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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实验室代表中国学术界获得第 24 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主办权 

第 22 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ICPR 2014）于 2014 年 8 月 24-28 日在瑞典首

都斯德哥尔摩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 120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

国际模式识别大会起始于 1972 年，是由国际模式识别联合会（IAPR）组织的模

式识别领域的旗舰学术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主办国家或地区由国际模式识别

联合会的理事会提前四年无记名投票决定。该理事会在 ICPR 2014 期间召开全体

会议，听取了中国和澳大利亚申办 2018年第 24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ICPR 2018）

的报告。中科院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谭铁牛院士和

实验室主任刘成林研究员代表中国做了申办报告并回答了理事会的质询。经过理

事会无记名票决，第 24 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将于 2018 年在中国北京召开，这将

是该会创办 40 多年来第一次在我国内地召开。 

 

谭铁牛研究员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英国皇家工程院近日公布了 2014 年度新增院士名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谭铁牛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

程院是英国工程科技领域的最高殿堂，汇聚了英国本土和英联邦国家工程科技领

域最优秀的学者。该院在评价谭铁牛的工作时称：谭铁牛是模式识别领域的国际

顶尖学者，他的学术贡献为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其科研成

果在许多重要的领域得到了实际工程应用。 

 

徐常胜、王亮研究员等当选 IAPR Fellow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 22 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上，自动化所模式识别

国家重点实验室徐常胜研究员、王亮研究员、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

室田捷研究员成功当选 IAPR Fellow。IAPR Fellow 从 1994 年开始每两年评选一

次，每次当选人数不超过 IAPR 会员总人数的 0.25%，当选会士将在当年的国际

模式识别大会（ICPR）上正式颁发证书。2014 年全球共有当选 15 人。自动化所

三位研究员成功当选显示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地位。 

 

陶建华研究员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陶建华研究员获得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

出青年基金资助，资助项目为：《多通道融合的言语分析与生成理论和方法研究》。 

《多通道融合的言语分析与生成理论和方法研究》致力于突破目前语音生成技术

多局限于中性风格的语音，多通道自然语言理解性能不佳无法实现有效的对话管

理，以及当前人类语音发音的生理过程缺乏合理的数学模型描述等关键技术难点，

探索人机口语对话及言语认知模型。该研究对促进语音技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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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曾道建等人获 COLING 2014 最佳论文奖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曾道建等人的文章“Relation Classification 

via Convolutional Deep Neural Network”荣获第 25 届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COLING 2014）最佳论文奖。该论文提出了基于卷积

深层神经网络的文本语义特征学习方法；利用卷积深层神经网络，自动学习表征

实体语义关系的词汇特征、上下文特征以及实体所在的句子文本特征等；相对于

以往关系分类方法，该方法不需要利用 NLP 处理工具（POS、NER、Parsing 等）

抽取特征，极大的改善了特征抽取过程中多个处理环节所带来的误差累积问题。 

 

博士生杨斌获 IJCB 2014 最佳学生论文奖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杨斌在多视角人脸检测方面的工作在 AFW

和 FDDB 数据库上达到了最高性能，并荣获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Biometrics 2014（IJCB 2014）最佳学生论文奖"IAPR Best Biometrics Student Paper 

Award "。同时实验室廖胜才博士荣获"IJCB 2014 Best Reviewers Awards " 

 

硕士生黄培浩获 ICPR 2014 最佳学生论文奖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硕士生黄培浩的论文

“Deep Embedding Network for Clustering”获得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tern Recognition（ICPR 2014）计算机视觉主题最佳学生论文奖。获奖论文针

对目前聚类工作中特征学习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自编码机的聚类方法，

利用深度自编码机作为一种非线性映射，将原始数据投影到一个适合聚类的隐特

征空间中，并通过约束数据的局部结构以及分配伪类别标签来挖掘数据的潜在特

性，该方法显著改善了聚类的性能。 

 

 

科研进展 

 

基于稀疏学习的图像增强和高光谱解混方法 

传统的图像去模糊方法大多数是在信号处理框架下通过估计模糊核并最小

化卷积误差来构建的。最近，遥感图像处理团队提出从大量图像数据中学习耦合

字典来去除模糊的思路。这一思路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构建图像复原方法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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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超分辨率(或图像上采样)是目前的研究热点。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双尺

度框架的快速图像上采样算法。首先，提出的基于偏移场的插值算法能保持大尺

度的边缘。其次，利用边缘保持的重建算法可获得小尺度的细节。其中，基于偏

移场的插值算法在超分辨率领域是首次提出。 

 

 

非监督高光谱解混问题的一个主要难点在于解空间太大。由于现有方法建模

时普遍采用全强度重一致约束，导致构建的模型较粗糙。我们注意到每一项约束

强度存在差异，由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学习数据引导图，该图可描述高光谱

图像中每个像元的混合强度。通过数据引导图，使用ℓp (0 < p < 1)范数实现自适

应强度的稀疏约束，也即对于每个像元，的取值完全取决于数据引导图中对应位

置的值（即，学习的混合强度）。 

 

以上工作的相关论文已被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 Vision 和 IEEE 

Trans. Image Processing 等权威刊物接收。 

 

 

基于 Bin 比例的新的直方图距离以及在图像分类中的应用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我们常常将样本用直方图来表示，这是因为直方图能够

表达大量的具有分辨力的信息。在图像分类方面，直方图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在

图像物体分类中，当背景变化较大时，同一类别的物体对应的直方图存在部分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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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和归一化差异等问题。经初步统计发现，描述同一个物体的两个直方图在不同

Bin 的比例关系上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可以对部分匹配有较好的鲁棒性。因此，

视频内容安全团队提出了新的基于 Bin 比例的直方图距离（Bin-ratio based 

histogram distance（BRD））。进一步，我们将 BRD 与 l1 直方图距离以及 χ2 直方

图距离联合起来得到了 l1-BRD 及 χ2-BRD 直方图距离，能够提高 l1及 χ2直方图

距离的抗噪性能。为了更直接地对比各种距离对部分匹配的鲁棒性，我们根据部

分匹配的不同情况，设计了模拟实验。此外我们还将新距离直接应用于七个国际

公开图像分类数据库中。在这些实验中所提出的 BRD 新距离均取得了较为理想

的实验结果。本工作相关论文目前已被顶级刊物 IEEE Trans. PAMI 接收。 

 

 

 

行人再辨识中的显著特征提取和深度度量学习 

行人再辨识是智能视频分析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目标跟踪、跨摄像

机目标关联和行人检索的重要基础。生物识别与安全团队沿两个方向对该课题进

行了研究：1）显著颜色名（Salient Color Names）特征；2）深度度量学习（Deep 

Metric Learning）。颜色名特征从人类对颜色的感知机理出发，从行人图像中提取

符合人眼习惯的颜色特征，弱化其他干扰因素，在 VIPER、PRID 等库上取得了

当前最好结果。在深度度量学习方面，将传统方法中的特征提取和度量学习进行

了统一。基于部件构造了一个符合人体结构的卷积神经网络（CNN），使用双网

络来评估样本间的相似度，在多个数据库上取得了国际领先的结果。此外，针对

实际应用首次提出了行人再辨识中的跨库问题（Cross Dataset），并制定了相应的

测试协议，在该协议下我们提出的方法比传统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 

 

 

左：显著颜色名（Color Names）特征；右：深度度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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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相关论文发表在国际会议 ECCV2014 和 ICPR2014，同时李子青研究

员在 ICPR 2014 上做了名为“Deep Metric Learning for Person Re-Identification”的

特邀报告，向国际同行介绍了上述研究内容。 

 

 

基于语义向量空间的机器翻译框架 

翻译规则的表示与翻译过程的推导是机器翻译的两大核心问题。字符串形式

的规则表示一方面容易导致数据稀疏问题，另一方面无法充分利用短语、句子层

面的语义相似性。针对这一问题，自然语言处理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向量空

间的机器翻译框架。该翻译框架的目标在于最小化源语言句子与目标译文之间的

语义距离。首先，双语约束的递归自动编码器用来学习基本翻译规则的语义向量

表达；其次，设计基于类别的递归神经网络结构，学习翻译规则的最优组合方式，

达到翻译过程的自动推导；最后，以最大间隔准则为训练目标，最终获得优化的

递归神经网络。大规模汉英翻译的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非常显著地提高翻

译质量。本工作相关论文已被 ACM Transactions on Asian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接收。 

 

 

 

基于语义向量空间的机器翻译框架 

 

 

基于稀疏表达和多模态影像的大脑功能区划分方法 

脑网络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稀疏表达的分区方法，在静息态磁共

振成像数据上获得了很好的应用。我们在模拟数据上对该算法进行的测试，发现

其具有很高的分区准确性和抗噪性，同时在多中心的真实数据集上进行了测试，

发现其能保持多中心一致性和不同特征的一致性，并且不受不同平滑核的影响。

另外，对岛盖的分区结果与细胞构筑和感觉拓扑图有很好的对应性。 

我们基于多模态的神经影像方法来刻画不同的连接模式包括解剖连接，内在

的功能连接和任务态的共激活模式。基于这三类不同的模式，定义出最大的一致

性分割顶上小叶成 5 个子区，并且和传统基于细胞构筑对顶上小叶的子区划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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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好的对应性。我们通过行为分析确定了每个子区参与的主要功能。此研究揭

示了在人脑中存在一个内在的拓扑图，该拓扑图决定了皮层区域的功能和连接。

此外，该项研究为研究结构功能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式。 

本工作相关论文目前已被脑影像领域顶级刊物 Human Brain Mapping 和

Brain Structure & Function 接收。 

 

 

 

人脑岛盖区分区结果显示。A 图为细胞构筑图谱包含 4 个子区，B 图 

为静息态磁共振成像的功能分区获得 5 个子区，其中 OP-head 与 

OP1-body 和 OP4 的空间排布与人体感觉拓扑图有较好的对应性 

 

 

  

人脑左右顶上小叶脑区细分为 5 个子区的分区结果（分别为左右半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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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朱松纯教授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2014 年 7 月 11 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朱松纯（Song-Chun Zhu）

教授访问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做客模式识别学术大讲堂做题为《Beyond 

What and Where: Reasoning Function, Physics, Intents and Causality》的报告。朱教

授是 IEEE fellow，于 2003 年获得马尔奖（Marr Prize），并在 1999 年和 2007 年

两度获得马尔奖荣誉提名（Marr Prize honorary nomination）。朱教授的讲座为大

家呈现了计算机视觉研究非常广阔和充满希望的一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有启发

性的观点。 

 

卡内基梅隆大学 Alan W Black 教授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2014 年 7 月 23 日，受到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语音人机交互组邀请，卡

内基梅隆大学的 Alan W Black 教授访问自动化所并做客模式识别学术大讲堂，

做了题为《TTS without the Text: Speech Synthesis in Under resource Languages》的

报告。Alan W Black 教授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语言技术研究所的教授，是自由软件

Festival 语音合成系统、FestVox 语音工具集以及 CMU 的 Flite 语音合成引擎的主

要作者之一。Black 教授的报告取得了积极的反响，开阔了大家的研究视野，为

大家向语音合成研究中较少涉及的问题展开探索提供了借鉴。 

 

德国 Juelich 研究中心 Katrin Amunts 教授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2014 年 8 月 11 日，实验室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德

国 Juelich 研究中心教授 Katrin Amunts 访问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并作了题目为

“Towards ultra-high resolution models of the human brain”的学术报告。Katrin 

Amunts 教授领导的神经科学和医学研究所为 Juelich 研究中心的主要部门之一，

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利用神经解剖学、三维偏振光、磁共振等方法与成像技术，

从不同尺度对脑的结构和功能进行研究。报告重点介绍了  BigBrain 计划，

BigBrain 是欧洲人类大脑计划的一部分，绘制迄今最详尽的超高精度大脑 3D 地

图，被评为 2014 年全球十大最突破科技创新。报告结束后，Amunts 教授访问了

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并与课题组相关合作内容展开深入交流和讨论。 

 

罗格斯大学熊辉教授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2014 年 8 月 13 日，数据挖掘领域知名学者、美国 Rutgers 大学管理科学与

信息工程系熊辉教授应邀访问我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作题为“序列数

据的时间骨架模型：模式，分类与可视化”的学术报告。所内众多师生前来旁听

了本次报告，并与熊辉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报告后，熊教授和与会的

各位师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为报告中提出的模型与方法做出进一步的补

充与概括。同时，熊教授也分享了他对如何界定大数据以及数据挖据与中国古典

哲学思想的一些联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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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Olaf Sporns 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2014 年 8 月 13 日，实验室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美

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Olaf Sporns 博士访问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并做题目为

“Future Frontiers for Connectome”的学术报告。Olaf Sporns 教授是脑连接组学

（Connectome）创始人，他就人脑结构与功能网络的建立、属性、动态变化、相

互关系及应用等方面做了综述，并强调利用网络科学建模和分析大脑的方法对理

解人类复杂脑功能起到重要作用。精彩的报告结束后，Sporns 教授访问了脑网络

组研究中心，并对其在脑网络和脑图谱的构建理论与方法、数据共享与合作等方

面展开深入交流和讨论。Olaf Sporns 是印第安纳大学心理和脑科学系杰出教授，

在脑连接组方面著有 "Networks of the Brain" and "Discovering the Human 

Connectome"书籍，在 2011 年授予美国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奖， 并在 2013

年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 

 

德国曼海姆中央心理卫生研究所 Andreas Meyer-Lindenberg 教授来

实验室访问交流 

 2014 年 8 月 29 日，德国曼海姆中央心理卫生研究所主任 Meyer-Lindenberg

教授应邀访问实验室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并做了题为《Imaging genetics of neural 

connectivity phenotypes（脑连接的影像遗传学研究）》的学术报告。与单个脑区

的结构和功能激活相比，脑连接表型可以更好地解释遗传多态对行为的作用，从

而证实遗传因素对人脑连接的影响，有助于探索遗传因素如何作用于复杂的人类

行为和精神疾病。他现任德国曼海姆中央心理卫生研究所主任及精神病学和心理

治疗学系医务主任、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Biological Psychiatry 及 Neuroimage

等 5 个国际著名杂志编委。他主要研究领域是运用多模态脑成像技术结合遗传、

环境信息探索人类精神疾病和认知障碍的遗传风险和神经环路机制，并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先后在世界一流杂志 Nature，Science，Nature Neuroscience，Neuron，

PNAS 等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发表学术论文与著作两百余篇。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杨天明研究员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2014 年 9 月 15 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杨天明

研究员应邀访问实验室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并就眶额脑区在处理非确定性奖赏信

息的作用的主题做了报告。杨博士所在研究组通过训练动物的抉择任务，记录其

眶额脑区的电生理信息，验证眶额脑区在处理非确定性奖赏信息的神经基础。杨

天明是神经学领域的顶尖人才。他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赴美，2003 年从贝勒

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获得神经学博士学位后又在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t Seattle)攻读博士后，2008 年开始在美国国立卫生院

担任研究员。2013 年回国担任神经科学研究所抉择的神经机制研究组主任。 

 

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 Hesheng Liu 博士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2014 年 9 月 18 日，美国哈佛医学院 Hesheng Liu 助理教授访问实验室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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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组研究中心，并做了主题为脑功能连接个体变异的报告。Liu 教授研究团队发

现脑功能连接的个体变异程度在大脑中呈现独特的分布，这种分布的形成可能是

人类进化过程中皮层表面积扩张的结果。此外，Liu 教授也报告了他们组在全脑

水平脑区分割的结果。报告结束后，Liu 教授与脑网络组研究中心脑图谱构建、

脑网络分析和影像遗传方面的研究人员做了深入讨论，提出了宝贵的经验和建议。

Liu 教授目前是哈佛医学院和麻省总医院教授，致力于利用多模态影像技术（包

括 MRI, EcoG, TMS）对正常人和病人的功能系统研究。 

 

实验室举办第二届社会多媒体计算研讨会 

2014 年 9 月 8 日-9 月 9 日，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举办了第二届社会多

媒体计算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包括 4 场主题报告、8 个一般报告、1 个讨论会和

1 个海报展示环节。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 Ramesh Jain 教授、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的 Alan Hanjalic 教授、澳洲国立大学的 Lexing Xie 等应邀做了主题报告。 

社会多媒体计算国际研讨会作为国内首个专注于社会多媒体领域的学术交

流会，每一届聚焦社会多媒体计算领域的一个热点主题。第一届的主题是物理-

社会-网络计算。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用户感知、建模与服务，包括：用户感

知的多媒体内容分析、社会媒体中的用户理解、下一代多媒体服务、大数据与社

会多媒体计算等议题。 

 

 

项目立项 

 

实验室第三季度新建立课题 15 项 

实验室 2014 年第三季度新建立课题 15 项，总科研经费 881.54 万元，其中

包括 863 子项 1 项、院人才专项 1 项、中科院国际合作项目 1 项、北京市科委项

目 2 项、其他各类项目 10 项：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类型 
经费 

（万元） 
执行期 

面向机械制造业的汉越双向机

器翻译系统研究与应用 
宗成庆 

广西壮族自治

区科学技术厅 
11 

2014-1-1 至 

2016-6-30 

促进联盟建设--生物识别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孙哲南 北京市科委 19.62 

2014-6-1 至 

2015-6-30 

多模态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研发

与性能测评的公共服务平台 
孙哲南 北京市科委 86.92 

2014-7-1 至 

2016-12-31 

基于样本多样性的图像隐写分

析优化方法研究 
董晶 

中国通用技术

研究院 
25 

2014-5-27 至 

2015-11-30 

藏语舆情分析技术方案研究 宗成庆 

国家计算机网

络与信息安全

管理中心 

10 
2014-3-20 至 

2015-9-19 

越南语翻译系统 周玉 * 40 2014-6-11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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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31 

新蒙语翻译系统 周玉 * 45 
2014-6-11 至 

2017-1-31 

土耳其语翻译系统试制 周玉 * 30 
2014-6-11 至 

2017-1-31 

优图研究二期 胡包钢, 
腾讯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55 

2014-8-21 至 

2016-2-28 

视频字幕识别软件项目 王金桥 
中国信息安全

测评中心 
29 

2014-7-1 至 

2015-6-30 

网络热点事件挖掘研究 卢汉清, 863 二级子项 150 
2014-1-1 至 

2017-6-30 

日汉双向机器翻译引擎研制与

集成 
张家俊 

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 
40 

2014-4-1 至 

2016-9-30 

大数据环境下多媒体分析的理

论与算法研究 
徐常胜 

中科院国际合

作项目 
100 

2014-1-1 至 

2017-6-30 

2014 年卓越青年科学家--刘冰 刘冰 院人才专项 180 
2014-1-1 至 

2017-6-30 

基于主动学习的翻译引擎技术

研制 
宗成庆 * 60 

2014-5-1 至 

2016-6-30 

 

 

文体活动 

 

缅怀先烈、勿忘国耻——记模式识别实验室平西抗日纪念馆之行 

2014 年 9 月 26 日，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党支部和分工会组织党员和师

生赴位于房山区十渡的平西抗日纪念馆参观。实验室刘成林主任、宗成庆等同志

一并参加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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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市房山区十渡拒马河畔，房山区

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这里开辟了平西抗

日根据地，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 

展馆内从：日寇侵华、救亡兴起，建立抗日根据地，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

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青山忠魂五个部分，用大量的照片、文字、实物讲述了抗

战时期平西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伟大精神、向世人展示着

一幅幅血与火的历史画卷。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战火蔓延到华北。平西地区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

成为华北抗战的最前线，日寇侵入华北，他们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英勇的

平西人民没有在侵略者面前低头，奋起反抗，平西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一幅幅的画卷，让我们重温了抗日战争的曲折历史和过程，让我们接受了

革命传统教育，使我们热血沸腾，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洗礼。我们现在和平、幸福

的生活，是无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让我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弘扬

灿烂的革命精神，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用实际行动继承先烈的遗志，努

力工作，不断创新，为共产主义事业、民族的强大，奉献我们的力量。 

此行，我们还游览了风光秀丽的孤山寨风景区，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身心得

到了放松，使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