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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视点 

“网络信息安全分析与识别的技术、系统及应用”项目获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13 年 2 月 21 日上午，北京市召开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暨 2013 年科技工作会议，表彰获

得 2012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的 184项科技创

新成果，其中一等奖 27 项。由模式识别国家重

点实验室胡卫明研究员等人完成的“网络信息

安全分析与识别的技术、系统及应用”项目获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网络信息安全分析

与识别的技术、系统及应用”项目通过对有害内容的识别与过滤、入侵检测等方面系统深入

的研究，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网络安全分析与识别核心技术，在多个关键问题上实现

了突破，主要创新点包括：(1)网络有害内容识别与过滤：以领域知识为基础，以模式识别

理论为指导，从语义、情感等角度提取有害信息的高层特征，并融合多个模态信息进行识

别，研发的算法。在识别率上要优于国际上流行的算法，并具有较快的识别速度。(2)网络

入侵检测：提出的互联网入侵检测方法在国际权威测试库上取得了国际上最好的综合性

能；提出的增量更新和分布式入侵检测算法有效地解决了动态、分布式系统入侵检测问题。

所开发的手机不良信息监控平台等已在广电等行业与机构推广使用和多家移动运营商上

线运行，在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特别是内容安全方面取得了积极显著的成效。 

宗成庆研究员当选国际计算语言学委员会委员 

2013 年 1 月，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宗成庆当选国际计算语言学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ICCL)委员。 国际计算语言学委员会

成立于 1965 年，由计算语言学学科创始人 David Glenn Hays 博士（1928－1995）创建。

在 4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ICCL 为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处理学科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是目前国际计算语言学领域两大顶级学术组织之一（另一组织为 ACL）。 ICCL 的主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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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通过组织每两年一次的国际计算语言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COLING )加强国际和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学科的发展。ICCL 委

员由在该领域学术研究和 COLING 会议组织宣传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专家组成，实行终

身制，不定期增补新的委员，新委员由在任委员讨论提名，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在

宗成庆研究员当选 ICCL 委员之前，ICCL 仅有委员 20 人，分别来自美、英、德、法、俄、

日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席由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马丁凯（Martin 

Kay）教授担任。 宗成庆研究员近年来在自然语言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机器翻译等应用技

术开发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并于 2010 年在北京成功地组织了自 1965 年举办以来首次在

中国大陆召开的第 23 届 COLING 大会。宗成庆研究员能够当选 ICCL 委员，表明他及其

所在团队的学术成绩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他是目前中国大陆

唯一的一位 ICCL 委员。                                          （供稿人：陆征） 

 

刘勇博士获 2013 度“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 

 

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是中国

科学院与王宽诚教育基金会 2008 年联合设

立，旨在吸引和凝聚创新思想活跃的青年人

才，鼓励青年人才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

学科前沿，在创新实践活动中锻炼成长，奖

励在各学科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技

人才旨在鼓励青年科技人才献身科技事业，

为国家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每年

奖励 35 周岁（含）以下、具有副高级及以

下专业技术职务的优秀青年人才 50 名。 

刘勇博士因其在脑网络及其应用方面

的工作获得该项荣誉。刘勇博士的工作都以

脑网络为核心，以脑网络在神经精神疾病中

的应用为导向。近年来以通讯作者、第一作

者(共同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 18篇, 其中

影像因子 5 以上的论文 8 篇，包括 Brain(IF: 

9.46, 2 篇), Cerebral Cortex(IF: 6.54, 2 篇), 

Neuroimage (IF: 5.89, 2 篇), Human Brain 

Mapping(IF=5.88, 1 篇),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IF: 5.22, 1 篇), 其它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1 篇。到目前为止论文被 SCI 引用近

1000 次，单篇 SCI 最高他引 238 次。根据

web of science 统计显示 H-index 为 17。 

 

 



新闻视点 

3 
 

虹膜识别研究团队获得中科院北京分院科技成果转化奖一等奖 

2013 年 2 月 27-28 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京区党委 2013 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议上表彰了 24 个科技成果转化先进团队，其中中科院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

实验室谭铁牛研究员的虹膜识别研究团队获得科技成果转化奖一等奖。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最早开展虹膜识别研究的科研机构之一，从1998年开

始坚持从虹膜图像获取的数据源头进行系统创新，突破了虹膜成像和虹膜识别的核心技

术，获得2005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从2006年开始虹膜识别成果相继获得林州重机、联

想控股等企业3000多万元的投资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成立了我国虹膜识别领域的领军企业

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生产自主知识产权的虹膜识别系列产品，在煤矿、银行、

监狱、军队、教育、公安等领域取得实际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次

获得中科院北京分院的科技成果转化奖一等奖是对谭铁牛课题组十余年来从自主创新到

科研成果技术转移和产业化发展模式的积极肯定，必将推动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更多

科技成果走向现实应用，满足国家国计民生领域对模式识别技术的重大需求。 

（供稿人：尹丽萍） 

实验室在 IEEE TPAMI 上发表的论文被选为 Spotlight 论文 

实验室博士生张煦尧与导师刘成林研究员

合作发表的论文《Writer Adaptation with Style 

Transfer Mapping》近期被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TPAMI) 选为该刊 2013 年七月份的 spotlight 

paper（焦点论文），并在TPAMI主页上公示30天

供学术界免费下载。TPAMI是模式识别与人工智

能领域的顶级期刊，每月仅选取一篇spotlight paper。我们发表的这篇论文提出一种基于特

征迁移变换的分类器自适应方法，可用于不同分类器结构进行监督适应、非监督适应或半

监督适应，在手写文字识别实验中通过自适应显著降低了识别错误率。 （供稿人：李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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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交流 

 

绚丽多彩的数字互动媒体世界 

--记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2013 年科学人讲坛活动 

 

 

信息的交流与互动是人类活动的根本

要素。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一

种信息和文化传媒融合后产生的崭新的传

播技术——数字互动媒体技术应运而生，受

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它代表了互联网

之后一个新的产业发展制高点，从诞生起就

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相关的研究及应用方

兴未艾。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于 2013 年

5月 18日举办了科学人讲坛活动，进行《绚

丽多彩的数字互动媒体世界》技术讲座，特

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张晓鹏研究员

以及北京盛开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

祥永博士作为嘉宾,做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

科学对话活动。此活动旨在为青少年朋友和

数字媒体爱好者揭开数字互动媒体技术神

秘奇异的面纱，引领大家走进数字互动媒体

技术的瑰丽多彩的世界，并展示数字互动媒

体技术应用的生动案例。来自北京的多个小

学、初中及高中的学生共二百多人听取了报

告。 

报告中，张晓鹏研究员利用 PPT 及相关

视频，形象地向大家介绍了当前改变世界的

15中新技术和当前正在研发中的十大未来

科技产品，并给出了数字互动媒体的概念描

述。曾祥永博士描述了数字互动媒体的发展

情况，并与张晓鹏研究员联合展示了研究所

与公司在此领域的研究与应用状况。最后，

展望了数字互动媒体技术如何改变人类的

未来生活。 

随后，进入观众与张晓鹏研究员、曾祥

永博士的问答互动环节。学生们思维涌跃，

竞相举手发问，对报告中涉及的技术发展、

处理手段以及一些前瞻性的问题进行了讨

论。张晓鹏研究员和曾祥永博士给予了耐心

详尽的解答。由于时间所限，问答活动进行

了四十分钟左右。整场报告在轻松活泼的气

氛中进行，会后仍有一些同学围住两位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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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问题的提问，学生们表现出了浓厚的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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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中国科学院国

家科学图书馆党委书记何林为

张晓鹏研究员及曾祥永博士颁

发了活动聘书。 

（供稿人：孟维亮） 

 

 

实验室承办的北京科学数据研讨会顺利召开 

2013 年 6 月 29 日我们在中科院自动化所智能化大厦三层学术报告厅举办了北京数据

科学研讨会。“北京科学数据研讨会”是一个由数据科学家及数据挖掘爱好者组成的联盟，

旨在集思广益，面向未来，致力于自由、开放的传播数据科学理念，为在校学生和工业界

人士之间提供平等的交流平台，分享自己的科研、工作成果及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解

决方案。 

这次研讨会由自动化所研究生部、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得到了学术界和工

业界的大力支持，其中共有 1247 人报名，经过仔细筛选，共选出了 180 名参会人员，实

际到场人数为 250 名左右，包括自动化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各大高校的老师同学和

微软亚洲研究院、百度、阿里巴巴

等多家知名企业工程师或数据科学

家。 

这次大会分别邀请了机器学

习、搜索技术和搜索广告专家张栋

博士，阿里高级技术专家袁全，Hulu

研究员、推荐系统专家项亮，力美

广告资深算法工程师江申、世纪佳

缘技术负责人吴金龙，中科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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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爱好者 MLRush Team 和 Lemon Team，分别就大数据、个性化推荐系统、计算广告学、

机器学习的特征学习等主题无偿地为大家做了精彩的报告。张栋博士从大数据的应用、重

要性方面和数据分析的思维等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演讲。MLRush Team 中的王兴星同学

分享了同学们比较感兴趣的众多重量级的比赛经验。袁全、项亮、吴金龙分别从互联网企

业在不同应用中对推荐系统的实际需求方面进行了关键性介绍，江申则详细介绍了计算广

告学中所需要用的 DSP 和 Ad Network 的原理和自己参加品友大赛的经验。Lemon Team 队

的来斯惟同学则非常朴素地从机器学习在文本特征如何进行特征工程和特征表示方面进

行了讲解。会议期间，参会人员认真思考，踊跃提问，取得了较好的学习交流效果。 

                                      （撰稿人：朱贵波） 

 

美国著名教授 Thomas S. Huang 访问实验室 

2013 年 6 月 4 日，模式识别领域国际著

名学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

教授 Thomas S. Huang 应邀访问中科院自动

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

副主任刘成林研究员对 Thomas S. Huang 教

授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陪同参观了实验

室的新办公环境，重点参观了智能视频监

控、文字识别、场景漫游等方面的科研成果

演示。 

在与实验室主任谭铁牛研究员短暂会晤

之后，Thomas S. Huang 教授和他的学生齐

国 军 博 士 在 学 术 报 告 厅 做 了 题 为

“Multi-Level and Networked Image 

Representation”的学术报告，吸引了所内大

批学生和老师参加。报告介绍了 Huang 教

授的研究组最近在图像特征表示和多媒体

感知信息融合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报告

从底层视觉特征描述到高层本体关系逐渐

展开，然后重点介绍了他们在网络内容挖掘

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包括异构网络

（Heterogeneous Networks）、社会媒体、个

性化排序和推荐等。 

Thomas S. Huang 教授是图像处理、模

式识别、计算机视觉和智能人机交互领域的

学术泰斗。他是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和中国工程院双外籍院士。Huang 教授于

1963 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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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曾先后执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美国

普渡大学，现在是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

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的杰出教授。他曾荣获

国际信号处理界的最高荣誉 IEEE Jack 

Kilby 奖章，国际模式识别界的最高荣誉

King-Sun Fu 奖，和计算机视觉领域的

Honda 终身成就奖。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季姮副教授访问实验室 

2013 年 6 月 6 日，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国际知名青年学者、美国纽

约城市大学副教授季姮博士应邀访问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语

言处理研究组并做专题报告。季姮博士的报告题为 “Morphed 

Information Extraction Resolution and Translation”，主要介绍了所在团

队在今年 ACL 上发表的关于事件抽取、隐喻挖掘和人名敏感的机器翻

译等 3 篇文章，基本都是关注目前火热的社交网络。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是如何发

现微博中的一些隐喻实体（譬如“平西王”）实际指代的内容。 

此外，季姮博士还介绍了如何采用机器学习中的结构预测技术用于事件抽取，以充分

利用全局信息；以及如何在机器翻译的模型和评价中重点考虑人名的影响。讲座中，模式

识别重点实验室的老师和同学与季姮博士在很多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季姮博士，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系副教授，2007 年从纽约大学获得

计算机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兴趣主要是自然语言处理，特别是在多语言、多文档、多领域

的信息抽取和知识库填充（knowledge base population）方面做了很多扎实有趣的工作，发

表了 90 多篇文章，大多都在 COLING, NAACL, EMNLP, ACL 等顶级会议上。并且，在

ACL、EMNLP 等顶级会议上多次担任领域主席。她在 2009 年获得 Google 研究奖（Google 

Research Award），2010 年获得美国 NSF CAREER award，2012 年获得 Sloan Junior award

和 IBM Watson Faculty award.                                     （供稿人：张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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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动态 

 

实验室 2012 年工作年会顺利召开 

   

2013 年 1 月 28 日至 29 日，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 年度工作会议暨学术委员

会、技术委员会会议在自动化大厦召开。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技术委员会成员、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学部副主任秦玉文、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基地处处长侯宏飞、自动

化研究所副所长徐波、科技处处长杨鑫出席了会议，实验室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 

1 月 28 日上午，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的査红彬教授做了题为“Manifold Learn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Image Matching”的学术报告，技术委员会委员、百度公司的首席科学

家王海峰做了题为“互联网数据与信息处理”的学术报告，得到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 

1 月 28 日下午，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年会开幕，实验室副主任宗成庆主持，

秦玉文副主任、侯宏飞处长和徐波副所长相继发表了讲话。他们认为：实验室近年来发展

势头稳健、科研成果突出；在规范管理和率先成立技术委员会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实

验室这些年来在科学研究和发展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学术委员、技术委员们的支

持和帮助；希望各位专家对实验室的未来发展献计献策，也希望实验室在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实验室副主任刘成林在会上作了实验室年度工作报告。报告介绍了实验室的基

本情况、人才队伍建设、承担科研任务、代表性科研进展以及实验室运行管理和开放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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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并提出了 2013 年工作要点。报告显示，2012 年实验室在承担科研任务、科研经

费和科研产出方面与往年相比往年有明显增长。报告号召实验室全体成员认真参考 2012

年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意见，思考实验室的发展规划，面对机遇、挑战和压力，继续同心

同德、共同努力，使实验室工作更上新的台阶。 

在之后召开的技术委员会会议上，与会的技术委员介绍了各自企业的最新研发情况，

并对与实验室的科研合作提出了很多建议。会议吸引了许多老师和同学出席，大家提问踊

跃，反响热烈。 

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们听取了赵军老师关于 2011 年开放课题的结题情况、2012

年开放课题中期进展情况以及 2013 年开放课题的申请、和评审情况的介绍，并对申请课

题的评审意见进行了讨论，最终评选出了 2013 年实验室拟资助的 15 个课题。学术委员们

就如何切实有效地进行开放课题合作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而后，技术委员和学

术委员一起围绕如何使实验室的科研产生更大的显示度、如何与企业更好地开展合作等展

开了热烈讨论。 

1 月 29 日，实验室全体成员就 2012 年度工作报告和实验室的发展规划进行了深入讨

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的气氛民主而热烈。会上，实验室对 2012 年度优秀

员工（黄凯奇、刘勇、刘静、孟高峰、雷震）进行了表彰。 

年会闭幕式上，刘成林副主任做了总结讲话。他感谢大家一年来的努力工作和对实验

室的发展建言献策。他表示实验室要在人才培养、品牌建设、深入基础研究和扩大科研应

用显示度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并号召全室成员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共同为提升实验

室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作贡献。                                  （撰稿人：马丽霞） 

中澳脑网络组联合实验室举行签约仪式 

2013 年 3 月 21 日下午，澳大利亚昆

士兰大学（UQ）校长 Peter Høj 教授一行

赴自动化所进行访问，并与自动化所签署

共建中澳脑网络组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副校长 Peter Høj、脑

研究所所长 Perry Bartlett、国家外国专家

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副司长雷风云、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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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局美大处宁博伦、自动化所所长王东琳，副所长徐波、科技处处长杨鑫、中法联

合实验室中方主任蒋田仔等出席了签约仪式。 

王东琳所长代表研究所致辞，对澳方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表示希望通过建立联合实

验室，从不同角度在脑科学领域为我所与昆士兰大学的科研工作更好地服务。徐波副所长

介绍了自动化所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在“计算大脑”研究方向上的科研进展及远景规划，希

望通过双方的合作，带动在相关领域的科研发展。 

Peter Høj 校长简要介绍了昆士兰大学的情况。他指出，昆士兰大学是一个研究密集型

的学校，在与中国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合作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他认为通过建立联合实验

室开展合作，是目前寻找到的最好的合作模式。同时他希望在今后能够进一步拓展合作领

域，以及联合培养研究生。随后 Perry Bartlett 所长介绍了昆士兰大学脑研究所概况、主要

研究方向以及今后与自动化所的合作重点。表示希望联合实验室能够结合脑研究所在影像

设备的造影技术与蒋田仔研究员团队在数据处理两个领域的优势。 

王东琳所长与 Peter Høj 副校长对联合实验室的发展寄予了重托与厚望，表示希望实验

室能够发展成为领域内的领军团队。 

最后，澳方一行在蒋田仔研究员的陪同下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实验室。大家对联合实验

室的发展充满信心，并将积极寻找合作机会，争取获得中澳科技主管部门的更多支持。 

与Peter Høj校长和Perry Bartlett所长一同来访的还有昆士兰大学常务副校长Max Lu教

授、研究生院院长Alastair McEwan教授、脑研究所副所长Pankaj Sah教授、Diamantina 研

究所所长Matt Brown教授、工程建筑和信息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Granham Schaffer教授、理

学院常务副院长Stephen Walker教授，以及国际部副主任Michelle Allen女士等。 

（供稿人：王少梅） 

“光电同步脑活动检测仪器开发”项目第一届技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由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的科

技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光电

同步脑活动检测开发”项目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在智能化大厦三层第一会议室举行了

第一届技术研讨会，会议由项目负责人蒋田

仔研究员主持。国家科技部科研条件与财务

司郑健处长、国家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

中心华玉涛处长、中科院计财局杨为进处

长、中科院高技术局崔勇、中科院监理中心

刘涛、自动化所科技处杨鑫处长、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生

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樊瑜波教授、北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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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器械检验所孟志平、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复审委员会王荣、华南理工大学李远清教

授、清华大学王广志教授、清华大学高小榕

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李鹏程教授、中科院苏

州医工所崔崤峣和邢晓曼等领导和专家莅

临会场，本项目技术开发、应用开发和产业

化单位的课题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参加了研

讨会。特邀领导和专家根据项目整体规划和

各单位最新进展，提出有针对性的箴言良

策，保证本项目积极、稳妥和高效地朝着既

定的项目目标前进。 

整个研讨会分为三个环节：整体项目规

划建议、技术开发任务研讨和相关前沿技术

交流。在整体项目规划建议环节，科技部条

财司郑健处长在致辞中指出这类项目的关

键点，强调项目组必须严格按照产业化目标

制定开发路线，完善开发标准化过程，力争

开发出高质量的科学仪器，并希望项目组要

以“静”、“竞”、“净”、“敬”、“精”五个字来

严格要求每个任务开发单位。科技部生物中

心主管医疗器械相关项目的华玉涛处长指

出医疗器械产值仅占医疗卫生领域的 10%，

远低于国外平均水平，医疗仪器开发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本项目目标仪器作为一种医学

科研仪器，有巨大的市场，因此他鼓励本项

目组做好目标仪器的产业化，争取推出高质

量的仪器。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樊

瑜波教授介绍了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整体

发展，指出研发高质量医疗仪器的重要性。

他希望本项目能够瞄准目标仪器，集合领域

内和项目组内优势力量，生产出优质的光电

同步脑活动检测仪。中国科学院计财局杨为

进处长指出中国科学院以往的长项是研制，

而本项目还要求能够将仪器推向市场，因此

他建议项目组除了发挥研究特长，还应该向

前迈出市场化的脚步，让实验室的仪器走出

去，在真正的实用环境中发挥作用。我所科

技处杨鑫处长指出本项目是我所第一个科

技部重大仪器研制项目，建议项目组紧紧围

绕项目目标，充分发挥各个委员会的作用，

保证项目顺利进行。 

在技术开发任务研讨环节，技术开发单

位对各自的任务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

行了系统的介绍，与会专家针对每个任务单

位的进展及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

论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激发相关任

务承担单位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有针对

性的改进相关技术，保证项目在各个任务相

对独立开发的基础上，最后能够整体集成，

形成完整的仪器。本项目对仪器研发过程中

的质量控制给与了特别的关注，并设定了专

门的任务单元，质量控制任务承担单位重点

报告了医疗器械需要严格遵守的国家标准，

进一步明确了在研发、生产等过程中必须严

格执行的电气标准等，保证仪器在研发阶段

就具备了严格的标准化、规范化流程。 

在与本仪器相关的前沿技术交流过程

中，邢晓曼、王广志、李鹏程、高小榕和李

远清等老师详细介绍了相关技术的最新进

展，使得项目组各个任务承担单位了解前沿

技术，力保相关开发走在技术前沿。在会后，

项目负责人蒋田仔研究员感谢到会的各位

老师，尤其感谢他们给予的技术指导和前沿

信息交流。希望本项目组中各个承担单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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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汲取专家给予的建议，确保相关任务顺利 进行。             （供稿人：王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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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实验室资助开放课题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请人   职 称  单 位 合作老师 

201104212 
基于感知图的多流形

学习方法研究 
李  波 副研究员 武汉科技大学 向世明 

201204213 

基于视频拷贝检测的

社交媒体信息扩散及

关联建模研究 

韦世奎 副研究员 北京交通大学 徐常胜 

201204214 
统计学习在多标签分

类中的应用研究 
刘华文 副研究员 浙江师范大学 刘成林 

201204224 

基于非参数贝叶斯方

法的统计机器翻译调

序模型研究 

杜金华 副研究员 西安理工大学 张家俊 

201204226 

增量式高次能量最小

化方法及其在视频分

析中应用的研究 

任  鹏 研究员 中国石油大学 胡包钢 

201204228 
基于网络信息挖掘的

视频语义分析 
汪  萌 研究员 合肥工业大学 徐常胜 

201204234 稀疏表观模型研究 刘青山 研究员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卢汉清 

201204237 
核稀疏表示理论及在

医学图像上应用 
李君宝 副研究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 蒋田仔 

201204241 

基于稀疏学习的多模

态脑影像分析及脑疾

病诊断研究 

刘满华 助理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 范  勇 

201204243 

计算机视觉中基于几

何距离的直线三角化

方法研究 

张  强 助理研究员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吴福朝 

201204247 
基于互联网搜索的视

频语义标注技术研究 
李豪杰 副研究员 大连理工大学 徐常胜 

201204252 
基于2D/3D融合的物

体识别方法研究 
于仕琪 副研究员 深圳大学 黄永祯 

201204257 
跨语言情感倾向性分

析中的关键问题研究 
徐睿峰 副研究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 
宗成庆 

201204261 

基于图像滤波技术的

计算机实时水彩绘画

技术研究 

王  斌 副研究员 清华大学 张晓鹏 

201204268 
稀疏约束下的图像分

类关键技术研究 
张淳杰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刘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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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开放 

 

实验室举办 2013 年度公众开放日 

2013 年 5 月 18 日，以中国

科学院和研究所共同举办公众科

普开放日为契机，实验室在活动

当日也举行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对

外开放活动，吸引了各界群众和

大中小学生近 2000 人前来参观，

使参观者充分感受到了高科技的

魅力。 

今年实验室共进行了 8 个项目的展示，展示了实验室在生物识别、三维重建、视觉监

控、语音合成、图像处理以及场景体感互动等技术成果。黄凯奇研究员为大学生连做两场

题为《第三只眼看世界》的科普报告，用实例和生动的演示深入浅出地为大家揭示了高科

技的奥妙，得到听众的一致的好评。                             （撰稿人：赵微） 

感慨于公众开放日 

入所已感觉像是多年，也只有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候会深深感觉到我们身边的这些习以

为常的东西对于外界的人们，尤其是孩子们是多么的新奇和神秘。参加了这么多年的公众

开放日，好多的情愫也是暗暗的积淀，到最后似有千言，落到笔处却是寥寥数语。以一个

参与者的身份去看其他的参与者，感动于很多的人，感动于很多的瞬间，也感动于这个时

代的变幻…… 

某些人 

她们，从刚开始的筹划到最后的公众开放日的正式到来，总是要提前近一个月就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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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张罗，大大小小琐琐碎碎的事情，开放日的宣传，联系北京各大高中校学团体参观者的

联系，还有志愿者们的工作安排，如何在确保开放日当天安全的同时，也尽力让所有的参

观者能够收获到更多的对于科技知识的了解。有时候自己设身其地去琢磨，真不敢想如果

是自己的话，早已经陷入泥淖忙乱之中。开放日的当天，近两千人的参观规模，二十多项

的科技演示与科普报告。 数字仅仅只是数字，但是背后的劳累无法局限在这些个数字里。 

某些事 

总能看到好多的家长带着小孩，

也包括一些尚在襁褓之中。家长在流

连于演示项目的同时，在演示人员讲

解之后，便义务取代了他们的角色，

自顾自给孩子当起了指导老师，从自

己理解的角度，为孩子讲述着发生在

那个打印机，那个大屏幕，那个机器

鱼的故事。故事或许琐碎，但是那一

双双目光和娓娓道来的声音，却难于

忘怀。家长们在努力为孩子们构建起未来的科技世界，努力让孩子们去理解和好奇这个世

界，努力让孩子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兴趣和方向。 有时候也感动于自己所在的地方，正是

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努力，搭建起来了这样的美好世界的平台。于是，那么多家长和小孩之

间的故事就像自古不息的河流，流过千年的历史，连接起了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的对于生

活和未来的向往。 是的，在您的引导下，年轻的人儿们义无反顾的，走向远方…… 

某些情怀 

有时候会想起来，如果自己在年幼的时候，如果也能经历这样的参观和阅历，那么会

对自己的成长，有多大的帮助呢？记得那时候，只是乡间的野孩子，大都在泥巴里面来来

去去，不会想到自己回到大北京城，不会知道可以去科研院所，更不可能听说过什么机器

鱼和人脸识别，而若干年后，当自己在自动化所静静的走在科研的路上，赶上这样的“公众

开放日”，当一名志愿者，去引导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孩子们参观，去为他们讲解研究所的

科研成果，看他们的现在，总会时不时萌生一种深处的羡慕，他们未来的路会怎么样走，

空间会有多大，不敢想，能做的只有祝福他们，去向更高和更远的方向。 

结束语 

记得以前的一首歌《大时代小访客》，“在大时代，做一个小访客，看清楚天下风波匆

匆而过，每个人各人唱自己的歌……”。纵豪气如斯，平淡如斯，在如此的时代，当乘气壮

山河之时代，有慨然情怀，去赴远路。路在脚下，尽头在远方，不停息，好好走。  

（撰稿人：校利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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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体活动 

 

春游小记 

明媚五月，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为了更好的亲近自然，进一步增强团队

凝聚力，5 月初，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谭铁牛研究组组织了一次“青龙峡”春游活

动。 

初夏的北京。山明水秀，芳草未歇。微

风中盛开的槐花，飘溢出馥郁的香气，又是

一年槐花香。清晨，牛组大家庭迎着和煦的

阳光，呼吸着混合着泥土的花草香，远离城

市的喧嚣，奔驰在青山峻岭之间，一路上每

个人的心都跟着飞翔起来。 

距离北京市区 75 公里左右的青龙峡位

于怀柔区怀北镇的古长城关口，是集青山、

绿水、古长城于一体的自然风景区。景区南

北狭长十余华里，雄伟的水库大

坝将景区分为两部分。北部是高

峡平湖，东岸设有蹦极跳、攀岩、

速降、等健身娱乐项目。坝外是

静静流淌的溪水，溪上可以划船、

撑竹筏。峡谷两侧山势雄伟，植

被茂密，山顶还有保存完好的明

代古长城城楼。  

上午十时，到达青龙峡景区，

天气很好，不是很热，雾气缭绕在山间，片

片云朵中透出缕缕阳光，温暖却不炙热。一

行人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山头进军。欢声笑语

中，是大家勇于向前的身影。登高远望、挥

洒汗水的，是风一样的科研青年。女孩子们

在山脚下坐上索道，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沿山

势缓缓而上，青龙峡胜境便逐渐尽收眼底，

密云水库碧波万倾山水一色。登山而返，绕

湖漫步，飞泉流瀑，大家在碧水青石的水雾

中戏水玩耍，感受大自然的清丽动人。 

此次游览大家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欣

赏着青龙峡的秀美山水，体味着纯朴自然的

京郊美食，尽情尽兴，回味无穷。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7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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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尹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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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模识，同一个梦想 

为响应本所“强身健

体，增进团结，促进友谊”

的号召，5 月 11 日上午，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参加了自动化所第五届

“复杂杯”趣味运动会。大

家肩并肩，手拉手，心连

心，积极进取，从容应战，

最终获得了团体第三名的

成绩。荣誉属于大家，属

于每一个默默奉献的人，更属于模识这个温馨的大集体。 

本次趣味运动会设置了集体项目、个人项目和亲子项目。集体项目包括抢种抢收、背

部夹球接力赛、疯狂投篮、蛟龙出海、过河拆桥、团体跳绳。个人项目包括踢毽子、公瑾

投壶、铁人三项、打酱油、超级赛车、跳绳、托球跑、飞镖比赛、乒乓射击、台球也疯狂；

亲子比赛包括小青蛙过河、齐心协力、超级炸弹王。实验室各组在综合办的号召下踊跃报

名，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比赛前夕，各位集体项目召集人认真负责，有组织地召集大家一起参加训练。特别是

跳绳项目，每位参赛人员热情地为大家献计献策，将自己的丰富经验传授给大家、尽力将

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在此特别感谢替补人员，尽管没有上场，依然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

己的一份力量。 

比赛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兴致勃勃，显示了极大的参与热情。运动场内比赛

的人全身贯注，勇争第一；运动场外的人摇旗呐喊，加油助威，将现场的气氛一次次推向

高潮。 

趣味运动会不仅缓解了大家学习工作之余的疲劳情绪，为进一步提高学习工作效率起

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锻炼了大家顽强拼搏、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了集体荣誉感，提高

了集体凝聚力。                                               (撰稿人：朱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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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我们一直坚持着，坚持着 

——记“综合杯”模识队战征历程 

2013 年“综合杯”半决赛已经落下帷幕，决赛即将上演。回顾上赛季模识队首战 2010

届亚军高创队，再战 2010 届季军集成队，经过激烈的小组赛争夺仍以小组第一杀入半决

赛。然而，换来的代价却是队长单言虎右手食指严重扭伤，进攻手段遭遇重创。在半决赛

中，模识队队长带伤上阵，对阵复杂队。从落后，一直搬回比分，几乎逆转，但仍然遗憾

地被复杂队绝杀，未能晋级决赛。 

为备战 2013 年“综合杯”篮球联赛，模识队在队长单言虎的带领下，队员们积极参

加训练，磨合团队配合，训练攻防节奏，以及胡杨训练 3 分投射能力。经过近 2 个月的训

练，模识队越发成熟，不仅在防守端延续了上赛季的水平，而且在进攻手段变得多样化，

如低位单打、中投、3 分投射以及传切配合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小组赛 B 组，模识队首战三博队，开场双方你来我往，进攻火力十足，比分交错上升，

直到第二节下半节，模识队逐渐拉开了比分，到第三节胡杨连续投中 3 分，牢牢的控制了

比赛，提前结束了比赛的悬念。最后，模识队以 39:23 大胜三博队。次战对阵上届卫冕冠

军复杂队，模识队赛前根据复杂队的进攻手段，提前做好了部署。比赛一开始，复杂队根

据已安排的战术了，在右侧零度角，连续中投命中。但是，模识队稳住阵脚，立即做出防

守调整，同时在进攻端也频频中投得手。双方你来我往，比分十分胶着，直到比赛第三节

结束，模识队仅以 1 分的微弱优势领先复杂队。第四节比赛，模识队胡杨根据队长单言虎

的战术安排，通过连续三次倒球，最后由胡杨接球连续命中 2 计 3 分。这严重影响了复杂

队的进攻节奏，直到比赛结束仍一分未得。最终，模识队以 23:12 大胜复杂队，用实力回

应了上赛季半决赛被绝杀遗憾出局的尴尬境地。此役模识队虽然战胜了复杂队，但是却带

来两名伤员，模识队队员范兴容左脚扭伤，模识队三分射手胡杨左脚跟腱病情加重。因此，

小组赛第三战，面对实力不强的嘉恒队，模识队一方面为主力赢得休息时间，另外一方面

为模识队培养新人，派出了替补整容出战。最终，模识队以 17:12 战胜嘉恒队。小组赛最

后一场，对阵由张志伟率领的集成队。面对传统豪门强队，模识队赛前仍精心安排了防守

策略，为小组全胜的战绩晋级半决赛，模识队核心胡杨带伤出战。比赛一开始，双方防守

强队都十分凶悍，双方彼此多次进攻均为得手。直到，模识队队长单言虎中路快速突破上

篮命中 2 分，正式拉开了比赛的进攻强度，双方比分交错上升。半场结束，8:8 战平，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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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重新回到了起跑线。同时，由于天气的不佳，篮球场慢慢的飘着小雨，进一步增加了比

赛的难度，但双方队员气势不减，誓死拿下比赛的壮志雄心。第三节，模识队胡杨屡次获

得空位机会，3 分出手，但都与篮筐擦肩而过，未能命中，场下的队员都深深知道他是受

到跟腱伤病的影响。反观集成队，凭借张志伟和谢少林的发挥，以 14:12 领先模识队 2 分，

结束了第三节比赛。由于场地的湿滑，第四节比赛开始没多久，模识队队长单言虎在防守

集成队核心张志伟的一次进攻中，右脚意外扭伤，让模识队雪上加霜。但是模识队队长不

顾队员的劝说，毅然带伤上阵。面对集成队不断的拉开比分，模识队进攻迟迟未能得分的

关键时刻，模识队张元哲挺身而出，接队员胡杨传球，低位果断持球单打，上篮命中 2 分，

同时造成对方犯规。这极大的提升了模识队的气势，紧接着模识队队长单言虎带伤突破急

停跳投命中 2 分，模识队周振接胡杨传球中投命中 2 分，直到比赛最后时刻，模识队长单

言虎快攻上篮造成 2+1。最终，模识队主力带伤上阵，以 20:18 艰难的战胜了集成队，以

小组赛 4 战全胜的战绩晋级半决赛。虽然模识队小组赛战绩全胜，但是却带来了 3 名球员

的伤病，队长单言虎右脚扭伤，胡杨跟腱进一步加重，范兴容左脚膝盖扭伤。 

经过几天的调整，2013 年“综合杯”半决赛本周一正式拉开了序幕。模识队 3 分射手

胡杨由于跟腱伤病未能好转，不能上场。半决赛面对上赛季卫冕冠军综合队，以及主力缺

阵的不利局面，模识队队长单言虎饱受右脚扭伤依旧带伤上阵。第一节，综合队刘怀达突

破上篮造成犯规，两罚两中，首开记录。接着，模识队张元哲中投命中，回敬 2 分。紧接

着，模识队队长单言虎中投命中 2 分，付小兵中投造成犯规，两罚一中。最后，模识队白

博中投命中 2 分，结束了首节比赛，模识队以 10:4 领先综合队。第二节，模识队凭借单言

虎和张元哲的良好发挥，逐渐拉开比分，以 12:5 结束了半场比赛。半场暂停结束之后，综

合队凭借付小兵和刘怀达的良好发挥，逐渐的将比分缩小至 1 分。第四节比赛一开始，双

方进攻你来我往，比分十分胶着。直到比赛临近结束，综合队利用模识队屡次进攻未得手，

快攻反击得手，并反超比分，最终综合队末节凭借付小兵和刘怀达的发挥，逆转成功。模

识队最终再次遗憾出局，未能挺进决赛。 

回顾本赛季模识队的征战历程，一路走来，我们团结一致，克服困难，积极为部门争

取荣誉。比赛期间，面对伤病的困扰，我们努力过，我们奋斗过，我们一直坚持着，坚持

着。为了向往已久的冠军，我们从未放弃，哪怕伤病累累，我们依然带伤上阵，战到最后

一刻。此时此刻，我们要感谢模识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怀，感谢对阵集成队依旧在雨中

默默支持我们的球迷，感谢模识队队长单言虎的辛勤付出，也感谢和你们一同征战 2013

年“综合杯”篮球联赛的所有模识队队员。最后，我们也向集成队、综合队、高创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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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队、复杂队、艺术队、嘉恒队、数字队和精密队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所有关心、支持模

识队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你们的关注，至始至终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回首过去，一路走来，我们一直坚持着，坚持着；展望未来，翘首以待，我们一直奋

斗着，奋斗着。                                                 (撰稿人：范兴容) 

 

附录本届模识队队员名单 

戴  玮（4）   周  振（5）  范兴容（6）  张元哲（7）   胡   杨（8） 

李立杭（9）   白  博（10） 张  树（11） 单言虎（12）  刘  康（13） 

周明可（14）  刘旭东   杨明浩     陈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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