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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



核心业务:

股票代码：002253

⚫ 1989年，四川大学图形图像研究所成立；

⚫ 2000年，川大智胜公司成立；

⚫ 2008年06月2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公司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特色，长期坚持自主创新，

专注于图形图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

⚫ 空管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厂商第一位；

⚫ 三维人脸识别国内领军企业。

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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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智能系统研究院

四川大学
智能系统研究院

计算机

数学

……

视觉合成图形图像技术

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

国家空管自动化系统技术

重点实验室

虚拟现实 / 增强现实技术及应用

国家工程实验室



团队获奖成果

MDSL多通道数字同步记录仪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家飞行流量监控中心系统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面向高端训练和体验服务的

全景互动视觉合成技术与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CDZS系列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系统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结构照明型三维成像仪器

及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6项成果获国家级科技技术奖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7项 二等奖7项

DRS航管雷达模拟机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二维人脸识别的困境

创 新 源 于 智 慧 精 品 铸 就 胜 势



动态人脸识别指对视频监控图像中姿态动态变化的人像的识别能力。世界各国对视频监控中动态人脸比对都采用正

脸二维身份库，多次在重大反恐案件中失误。

• 瓶颈难题1：动态人脸识别瓶颈

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2015年法国巴黎恐怖袭击案

二维人脸识别应用的四大瓶颈难题



• 瓶颈难题2：鉴别仿冒，防止攻击

③高精度三维包含大量三维细节，可鉴别全部6种仿冒

① 6种攻击二维识别系统的仿冒手段

照片仿冒 平板下载照片
或视频仿冒

3D打印面具
仿冒

3D打印模型
仿冒

真人化妆仿冒 硅胶人皮面具
仿冒

②（二维识别 + 活体检测）可鉴别前四种仿冒

川大智胜产品 例：高防伪三维采集/识别平板

防伪应用 例：2020年重庆、四川高考……，共使用341套

二维人脸识别应用的四大瓶颈难题



二维人像识别，易被照片视频、人工合成、硅胶面具攻击破解

• 瓶颈难题2：鉴别仿冒，防止攻击

二维人脸识别应用的四大瓶颈难题



• 瓶颈难题3：超大群体精准识别能力差

民航：n＞5万 铁路：n＞15万 地铁：n＞100万

大学、厂矿：n＞5万

二维人脸识别应用的四大瓶颈难题

（ 1 : n）识别在 n很大时的首选识别正确率不够

1.  铁路科研单位“刷脸出行”试验结果：

二维人脸识别：

5000人群体，首选正确率＜90%;

高精度（深度精度0.2mm）三维识别：

15万人群体，首选正确率＞95.8%

2. 四川大学11万人识别试验结果：

高精度>96%

交通领域 支付领域 门禁应用

刷证电子客票 刷卡/扫码支付

刷脸出行 刷脸支付

需求

3D刷脸门禁



创新源于智慧 精品铸就胜势

需求例1：防疫管控，医院

川大智胜三维防疫管控产品对5000人群体

➢不戴口罩人脸识别正确率＞99%

➢戴口罩人脸识别正确率＞98%

需求例2：矿工下井前和升井后人脸比对

➢ 井下人脸污渍严重

• 瓶颈难题4：严重遮挡或污渍人脸识别

“戴口罩识别”防疫管控门禁

二维人脸识别应用的四大瓶颈难题



高精度三维人脸照相机（传感器）

深度精度越高，获取三维人脸的细节信息就越多，可以抽取用于识别的特征点数量就越多。二维人脸一般只能

抽200~300个特征点；高精度三维人脸能抽取更多特征点；这是三维技术能解决二维识别的四大瓶颈难题的内在原因。

人脸识别技术演进



编号 等级名称 精度范围(单位:毫米) 代表性厂家 防伪能力
万人识别
首选成功率

主要应用领域

1 超高精度 优于0.05
国外：美国普渡大学

国内：川大智胜
超强：能鉴别6种仿冒 ＞99.5% 特殊安保应用

2 高精度 0.05~0.15
德国：ATOS

中国：川大智胜
同上 ＞98% 国家三维身份库建设

3 中高精度 0.15~0.4
美国：苹果

中国：川大智胜
强：仿冒成功率百万分之一 ＞96%

行业身份库建设，公共安全、

军事军工、医院学校、金融

4 中低精度 0.4~0.8 不详 较强 ＞90% 识别和防伪

5 低精度 0.8~1.6 美国英特尔 中等：主要用于活体检测 ＞80% 小群体识别和防伪

6 甚低精度 低于1.6
美国: 微软

中国: 奥比中光 / 华捷艾米
同上 ＜80%

主要用于活体检测，

配合二维识别防伪

人脸识别技术演进



三维人脸识别二维人脸识别

从2010年开始，在“产业界”开始起步开发二维人脸识别软件的时候，就前瞻布局，大胆决策，直接跨越两代技术和产品

（二维人脸识别、低精度三维人脸识别），在全球率先开发能真正克服二维识别的三大固有缺陷和四大技术瓶颈，能够满

足规模化应用需求并获得重大效益的新一代高精度三维人脸识别成套技术，简称高精度三维识别或新三维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技术演进



川大智胜三维人脸技术成果



前瞻布局
自2013年起，川大智胜在国家科技部、发改委和四川省

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在国际国内率先开始了新一代三

维人脸识别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研究和开发

川大智胜新三维发展历程

投入巨大研发力量
公司2015年定向增发募集资金项目支持下，

投入近4亿元研发资金并组建了近200人的高

端科研团队

进军市场
在2019年起陆续进入市场，开始产业布局

通过验收
2018年12月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高速高精度结

构光三维测量仪器开发与应用”完成技术验收，专家组评价

意见认为“在同时实现高速和高精度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领导视察
201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到公司调

研，强调要立足于科研成果的应用和产业化，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促进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高新技术产业产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现有研究三维识别技术的三维形变模型3DMM（3D Morphable Model）存

在几何模型与真实人脸识别差异较大的问题，针对这一难题，游志胜教授发明了

一种新的三维人脸建模方法3DRM（3D Realistic Model），不仅包含了高精度

几何信息，而且融合了人脸肤色、纹理信息，能够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人脸。用

3DRM在某一光照条件下向某一方向的投影图像，能够无限逼近用真实相机对真

实人脸在同一光照同一方向拍摄所得的真实照片。

从一个被识别人的3DRM，可以生成数千个能够高保真逼近真实人脸在不同

姿态不同光照下的二维训练样本，从而提供了攻克二维图形识别不能适应视频监

控中动态人脸识别需求这一技术瓶颈的方法。

三维人脸识别的理论



三维人脸识别的软件算法

高还原度三维人脸建模

最大限度逼近真实人脸的三维人脸模型的

建模技术，其包含的人脸细节特征点是二

维人脸的上百倍，低精度三维人脸的数十

倍

高精度三维正脸采集

最大深度精度0.2毫米，采集数量10

万级别，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创新三维人脸比对算法

经过在各种可能姿态和光照条件下海量

三维人脸样本的训练，三维人脸识别比

对算法具有超高识别率



高精度正脸：深度精度0.2mm                                                  人脸识别平板 —— 采集-识别一体机

三维人脸识别的硬件产品

开发成功国际领先的高速高精度三维人脸相机



高精度三维全脸相机 三维人脸模型 海量算法样本 新三维人脸识别

最大深度精度达到

0.036毫米，面部

三维测量范围从左

耳到右耳180°。

最大限度逼近真实人脸的

三维人脸模型（3DRM: 

3D Realistic  Model）的

建模技术，其包含的人脸

细节特征点是二维人脸或

低精度三维人脸的数十倍

或上百倍。

由注册人3DRM模型

生成在各种可能姿态

和光照条件下呈现的

数万张二维图像训练

样本大数据的算法和

相应的训练、识别软

件。

在二维人脸识别和传统

的基于二维图像模拟三

维人脸或基于低精度三

维测量（深度精度1毫米

以上）的识别技术基础

上发展而来，为解决二

者的瓶颈难题和重大缺

陷而研发。

+ + =

三维人脸识别的核心技术



三维人脸识别的技术优势

1 .大数据采集

二维人脸特征 三维人脸特征

建模特点 平面（X,Y坐标），分辨率100*100 立体，除了平面还包含深度（Z坐标），深度精度0.2毫米

特征数量 集中在眼、鼻、口，数量几百个
面部点云密度5万个~8万个
包含大量难于仿冒的皮肤细节（痣、雀斑、皱纹……）

姿态要求 偏转角 ≤ 20 °，超过30°以后识别率急剧下降 摆动幅度左右60度，上下30度



三维人脸识别的技术优势

2 .姿态标准化

三维特征稳定，可以实现任意姿态三维模型标准化

姿态标准化



三维人脸识别的技术优势

3 .超强识别能力

-90 -60 -30 0 30 60 90

-90 -50 -30 0 30 50 90

在人脸角度、姿态、光线大范围变化，甚至人脸部分遮挡、涂抹时依然能够识别



性能&技术 二维人脸识别 三维人脸识别

鉴别照片/视频仿冒 配合活体检测后多数可鉴别 鉴别力强

鉴别人皮面具仿冒 鉴别能力弱 鉴别力强

硅胶人皮面具仿冒测试

三维人脸识别的技术优势

4 .超强防伪能力



川大智胜开发的三维人脸识别系列产

品，经国家铁路科技部门实测识别正

确率达到99.5%。

三维人脸识别的技术优势

5 .超高识别率

识别正确率

99.5%



1:n人脸识别率

川大智胜与铁轮科研部门合作，开展了铁路“刷脸出行”的实验研究，在北京南站采集建立了乘车人员15万人规模的三维人脸库（深度精度0.2mm），

并进行了三维人脸识别实验。

北京南站人脸识别基础数据

三维全脸注册人脸数 15万

待识别样本人脸数 >100万

对每一实时样本人脸用川大智胜的新三维识别方法与三维注册库进行

比对，同时用公安常用的多种二维人脸识别软件与二维身份库比对，

分别统计比对成功率

新三维人脸识别技术满足公共安全对超大群体人脸识别的需求

三维人脸识别的技术优势

6 .超大群体识别能力

二维人脸识别 三维人脸识别

深度精度1-3毫米

新三维人脸识别

深度精度≤0.2毫米



动态人脸识别率

进入2019年，川大智胜和四川投资集团、西南大学合作，在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分别开展了在真实视频监控系统中采用新三维人脸识别技术规模化实现

动态人脸识别的示范应用和比较验证

规模化工程验证基础数据

派出所数 15-20

三维全脸注册人脸数 >10万

待识别样本人脸数 >100万

实时监控视频路数 60-80路

对每一实时样本人脸用川大智胜的新三维识别方法与三维注册库进

行比对，同时用公安常用的多种二维人脸识别软件与二维身份库比

对，分别统计比对成功率

新三维人脸识别技术满足公共安全对动态人脸识别的要求

三维人脸识别的技术优势

突破动态人脸识别瓶颈

三维人脸识别
深度精度1-3毫米

二维人脸识别

新三维人脸识别
深度精度≤0.2毫米



成功应用案例



四川大学附属中学 西南大学附中 广元万达中学 宜宾一中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西南大学 四川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成功应用案例 -高校校园园区



在铁路车站进站口部署实名制核验查验终端，替代原有的人工实名制核验的方式，对进站人员进行自动人证票一致性查验，提高准

确性的同时提高人证查验的速度，提高人员的通过率。可实现将采集人脸信息与风险人脸身份库核验并报警的功能，避免了冒用他

人身份通行的行为发生。

应用案例 -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