺陷大小及位置的定位；
3. 缺陷影响电路的范围和程度（电路异常的断线，

相交等）

人工智能在面板缺陷检测中的难点：
1. 不同制程中拍摄的面板照片内容不同；
2. 不同产线（产品）中拍摄的面板照片内容不同；
3. 由于产线的机械问题，同一制程中拍摄的面板

照片可能会有误差（但不是缺陷）；
4. 缺陷所处的位置以及自身大小没有规律，影响

的pixel也不同；
5. 已知的缺陷类型繁多，超过200+，很多缺陷

出现频率低，数据量低，无法进行学习；
6. 可能出现新的缺陷类型；



实名核身——足不出户办业务



办证流程需要持续数天

多次往返工商办事大厅

办理人员

压力也与日俱增，满负荷运转情况

下仍然难以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

工作人员

企业名称登记 工作人员预审 下发名称准核通知

企业提交注册资料工作人员审核

企业打印纸质资料并提交审核 核准发证

1 2 3

4

76

5

传统业务办理流程

慧眼核身助力政务效率提升 --陕西工商



慧眼核身助力政务效率提升 –陕西工商

• 目标：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手段，结合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和电子营业执照的试点改革，推行“互联网+电子营业执照”方案，

借助微信平台，推出微信办照服务，有效触达人民群众，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优质、便捷的电子登记服务，助力地方经济的健康

发展。

• 在新方案下，用户只需要打开微信客户端，在线提交注册申请并提交资料，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接到申请后进行审核，审核完成

发放电子营业执照，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企业准备资料 微信端提交申请 工作人员审核 取得营业执照

1 2 3 4

线上办理流程



CS131 Computer Vision: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http://vision.stanford.edu/teaching/cs131_fall1415/schedule.html

CS231A Computer Vision: from 3D reconstruction to recognition:

http://cvgl.stanford.edu/teaching/cs231a_winter1415/schedule.html

CS231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Visual Recognition

http://vision.stanford.edu/teaching/cs231n/

机器视觉入门学习资源

数学，统计学，
模式识别，机器
学习

AI工程能
力

AI 产品开发及
应用

http://vision.stanford.edu/teaching/cs131_fall1415/schedule.html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cvgl.stanford.edu/teaching/cs231a_winter1415/schedule.html
http://vision.stanford.edu/teaching/cs231n/


THANK YOU! 
感谢聆听！

CONFIDENCIAL MATERIAL FROM TENCENT CLO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