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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华中师大计算机系，现在腾讯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产品中
心AI应用研发组担任高级工程师，负责智能图像相关AI产品，多
年互联网和电信领域开发经验，致力于智慧零售、智慧园区、安
防等行业的人工智能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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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朋友圈的小应用

图片和数字来源于互联网

上线3天，累计访问量超过8亿，独立访客1.27亿



什么是人脸融合

人脸融合（Face Fusion）是指依托人脸识别算法和深度学习引擎，快速精准地定位人脸关键点，将用户上传的照片与特

定形象进行面部层面融合，使生成的图片同时具备用户与特定形象的外貌特征。

图片和数字来源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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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融合应用场景

活动营销

适用于广告代理、咨询、媒体、

学校等企业和机构，在 H5 或其他传

播形式中加入人脸融合的玩法来进行

产品推广、活动宣传。

形象打造

适用于游戏、影视制作等公司根

据游戏、影视形象做融合模板，打造

形象周边。

大众娱乐

适用于用户的个性化形象定制，

通过自拍或上传照片，可将用户人脸

融合在不同形象中，打造独特的个人

形象。



人脸融合应用场景-推广宣传、品牌营销

江小白延续他一贯的品牌调性，带领

粉丝迷妹们一起穿越到十年前，去寻

找“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通过活动与另外一个我“面对面约

酒” 、 “我有一瓶酒，有话对你

说”，提倡年轻人直面情绪，不回避，

不惧怕，做自己。



人脸融合应用场景-活动宣传

吴晓波“预见2019●国运70”年终秀采用一组由工人、农民、军人、科学家、学生等角色组成
的历史人物素材底图，引发了朋友圈的疯狂转发，点燃了小伙伴们“建设祖国”的热情。



人脸融合应用场景-热点事件、大众娱乐

针对四六级考前场景，基于人脸融合
做"开运做法"，让每个上传头像的小
同学都变身开运法师，hold住四六
级

借助于热点事件和群体关心事件，在
一定范围内点爆流量，提升应用知名
度



人脸融合应用场景…

• 腾讯20周年以自己照片生成活动海报，并且配上企业文化相关文案，在公司内部传播非常火热
• 五四青年节、两会、国庆节等活动，宣扬正能量。让用户参与，不但不是“娱乐化”，而是给大家

抒发对解放军、对国家的崇敬、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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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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脸检测和关键点定位

关键点 定位数量

轮廓 21个点

眉毛 左右各8个点

眼镜 左右各8个点

鼻子 13个点

嘴巴 22个点

瞳孔 左右各1个

优图实验室基于精细标注训练数据，实现照片人脸
关键点90点定位，置信度高达99%。

在国际权威人脸识别数据库LFW上，腾讯优图实验室在无限制条件下人脸验证测试成绩
为99.8，刷新准备率的世界纪录。

腾讯优图实验室在国际知名人脸识别数据库MegaFace中，以83.290%的成绩在100万级
别人脸识别测试（Challenge1/FaceScrub identification）中取得第一



朋友圈爆款背后的架构

CLB 负载均衡
提供安全快捷的流量分配服务，它可以无缝提供分配应
用程序流量所需的负载均衡容量，以实现自动分配云中
多个CVM 实例间应用程序的访问流量。

CVM 云服务器
稳定、安全、弹性、高性能的云端计算服务

COS 对象存储
安全稳定、海量、便捷、低延迟、低成本的云端存储服
务

GPU 云服务器
拥有高速计算与图形处理能力的云服务器



支撑爆款应用的云端架构

云API Gateway（异地多活容灾）

用户H5后台 腾讯云官网控制台

参数校验 鉴权 限频 负载均衡

业务逻辑接入（集群）

参数校验 负载均衡 数据处理 图片素材融合计费

算法（集群）

数据库存储缓存消息队列

动
态
弹
性
伸
缩

CPU服务器 GPU服务器

腾讯机器学习平台

数据分析和计费平台

FPGA服务器 黑石 CVM

用户层

网关层

IaaS\基础监控

业务框架

AI算法

数据层和计费层

基础组件



高可用设计-API接入层

API请求过程概括为三层，用户层、
接入层和业务层



高可用设计-后台逻辑层

每一层、每一个节点均为无状态，采用集群模式，任意一节点故障，自动从LB剔除。

云API统一接入

Access
Server

接入层 LogServer

内网负载均衡

FreqServer

ConsoleServer

AuditServer

FusionServer

ELK日志系统

算法代理层

算法逻辑层和计算层

DBRedis

COSMQ

存储和缓存

内网负载均衡支持lb和域

名转发双重备份

控制服务、融合服务、审

核服务分离，可独立扩缩

容，互不影响

热点数据比如已发布的活

动数据、素材信息等放入

Redis；

COS写数据通过MQ异步化

处理



分层监控-基础设施层

基础信息自动收集、分析：

收集的信息包括cpu使用率、内存使用

率、网卡流量、连接数等，检测到异常自

动通过微信、短信、电话通知负责人。

降级、自愈：

机器指标异常可自动和手工介入执行故障

隔离和故障自愈。



分层监控-中间件层

Mysql当前连接数
Mysql连接使用率
Mysql连接缓存命中率
Mysql连接活跃度
Mysql连接cache使用率
Mysql慢启动连接数

Redis当前已连接客户端
Redis堵塞连接客户端
Redis使用内存数(M)
Redis占用内存数(M)
Redis未保存操作次数
Redis当前周期新连接数
Redis当前周期处理命令数



分层监控-API层

云API层监控，实时监控API的成功率、成功失败次数、

延时、错误码分布等，任一指标出现异常波动，均会告

警，某一地区故障可手工介入触发地域容灾。

日志上报到ES，通过全局唯一请求的requestid可以从接

入层开始获取全部的调用链信息，定位信息非常丰富。



内容审核-为合规保驾护航

人脸融合接口自带鉴黄、鉴暴、鉴政等内容审核接口，开发者只需要调融合接口，既可拥有全套功能。

我
是
小
黄
图

我
是
暴
力
图

我
是
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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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融合API相关概念

活动

素材的集合，每个活动允许创建30个素材，活动发布

7天内可以无限次添加删除素材

素材

底图，为人脸融合设计的

模板

版权

必须拥有或获取到

素材图的所有元素

的全部授权

发布

发布是指本次活动所包含的所有素材可正式被融合，发布后，

同时获得50qps的调用频率和每年30万的免费调用次数



人脸融合API相关概念

活动

素材的集合，每个活动允许创建30个素材，活动发布

7天内可以无限次添加删除素材

素材

底图，为人脸融合设计的

模板

版权

必须拥有或获取到

素材图的所有元素

的全部授权

发布

发布是指本次活动所包含的所有素材可正式被融合，发布后，

同时获得50qps的调用频率和每年30万的免费调用次数



人脸融合API相关概念

活动

素材和版权文件的集合，每个活动允许创建30个素材，

活动发布7天内可以无限次添加删除素材

素材

底图，为人脸融合设计的

模板

版权

必须拥有或获取到

素材图的所有元素

的全部授权

发布

发布是指本次活动所包含的所有素材可正式被融合，发布后，

同时获得50qps的调用频率和每年30万的免费调用次数



接入准备（控制台开通服务、创建活动、添加素材和版权）



接入准备（在线效果调测、发布活动）



接入融合接口（通过SDK）

• 获取SDK

• 数据准备



接入方法（自动生成代码，在线调测）

• 接入代码自动生成

• 在线调测



接入FAQ

• 签名算法采用TC3-HMAC-SHA256支持base64传大包；直接采用SDK接入，减少
生成签名的复杂度。

• 待融合的源照片，要正面无遮挡，建议H5上采用一个人脸框来给出拍摄引导。

• 传入的base64字符串不要携带头部信息，比如 data:image/jpeg;base64,”。

• 当前暂不支持子账户调用，请用主账户。

• 如果运行环境需要代理才能访问公网，则需要再SDK中进行设置。

更多FAQ可参考腾讯云API专栏：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column/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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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玩法-选脸融合和视频人脸融合

短视频场景，短视频已经成为新的媒介传播形式，越来越多的占据了

用户的使用时长，而短视频经过一段时间的高爆发强消耗，仍然需要新的

玩法出现，结合人脸融合，为短视频和3D虚拟视频等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

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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