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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改变人脸图像外观的重要方式之一,美妆转移任务在近年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美妆

转移网络可以将任意参考图像的妆容转移到任意人脸图像上,在节约时间和空间成本的同时帮助人们

找到适合自己的妆容,并获得妆容得到美化的图像.美妆转移网络 BeautyGAN成功展示了无监督方法

妆容迁移的较好效果, 然而此类无监督学习策略缺乏可以提供良好妆容细节的监督标签, 导致实验结

果中出现了背景变色、边缘不自然、容易受光照影响等问题.用素颜 –美妆配对标签进一步约束 Beau-

tyGAN 模型训练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但当前学术界缺乏此类精细标注的配对数据集. 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提出了 BeautyGAN+ 方法, 贡献了一个用户详细标注的素颜 – 美妆配对数据集, 即 PMT 数据

集,在 BeautyGAN的无监督基础上加入有监督损失进行训练,最终通过实验发现结合无监督 (迁移性

好)和有监督 (细节修复好)的训练策略可以提供更好的迁移效果.实验结果中的图像结果和用户调研

(14 位) 均表明本文方法显著提升了美妆转移效果, 解决了美妆转移工作长期缺乏配对数据集及转移

结果存在多种偏差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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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化妆 (makeup) 是改善人脸外观的重要方式之一. 对眼影、粉底等化妆品的使用能够修饰人的容

貌, 从而获得扬长避短、提升人像美观程度的效果. 随着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 人们对照片美颜的

要求逐渐提高, 虚拟化妆这一领域逐渐兴起, 在试妆、人像美容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然而, 目前

的美妆应用提供的妆容模板较为单一,无法帮助用户尝试任意参考图像的妆容.在此背景下,基于人脸

图像的美妆转移尤为具有应用价值.美妆转移能够在保留原有人像面部特征的基础上将参考图像的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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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转移到该人像上. 不同于传统的虚拟化妆任务, 美妆转移的参考图像是任意的, 提高了妆容的丰富

性; 该技术也同时规避了在人像美颜时流行妆容变化、固定模板风格过时的问题.同时, 美妆转移过程

中不需要用户的手动交互, 大大提高了用户的便捷性.

近年来, 美妆转移模型的效果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然而, 以 BeautyGAN 网络 [1] 为代表的一系列

美妆转移工作, 在许多背景、角度和遮挡条件下难以获得较好的转移效果. 基于传统方法的美妆转移

工作往往缺乏足够多符合要求的训练数据且在实验结果上表现出较差的迁移性,而基于深度学习的方

法往往难以还原妆容的细节且在极端位姿和条件下难以正确进行转移. 差异较大图像间的妆容转移下

背景和发色不必要的改变、淡妆转移能力较差、部分面部区域无法识别、腮红等部分化妆品不敏感、

转移结果边缘粗糙等问题 (如图 1 所示), 都阻碍了美妆转移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首先按照 BeautyGAN 网络 [1] 的文献内容及参数设置进行了复现, 获得了具

有完整美妆转移功能的模型, 对网络性能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并针对测试结果中暴露的问题提出了以

结合有监督和无监督思想为主要思路的 BeautyGAN+ 方法. 目前的美妆转移网络很少使用有监督学

习方法的原因主要在于缺乏人脸像素级对齐的、化妆与素颜成对的数据集. 针对这一现状, 本文提出

了一个具有成对数据的数据集, 该数据集包含大量符合实际生活的淡妆数据且对腮红、修容等其他美

妆数据集中缺乏关注的化妆品进行了特别的关注.

本文通过在无监督的 BeautyGAN 网络模型基础上加入有监督损失进行进一步训练来实现 Beau-

tyGAN+, 帮助模型进一步收敛到更好的性能. 实验证明, 本文 BeautyGAN+ 方法的主要贡献可总结

为以下几点:

(1) 本文贡献了第 1 个像素级对齐的美妆转移数据集, 简称为 PMT 数据集, 包含 1115 组素颜 –

美妆成对数据;该数据集为美妆转移工作中的有监督学习创造了可能,且对淡妆数据有更多的关注,并

为今后构造此类数据集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2) 方法上, 基于该 PMT 数据集, 本文提出了在目前无监督方法中加入有监督损失的 Beauty-

GAN+ 方法, 兼具了无监督学习的迁移性和有监督学习对细节的保持能力, 是目前美妆转移工作中

第 1 个混合监督的方法.

(3)训练方式上,本文采取在无监督模型基础上继续加入有监督损失的训练方式,用较少的训练次

数克服了无监督模型对背景色彩处理不佳和边缘处理较差的问题,使用较少的计算资源实现了模型性

能较大的提升.

同时, 本文经过对原有损失函数的调整完成了对 BeautyGAN 网络生成器部分独立的有监督训

练. 然而, 由于生成器网络本身具有缺乏在同类型其他数据上迁移能力的弊端, 即生成器模型的泛

化性能较差, 该有监督生成器网络仅能在部分与训练集类似的妆容上表现出较好的效果; 而对于与训

练集差异较大的妆容或面部, 实验结果存在妆容变色等多种不理想的情况. 两组对照实验证明了独

立生成器网络在任务中存在的多种弊端, 说明了本方法中有监督和无监督结合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

BeautyGAN+ 兼具了 BeautyGAN 网络本身的美妆转移性能和有监督网络修正美妆转移结果的优点,

在美妆转移问题中具有相对于同类型工作较好的实验效果和应用价值. 图 1 展示了 BeautyGAN+ 与

无监督 BeautyGAN 方法实验结果的对比, 从细节转移或背景保持方面来说, BeautyGAN+ 都显示出

了极大的优越性. 在后续实验中, 本文将 BeautyGAN+ 方法与目前其他美妆转移方法进行对比, 再次

证明了本文方法效果的优越性.

本文在对上述工作进行描述和总结的同时,结合生成式对抗网络和有监督学习的原理对每项实验

设置及其结果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相关论证,通过不同美妆转移工作之间的比较对每项工作的优缺点进

行了总结和评估, 并针对现有实验未能解决的问题对美妆转移工作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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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BeautyGAN+与 BeautyGAN网络实验结果对比图. 每列图像表示一组实验结果,其中第 1

行为待转移的素颜图像,第 2行为带妆参考图像,第 3行为 BeautyGAN网络实验结果,第 4行为 BeautyGAN+

实验结果

Figure 1 (Color online) Qualitative comparisons between BeautyGAN+ and BeautyGAN. Each column represents a set
of results, in which the first one is a non-makeup image to be transferred, the second is a reference image with makeup, the
third one is the unsupervised BeautyGAN result, and the last one is the BeautyGAN+ result

2 相关工作

2.1 传统方法的美妆转移

早期的美妆转移任务主要使用传统的数字图像处理方法, 分为美妆提取、变形和转移 3 个步骤.

在基于实例的美妆转移方法 [2] 中,研究者利用经过三元图标注、皮肤特征提取等预处理的化妆前后对

比图像进行妆容提取, 通过将图像变形为同一标准面部的方式进行转移, 并利用映射中的系数调整来

控制妆容的浓淡. 然而, 该方法要求输入图像处于相似的光照条件和拍摄姿态, 妆容对比图也难以获

得, 缺乏实用性.

此后提出的方法对此进行了改进. 研究者 [3] 将美妆视为面部一个可分的颜色叠加层次,通过将人

像面部划分为脸部结构层、皮肤细节层和颜色层 3个层次,将经过叠加的皮肤细节层和 alpha blending

处理的颜色层叠加在待上妆图像的脸部结构层上, 实现了不需要成对参考图像的美妆转移方法. 该方

法在当时获得了较好的美妆转移结果,也可迁移应用在胡须、皱纹转移等问题中. 然而,在人脸对齐过

程中仍旧需要用户交互, 实际应用过程中用户亲和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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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机器学习方法的美妆转移

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 美妆转移任务的研究进入下个阶段. 2016 年提出的深度化妆网络 [4]

将美妆转移与风格推荐任务相结合, 利用人像欧氏距离推荐数据库中的参考图, 利用全卷积网络实现

图像分割以完成给定人像的五官提取, 并最终实现了粉底、口红和眼影的妆容迁移.

BeautyGAN [1] 采用双输入/输出的网络结构,在参考图像非成对的条件下较为精准地转移了妆容

且保持了人像面部原有特征, 同时贡献了较大的美妆数据集. 下文对该方法有详细的分析与实践.

BeautyGlow [5] 针对没有成对数据集的情形制定了全新的损失函数指导参考图像的分解, 将带妆

人像分解为妆容和素颜两个向量,并将妆容向量与待上妆图像相结合,实现美妆转移的工作.该方法结

合 Glow 框架, 通过运用隐空间实现了结果较为精准、背景保持较好且能够调节妆容浓淡的美妆转移

工作. 同时, 该方法可以应用在多种任务中, 在去雨、去雾等方面也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PairedCycleGAN 网络研究者 [6] 提出, 美妆转移不应当仅仅看作是色彩的转移, 也包括睫毛等新

轮廓的转移和嘴唇光泽的转移, 并针对该理论提出了新的前馈神经网络来实现这些数据的传递. 该方

法基于生成式对抗网络, 联合前向美妆转移网络和后向卸妆网络, 实现了包括色彩和轮廓在内多种高

频细节的传递, 完成了细节上更为精准的美妆转移.

2.3 风格转换

美妆转移问题和风格转换问题有许多类似的地方, 美妆转移可以看作人像的局部风格转换问题,

故风格转换方法思想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风格转换模型可以根据每个模型对应的风格数分为:一对一、

一对多、一对全 3种类型,而美妆转移即可看作一个模型转换全部风格的问题.不同的是,美妆转移对

于局部细节的精准性要求更高, 对于背景和面部特征保留的程度也更高 [5].

图像类比的传统处理方法在 2001 年就已经得到了实践. 该方法 [7] 需要源风格和目标风格成对的

参考图像, 按照不同分辨率构造金字塔以学习图像间的映射关系, 并利用最邻近匹配方法获得目标结

果. 在 2017 年该方法深度学习的版本 [8] 中, 研究者利用深度网络革除了原方法需要成对数据、处理

速度较慢的弊端, 将图像划分为不同图像块进行最相似映射. 图像分部分处理、利用深度网络解决数

据不成对问题的思想, 在美妆转移问题中也多有应用 [4].

3 数据集分析

3.1 MT 数据集介绍

MT 数据集是由 BeautyGAN 论文研究者 [1] 收集整理的、目前规模最大的化妆数据集. MT 数

据集包含 3834 张经过筛选和裁剪的非成对 256×256 尺寸女性图像, 其中包括 1115 张素颜图像和

2719 张化妆图像以及每张图片对应的人脸结构位置标定文件. 基于数据集在美妆转移工作上的应用

目的, 研究者将其命名为美妆转移 (makeup transfer, MT) 数据集.

MT 数据集具有规模最大 (同类型数据集一般少于 1000 张 [9∼12])、美妆转移任务针对性强、妆

容类型丰富和主题场景多样等诸多优点. 然而,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导致模型在部分样例上表现不佳:

MT 数据集缺乏对照组, 网络学习的是化妆和非化妆域间的关系而非图像本身之间的关系, 限制了对

细节的处理性能;浓妆数据远多于淡妆数据,少数淡妆图像被分类为了素颜图像,导致在该数据集上训

练的模型对淡妆感知能力较差; 标定文件缺乏脸颊部位标定, 对脸颊处的化妆品感知能力差; 在性别

上数据类型过分单一, 难以处理男性妆容转移任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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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PMT 数据集成对图像示例

Figure 2 (Color online) Samples of paired images from PMT dataset

3.2 PMT 数据集

由 3.1 小节所述, 我们希望能够在 MT 数据集的基础上获得具有更多淡妆样本、像素级对齐成对

图像的数据集. 然而, 考虑到直接拍摄化妆前后像素级对齐图像难度较大、同一主题下拍摄的成本也

较高, 本文利用拥有众多用户和多种符合实际情况妆容模板的美图秀秀1)工具对素颜人脸图像进行模

板妆容嵌套, 以 MT 数据集非化妆部分 1115 张图片为基础获得了包含 1115 张素颜图像和对应 1115

张美妆图像的 PMT (paired makeup transfer) 数据集. 本文中使用的所有图像均来自目前已公开发表

的 MT 数据集.

PMT 数据集在构造过程中将软件中的妆容强度参数设置为 100%, 为了避免过度美白失真, 将

美白强度设置为 15%. 在后处理过程中, 对刘海和眼镜等遮挡下的图像进行了人工手动调整, 并进行

了 JPG 到 PNG 格式的转换. 为了防止网络学习上的过拟合, 本文选取了 15 种风格各异的妆容进行

数据集的重构, 并在滤镜分配过程中保持了不同人种图像比例一致.

PMT数据集的成对数据使得美妆转移任务中的有监督学习获得了可能.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将素

颜图像与经过相同美妆滤镜处理的参考图像相匹配, 即可将该滤镜中的妆容转移到素颜图像上, 并将

结果与该素颜图像的预期结果图作比较形成有监督损失.值得注意的是, PMT数据集并非仅限于帮助

网络学习给定十几种妆容的转移方法,而是通过学习数据集中妆容迁移案例最终获得在任意妆容和面

部条件下都具有迁移能力的网络. 该数据集下训练的网络具有对任意妆容转移的普适性能力.

经过处理获得的 PMT数据集示例如图 2所示. 相比于 MT数据集, PMT数据集在美妆转移任务

中表现出了诸多优势: 具有成对数据, 有利于网络更好地处理妆容细节; 转移结果的参考图使得网络

收敛更加具有方向性,有助于提高收敛速度;包含更多符合日常审美的淡妆图像,更具有实际价值且有

助于提高网络的淡妆感知能力等. 此外, PMT数据集的构造思想使得美妆转移不再局限于现有的数据

集, 任意包含素颜人脸的数据集都可以添加美妆滤镜成为具有成对数据的美妆数据集. 本文将 PMT

数据集公开在百度网盘链接2)中.

综上所述, 本文相关实验将以 PMT 数据集为主, MT 数据集为辅开展.

1) 手机版客户端: https://xiuxiu.web.meitu.com/.

2) https://pan.baidu.com/s/1ikYihfdfWX325JG2SRIjzA (提取码: 35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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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BeautyGAN 双输入 – 双输出结构示意图

Figure 3 (Color online) The dual input/output structure of BeautyGAN

4 方法

4.1 BeautyGAN

BeautyGAN [1] 是发表在 2018 年国际多媒体会议 (ACM Multimedia, ACMMM) 上的一种基于

生成式对抗网络的无监督美妆转移网络. 该网络将给定人脸的妆容迁移到另一人脸上, 获得美妆转

移结果和参考图像的去美妆结果, 并相对较好地保持输入图像的面部和背景特征. 经过对各种色彩

迁移方法的调查研究 [13], 该网络利用计算局部直方图损失方法实现了实例级 (instance-level) 的美妆

迁移.

BeautyGAN 方法的双输入 – 双输出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Isrc 和 Iref 代表输入网络的素颜图像和

美妆参考图, 中间输出结果 Imsrc 和 Inonmref 代表美妆转移和去妆容的结果, 而输出部分的 Irecsrc 和 Irecref 表

示再次输入相同结构右侧生成器网络的重构结果. 网络采用双输入 – 双输出结构: 首先将素颜和参考

美妆图像经过两组不同卷积进行特征提取, 将特征连接在一起, 输入残差块进行处理. 完成处理后, 利

用两组反卷积对输出的特征层 (feature map)进行上采样, 从而获得美妆转移和卸妆结果,并将上妆结

果、参考图和卸妆结果、素颜图像分别输入妆面和非妆面判别器中判断真实性.

训练过程中, BeautyGAN 通过规定下述 4 种损失实现转移的准确性和背景与面部特征的保留.

周期一致性损失 (cycle consistency loss). 用来保证两个对偶网络转换后的结果保持原有图像

的背景信息. 将两次经过网络的输出和原始图像之间的距离作为周期一致性损失, 表示为

Lcycle = EIsrc,Iref [dist(I
rec
src , Isrc) + dist(Irecref , Iref)], (1)

其中, (Irecsrc , I
rec
ref ) = G(G(Isrc, Iref)), 距离函数 dist(·) 可以选择 L1 范数、L2 范数或是其他指标.

感知损失 (perceptual loss). 通过计算深度卷积网络提取的高维特征差异保留图像面部信息,使

用 ImageNet 预处理的 16 层 VGG 网络按照式 (2) 进行损失的计算.

Lperceptual =
1

Cl ×Hl ×Wl

∑
ijk

El, (2)

其中, El = [Fl(Isrc) − Fl(I
m
src)]

2
ijk + [Fl(Iref) − Fl(I

nonm
ref )]2ijk, F

l
ijk 为第 l 层位于 ⟨j, k⟩ 位置的第 i 个滤

波器的激活值.

对抗损失 (adversarial loss). 在对抗学习中帮助生成器和判别器网络收敛,Dnonmakeup和Dmakeup

分别用于区分所给素颜和美妆图像的真伪并给出分数, 目标函数如式 (3) 所示, LDmakeup
同理:

LDnonmakeup
= EIsrc[logDnonmakeup(Isrc)] + EIsrc,Iref[log(1−Dnonmakeup(Inonm

ref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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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迭代中通过分别更新判别器和生成器的参数实现网络的收敛. 表达式如下所示:

Ladversarial = LDnonmakeup
+ LDmakeup

. (4)

最后, BeautyGAN 结合局部颜色迁移方法提出了利用人脸口红、眼妆和粉底引导掩码计算妆容

直方图损失的化妆损失 (makeup loss) 以排除背景的影响, 如式 (5) 所示. 直方图损失如式 (6) 所示.

Lmakeup = λlLlips + λsLshadow + λfLface. (5)

Litem = ∥ImsrcHM(Imsrc ◦M1
item, Iref ◦M2

item)∥2, (6)

其中 M1
item = FP(Imsrc), M

2
item = FP(Iref). 函数 HM(x, y) 表示颜色分布与 y 相同而保留内容信息为 x

的直方图损失, 函数 FP(·) 代表对参数的人脸解析过程, item 是集合 {lips, shadow, face} 中的元素.

综上, 生成器的完整目标函数集合 4 类损失, 如式 (7); 而判别器目标函数仅由对抗损失构成.

LG = αLadversarial + βLcycle + γLperceptual + Lmakeup. (7)

4.2 有监督生成器网络

基于有监督学习本身有利于降低实验结果与输入待处理图像背景间差异、增强转移结果细节的特

性, 本文利用具有成对数据的 PMT 数据集设计了以纯有监督方式完成美妆转移工作的技术路线, 与

纯无监督的 BeautyGAN 网络实验共同构成 BeautyGAN+ 方法的两组对照实验.

BeautyGAN 的生成器网络 (generator) 具有独立的生成能力. 为了保证网络架构的一致性和周

期一致性损失的作用, 本文的有监督生成器网络保留了原有的双输入 – 双输出、双生成器对称结构.

在原有损失的基础上, 本文加入了每次实验结果和 PMT 数据集中的目标化妆图作差得到的有监督损

失 (supervised loss), 并排除了与判别器网络相关的对抗损失. 考虑到有监督损失同时具有感知损失保

留面部信息的功能和化妆损失保持妆容的功能, 本文也排除了此两种损失. 本文最终采用了仅含有周

期一致性损失和有监督损失的损失函数进行训练, 如下所示:

LG = λcycleLcycle + λsupervisedLsupervised. (8)

4.3 BeautyGAN+

生成式对抗网络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其能力源于对抗学习过程中生成器生成的大量样本, 该过

程中产生的样本几乎可以覆盖问题域所涉及的全部高维特征. 同时, 该网络对于问题具有较强的迁移

能力, 可以生成两个样本间的一系列插值结果: 经过充分训练的网络在具有处理第 n 维高维特征为 a

的样本 A 和该特征为 b 的样本 B 生成能力的同时, 对于第 n 维高维特征为 αa − (1 − α)b 的输入能

够获得 A 和 B 之间 α 位置的、符合输出条件的输出, 而非获得 A 和 B 对应输出的半透明叠加.

生成式对抗网络的迁移能力来自于判别器网络的质疑能力和生成器网络对于质疑的调整能力. 网

络的性质决定了训练时判别器网络 “着重考察高分的子问题域” 的工作方式: 考虑到在判别器中得分

较低的子问题域往往是生成效果较差的,但得分较高的不一定是因为生成效果好而可能源自该部分训

练样本的缺失.基于这一原理,生成式对抗网络以对得分较高的子问题域进行生成和打分为主,避免样

本缺失导致的虚假高分, 经过不断训练使得生成器网络获得迁移能力.

然而,生成式对抗网络的不足之处在于,判别器所拥有的知识是域级的,对于涉及细节的问题仅能

给出一个宽泛而非准确的答案.于是,判别器的指导下便出现了类似于 BeautyGAN存在的 “生成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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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BeautyGAN+ 网络结构图

Figure 4 (Color online) The framework of BeautyGAN+

果符合目标域条件而附带了许多不必要的背景迁移”的问题.基于这一问题,本文设计了在 BeautyGAN

基础上加入有监督损失的 BeautyGAN+ 方法, 以优化生成结果的细节. 本方法网络结构图如图 4

所示.

BeautyGAN+ 的主要思路为结合有监督和无监督学习两种学习方式, 使得网络在训练中获得更

好的性能. 目前美妆转移工作的方法多为纯有监督或无监督学习, 二者各有利弊: 有监督方法缺乏迁

移性, 而无监督方法在细节处理上有所欠缺. 使用混合监督主要有两个条件: 拥有相关数据集且训练

效果能够在单种监督方法上得到改善. 在包括美妆转移在内的多种任务上, 这种混合监督方式的学习

不但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数据 [14], 还能够优化模型的性能.

网络结构方面, BeautyGAN+保留了 BeautyGAN网络所具有的双输入 –双输出及双生成器 –双

判别器结构,与前文中的有监督生成器网络构成是否存在判别器这一条件上的对照. 训练方式上,本方

法将训练分解为无监督 BeautyGAN 网络训练和有监督训练两个步骤: 前半段的训练直接复用 Beau-

tyGAN 网络训练过程中的损失和参数设置, 如式 (7) 所示; 而有监督部分的损失则和有监督生成器网

络相同, 且仅对生成器网络进行进一步训练, 如式 (8) 所示.

5 实验

5.1 网络结构和参数设置

无监督 BeautyGAN 网络依据生成式对抗网络原理 [15∼17]、基础生成式对抗网络中的 Cycl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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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18] 原理及相关网络代码进行实现.

网络设置上,判别器两个输入输出分支在层内不共享参数;而对于妆面判别器和非妆面判别器,则

均利用 70× 70 的 PatchGANs [19] 对局部重叠的图像块进行真实性判别. 网络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损失设置上, 在训练过程中对抗损失在生成器和判别器的训练中使用方法不尽相同: 损失值与对

输入待处理图像判断分数正相关且与对生成图判断分数负相关, 代表了网络的判别能力; 在生成器网

络的训练中目的为将其最小化, 而在判别器网络中目的为将其最大化. 故而两组对抗损失实则为同

一个损失对生成器和判别器的不同作用. 训练过程中构建感知损失时提取图像特征使用的 VGG-16

(visual geometry group, VGG) 网络直接复用了文献 [20] 中在 ImageNet 上预训练完成的模型, 应用过

程中使用 VGG 网络的 relu4 1 层; 而在对抗损失训练的过程中, 为了便于训练的进行, 利用最小平方

误差代替损失计算公式中所有负对数似然目标, 以 Dnonmakeup 为例 (Dmakeup 同理): 将原损失式 (3)

在训练过程中修改为式 (9):

LDnonmakeup
= EIsrc [(Dnonmakeup(Isrc)− 1)2] + EIsrc,Iref [Dnonmakeup(I

nonm
ref )2]. (9)

修改公式的原理为:将 Dnonmakeup(Isrc)的期望值理解为一个小于 1的分值,非妆面判别器给定自

然素颜图像的分值越高说明判别器性能越好,判定能力越强. 当 Dnonmakeup(Isrc)的期望从 0趋近于 1

时, logDnonmakeup(Isrc)函数的变化趋势与 (Dnonmakeup(Isrc)−1)2 函数的变化趋势非常相似,即可近似

利用最小平方误差代替负对数似然目标. 同时, 初始情况下 Dnonmakeup(Isrc) 的期望与 1 的距离较大,

随机初始化可能导致其值非常接近于 0, 从而使 logDnonmakeup(Isrc) 值过小, 训练稳定性较差. 上述修

改可以稳定训练过程并提高生成图像质量.

无监督 BeautyGAN 网络的生成器的完整目标函数集合了前述 4 类损失, 表示为式 (7). 其中, 设

置 α = 1, β = 10, γ = 0.0001, 如式 (10) 所示. 判别器则直接由对抗损失构成损失.

LG = Ladversarial + 10× Lcycle + 0.0001× Lperceptual + Lmakeup, (10)

其中,为了获得更好的实验结果,经过实验对比,将文献 [1]提出的 γ = 0.005的取值调整为 γ = 0.0001

的取值, 并沿用到此后的实验中. γ 参数值下调的原因为调整前感知损失比重过高, 结果中对于人脸

形状拟合过度, 严重影响了美妆转移本身的效果.

在化妆损失中, 针对式 (5) 设置 λl = 1, λs = 1, λf = 0.1, 获得如式 (11) 所示的化妆损失:

Lmakeup = Llips + Lshadow + 0.1× Lface. (11)

训练过程中, 设置学习率 (learning rate) 为 0.0002, 批量大小 (batch size) 为 1.

有监督生成器网络中, λcycle = 10, λsupervised = 10, 具体损失表示如式 (12) 所示:

LG = 10× Lcycle + 10× Lsupervised. (12)

BeautyGAN+ 在前半段的训练中, 复用了 BeautyGAN 网络训练过程中使用的参数, 即式 (10) 所

示的损失函数; 在完成 BeautyGAN 网络训练后, 再在训练完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式 (12) 的有监督损

失进行训练. 其中, 后半段有监督训练仅作用于生成器网络, 此处停止对判别器网络的训练.

5.2 实验环境和训练细节

本文进行 3 组训练的实验环境为 2 张如下版本型号的 GPU 卡: Intel(R) Core(TM) i7-9700K

3.60 GHz CPU, 32 GB RAM, NAVID RTX 1080 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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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 BeautyGAN 实验结果

Figure 5 (Color online) Results of BeautyGAN

图 6 (网络版彩图) BeautyGAN 转移效果较差结果

Figure 6 (Color online) Failure cases of BeautyGAN

第 1组 BeautyGAN网络训练共计训练 250次迭代,每次迭代平均耗时 10 min (相当于每张 GPU

在实验过程中独立计算需耗时 20 min). 在实验停止时网络已达到收敛状态.

第 2 组有监督生成器网络与前述实验形成对照, 进行了共计 250 次迭代的训练 (事实证明, 该设

置从生成器网络的收敛时间来考虑也是较为合理的). 同上所述, 每次迭代的平均耗时也为 10 min;

第 3 组 BeautyGAN+ 实验在第 1 组实验训练好的 BeautyGAN 网络基础上增加了针对生成器网

络的 10 次迭代的有监督训练, 从而获得了 BeautyGAN+ 模型. 这里 10 次迭代的选取源自网络的收

敛时间, 本实验仅进行了 10 次迭代的训练就实现了网络在有监督训练下的收敛.

此外, 为了防止成对数据在训练过程中导致过拟合的现象, 本文所有有监督实验均有意识地加入

了少量 ground truth 图像与待转移图像妆容不匹配的噪声, 以获得更好的实验结果.

由 BeautyGAN+ 实验数据可知, 有监督训练本身并不需要消耗过多的计算资源即可帮助网络得

到较大的改变. 由此可见本文提出的方法从效率的角度来讲也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以较为精巧的设

置通过对计算资源要求较低的有监督修正获得了实验结果上较大的改善.

6 讨论

6.1 BeautyGAN 结果分析

无监督 BeautyGAN 实验结果在部分测试图像上展现了眼影、口红等化妆品的较好转移效果, 具

有自然的边缘和较好的美学效果. 图 5 第 2 行展示了左侧素颜图以第 1 行美妆图为参考转移的结果.

然而, BeautyGAN 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图像背景、发色上不必要的改变, 以及肤色变暗的情况 (如

图 5 第 2 行第 2 列). 此外, 实验中出现了单侧光照下, 仅获得半边妆容转移的结果, 如图 6 左侧结果;

而由于缺乏对鼻影等化妆品的学习, 部分结果将鼻翼阴影错误转移到了人中位置, 如图 6 右侧结果.

结合上述实验结果, 本文对无监督 BeautyGAN 的弊端总结为: (1) 在参考图和输入素颜图像色调

差异较大的情况下, 网络在转移妆容的同时会改变输入素颜图像的背景色和发色; (2) 由于 MT 数据

集缺乏淡妆图像, 网络对于淡妆的敏感度及转移性能表现较差, 在日常淡妆中缺乏应用价值; (3) 面部

光照不均匀的情况下, 受光照干扰会出现仅转移部分化妆品的情况; (4) 对于腮红、鼻影等多种修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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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版彩图) 有监督生成器网络实验结果细节图

展示. 红色框图展示了转移结果和素颜图眼妆对比, 橙

色为眉妆, 黄色为唇妆, 蓝色为肤色, 绿色为腮红, 紫色

为发色对比; 同时, 还放大展示了参考图眼妆和唇妆的细

节部分

Figure 7 (Color online) Detailed results of the supervised

generator network. The red block show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ye makeup result and the non-makeup image.
The orange, yellow, blue, green, and purple blocks show

that by the eyebrow, lip, skin, cheek, and hair makeup,
respectively. We show the zoom-in details of eye and lip
makeup for reference

图 8 (网络版彩图) 有监督生成器网络实验结果图. 每

列图像中, 第 1 行为带妆参考图, 第 2 行为待转移的素

颜图像, 第 3 行为转移结果图

Figure 8 (Color online) Results of the supervised gener-
ator network. In each column, the first image is a reference

with makeup, the second image is a non-makeup image to
be transferred, and the third image is the transfer result

化妆品的处理能力较差; (5)妆容边缘转移效果较差,存在眼妆边缘参差不齐等美观度不及参考图妆容

的情况.

此外, 由于数据集本身主题的局限性, BeautyGAN 具有图像面部大小和性别上的局限性. 然而解

决该问题对数据集要求较高, 本文着重解决前述 5 种能够使用我们提出的方法在 PMT数据集上得到

解决的问题.

6.2 有监督生成器网络

有监督训练下的生成器网络在部分测试图像上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如图 7 所示, 该网络的转移结

果较好地保持了多种化妆品的色彩、质感和透明度: 腮红高透明度叠加、眼影边缘自然晕染、口红质

地光泽且没有影响到牙齿或其他部位, 而肤色上保持了肩部、面部及素颜图像的一致性. 背景和面部

形状上,较好地保留了人物双眼皮、金黄发色的特点而未受参考图内双、黑发的影响.该示例中输入素

颜图像和参考图像来自不同人种, 表明该网络在跨人种转移任务中表现较好. 有监督生成器网络在遮

挡图像上也表现出了较好的效果. 如图 8 所示, 在存在眼镜、刘海等遮挡的情况下没有机械地进行妆

容叠加, 成功地使妆容避开了遮挡, 并进行了较好的边缘处理. 此外, 本方法在卸妆输出中也获得了较

好的结果.

然而, 有监督生成器网络在部分图像中却有着较差的表现. 如图 9 所示, 部分结果出现了化妆品

色彩改变的现象: 第 3 行的转移结果中 3 幅图像均出现了将深红色等暗色调口红转移为橙红色等色

彩鲜明的唇妆; 在眼妆的转移中, 也存在着夸大了眼下卧蚕妆容或将眼妆改用鲜艳色彩的情况.

139



白玉等: BeautyGAN+: 基于全新 PMT 数据集的美妆转移混合监督学习算法

图 9 (网络版彩图) 有监督生成器网络部分失败结果

展示

Figure 9 (Color online) Failure cases of the supervised
generator network

图 10 (网络版彩图) BeautyGAN+ 网络去美妆实验

结果. 图中一列为一组实验结果, 每列中第 1 行为参考

素颜图像, 第 2 行为待去美妆图像, 第 3 行为去美妆

结果

Figure 10 (Color online) De-makeup results of Beauty-

GAN+. Each column represents a set of results, in which
the first one is a non-makeup reference, the second one is
a makeup image to be dealt with and the third one is the
de-makeup result

上述实验结果可以用有监督学习的特性进行解释. 由于有监督训练更具有方向性, 对实例的细节

能够进行更精准的处理;而泛化能力较差,训练的网络生成能力有限,对与训练集中图像差异较大的图

像处理能力较差. 这里的相似性指的是网络提取高维特征的相似性, 输入素颜图像或参考图像与训练

集的差异都可能导致转移效果的降低. 这是有监督学习的系统性弊端, 必须制定从原理上改进的技术

路线来克服该问题. 综上, 本组实验证明了 BeautyGAN+ 方法中无监督部分和判别器部分的必要性.

6.3 BeautyGAN+ 结果分析

由图 1 展示的实验结果可知, BeautyGAN+ 方法解决了无监督和有监督网络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 从结果图第 1 列可知, BeautyGAN+ 较好地纠正了结果色调的改变, 保留背景深蓝色的同时避

免了暗沉肤色过度迁移, 有利于在不同肤色人像上的迁移. 其次, BeautyGAN+ 较好地排除了光照的

影响,第 2列展示了参考图像左侧 (观察者的左侧,下同)脸部阴影较重时, BeautyGAN对阴影的错误

转移和 BeautyGAN+ 在光影上较为自然的结果. 此外, 第 3 列光照差异较大的图像中, 本文方法基于

较差光照转移了自然的深色口红而 BeautyGAN 错误地提取了裸色口红. 最后, 第 4 列显示本方法在

腮红等化妆品上也作出了较好的表现,而 BeautyGAN的转移未涉及到此类化妆品. 综上,本次实验结

果通过增加有监督训练, 解决了 BeautyGAN 的多种缺陷, 获得了自然美观的美妆转移结果, 大大提高

了网络的应用价值.

如图 10 所示, 本方法在与美妆转移对称的去美妆问题上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图 11 从细节上展示

了 BeautyGAN+ 方法的优越性, 第 1∼4 列分别展示了 BeautyGAN+ 方法在极端表情、背景色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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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makeup

images

Makeup 

references

BeautyGAN

BeautyGAN+

DMT

PSGAN

DFME

图 11 (网络版彩图) BeautyGAN+实验结果对比图. 每列从上到下分别为参考图、素颜图、DMT结果、PSGAN

结果、DFME 结果、BeautyGAN 结果和 BeautyGAN+ 实验结果, 方框中为细节展示

Figure 11 (Color online) Qualitative comparisons for BeautyGAN+. Each column from top to bottom shows the reference

image, the non-makeup image, and the results of DMT, PSGAN, DFME, BeautyGAN, and BeautyGAN+, respectively.
The zoom-in blocks show the details

发遮挡和腮红化妆品上相对于无监督方法的良好表现. 图中的细节框对两种方法在细节上的处理进行

了重点展示.

本文还与其他的美妆转移方法进行了对比. 从转移方法的角度来看, 部分美妆转移方法对包括背

景和发色在内的色彩均进行了转移 [21],与本文保留背景特征的目的不符;另一些美妆转移方法仅能对

给定参数的特定化妆品进行生成 [22]. 故本文实验结果无法与上述方法进行比较. 如图 11 所示, 本文

与目前效果较好的传统方法 DFME [3] 及机器学习方法的 DMT [23]、PSGAN [24] 进行对比. 考虑到本

文的混合监督方法与非有监督方法进行数值对比有失公平性, 故仅从视觉效果上进行定性对比说明,

而不进行定量对比. 由图可知, DFME 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妆容和面部特征, 但由于受刘海影响严重,

面部边缘具有较多伪影, 眼球也受参考图影响较为严重; 同时, 该方法需要用户交互调整人脸关键点,

便捷性较差. PSGAN 方法 (图中部分图像受模型尺度影响而放大, 不影响美妆转移的效果对比) 转移

效果和 BeautyGAN类似, 在转移妆容的同时未能较好地规避光照影响和背景变色等问题. DMT 方法

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伪影和变色, 但在口红、腮红等部分化妆品上转移不彻底, 结果图上妆容色彩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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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网络版彩图) BeautyGAN+ 网络边缘生成较差的实验结果

Figure 12 (Color online) A failure case of BeautyGAN+

表 1 根据用户调研结果的三种方法排名 (%)

Table 1 Ranking of three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user study (%)

Method
Group 1 (chosen from supervised training dataset) Group 2 (chosen randomly)

Rank1 Rank2 Rank3 Rank1 Rank2 Rank3

BeautyGAN+ 81.905 10.952 7.143 81.714 8.095 6.191

Unsupervised 3.809 62.857 33.334 8.095 83.334 8.571

Supervised 14.286 26.191 59.523 6.191 8.571 85.238

于参考图更为寡淡. 由此可见,本文提出的 BeautyGAN+方法不但比 BeautyGAN方法有了较大提升,

在与其他先进方法的对比过程中也展现了其妆容提取、背景保持和边缘处理上的优越性.

此外, 考虑到多种工业应用都具有人脸美妆的功能, 本文对美图秀秀 (9.0.3.0 正式版)、抖音

(15.9.0)、B612 (9.7.11)、轻颜相机 (3.0.8) 和醒图 (1.8.1) 进行了功能调研. 结果显示, 上述应用均

具有固定模板的人脸美妆功能, 部分应用包含一些基于风格迁移方法的特效. 然而, 上述应用均没有

成熟的美妆转移功能, 基本局限于给定妆容模板的嵌套. 即便在未调研的应用中存在该功能, 美妆转

移工作至今仍未作为一项成熟的功能得到广泛应用,说明美妆转移目前仍旧处于研究阶段而未达到应

用水平. 上述调研更进一步说明了本文方法的前瞻性和在未来工作中的应用价值.

然而, 结果显示该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固有问题: 网络认为美妆转移是对颜色的转移, 未考虑睫毛

等妆容轮廓的生成. 如图 12 所示, 测试结果未能生成参考妆容中的白色假睫毛. 此外, 由于数据集本

身的限制, 本方法在远距离或小脸图像上不具备美妆转移能力.

6.4 用户调研

考虑到美妆转移任务具有的主观性, 本文组织 14 名志愿者进行了用户调研. 调研过程中, 要求每

名志愿者进行两组实验: 每组实验均为让志愿者对 15 组图像分别进行评价排序, 每组图像均包含素

颜图、参考图, 以及随机顺序出现、未标定所属实验组 (无监督、有监督或 BeautyGAN+) 的实验结

果, 要求志愿者在不知晓每张结果所对应实验组的情况下从图像的真实度、对素颜图像的保持度和美

妆转移的效果三方面进行排序, 效果最好的为第 1 位, 其次为第 2 位, 最差为第 3 位. 其中, 第 1 组使

用的测试数据均使用了有监督学习训练集中出现过的妆容模板进行构造,而第 2组使用的测试数据则

完全不考虑其与训练数据的关系. 在每组实验中选择 3 种方法为第 1, 2, 3 位的结果比例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所示的实验结果可知, 在两组实验中, BeautyGAN+ 都在超过 80% 的测试中优于有监督

和无监督方法; 当测试集中的妆容模板和有监督学习的训练集相似时, 有监督方法在部分案例上表现

非常优秀,但在其他案例中表现较差,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有监督方法仅学习过这些妆容而未在训练集

中学习过这些人像; 当随机选择测试集时, 相比于有监督, 无监督方法则更有优势. 然而, 无论测试集

142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第 52 卷 第 1 期

的选择方式如何, 本文提出的 BeautyGAN+ 方法在主观判断上始终优于其他两种方法.

7 总结与未来工作

本文提出了 BeautyGAN+方法,解决了有监督学习泛化能力差和无监督学习细节处理能力差、结

果粗糙等问题, 具有淡妆敏感、化妆品种类丰富、遮挡鲁棒、背景保持等多项优势, 并在对比实验和相

关用户调研中显示了其优越性. 此外, 本文还提出了一个具有成对美妆数据的 PMT 数据集.

然而, 本方法在许多细节上仍旧存在可提升空间. 本方法仅实现了妆容色彩的迁移, 而没有考虑

睫毛等轮廓的生成; 由于数据集本身的限制, 本方法在小脸图像上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 另外, 由于数

据集的训练集和测试集中均为女性图像, 我们没有进行男性美妆相关实验. 在未来工作中, 本文考虑

在现有方法的基础上对包括面部妆容物理性分离 [22]、针对不同化妆品设计不同转移方法 [4] 在内的多

种其他美妆迁移方法进行尝试, 以获得美妆转移能力更强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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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change the appearance of face image, makeup transfer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Makeup transfer networks can translate the makeup style of a reference

image to any other non-makeup one while preserving face identity, helping people find the most suitable makeup

for them and get the beautified image. BeautyGAN, a makeup transfer network, has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the

results of unsupervised makeup transfer. However, unsupervised learning strategies lack supervised labels that can

provide makeup details, leading to problems such as background discoloring, artifacts on edges and illumination

disturbance i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Constraint of BeautyGAN with makeup and non-makeup pairwise images

can solve this problem, but academia lacks such fine-labeled paired dataset.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propose

BeautyGAN+, which adds supervised loss to BeautyGAN to train, and build up a new makeup dataset, the PMT

dataset, that consists of makeup and non-makeup pairwise images. Finally, we find that combining unsupervised

(migration) and supervised (details) loss can get better results through experimen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user study (14 participants) indicate that BeautyGA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results of makeup transfe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lack of paired dataset and various deviations in the transfer results.

Keywords deep learning, makeup transfer,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 supervised learning, makeup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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