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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王公司简介 

 

1 、汉王简介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并于 2010 年 3 月正式挂牌上市。汉王科技以多

年的科研成就为底蕴，在国家“八五”、“九五”、“863”、自然科学基金等重点项目的支

持下，率先研究、开发、应用、推广多元智能人机交互技术与产品，不仅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

中国人的输入问题，更是保证了中国人与世界信息文明的共同进步，从而成为激励民族高科技

产业奋发图强的一面旗帜。 

2 、汉王技术 

汉王科技志存高远，双向驱动，两翼齐飞！ 

一、面向未来，高瞻远瞩，立足于模式识别领域，专注手写、语音、OCR、生物特征等

识别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拥有多项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二、面向市场，运筹帷幄，以行之有效的行业推广和遍及全国 200 多个城市的销售与服

务网络，全面引导中国人工作、生活的数字化与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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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汉王科技瞄准人脸识别技术的国际前沿，积极开展人脸识别算法的潜心研究，

历经五年，2008 年成功开发出全球第一款嵌入式人脸识别机，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正式拉

开了国内人脸识别产业化的序幕。 

短短 4年多时间，在全球 55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销售，目前全球销售数量超过数十万台，

每一天全球有 2000 万人在使用我们的人脸通产品，充分表现了中国创造走向世界的步伐和决

心。现在汉王科技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双目立体”红外人脸识别算法（Dual Sensor ）。

“双目立体”红外人脸识别算法采用的专用双摄像头，就好像一个人的一双眼睛，既保留了二

维人脸识别技术简单的优点，又借鉴了三维人脸识别技术三维信息的优势，识别性能达到国际

一流，识别速度快，产品技术成熟。 

2006 年，汉王科技率先在高速 DSP 平台上成功实现了嵌入式人脸识别算法，从而将人脸

识别从 PC 平台成功的扩展到更广阔的嵌入式平台。2008 年，汉王科技推出了全球首款嵌入

式人脸识别产品——人脸通，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正式拉开国内人脸识别技术产业化的序

幕。并获得国家相关部门行业发展基金。2013 年汉王人脸识别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 

汉王人脸通成功开创了人脸识别门禁考勤市场，同时，还不断开拓在公安、海关、金融、

军队、机场、边防口岸、数字标牌等多个重要领域的行业应用，以及在智能锁、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智能电视等民用产品领域的智能交互应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3 、汉王精神 

“忠诚敬业，永争第一”是汉王的精神。 

不断创新是汉王的主题。 

汉王科技愿与各界朋友精诚合作，共享中国高科技快速成长的硕果，共创信息时代新的辉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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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统建设背景 

1 社会背景 

随着近年来的社会犯罪率呈逐年升高的趋势，罪犯的犯罪手法也更加趋于隐蔽和先进，给

广大公安在破案上增加了相当的难度；同时，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公安系统

的信任度，也使的人们对生活场所的安全感降低；人工排查如大海捞针，成功率低，主要有以

下一些实际问题： 

由于罪犯群体的不断扩大，要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员照片库中找出犯罪嫌疑人无疑是费时费

力的一件事情，还有可能造成遗漏等情况，破案的效率大打折扣公安等执法机关对于特定场所

/卡口的布控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靠执法机关人员监守，其人力投入巨大而且工作强度高，

无法长时间维持；而且哪怕有录像监控系统，在海量数据中高效查找感兴趣的对象这本身就是

难题。 

目前公安机关大多的破案仍然是依靠事后追查和通缉，对已经发生的案件造成的损失可能

未能有效的弥补；如果在案发的同时即能快速布设起一道实时报警防线，就能第一时间将损失

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公安或国安业务系统对于日常的非干扰性的人员特征采集和身份识别还是有直接的需求，

而很多常见的人员身份特征采集手段或者需要配合，或者难以达到较好的识别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汉王科技特别针对公安国安等系统的特点，开发了适用人脸自动采集记录，

人脸比对、实时布控报警等应用模式的系列产品。 

2 系统建设意义 

在公安部门的刑侦工作中，人脸识别技术有着广泛的运用，存在多种多样的应用形式，包

括网上追逃、卡口追逃、监狱管理、重点对象监控等。从广义上说，公安系统中所有包含人脸

信息的数据库，如常驻人口库、嫌疑犯库等均可被用于基于人脸特征的智能检索。随着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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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对人脸识别系统的熟悉和深入使用，随时有可能发现或产生新的应用方式，对系统功能提出

更高的要求。这决定了该人脸识别系统应当具有极强的可扩充性与适应性，以满足公安部门不

断增加和变化的应用需求。 

人脸识别系统的建设将对刑侦案件做出科学的、量化的分析，积累经验，指导后续人脸项

目的建设，都将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3 非配合式人脸识别技术简介 

汉王非配合式人脸识别系统充分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人脸检测技术、人脸识别技术，对

违法犯罪人员的照片进行人脸建模和人脸比对，协助刑侦部办案人员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防止违法犯罪人员，特别是外来违法犯罪人员通过谎报姓名、身份等方式逃避法律的制裁，提

高公安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打击违法犯罪人员的力度。 

该系统通过 200 万智能高清监控摄像头，对车站广场等公共场所出入的旅客图像进行采

集，然后通过网络跟中央控制室里的人脸模板库相比较，如果出现跟库里样本相吻合，就会发

出报警信号。使公安人员能够快速控制住嫌疑犯。该系统建有公安部公布的全国在逃犯人脸库

和特征库，具有很高的识别率和识别速度，是抓获网上通缉在逃犯的高科技辅助手段。 

4 汉王人脸识别技术优势 

 获得国家公安部安全电子产品及警用产品认证 

 获得《军用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安全认证证书》 

 识别速度快，节省时间，非接触，非配合 

 人机交互性能好，识别效果直观 

5 非配合式人脸识别技术优势 

 独特的人像关键区域定位方法，定位准确度高，识别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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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像识别算法具有自学习功能，可以有效解决人像的缓慢岁月变化问题； 

 拥有多平台上的算法移植优化和软硬件开发经验,在 PC 平台、DSP 嵌入式平台,同步推

出人像识别产品； 

四  解决方案 

1 需求分析 

目前公安机关大多的破案仍然是依靠事后追查和通缉，对已经发生的案件造成的损失可能

未能有效的弥补；如果在案发的同时 即能快速布设起一道实时报警防线，就能第一时间将损

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另一方面，由于罪犯群体的不断扩大，公安等执法机关对于特定场所/卡口的进行了布控。

但是如果只靠执法机关人员监守，其人力投入巨大而且工作强度高，无法长时间维持；而且通

过录像监控系统的得到的有效数据，人工在这些海量数据中高效查找感兴趣的对象非常困难。 

基于以上两个大的方面，汉王科技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采用人脸识别技术自动排查，

辅助人工排查，大大节省了人力。主要功能是对布控现场实时监控，发现可疑人实时报警，同

时支持事后海量数据的人像检索。 

2 系统目标 

充分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人脸检测技术、人脸识别技术，对违法犯罪人员的照片进

行人脸建模和人脸比对，协助刑侦部办案人员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防止违法犯罪人员，

特别是外来违法犯罪人员通过谎报姓名、身份等方式逃避法律的制裁，提高公安部门的工

作效率和打击违法犯罪人员的力度。 

2.1 系统特点 

1) 支持 SQL Server、ORACLE 等大型数据库系统，可提供理想的比对和查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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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库规模动态可伸缩，可满足不同级别公安机关的需求； 

3) 使用方便、操作灵活，用户界面友好； 

4) 可从本地和远程方便地接入系统，比对、查询有关信息； 

5) 离线与联网方式的各种比对手段，方便灵活； 

6) 基于 Browser/Server 的三层结构。公安办案人员无须经过特殊培训便可熟悉应用； 

 

3 系统设计原则 

3.1 先进性 

现代信息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最活跃的领域，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每一个新

技术的出现都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对我们工作效率的提高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方面反映了系统所具有的先进水平，又使得系统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同时，由于本系统

是一个实际使用的系统，因此其技术和设备又是相对成熟可靠，系统的功能和外延性强。所以，

在投资费用许可的情况下，应当充分利用现代最新技术，最可靠的技术成果，以便使系统在尽

可能长的时间内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也是最节省经费的。先进性是系统建

设期望达到的目标。 

3.2 可靠性和稳定性 

在系统设备选型、网络设计、软件设计等各个方面要充分考虑可靠性和稳定性。在设计方

面，资源充分利用做到集约性。在设备选型方面，我们选用性价比高稳定性好的高清摄像机。

既考虑了硬件的可靠性，也考虑到了后台系统的扩延性。在设备选型和系统设计的各个方面都

尽量避免故障的发生。 

3.3 易管理性和易维护性 

系统涉及面广，需要对系统进行实时控制和管理。系统管理员要在不改变系统运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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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具备对系统进行调整的能力，和方便的信息查询功能。 

可维护性是当今应用系统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它包含两层含义：故障的易于排除，日常

的管理操作简便，维护的原因易判断，故障易维护。 

4 系统架构图 

各局部署的摄像机抓拍人脸图像通过公安网连接到交换机上，将数据统一打包发送至人脸

识别比对服务器上，在人脸识别比对服务器上进行人脸的比对工作，将人脸比对结果和编码过

的视频一起打包，下发到各个监控客户端进行解码显示，在各个监控客户端里查询比对结果、

生成报表。系统架构图如下图： 

Camera 1

Camera N

Ethernet

Camera 2

以太网交换机

人脸识别监控客户端

Ethernet

人脸识别比对服务器

人脸识别监控客户端

人脸识别比对

base64解码

视频监控，实时

报警

输出人脸照片比
对排序结果，并

可进行照片检索

视频解码器

数据库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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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部署示意图 

 

6 系统功能说明 

汉王非配合式人脸识别系统是基于汉王最先进的人脸识别核心技术，能对监控摄像机拍摄

的实时视频或静态图像进行自动分析，检测出人脸并进行识别。 

6.1 系统功能列表 

功能名称 功能说明 

人脸建模 

1、人脸监控客户端进行人脸模板的统一录入和保存，录入信息包括抓

拍的人脸图片、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等身份信息，以及加入库（黑名

单或者白名单）信息，将模板实时更新到人脸识别数据库中。 

2、支持人脸照片单张及批量建模。 

多画面高清视

频实时浏览和分析 

1、支持高清解析度为 720p 或者 1080p，25fps 的实时视频分析。 

2、支持多画面实时进行人脸识别检测分析。 

3、人脸抓拍及识别信息显示在实时浏览图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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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功能 
客户端实时显示人脸识别通过人的姓名，陌生人通过时，会进行报警提

示相关安保人员，客户端窗口下方显示抓拍的图片及识别信息。 

人脸模板管理 

1、可以远程管理人脸模板的数据库，包括修改和导入模板信息 

2、 各类数据进行备份、还原、删除等操作 

人脸识别及报

警记录查询 

可以对系统历史的识别记录及报警记录进行查询，并可导出报表供用户

使用 

人脸检索 用于事后根据提供的照片在人脸库中进行人脸检索。 

用户管理 

1、 管理中心自身的用户管理、客户端用户管理 

2、 管理中心的用户系统管理员可添加、删除禁用、启用用户、为客户

端或管理中心用户进行权限分配 

6.2 系统实现子系统 

系统功能的实现具体有以下子系统的功能实现来构成： 

序号 子系统 备注 

1 人脸照片实时采集系统 实现人脸建模 

2 人脸识别动态监控实时比对系统 实现实时监控黑名单比对报警 

3 静态照片检索系统 实现照片检索 

4 人脸识别中心服务器端系统 核心识别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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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功能实现 

7.1 人脸照片实时采集系统 

该子系统完成人脸数据采集与入库，采集到照片数据并录入相关基本信息后，将数据通过

网络提交到比对服务器。人脸对服务器经过比对管理中心获取身份认证后将服务交给比对管理

中心，比对管理中心中的建模程序随之将原始数据进行封装，变换等操作，将数据写入 Oracle

数据库中。 

1、系统简介 

采集系统主要是计算机自动识别人像比对系统软件的 Client（客户端）部分。该软件有如

下特点。 

 图形用户接口是其以 windows 为平台的重要特征，为用户提供了图形化的友好用户界

面;高度一致的操作习惯； 

 高质量的动态摄象机、静态图片文件、扫描仪三种录入方式对人像进行拍摄或扫描，

并结合相关信息对人像照片进行捕捉、保存、入库、比对、检索等操作； 

 TCP/IP 为 Client 的基本通讯协议，这就便于我们充分利用目前可以利用的最大的网络

（Internet）或区域网络（如中国公安网），实现联机入库、检索，其透明的操作界面，存取

远方的数据和本地的网上的数据一样方便； 

 高度集成又是 Client(客户端)的一大特色，相片的预览、采集、入库、比对、保存、上

传、多条件检索以及相关信息的录入全部由 Client(客户端)完成，高效迅速的完成原始资料的

采集和返回比对结果。 

2、基本功能 

 照片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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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导入。共有三种方式：照片文件、扫描仪、视频实时采集，如图 6-1 所示。 

 保存人像图片及基本资料到比对中心服务器。 

 根据条件进行特定范围人像检索 

 

图 6-1 

7.2 人脸识别动态监控实时比对系统 

人脸识别监控客户端进行人脸模板统一录入和保存实现人脸建库，也可以通过摄像机抓拍

的人脸建立黑名单人脸资源库，同时支持上传照片生成模板形成黑名单人脸资源库，并自动更

新到中心服务器。如下图是人脸录入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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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实时显示人脸识别通过人的姓名，客户端窗口下方显示抓拍的图片及识别信息，如

果是黑名单人员，会自动报警提醒监控人员。如下图是实时监控报警的界面： 

 

7.3 静态照片检索系统 

提供事后离线人脸照片检索。在客户端输入系统管理员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设定比对阈

值：默认是 7。阈值越高，比对精度越高，搜索范围也将缩小。返回结果：返回的比对照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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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可根据具体库来自行调整设置。数据库：被比对照片可能所在的数据库。其他信息：可根

据下拉菜单选择所在的数据库。现有：嫌疑人、模拟画像、身份证照片、犯罪人员、在逃人员、

特定人员六种可选，也可以根据条件自行填入检索信息，如下图所示。 

 

7.4 人脸识别中心服务器端系统 

由于考虑人像比对的并发性以及稳定性，服务器端建议采用刀片式比对服务器。 

工作流程：当比对管理中心从比对服务程序接收到客户端的比对请求后，会根据不同需求

触发相应动作。比如比对请求，建模请求，修改请求，查询请求等等。比对服务是整个系统的

灵魂，它负责照片数据的匹配与查询，同时与 IIS 和数据库协同工作，将比对结果返回给客户

端。 

8.系统软硬件要求 

类别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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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录机 网络摄像机，百万高清摄像机 

数据库服务器 Intel E5 2.1GHz 以上，32 GB 内存以上；1TB 及以上硬盘； 

识别服务器 Intel E5 2.1GHz 以上，32 GB 内存以上；300 GB 及以上硬

盘； 

数据库 SQL Server，ORACLE 

操作系统 Win7/Windows2000/windowsXp 

系统语言 中文 

 

网络高清摄像机选择说明 

网络高清摄像机参数如下表： 

分辨率（摄像模式下） 支持识别距离 

130 万 1-3 米 

200 万（推荐分辨率） 2-6 米 

500 万 2-8 米 

1000 万 2-10 米 

9.性能指标 

人脸识别核心为汉王多年以来的自己知识产权，可以进行人脸特征提取、1：1 比对

确认、1：N 比对识别等多处人脸识别技术。下面是核心识别的技术指标： 

1、识别速度：单帧识别时间小于 100ms； 

2、识别算法（1：1 比对）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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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 认假率 应用条件 识别率(1-FRR) 

<0.1% 预留照片 >97% 

<1% 身份证照片 >85% 

3、识别算法（1：n 比对）性能 

FAR 认假率 应用条件 识别率(1-FRR) 

<0.1% 预留照片 >92% 

<1% 身份证照片 >80% 

【备注】： 

FAR 认假率：标准称谓 FMR（False Match Rate 错误匹配率，也叫误判率），即指事实上非同

一个体的特征，被错误地通过匹配的概率，应用上一般定义上限。 

FRR 拒真率：标准称谓 FNMR（False Non-Match Rate 不匹配率），即指事实上同一个体的特

征，被错误地拒绝匹配的概率。 

识别率：即指拒真率补集的概率，即识别率=1-FRR，或百分比来表达这个数，应用上一般定义下

限。 

预留照片：3-5 年内的近期照片； 

10.技术规格约束 

1、 适用于室内或半室内的均匀光照，光照值范围 50-5000lux； 

2、 可以支持最小两眼间距 40 像素； 

3、 正面（侧脸角度小于 15 度），且面部无大面积遮挡（墨镜、口罩等情况）识别效

果最佳；可以支持 30 度的侧视、抬头、低头姿态的人脸识别； 

4、 摄像机架设高度建议：2m-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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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工程案例及图例 

汉王人脸识别产品典型客户： 

天安门安防系统 

海尔智能家居展厅系统 

平安银行贵宾客户识别系统 

富力通煤矿下井非配合式人脸识别系统 

孝感市地方税务局。 

营口地税、黄冈国税系统集团性系统 

长春人行、洛阳人行金库，河北省三河农行门禁 

上海吴淞码头武警枪械库、北京总装门禁  

崇文区图书馆   

哈尔滨规划设计院 

哈尔滨环境监察支队 

黑龙江省鹤伊公路管理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重庆美心集团 

黑龙江省黑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政务服务中心  

泰陵县规划局 

龙岩市广电 

福建省宁德市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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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翔安国税局 

厦门银城机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银行 

河南省洛阳市人民银行 

河北省三河市农业银行 

衡水市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珠海银行 

绥化市工商银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指挥技术学院 

北京二炮某学院 

上海吴淞码头武警机械库 

辽宁省营口税务局 

山东省德州税务局 

梁山县国土资源局 

河北省国防科工委 

大连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局 

成都市工商局 

长春市环保局 

郴州市安仁县规划局 

宝泉岭农垦公安局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第一大布苏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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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泉州交警支队 

北京天安门城市管理中心 

解放军 302 医院 

北京金象医院 

成都青羊保健医院 

安徽霍邱县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桑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 

南昌桑海医院 

九江阳光好医院 

中江县第三人民医院 

厦门中山医院 

东北师范大学 

山西省大同市同煤技术学院 

辽宁本溪市高级中学 

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山东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四川广安希望小学 

安徽省合肥 63 中 

河北省河间第一中学 

内蒙古包头第二十四中学 

湖北黄梅中学 

北京二七车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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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小南国餐饮集团 

安徽合肥金鼎餐饮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茂名热电厂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东软集团 

山西大同煤矿集团 

福建蜘蛛王集团 

东安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驻马店南方钢铁集团公司 

中国合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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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通道式人脸识别系统现场照片： 

 

 

 

天安门安防系统-天安门登城楼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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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能家居展厅使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