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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信息科技影响力的日益扩大，网络科技可以用于帮助弱势群体生活正

常、融入主流社会，让他们可以和普通人一样平等地享受科技福利。 

本研究旨在设计一款为盲人群体提供生活便利的人脸识别交互系统，希望能够

通过这款最终可能会集成到盲人智能设备上的人脸识别设计系统，解决盲人群体由

于视觉障碍而遇到的生活难题，提高盲人群体的生活质量，帮助盲人更便捷地获取

日常生活信息，有更多的机会感知真实世界。 

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人脸识别学习和语音识别开源平台的选择，程序主要接口的

设计思路，设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案，成果预期与实际结果的对比，以及

一部分基于深度学习人脸识别的工作。 

关键词：人脸识别，语音识别，人机交互  

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ou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line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help the disadvantaged people live properly in the society, so that they can equally 

enjoy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enefits as ordinary people. 

This study aims to design an interactive system of face recognition for blind people, 

hoping to solve the daily problems and improve the living quality for them. Eventually 

this face recognition design will be integrated into the blind intelligent equipment, so as to 

bring more convenient access to daily information and build equal perception of the real 

world for the blind.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study include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face recognition, the 

choice of speech recognition source platform, the design idea of the program interface, the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and the solution through the design process, the comparison of the 

expected results and the actual results, and part of the depth learning based on face 

recognition work. 

Keywords: face recognition, speech recogniti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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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总结报告 

1.序言 

本设计旨在针对盲人的需求设计一套供盲人使用的人脸识别交互系统，解决盲

人生活中的人脸识别需求。当前已有的人脸系统致力于提高识别率及识别速度等方

面，但常常具有姿态或者光照的要求，这显然是不符合盲人的生活需求的，我们希

望提供给盲人群体使用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无声无息地解决盲人群体的人脸识别需

求。如何选择一套在处理速度和精度方面都有保证的识别算法，并针对盲人群体的

特点，提供除视觉以外的交互方式，让这套系统更好地融入盲人生活，为盲人服

务，是本设计着重研究的问题。 

1.1人脸识别算法的选择 

人脸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利用

摄像头拍摄图片或者视频后，用人脸检测算法检测和定位人脸，进而对发现的人脸

进行一系列的运算和处理。人脸识别相比指纹识别等，具有直接、友好、方便的特

点，对于使用者来说，一般不会产生任何心理障碍，也广泛为用户所接受，因此这

一技术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与应用1。除了简单的识别之外，我们还能够利用计算机视

觉对识别结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处理，从而得到有关人的性别、表情、年龄等诸多额

外的信息，这也大大地拓展了人脸识别的应用前景2。 

在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中，国际上近年来形成了以下几个研究方向：基于几何

特征的人脸识别方法；基于模板匹配的人脸识别方法；基于K-L变换的特征脸方

                                            

1 陈军. 基于Gabor小波变换的人脸识别技术研究[D].东北大学 ,2009. 

2 阮揆. 人脸识别技术的研究与应用[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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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的方法；神经网络识别的方法；基于动态链接结构的弹性

图匹配方法；利用运动和颜色信息对动态图像序列进行人脸识别的方法等等。 

但是目前，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又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例如对人脸进

行识别时，要求人脸必须正对着摄像机，对光照也有一定要求，并且人脸在图像中

需占有相当的像素宽度才能对人脸进行准确的识别等。然而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

却常常无法保证能够完全满足这些条件，这一情况也给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拓展带

来了一定难度。因此，未来在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研究时，应该不断地提高其算法

的识别精度，让人脸识别技术能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满足当前社会对人脸

识别技术的应用需求3。 

在本设计的算法选择中，首先考虑了简单的基于特征的人脸识别算法。经过测

试，算法并未达到理想要求，每次都需要将整个数据集进行重新训练，即如果添加

一张新人脸，就要把整个人脸集合再运算一遍，对于长期的使用会有较大影响。 

之后尝试训练一个深度神经网络进行人脸识别，首先需要在电脑端装配caffe—

—一个深度学习的框架，它支持模块化，可以使用caffe提供的各层类型来定义自己

的模型。同时也需要为电脑配置CUDA，即利用GPU进行运算加速的模块。在网络

结构方面，本设计选择的是VGG，是牛津大学机器视觉开发团队的深度神经网络结

构，原因是因为它完全开源以及在之前的机器视觉竞赛中这个网络有着优异的表

现。VGG是基于lenet以及alexnet开发的框架，尤其是跟alexnet网络有很深的渊

源，也是由5个group的卷积层、2层fc类图像特征层、1层fc分类特征层构成，同

alexnet一样总共8个部分。 

在这些工作之后，需要做的就是利用别人已经在大型数据集上训练好的神经网

络，在自己的数据集上进行网络微调（fine tuning），从而实现人脸识别的功能。

但最终，出于两个考虑本设计放弃了自己训练神经网络进行人脸识别的构思。其一

                                            

3 陈奇毅. 浅析人脸识别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J]. 通讯世界,2015,(13):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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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器学习以及深度神经网络的复杂性，可能单单就这一部分的工作就要占用大部

分时间从而导致毕设不能按时完成；其二是简单地利用他人的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和

识别，很可能不能在最终实现实时或者接近实时的效果，则这样的人脸识别是无法

最终被利用的。因为对于这些参与竞赛的神经网络，一般的实验室都需要两块甚至

是四块TITAN级别的GPU进行运算，所以最终基本是不可能在便携设备上实现的。 

最终本设计选择直接利用开源的人脸识别系统FACE++，它是旷视公司推出的

一个开源平台，只需要编写好相关的API接口，将图片传上服务器就可以返回图片

的检测结果，平均一张照片的处理不到0.5秒的时间。 

1.2语音识别算法的选择 

人机交互是指人与计算机的信息交换，包括计算机通过输出或显示设备给人提

供信息，以及人通过输入设备向计算机输入有关信息。人机交互的目的就是讨论如

何使设计的计算机能够帮助人们更加安全可靠和更有效率地完成所要完成的任务。

虽然计算机的性能如今越来越高，使用也越来越广泛，但它目前依旧需要人为的指

令输入，不能在无人情况下做出所有的正确判断，因此它需要良好的人机交互系统

来保持明确的任务目标，同时提高效率。 

因为盲人群体在视觉上的缺陷，我们必须寻找另外一种交互的渠道，利用听觉

发出指令和接收反馈成为本设计的首要选择，所以这里选择了利用语音识别技术来

进行人机交互。 

语音识别技术是计算机对语音信号进行一系列的处理之后转化为文本的技术。

语音识别技术主要包括特征提取技术、模式匹配准则及模型训练技术三个方面4。 

因为和人脸识别相同的原因，即如果本设计中也自行设计语音识别的算法，将

增加工作难度导致毕设不能按时完成，所以同样选择了采用开源的语音识别算法，

                                            

4 时晓东. 孤立词语音识别系统设计研究[D].浙江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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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API情况直接调用即可。在调研过程中，主要对比了科大讯飞和百度语音两款

语音识别接口，首先测试了科大讯飞的SDK，是在windows平台上C++语言开发

的，但是个人感觉其SDK不够友好，而且C++语言也不符合本设计的需求，经过尝

试也没能完全做出理想效果。经过调研，本设计最终选择了百度语音的语音识别技

术，原因是它的接口设计比较简单，尤其是python的接口非常简单易懂，经过测试

证实其语音识别能力也能满足本设计的需求。 

1.3 交互系统设计思路 

人脸识别的人机交互系统设计要遵循的原则是：识别和交互的过程要尽量平

顺，识别要尽量迅速。主程序是用python语言开发的，基本全部采用接口式的设

计，这样每个部分都可以被替换且不影响整体程序。初步思路如图1。 

图1 

除了流程图的主功能之外，系统还设计了诸如恢复系统设置之类保持系统稳定

的功能。总体概括，即整体程序的最外层为语音唤醒层，唤醒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关



 

5 

 

键词实现不同的功能。但是在测试中，发现这一系统不够实用，语音唤醒设置的初

衷是为系统节省资源而不必一直进行图像检测和人脸识别，如果已经将人脸识别部

分放在云端处理器运行，则可以考虑将图像检测设置为待机状态，即一直运行这一

部分程序，语音唤醒只是用于激活“添加新人脸”或者“恢复出厂设置”这样的特

殊指令。修改后的流程图如图2所示： 

                                                         图2 

简单概括，就是不需要语音发出任何指令，系统会持续进行人脸检测和人脸识

别，对已经保存过的人脸进行语音反馈，即不会对不认识的人有任何反应。但当有

语音指令输入后，线程一会中断，线程二工作，保存新的人脸到人脸库中。这个流

程存在的问题是，本设计利用的在线人脸识别是收费的（虽然有不收费版本，但是

在高峰时期经常会被限制使用，所以不推荐），这样的操作会持续产生费用，虽然

每次的识别只需要几分钱。在后期如果能够实现自己的高精度近实时的人脸识别取

代别人的API接口，则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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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设计详解 

2.1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识别 

这部分工作是毕设开题前后进行的，在开题时与导师交流后停止了这部分的工

作，将毕设重点放在了总体系统设计上。但这一部分的工作是具有前瞻性的，在这

里解释一下思路。 

搭建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识别，这里用到了5个相关库：计算机视觉库

OpenCV 、 深 度 学 习 框 架 caffe 、 机 器 学 习 相 关 库 dlib 、 人 脸 检 测 算 法

libfacedetection、GPU加速算法cudnn，以及最主要用到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VGG深度神经网络。整个系统是C++语言开发的。 

人脸检测作为人脸识别的初始步骤，其图片处理的质量和精度能够直接影响后

面人脸识别的精度，人脸预处理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在识别精度和运行速度

中找到最优的平衡点十分关键。这个算法中没有使用OpenCV自带的分类器，而是

使用了一个开源人脸检测库libfacedetection，该库为于仕祺老师免费发布的人脸检

测库，也包含相关人脸预处理函数。  

VGG网络模型是由牛津大学的计算机视觉组提出的一种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在计算机视觉比赛中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VGG网络由5个卷积层，2层fc图像特

征，1层fc分类特征组成。  

在完成了环境搭建后，首先要做的是对神经网络的data层修改，输入一张图片

后可以设法获得某一层的特征向量，如图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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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随后，通过计算余弦距离来比较两个人脸是否有相关性。余弦距离就是通过对

比两个向量夹脚的余弦值从而得到两个向量的相似性。相比欧氏距离，余弦距离更

偏重于比较两个向量在方向上的差值。  

不过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高速的运算。有两种方法可以参考：第一种方法

是通过多线程的运行，当有多张人脸需要进行匹配时，每个线程都进行与待测人脸

向量的距离计算；其二是本身人脸向量计算的时候就需要先加速，这里我们先使用

CUBLAS来尝试对cosine函数进行加速。 

CUBLAS是一个开源的矩阵加速运算库，它进行线性运算的加速时是利用GPU

运算的，因为GPU有更好的浮点运算能力。由余弦公式可知，这里需要做的主要数

学运算就是向量点乘，CUBLAS其中就包括相关函数：cublasSdot。 

其中n代表需要运算的向量维度，x代表输入的向量一，同理y为输入向量二， 

result 是点积结果。  

在实际开发中，事实上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首先在环境配置上，caffe+cuda

的环境配置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同时想要真正了解caffe的使用和VGG神

经网络的结构以及如何对它改写，还需要一定的机器学习的知识。起初是准备在VS

上用C++编写的，可是从写人脸检测的部分开始就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报错不断，

cublasSdot_v2 (cublasHandle_t handle,int n,const float *x,int incx,const float *y,int incy,float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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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在开题时与导师交流，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在后期的系统设计上，也换在了

python语言下开发，所以这部分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但根据一些论文和博客的描

述，利用神经网络和余弦距离进行人脸识别具有比较好的实时性和准确度，所以考

虑在研究生阶段可以继续这一部分的学习。 

2.2开源平台接口设计 

开源平台的接口设计主要内容是与服务器进行的数据交换，涉及到的python模

块包括 json，pycur以及urllib。Json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后两者都是

python上的url数据传输库。 

Json是基于 ECMAScript 规范的一个子集，采用完全独立于编程语言的文本

格式来存储和表示数据。Json具有简洁和层次结构清晰的优点，从而成为理想的数

据交换格式，它易于开发者读取和编写，对于机器来说也容易解析和生成，而且这

样的结构在网络数据传输中也有一定的优势5。在语音接口设计中，上传和下载的数

据都使用了 json类型的数据。Pycurl是一个C语言转python的库，主要功能是在

python平台上引进C语言的libcurl库，而libcurl就是利用不同协议与不同服务器进行

数据交换的库。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5 李业田. 电信企业计算虚拟化与存储虚拟化的设计与实现[J]. 通讯世界,2015,(23):45-46. 

b = cStringIO.StringIO() 

c = pycurl.Curl() #创建一个curl对象 

c.setopt(c.WRITEFUNCTION, b.write) #将返回的内容定向到回调函数

getbodyc.setopt(pycurl.FOLLOWLOCATION, 1)  #是否根据网页跳转 

c.setopt(pycurl.CUSTOMREQUEST, "POST") #请求方式：POST 

c.setopt(pycurl.URL, search_url)  #指定请求的URL   

c.setopt(pycurl.POSTFIELDS, data)  #指定要发送的数据 

c.perform() #执行传输 

http://baike.baidu.com/item/ECM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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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一般为词典嵌套列表格式，所以可以直接取用。返回数据如图4所

示。 

 

                                              图4 

这是进行一次face++开源平台人脸检测后得到的返回结果，其中包括人脸矩形

的位置和大小、该人脸在系统中的编号、图片在服务器处理时的编号、该次服务申

请的编号、运算时间等信息。 

比如要取图片在服务器中的编号，可以直接这么写： 

对于语音数据的处理也是同理。 

2.3双线程的设计 

多线程就是令处理器同时处理多个工作，多线程运行的优点如下： 

（1）可以将部分占据长时间的程序放到后台处理，同时又可以运行其他任

务。 

（2）可以把与用户交互的界面单独写成一个线程，这样程序反应更迅速，比

如用户选择了某项事件要处理，不必等到上一个进程结束，而是可以立即开始相关

进程。 

Face_id = res["faces"][0]["face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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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一些需要等待的进程上比如语音唤醒、文件读写、网络数据收发等，

可以释放一些资源供其他进程使用6。 

Python中通过两种方法来调用线程：函数方法或者用一个类来包装线程对

象。 

第一种方法调用python thread模块中的start_new_thread()函数即可以产生新

线程。语法如下: 

其中function是需要在新线程中运行的函数，args为该函数中需要用到的参

数，kwargs是可选参数。 

还有一种方式是创建threading.Thread的子类来构造一个线程对象，可直接使

用Threading模块创建线程，从 threading.Thread继承线程相关数据，然后重写

__init__方法和run方法。 

在本系统程序中使用如下： 

 即可以方便地开启一个线程。 

                                            

6 陈忠菊. 一种基于多线程的高并发任务实现[J]. 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2015,(05):41+63. 

thread.start_new_thread ( function, args,[kwargs]) 

class rouse_mode(threading.Thread): #继承一个类 

    def __init__(self, threadID, name): #重写方法__init__ 

…… 

    def run(self): #重写方法run（也就是我们线程中要运行的内容） 

…… 

threads = [] 

thread1 = rouse_mode(1, "Thread-1") # 创建新线程 

thread1.start() # 开启新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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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问题及解决 

3.1本地文件的存储 

在设计中，由于服务器上存储的人脸都是由一串数字与字母的乱码进行标记的

（称之为face_id），而本设计希望完成一次识别后播报出来的是人名，所以需要在

本地将face_id和人名进行配对。 

首先考虑的是在程序中设置一个初始化的结构，即在每次开始主循环前读取一

个名字和face_id组成的词典。一开始这个词典是放在代码中的，但发现这样写无法

添加新的词典成分进去，即无法添加新的人脸。当一次运行结束后，再次开启系

统，系统中只会保留默认词典中的人名，这样虽然服务器中添加了新的人脸，可是

如果系统在本地找不到对应的名字，就无法报出名字。 

于是我将这个词典写在程序所在文件夹里的一个文档里，每次开启系统和结束

系统都会对这个文档进行读取和覆写。即系统开启，读取上一次系统运行后留下的

词典（比如说包括四个人），然后在这次运行中加入新的人脸，系统中运行的词典

会扩增至五个人。当一次识别结束后，新的词典会被写入到本地文件，这样就保证

了新人脸的本地保存以及在线服务器上的人脸库和本地词典的一一对应。 

初始化的本地人脸文件如图5：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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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一次人脸添加之后的本地人脸文件如图6： 

 

                                                           图6 

3.2交互关键词判断的设计 

由于语音是本系统交互的渠道，其中不仅包括系统向使用者发出语音，更要有

系统对使用者语音指令的解读和执行。真正的语音识别需要考虑到语义的解读，比

如“我要去客厅”，机器应该可以解读出主谓宾等部分并由此分析明确收到指令的

含义。很显然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所以这里采用了一种更为简单的设计思路，就

是直接检测识别出来的语音中是否含有关键词。比如需要新识别一张人脸，使用者

要说出某个关键词（本设计中选择的关键词是“识别”），系统进行语音识别后如

果检测到这个关键词，就执行相关的指令，没有检测到，则开始下一段声音的录

制，这也是本设计中唤醒系统的设计方案。 

考虑到语音识别时会出现一些同音字，所以如果直接用汉字进行关键词检测，

很可能会因为同音字而导致指令识别率不够高，所以本设计采用了拼音的识别方

法。每次拿到语音识别的结果后，就将它转化为拼音，然后再判断是否有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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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拿到的数据转化为拼音数据，这是通过python上已有的一个库——

xpinyin实现的。而关键词的检索则是利用string类型变量中的find函数。具体主要代

码如下： 

3.3python中汉语的编码问题 

在本设计一开始的语音处理中，如果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拿到的语音识别的数

据常常是乱码，这是因为没有选对编码的格式。更多时候会因为用到的字符不在标

准ASCII字符集内（一般默认会用标准ASCII字符集），编译器就会抛出

“ UnicodeDecodeError: 'ascii' codec can't decode byte 0xc4 in position 10: 

ordinal not in range(128)”这样的异常。 

 这里首先考虑的是用修改整个代码编码方式的方法： 

rouse_record = voice.getText('rouse'+tmp+'.wav') #语音识别获得中文数据 

p = Pinyin() 

rouse_record = unicode(rouse_record, 'utf-8') #转换数据的编码格式 

rouse_record = p.get_pinyin(rouse_record) #将数据转化为拼音格式 

rousekey_shibie = 'shi-bie' #定义添加新人脸的关键词 

rousekey_huifuchuchang = 'fu-chu-chang' #定义恢复出厂设置的关键词 

if string.find(rouse_record, rousekey_huifuchuchang) != -1: #判断是否有恢复出厂设置的指令 

    return_res = 2 

if string.find(rouse_record, rousekey_shibie) != -1: #判断是否有添加新人脸的指令 

    return_res = 1 

import sys 

sys.setdefaultencoding('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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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中出现编码相关的问题一般原因都是因为Python 2.x的默认编码格式是

ASCII，所以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直接修改默认的编码格式。这种方法是可以解决部

分编码问题，但是对于已经编译了很长的代码，突然改变了默认编码格式，则会引

入很多其他问题，导致其他的编码不正常，故不推荐这种方式。 

由于本设计中大部分需要考虑的乱码问题都是字符串的乱码，所以主要问题是

对字符串的编码进行处理。假设s是个字符串，在编译器上处理这段字符串，那么

这串字符串的格式就是编译器默认的编码格式，而对于windows的命令提示符来

说，就会认为格式为gbk格式。如果这段代码是保存后才执行的，比如存储为utf-

8，那么在编译器载入这段程序的时候，就会将s初始化为utf-8编码。 

那么对于string类型的变量，我们可以通过unicode的方式来处理。unicode是

一种编码标准，具体的实现标准可能是utf-8，utf-16，gbk等等。所以我们直接这

么写： 

这样s就会作为unicode的utf-8格式而被处理。 

同样在json数据中，使用json.dumps时要注意一个问题 ，当我们写： 

输出的会是'中国' 中的ASCII 字符码"\u4e2d\u56fd"，而不是真正的中文。  

因为json.dumps 在进行序列化时对中文内容默认使用ASCII编码，想输出看得

懂的中文需要指定ensure_ascii=False，即： 

这样输出的结果就会是“中国”。 

s = unicode(s, "utf-8") 

import json 

print json.dumps('中国') 

print json.dumps(buf['中国'], ensure_ascii=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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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同名文件覆写问题 

系统运行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有些文件就会涉及到被重复地读

写的问题。在一开始的设计中，是考虑直接让程序用新数据将文件中的旧数据覆盖

掉，例如一个用来记录用户发出声音的wav文件“record”，第一个循环时会被存

入一段语音数据，然后文件会被上传至语音识别服务器进行识别，在下一个循环当

又有新的语音数据时，就直接在“record”文件上进行覆写。但是在实际运行中，

每到第二次循环对“record”文件进行写入的时候，都会报告没有权限的错误，后

来将代码改成第一个循环中删除“record”文件并在第二个循环中新建该文件，问

题依然没有解决。 

最终这里决定用创建临时文件的方法。即每次循环开始时利用python的time函

数获得一个与当前时间相关的变量，然后用它对文件进行命名，使用后再将其删

除，则避免了权限问题的出现。具体代码实现如下（以录音文件为例）： 

3.5双线程中断的设计 

在本系统中，有两个线程，分别为待机线程——持续进行人脸的检测和人脸识

别，以及唤醒线程——包括语音的唤醒部分和其他唤醒后的后续指令部分。一般情

况下是待机线程和唤醒线程的语音唤醒部分同时运行，当有语音关键词被检测到

时，我们希望待机线程能够中断，即只有唤醒线程的后续指令部分在运行。但是在

tmp = str(time.time()) #创建时间相关变量 

r.recoder() #录音 

r.savewav('rouse'+tmp+'.wav') #录音数据保存至文件，文件名以用途+时间变量的

格式命名 

rouse_record = voice.getText('rouse'+tmp+'.wav') #文件上传至服务器识别 

os.remove('rouse'+tmp+'.wav') #删除临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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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的线程函数中，并没有可以直接使用的中断函数，于是本设计中自行设计了

一个中断的方法。 

系统中用到了一个全局变量state_flag，且在待机线程中是用几个while(1)的循

环将主要程序层层包起来，在每个while(1)的一开始会对全局变量state_flag的值进

行检查，如果为1，则跳出循环，如果为0，则执行循环。在唤醒线程中，当确定收

到指令而需要停止待机线程时，程序会将state_flag置为1，因为它是全局的变量，

所以随之待机线程中的state_flag也会改变，则实际待机线程执行的内容就由原来的

“人脸检测——人脸识别——姓名播报”循环变成了“检查state_flag为1——跳过

循环——检查state_flag为1——跳过循环”。当指令完成后，唤醒线程会将

state_flag置回0，则待机线程会继续运行。 

如果两个线程都要调用state_flag这个变量，如果同时调用，则有可能造成线程

阻塞。在多线程中，如果多个线程同时对某个数据进行修改，则有可能出现各种各

样不可预期的结果，所以为了确保数据的正确性以及不被破坏，需要对有共同参数

的线程进行同步处理。 

多线程的优势在于可以同时运行多个任务。但是当不同线程中要处理同一个数

据时，可能会出现数据不能正常读取或者不同步。这里涉及到一个“锁”的问题，

当有多个线程同时操作一个对象，如果不设置对对象的保护，会造成无法预测的运

行结果。在threading模块中提供了一个类——Threading.Lock锁。首先创建一个

Lock类的对象，当线程函数要对一个共享的数据处理前，先占用锁，处理完成后，

将锁释放，从而确保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线程可以调用这个共享数据。 

首先，在要运行的run函数里，我们写一个threading.Lock类对象lock，然后在

需要处理某个共享变量之前，我们用lock.acquire()就可以获得锁，与此同时其他线

程会在查询“if lock.acquire()”这里被锁住，直到我们处理完手头的共享变量后释放

锁：lock.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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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语音识别准确度问题 

在进行语音识别的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是用录音获得的声音

数据直接进行语音识别而未做任何滤波，第二是对于姓名的语音识别没有任何语义

理解的处理。这两个问题造成的结果首先就是语音识别的成功率不够高，有时说两

个字识别出来只剩第二个字，或者识别出杂音；其次是姓名的识别结果往往是不理

想的，比如“周润发”，可能会识别成“中文发”或者“宙润法”，前者主要是因

为声音数据没有做优化处理导致数据不干净，识别效果差，后者三个字都是同音

字，勉强可以接受，但语调会听起来比较奇怪。 

这里考虑的解决方案主要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对唤醒语的设计，例如可以由原

先的“识别”改为“嘿，识别”，因为录音代码中设计的是当采集到的声音大小大

于一定阈值后才开始持续采集并存储，所以如果接收到的第一个声音只是提示录音

代码开始采集，而第二个字才是真正要检测的关键词，则可以避免关键词的采集不

全面（原来说“识别”可能得到的结果是“别”，现在说“嘿，识别”则得到的结

果可能是“识别”，保证了关键词采集的完整性）。 

其次是对原始录音文件进行进一步的降噪滤波处理，这涉及到信号处理的相关

知识，可以考虑用python中的库librosa。librosa在音频、乐音信号的分析中经常用

到，但处理的过程暂时还没有眉目，这也是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之一。鉴于便携设

备的处理能力不足，如果原始录音文件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暂时

不太建议加入信号处理而占用太多资源，毕竟真正使用时可能就不止本设计涉及的

两个线程工作了。 

对于“周润发”识别为“宙润法”这样的问题，暂时还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

常见的方法是可以通过建立字与字之间的关联来提高准确率，例如“hanbao”，系

统根据字与字的关联性，匹配这个词为“汉堡”，而不是“寒保”这样两个毫无关

联的字。对于姓名，这个方案可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姓名的三个字之间很难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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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一定存在关联性，所以语音识别系统只能按百度语音系统的既定规律给出识别

结果。 

3.7待机交互流畅性的提升 

如果不做任何处理，则在待机线程中，如果持续检测到同一个人脸，会一遍一

遍不断报出同一个人名，在实际使用中这显然是不符合日常使用习惯的。所以在这

里做了一点小小的优化：当第一次报出一个人名后，如果之后一直检测到这个人

名，不会持续播报出来，直到检测到另一个人名之后。具体的代码实现方法是设置

一个变量repeat_check，当第一次播报名字后，把这个名字赋给repeat_check，当

下一次检测到人名后，将检测到的名字和repeat_check进行对比，如果为同一个字

符串，则跳过语音播报的步骤。 

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设置方式，并不能满足所有的情景。后期实际可以结合

不同的场景设计不同的待机模式。 

3.8多张人脸的同时识别 

当采集到的图像中包含多张人脸时，可以利用图像分割的方法进行处理。首先

对整幅图像进行人脸检测，获得人脸坐标后对其进行排序，再依次根据坐标对图像

进行分割并保存人脸图像，随后根据顺序依次进行识别，对认识的人脸进行播报。

进行图像分割后单次上传的图像大小会变小，但是总的上传识别次数会增加，为了

防止对系统流畅运行产生太大阻碍，本系统将图像中可以获得的人脸最大个数限制

为四个。但在便携设备上测试时，仍会出现明显的卡顿，单张照片的识别时间常常

超过10秒钟。 



 

19 

 

4.成果介绍 

在开题答辩中，展示的毕设预期目标为：（1）实现一个基本的人脸识别交互

系统，可以在电脑端运行，具有一定的识别准确率及系统流畅度；（2）基本系统

的交互部分可以用语音代替，即实现语音模块与主程序的合并；（3）在电脑端完

成开发后，开始着手考虑将系统移植到移动端，例如盲人可穿戴设备上。 

在本设计中，一开始的工作重心是如何写一个好的人脸识别算法。关于人脸识

别算法，首先调研和尝试了特征识别的人脸识别系统，之后学习了机器学习的相关

知识，配置了深度神经网络的环境，并根据相关文献设计了一种利用深度神经网络

进行人脸识别的方式，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但是之后出于多个因素的考虑，本设计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人机交互的设计和系统稳定性的提升上。首先调研了各类开源的

人脸识别平台和语音识别的平台，最终选定了face++和百度语音作为系统开发的基

础，同时也根据接口情况确定开发语言和开发环境，分别为python2.7以及windows

平台。之后我根据设计要求完成了系统搭建，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并根据体验结果

进行不断优化，期间也对系统结构进行了大改，加入了双线程的结构。与此同时，

也研究了向移动平台kangaroo的移植，根据移动平台的需求对程序进行了一些修

改。 

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系统的完整设计，并可以在配置好python及相关库的

windows电脑上运行系统。系统具有近实时的人脸识别功能，也能通过语音指令增

加新的人脸到人脸库中，在这个语音交互过程中，也考虑了最有可能出现的几种交

互情况，保证了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设计中也增加了“恢复出厂设置”

这样的语音功能，因为采取了模块化的设计，所以系统改进也很方便，有助于后期

的继续优化。 

系统设计基本完成后，本设计就效率和准确度两方面对系统进行了测试，测试

是在电脑端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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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速度的测试，这里分别测试了语音唤醒的时长，本地人脸检测的时长以

及人脸识别的时长。语音唤醒时长测试的规则是指令词说出后立刻开始计时，当听

到指令被确认的提示音后计时停止，这一部分是手动测量的，因为录音代码的设计

中，关于停止录音的设计是一个类似于低电平检测，即声音突然减小就视为需要采

集的声音结束了，所以如果采用python内部函数计时就很难确定将计时的开始点放

在哪里比较合适。本地人脸检测时长的测试是从程序启动摄像头开始计时，当有人

脸数据的矩阵被返回时停止计时，这部分是系统自动计时的。人脸识别的时长检测

是从系统拿到本地人脸检测的返回值算起，期间包括了人脸图片的上传，在线的人

脸检测以及人脸识别，直到拿到人脸识别返回值，停止计时，也是系统自动计时。 

次数 语音唤醒时长(s) 人脸检测时长(s) 人脸识别时长(s) 

1 1.4 1.67 3.02 

2 3.2 1.76 0.85 

3 3.3 1.73 0.84 

4 3.0 1.73 9.99 

5 2.6 1.8 2.67 

6 2.9 1.64 3.82 

7 2.7 1.75 1.87 

8 2.8 1.6 3.92 

9 2.5 1.75 0.79 

10 2.9 1.76 1.2 

11 2.4 1.62 1.17 

12 2.6 1.61 0.84 

13 1.9 1.62 4.19 

14 2.9 1.63 3.02 

15 2.5 1.64 1.56 

16 3.1 1.78 2.27 

17 2.9 1.57 3.13 

18 2.4 1.59 4.01 

19 2.1 1.72 2.89 

20 2.9 1.57 1.44 

平均值 2.7 1.68 2.67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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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发现，语音唤醒和本地的人脸检测都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而且快速的

结果，基本能满足我们的需求，而在线的人脸识别则不够稳定，用时时长时短，可

能是因为同时太多人在进行检测导致平台阻塞，或者网络上传不够迅速等等原因。 

接下来进行了语音识别精度的测试。被测的语音指令为“识别”、“嘿，识

别”以及“恢复出厂设置”。其中1-5次是在室内安静的环境下进行测试的，6-8次

是在播放音乐的情况下测试的，9-12是在模拟嘈杂环境下测试的。 

次数 “识别”识别结果 “嘿，识别”识别结果 “恢复出厂设置”识别结果 

1 ["识别，"] ["害羞别，"] ["恢复出厂设置，"] 

2 ["识别，"] ["识别，"] ["复出厂设置，"] 

3 ‘recognition error.' ["识别，"] ["恢复出厂设置，"] 

4 ["识别，"] ["识别，"] ["恢复出厂设置，"] 

5 ["识别，"] ["区别，"] ["恢复出厂设置，"] 

6 ["识别，，"] ["，"] ["恢复出厂设置，"] 

7 ["，"] ["是别，"] 'recognition error.' 

8 ["识别，"] 'recognition error.' ["恢复出厂设置，"] 

9 ["识别，"] ["，"] 'recognition error.' 

10 'recognition error.' ["自己，"] ["回复，"] 

11 ["点，"] ["，"] ["回复，"] 

12 'recognition error.' 'recognition error.' ["喂，恢复出厂设置，"] 

表 2 

由表2可以看出在安静的外界环境下，语音识别的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

关键词越复杂似乎越准确，但也有可能是字数越多则这个短语字与字之间的关联性

越紧密，所以错误率就越低。实际测试中“嘿，识别”并没有比“识别”的识别效

果更好，考虑可能是“嘿”字反而会对“识别”的“识”字的识别产生影响，干扰

了“识别”这个词的正确处理。当有外界环境干扰时，明显识别的准确度出现下

降，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即使人与人的沟通中，如果外界干扰太大，接受对方的

信息也会变得困难。所以可以考虑在之后的工作中为录音数据加上人声的提取，从

而增加识别准确度。除此之外，持续的外界环境也会对语音识别的时长产生影响。 

还有关于人脸识别的精度，因为采用的本地人脸检测库是opencv自带的库，所

以人脸检测就会排除很多非正面的人脸，这样的好处是基本采集到的人脸都是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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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再用人脸识别平台进行识别，识别成功率几乎为百分之百，不好之处就是

很多时候人脸都不能检测到，哪怕只是头部倾斜的姿势，也会常常检测不到。 

具体的系统操作如下：系统开始运行后，将会根据摄像头的采集结果播报出现

在摄像头中的人物姓名，前提是该人物已经在人脸库中注册过，以上过程无需任何

手动操作。如果需要添加新的人脸，使用者需要说出“ 识别”，则系统进入添加新

的人脸的进程，使用者只需要根据语音提示就可以完成人脸保存，恢复出厂设置也

是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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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设计任务书 

 

一、题目：人脸识别的人机交互系统设计                                                                              

二、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的进度安排及任务要求： 

阶段名称：基础知识学习 

研究时间：2016-11-25 至  2016-12-22 

工作内容：学习人脸识别相关知识，学习神经网络算法知识，配置相关环境，尝试

运行人脸识别的 demo，学习 C++语言基础，实地考察盲人的需求 

阶段名称：完成大体程序 

研究时间：2016-12-23 至  2017-01-19 

工作内容：学习人机交互设计的相关知识，提出人机交互系统设计的备选方案，学

习 C++语言基础，根据最终设计方案完成人机交互系统设计的大体框架，在电脑上

测试运行，完成开题报告 

阶段名称：学习语音交互及完善系统 

研究时间：2017-02-24 至  2017-03-23 

工作内容：学习语音识别及交互相关知识，编写完善程序与使用者信息沟通相关部

分，测试系统的运行情况，完善系统缺陷 

阶段名称：辅助识别系统的设计 

研究时间：2017-03-24 至  2017-04-20 

工作内容：针对多人情况下的人脸检测、识别、注册的策略规划及软件开发，继续

完善系统，测试系统的实际使用情况，尝试拓展人脸识别系统的用途 

阶段名称：系统完善及答辩 

研究时间：2017-04-21 至  2017-05-18 

工作内容：撰写研究报告，继续完善程序，提高系统性能，尝试拓展人脸识别系统

的用途 

 

本课题主要研究在开发盲人辅助穿戴设备时，如何提高人脸识别系统的交互体

验及基于人脸识别系统的功能拓展，以达到让人脸识别系统能够无缝衔接入盲人的

生活，更好地用于盲人辅助设备。首先学习人脸识别系统的构成和工作原理，学习

人机交互设计的相关知识，然后给出交互系统设计的方案，同时结合人脸识别系统



 

 

做一些拓展功能。系统设计的要求为：能够让人脸识别系统融入盲人正常生活，无

需太多盲人主动的控制，可以自动进行一些图像采集、训练、模型构建和识别工

作，并在恰当的时机与使用者进行信息交流。在此基础上尽量提高人脸识别系统的

信息采集速率、识别率，以及尝试拓展人脸识别系统的用途，比如用于进行一些盲

人行为的辅助决策（根据行人判断过马路时机等）。系统设计的内容包括：采集信

息的开始条件判断（例如听到有人讲话，或者某一面孔在图像中持续出现一定时

间，即开始采集创造模型或识别人像，而无需使用者主动启动系统），已采集信息

的处理、训练和模型构建，系统与使用者的信息沟通（例如何时进行信息注册、何

时提示使用者有已识别的人出现等），系统识别效率的提升，辅助识别系统的设计

（比如加入声音识别作为识别的一个纬度）等等。 

起讫日期 2016 年 11 月 25 日 至 2017 年 5 月 18 日                           

指导教师（签名）：         

 

三、系或研究所审核意见: 

同意 

 

负责人（签名）：           



 

 

 

毕 业 设 计 考 核 

一、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的评语： 

本课题旨在设计一款为盲人群体提供生活便利的人脸识别交互

系统，通过这款人脸识别设计系统，让盲人以接近正常人的方式进

行社交。课题选择了适当的人脸识别学习和语音识别开源平台，开

发了程序主要接口，并进行了实验，初步实现了通过语音指令完成

陌生人的添加和识别等功能。                   

 

指导教师（签名） ：     

 

 二、答辩小组对毕业设计的答辩评语及总评成绩： 

冯逸鹤同学的毕业设计题目是“人脸识别的人机交互系统设

计”，设计是为盲人的人脸识别需求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设计选

题由实际运用出发，选题较为合理。 答辩人首先介绍了盲人群体

对人脸识别的需求以及当前的人脸识别算法，阐述了选题的原因及

可行性，然后由开源平台选择、系统思路设计、相关接口的编写、

困难及解决等方面，介绍了交互系统的搭建过程，之后介绍了系统

各个部分的用时测试及语音识别的准确度的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

提出了系统的改进方案。最后，答辩人展示了系统实际运行的演示

视频，并在便携设备上进行了实物展示。  

 

总评成绩： 

文献综述 

10 

开题报告 

10 

外文翻译 

10 

毕业答辩成绩 

70 

总成绩 

100 

9.0 8.0 9.0 58.0 84.0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专家评阅意见 

毕业设计题目 人脸识别的人机交互系统设计 

学生姓名 冯逸鹤 学 号 3130100768 年级 2013级 

所在学院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本科生毕业设计评阅意见：（对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外文翻译、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点、论文质量与理论

水平、论文写作规范与文风和修改建议等方面加以评阅） 

 

该毕设进行了包括人脸识别学习和语音识别开源平台的选择，程序主要接口的设计，初

步开发了实现通过语音指令完成陌生人的添加和识别等功能的人脸识别交互系统。达到

了本科毕业设计的要求。。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专家评阅意见 

毕业设计题目 人脸识别的人机交互系统设计 

学生姓名 冯逸鹤 学 号 3130100768 年级 2013级 

所在学院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本科生毕业设计评阅意见：（对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外文翻译、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点、论文质量与理论

水平、论文写作规范与文风和修改建议等方面加以评阅） 

 

本毕业设计主要进行人脸识别学习和语音识别开源平台的选择，程序主要接口的设计，

并对设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案进行了阐述，对成果预期与实际结果进行了对

比，并给出了一部分基于深度学习人脸识别的工作。总体来说虽然基本完成了预期效

果，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工作量不足。英文摘要正确，与中文摘要基本吻合。。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现场答辩记录表 

 

学生姓名 冯逸鹤 学号                3130100768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毕业设计题目 人脸识别的人机交互系统设计 

指导教师姓名 汪凯巍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光学工程研究所 

答辩时间 2017-06-08 13:00 答辩地点 工程中心会议室 

本科生毕业设计答辩记录： （要求在答辩陈述和回答问题等方面具体加以记录与评价） 

1.语音识别是用了什么方法？ 答：采用了百度语音的语音识别 api。 2.本地的人脸识别

是不是不好写？ 答：是可以实现的，基于特征的人脸识别在本设计中也测试过，并且在

毕业设计开始的时候，我也学习和搭建了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人脸识别系统。后来采用

了开源平台的 api，这样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如果自行实现识别算法，工作量就会太

大，导致毕设无法完成，其二是利用网上开源平台，只需要数据的收发就好，对于本地

的处理器来说，节省了大量资源，更不用说便携设备了。而且随着无线网络的飞速发

展，相信云端处理也会成为趋势。 3.开源平台速度不够快，没有自主产权。 答：是因

为本设计的重点在于交互的设计，所以采用了开源平台的识别算法，这也是暂时的策

略，系统中都采用接口设计，当自主的识别算法完成后完全可以替代开源平台算法。 

 

 

 

 

 

 

 

 

 

 

 

 

 

 

 

 

 

 

                                         

 

 

答辩小组负责人（签名）： 

 

                                           2017 年 6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