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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范围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刷脸”支付、

“刷脸”登陆、“刷脸”进出校园等随处可见。但科学技术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其可能引发的安

全风险也不容忽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也是如此，而且人脸信息数据库的安全成为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

问题，这也是该技术能否被广泛运用的前提。以往的人体生物信息采集，由于其主导方是政府机构，具

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信誉度，被采集对象更容易接受。人脸生物特征的采集，也必然经历从个体自愿采集

到依法义务采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自然是伴随着法律法规的完善、人脸识别技术安全性能的提高，以

及高校人脸库管理部门对保护个人隐私信息进行公开承诺和给予制度机制规范。但即使如此，由于工作

人员素质技术参差不齐和信息技术存在漏洞等原因，高校师生对个人隐私安全的担忧并不能完全消除。

为更好的推动智慧校园的发展，进一步规范高校对人脸信息的采集、使用、存储和交换，全面提升智慧

校园安全能力和水平，更好的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依据 GB/T 1.1－2020《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标准起草规则，制定高校人脸识别基准库建设

规范，指导高校人脸库的建设，保护高校人脸库的数据信息，提高高校智慧校园的安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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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人脸识别基准库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校人脸识别基准库的建设规范，包括高校人脸识别基准库建设框架规范、人脸信息

采集、处理、存储、使用等应遵循的原则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高校人脸识别基准库建设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069-2010 信息安全技术术语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29244-2012 信息安全技术 办公设备基本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069-2010 和 GB/T 35273-2020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脸生物特征 face biometric

能够辨识个人信息主体的人脸面部信息。

3.2

采集对象 Collection objects

高校人脸识别库建设过程中待采集的人脸生物特征个人信息主体

3.3

采集场地 collection site

采集个人人脸生物特征的活动场地。

3.4

采集部门 collection department

采集个人人脸生物特征的组织。

3.5

可信身份核验 verification of trusted identity

人脸生物特征采集过程中，核验个人信息主体信息正确性、真实性的活动。

3.6

特征码 feature code

通过对人脸生物特征的技术处理，提取的人脸生物特征的唯一标识，且获取的唯一标识无法直接识

别或关联个人信息主体，也无法还原人脸生物特征。

注：人脸生物特征经过处理后所提取的特征码不属于个人信息。

3.7

商户 commercial tenant

需要使用特征码的组织。

3.8

厂商 vendor

提供软硬件设施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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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校人脸识别基准库建设基本原则

高校人脸识别基准库建设应遵循合法安全、统一管理、公开透明的原则，具体包括：

a) 统一采集——由指定部门或组织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进行人脸生物特征采集。

b) 统一管理——采集到的人脸生物特征交由一个部门或组织管理，并对其进行技术处理。

c) 采集最小化——只采集需要录入高校人脸识别基准库的人脸生物特征。

d) 安全保障——具备与所面临的安全风险想匹配的安全处理能力，并已有完善的安全管理措施和

技术手段，保护信息的安全。

e) 公开透明——以明确、易懂和合理的方式告知个人信息主体信息采集的目的、范围、处理规则、

信息安全保障，并接受外部监督。

5 人脸基准库建设基本框架

高校人脸识别基准库建设基本框架应与图1相符合。

图1 高校人脸识别基准库建设基本框架

6 信息收集原则

6.1 集中采集

人脸生物特征的采集应：

a) 采用分批集中信息采集的方式进行人脸生物特征的信息采集。

b) 通过电子公告、公告栏、公共宣传等手段明确人脸生物特征采集场地、采集内容、采集目的、

采集部门、管理部门、采集时间、使用范围。

c) 在采集场地通过宣传单、公告栏等方式明确采集内容、采集目的、采集部门、管理部门、使用

范围。

d) 采集工作应由高校信息安全部门主导。

e) 特征采集过程中，工作人员应佩戴有效工作证。

f) 针对因故未能完成集中信息采集的采集对象，制定切实有效的补采集办法。

g) 公告信息明确告知采集对象信息采集后的信息隐私保护及信息安全保障。

h) 公告信息明确告知采集对象信息采集后可提供的主要服务内容。

i) 公告信息明确告知采集对象信息未及时采集时可能受到的服务限制。

6.2 可信身份核验

可信身份验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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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采集对象的移动 ID 与采集对象的账户信息相匹配。

b) 采集对象上传的照片与采集对象的证件照片相匹配。

c) 采集对象的证件信息与登记信息核验、身份证、港澳台通行证相匹配。

d) 采集对象的多维身份鉴权应一致。

7 信息存储规范

7.1 设备基本安全

信息存储及信息传输涉及到的设备安全在符合GB/T 29244-2012中的办公设备基本安全要求外，还

应满足：

a) 信息存储设备宜采用满足安全要求的国产设备。

b) 信息传输设备宜采用满足安全要求的国产设备。

7.2 生成特征码

生成的特征码在符合 GB/T 37964—2019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指南外，还应满足:

c) 特征码应兼容主流厂商的人脸识别算法。

d) 生成的特征码应不具有人脸生物特征复原能力。

7.3 信息安全防护

信息安全防护的主要措施包括:

a) 人脸生物特征信息数据应存储在高校数据中心。

b) 采集的原始人脸照片数据应采用安全存储技术分布式存储图片文件。

c) 生成的人脸生物特征信息采用数据库集群技术分布式存储特征数据。

d) 采用两种存储方式给予数据信息快速容灾备份还原。

e) 各商户的业务库及数据库应逻辑隔离。

8 基准库管理要求

8.1 人脸生物特征信息及特征码管理

a) 人脸生物特征信息及特征码应由学校统一集中管理。

b) 人脸生物特征信息及特征码的存储管理宜采用长期保存的方式。

c) 管理人员应具备专业的信息安全管理背景知识。

8.2 商户管理

a) 商户使用人脸识别基准库前应提出正式的使用申请。

b) 商户应与基准库管理单位签订安全协议和保密协议。

c) 商户不再进行业务操作时应及时告知基准库管理单位，并由管理单位注销该商户信息。

d) 基准库管理单位应不定期抽查商户使用规范。

e) 商户应制定信息安全事故应急响应对策。

9 安全控制规范

9.1 特征码无泄漏

a) 特征码应由高校数据中心统一存储。

b) 分发给商户使用的特征码应满足最小必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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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建立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a) 建立全局商户黑白名单自动同步机制。

b) 生成人脸基准库同步密钥。

c) 商户人脸基准库数据的使用采用调用密钥的方式。

d) 数据传输过程中需要进行加密处理。

e) 数据存储过程中需要进行加密处理。

10 标准库使用规范

a) 明确商户特征码的使用范围。

b) 生物特征输出方式和实现方式。

c) 生成的特征码应兼容主流厂商的人脸识别算法。

d) 生成的特征码不应具有人脸生物特征复原能力。

e) 对特征码的使用应采用必要性管理。

f) 商户在请求服务时下发特征码给商户。

g) 采用分散使用特征码的方式下发特征码。

11 监督投诉反馈机制

a) 个人信息主体应能简单便捷的向基准库管理单位投诉建议。

b) 商户应能简单便捷的向基准库管理单位反馈使用中出现的疑问。

c) 基准库管理单位应单独设立投诉反馈热线或在线投诉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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