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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云计算的移动办公智能交互技术与系统”
启动和实施方案论证会顺利召开
2018 年 12 月 20 日，中科院自动化所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
云计算的移动办公智能交互技术与系统”启动会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自动化所成
功举行。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傅耀威处长、项目专家组专家及项目组成员
等 50 余人出席了会议。
启动会由自动化所科技处副处长韩伟主持，首先自动化所刘成林副所长致欢
迎辞，向与会专家长期以来对自动化所科研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随后，科技部
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傅耀威处长介绍了科技部关于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管理机
制和相关政策，强调了风险防控和重点监督的重要性，阐述了项目执行过程和经
费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事项。项目首席科学家，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陶
建华对该项目的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项目以研制面向行业移动办公应用的
多模态融合的可穿戴及便携式交互系统为目标，突破多通道输入编辑、多屏分享
显示与大视场角沉浸式呈现、多用户协同交互等关键技术，形成一套支持多模态
人机交互和虚实融合的智能终端设备和一套基于虚实融合的移动办公系统。专家
们认真听取了实施方案汇报，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最后，傅耀威处长进行了总结，认为项目启动会议和实施方案论证会很成功，项
目组在项目风险方面具有很好的思考，期望项目结束时达到高标准验收，做出具
有显示度的亮点工作。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云计算的移动办公智能交互
技术与系统”项目启动会和实施方案论证会顺利结束，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全
面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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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面向大范围场景透彻感知的视觉大数据智能
分析关键技术与验证系统”顺利通过中期检查
2018 年 11 月 30 日，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
专项管理办公室组织领域专家来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对中科院自动化所
王亮研究员主持的“面向大范围场景透彻感知的视觉大数据智能分析关键技术与
验证系统”项目进行中期检查。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项目主管贾燕红、项
目主管张军，项目专家组专家及项目组成员等 70 余人出席了会议。
检查组专家在检查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后，对项目的工作开展质询和讨论。
重点围绕知识产权、成果集成、典型应用场景选择、产品化及应用推广等方面提
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建议进一步强化课题成果的集成和应用，突出“点线-面”技术的相互支撑作用等。经过全体专家的讨论，项目进度符合任务书要
求，总体完成了预定任务，达到了中期考核目标。

2018 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12 月 28 日，2018 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创新论坛在胶州市会议中心举行。中
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党委书记牟克雄、胶州市市委书记孙永红、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毕维准及其他市领导班子成员、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科人工智
能创新技术研究院（青岛）院长王亮、中科人工智能创新技术研究院（青岛）执
行院长王海滨等出席论坛。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毕维准主持论
坛并致辞。牟克雄书记在致辞中希望本次论坛能够为加快构筑本地人工智能研发
应用优势，促进胶州研究院建设，推动我国迈向智能化社会的良性发展轨道，实
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做出应有贡献。王亮院长在致辞中希望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胶州研究院的具体实施项目能落地生根、茁壮成长，为胶州建设
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提供智力支撑，促进地方经济转型与新旧动
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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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图像与视频分析团队荣获“2018 全球 AI 挑战赛”冠亚军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图像与视频分析团队王金桥研究员和张一帆副研
究员在“AI Challenger 2018 全球 AI 挑战赛”年度总决赛中，从来自 81 个国家、
1100 所高校、990 家公司的上万支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分别斩获“无人驾驶视
觉感知”赛道冠军和“短视频实时分类”赛道亚军。
在“无人驾驶视觉感知”赛道，自动化所王金桥研究员指导的 SeeLess 团队
采用多任务耦合协同学习的神经网络架构，针对 GPU 平台，设计了轻量级的神
经网络结构，采用了包括算子 GPU 并行、模型并行、数据并行、AutoML 模型
调优、自动裁剪、自动量化、流水线处理、CPU-GPU 并发处理等大量的工程优
化策略来对算法的实现过程进行改进，最终在原始算法版本上实现 200%的效率
提升。团队最终成绩 4.3766，第二名 1.0923，最终得分是第二名成绩的四倍。
在“短视频实时分类”赛道中，自动化所张一帆副研究员指导的
CASIA-AIRIA 团队构建的模型在所有参赛队伍中精度最高，最终归一化的结果
得分与第一名仅相差 4%，领先第三名近 30%，顺利获得该赛道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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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喜获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多项大奖
2018 年 11 月 10-11 日，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2018 学术年会暨理事会在北京隆
重举行，会上颁发了“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奖”、
“青年创新奖”以及中
国中文信息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经过评奖办公室和相关领域专家评审
组的初审、终审、公示后，中科院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语言处
理研究组喜获“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汉王青年创新奖”、
“拓尔思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多项大奖。
赵军研究员项目组完成的项目“大规模开放域文本知识获取与应用平台”
（完
成人：赵军、刘康、何世柱、陈玉博）荣获“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该项目旨在当前大数据环境下，将已有信息结构化、知识化、关联化，
构建大规模知识图谱，进而对用户需求进行深层语义解析，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
查询和推理，以满足用户深层次的知识需求。
张家俊副研究员获得“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奖—汉王青年创新奖”。
张家俊博士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自然语言处理与机器翻译的相关研究工作，在人工
智能与自然语言处理的国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在面向机器翻
译的短语与句子的语义表示和低资源机器翻译方面做出了比较有影响的工作。
王少楠助理研究员的博士论文“文本向量表示方法研究”被授予中国中文信
息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拓尔思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王少楠博士一直致力
于自然语言理解的相关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词汇、短语和句子的表示模
型，语义分析与计算、认知语言学等。

实验室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团队荣获“2018 年国际大学生类脑计算大
赛”创新特等奖
2018 年 10 月 13-14 日，2018 年国际大学生类脑计算大赛总决赛在清华大学
成功举办。本次大赛邀请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英国肯特大学、中科院自
动化所、中科院计算所、中国传媒大学、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灵汐科
技的教授和专家担任评委。吸引了国内外 84 所高校和研究院所的近 300 支参赛
队伍。由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和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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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余山研究员指导，研究生曾冠雄、崔波和博士后陈阳组成的团队荣膺大赛
唯一的最高奖—创新特等奖。
国内外 84 所高校和研究院所的近 300 支参赛队伍各显身手，进行了激烈角
逐，参赛作品涵盖硬件、算法、软件、应用等多个方面，经过严格的筛选与评审，
来自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参赛作品《基于情境信号的连续多任务学习》获
得评委的高度评价，最终摘得大赛最高奖─"创新特等奖"，并收获了 30 万人民
币的奖金。

实验室图像与视频分析团队荣获图像图形学会和人工智能学会科学
技术二等奖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图像与视频分析团队在 2018 年 12 月，分别荣获
“2018 年度中国图像图形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以及“2018 年度中国人工智能
学会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8 年 12 月 10 日，2018 年度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公
示，经资格审查、同行专家初评和会议终评三个阶段，图像与视频分析组完成的
项目“图像特征精简表示与高效计算”喜获二等奖。该项目旨在对图像特征进行
高效提取和紧致表示，并对特征匹配、索引、检索、识别等任务进行速度优化，
满足大规模图像、视频内容分析、识别、检索的需求。
2018 年 12 月 8-10 日，第八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在苏州隆
重举行，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被誉为“中国智能科学技术最高奖”，代
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高荣誉。经过相关领域专家评审组的初审、终审、公示后，
图像与视频分析组完成的项目“基于结构关系和语义建模的视频广告植入技术及
应用”喜获“科技进步二等奖”。 该项目研究的技术服务于娱乐领域的核心分支
业务，为合作的视频服务商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打造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

实验室图像与视频分析团队荣获 PRCV2018 美图短视频实时分类挑
战赛冠军
2018 年 11 月，中国模式识别与计算机视觉学术会议（PRCV2018）上举办
5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简报

2018 年第 4 期

的美图短视频实时分类挑战赛中，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图像与视频分析团队
博士生史磊、程科在指导教师张一帆的带领下，从 100 多支队伍中脱颖而出，一
举摘得了第 一名的桂 冠。本次短 视频实时 分类挑战赛 （ Meitu Short Video
Real-Time Classification Competition, MTSVRC）是 PRCV2018 的竞赛单元之一，
由美图公司承办。奖金池高达 260,000 元，共有 137 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商汤
科技、爱奇艺等知名公司和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等知名高
校。针对此次比赛，该团队从视频解码与模型设计两方面入手，提出了一套高精
度高效率的解决方案，包括一套完整的短视频 CPU 解码方案与一套特别为短视
频数据设计的两流串行识别模型，在最终的评比中取得了单视频推断速度
58.9ms/video，测试集 87.9%的准确率（第二名是 84.6%），并获得了第一名的好
成绩。

实验室副主任王亮研究员当选 2019 IEEE Fellow
2018 年 11 月，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亮收到 IEEE 通知，获知
当选 2019 IEEE Fellow。IEEE Fellow 即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会士，为协会
最高等级会员，是该组织授予的最高荣誉，在学术科技界被认定为权威的荣誉和
重要的职业成就，每年由同行专家在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中评选出，当选人数不
超过 IEEE 会员总人数的 0.1%。由于每年当选的 IEEE Fellow 数量较少，决定了
当选科学家基本都是在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内取得重要成就的杰出科学家。

科研进展
基于图神经网络的会话推荐
会话(Session)是服务器端用来记录识别用户的一种机制。在推荐系统中，基
于会话的推荐(Session-based Recommendation)是依据一个时间窗口内用户连续
的行为进行推荐。比如，一位用户在登录淘宝的这段时间里连续点击了 10 个商
品，那么这 10 个商品就构成了一个短序列。由于会话数据具有海量、匿名的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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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基于会话的推荐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为了更好地捕获会话的结构并考
虑节点间的转换，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吴书副研究员、王亮研究员、谭铁牛
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图神经网络(Graph Neural Network, GNN) 的会话推
荐方法。该方法将所有会话序列聚合在一起并建模为图结构。基于该图，GNN
可以捕获项目的转换关系。之后使用注意力机制 (Attention Mechanism) 将每个
会话表示为全局偏好和会话当前兴趣的组合并据此进行推荐。在两个开源数据上，
该模型性能持续并显著地好于其他方法。相关研究成果已被国际会议 AAAI 2019
接收。

图 1. 基于图神经网络的会话推荐

基于变分解表达的异质人脸识别
随着深度学习在人脸识别中的广泛应用以及手机移动终端的普及，异质人脸
识别受到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关注。由于较大的模态差异以及缺乏足够多的训练
数据，近红外-可见光异质人脸识别目前仍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博士生吴翔、赫然研究员、孙哲南研究员等人
提出了一种基于变分解表达的异质人脸识别方法。受到生成式模型启发，该方法
试图在特征学习过程中引入重采样策略，来缓解卷积神经网络全连接层参数过多
导致的过学习问题。该方法尝试去寻找一个独立的隐变量，利用变分下界优化近
似后验概率分布，希望可以将人脸特征中所包含的身份信息和光谱信息进行解耦。
为了更有效地求解身份特征表达，进一步假设近红外和可见光信息存在一个线性
投影关系，从而约束了参数的求解空间。提出的变分解表达方法在 CASIA
NIR-VIS 2.0, Oulu-CASIA NIR-VIS 和 BUAA-VisNir 三个数据库上显著地提高了
异质人脸识别精度。相关研究成果已被国际会议 AAAI 2019 接收。

图 2. 基于变分解表达的异质人脸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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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连续情感时序多标注学习
情感具有模糊性的特点。由于人的主观性等因素，正确地描述和预测情感状
态是很困难的。为了得到一个可靠的情感标签，常常有多位标注者对同一段视频
或者音频进行标注。因此，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从原始的多个标注者得
到一个可靠的标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取一致性多的标签（分类问题）或者取平
均值（回归问题），这相当于是给每个标注者相同的信任度，然而每个标注者具
有不同的专业水平，而且每个人的主观认知也不相同，因此需要考虑他们的可靠
性和个体差异性。另外，情感的标注具有时序变化特性，每个标注者的不同反应
时间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延迟，这又增加了挑战。针对这一问题，智能交互团队博
士生黄健、陶建华研究员等人提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连续情感时序多标注学习框
架，如图 3 所示。前半部分和基本的情感识别框架类似，包括输入层、LSTM 层
和全连接层，不同模态的特征送入到长期短期记忆递归神经网络(Long Short
Term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LSTM-RNN)对情感的时序信息进行编码，最后
利用全连接层得到输出层，最后增加一层 Crowd 层对不同的标注者进行建模。
该工作提出的方法在 AVEC 2018 音视频库公开测试集上获得较大的性能提升，
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多媒体领域会议 ACM Multimedia 2018 上。

图 3. 基于深度学习的连续情感时序多标注学习框架

非对称多值哈希特征学习方法
哈希学习将数据表示成紧凑的二值串，显著地降低了存储、通信和计算开销，
逐渐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大多数现有的哈希方法都属于对称哈希的范畴，诸
如经典的局部敏感哈希，核哈希等。这类方法对于数据库和查询数据均使用同一
哈希函数进行编码生成哈希码。近年来，非对称哈希方法相继被提出，这类方法
使用两种不同的哈希函数分别对数据库和查询数据进行编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然而，在哈希方法中二值编码必将带来信息损失，使得现有的哈希方法无法取得
较高的检索正确率。为了削减二值属性的约束，时空大数据处理团队（STDAL）
的博士生达铖、向世明研究员、潘春洪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新颖的非线性非对
称多值哈希方法（Nonlinear Asymmetric Multi-Valued Hashing，NAMVH）。该方
法利用蕴含更多信息的实数值编码和多整数值编码来获取具有更好的相似性保
持性能的哈希编码。其中，查询数据通过多层神经网络映射到一个低维实值空间，
从而获取低维实数值编码。而针对数据库数据，则使用二值稀疏表示来构建多整
数值码。具体地，一个多整数值码被表示为一个二值字典和一个稀疏 0/1 指示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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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乘积。实验结果表明使用这种非对称的编码形式可以充分地增强编码的表达
能力，从而取得较优的检索精度。同时，由于多整数值码的二值稀疏表示，所提
出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编码的存储效率和检索效率。相关工作已被国
际期刊 IEEE T-PAMI 接收。

图 4. 非线性非对称多值哈希学习方法

深度自进化聚类：通过讨论相关性来重新思考和处理一般性的聚类
如何利用 DNN 的学习能力来解决聚类问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基本
定义来看，聚类的目的是将相似的数据聚为同类，将不相似的数据聚为不同类。
根据以上定义，时空大数据处理团队（STDAL）的博士生常建龙、向世明研究
员、潘春洪研究员等人通过讨论成对样本之间的相关性来将每个样本映射为
One-hot 的向量以实现聚类的目的。在实际应用中，该模型不仅可以处理多种数
据的聚类任务，例如：图像，文本，音频等等，还有着很好的理论基础来保证模
型的有效性。算法流程如图 5 所示。该研究成果已经被国际期刊 IEEE T-PAMI
接收。

图 5. 深度自进化聚类算法框架

从翻译熵的角度缓解神经机器翻译的漏翻问题
神经机器翻译近年来不断取得突破，并逐渐代替传统的统计机器翻译，成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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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效果最好的翻译方法。然而神经机器翻译仍然存在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漏
翻。所谓漏翻，就是在翻译过程中，神经机器翻译系统会错误地漏掉源端某些重
要的单词。先前的工作均是从模型的角度去缓解漏翻的问题，然而却忽略了源端
单词的特性对漏翻的影响。基于此，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博士生赵阳、宗成庆研究
员等人从源语言的角度分析了神经机器翻译的漏翻问题，并发现翻译熵较高的单
词，其漏翻率也较大。根据此观察，提出了一种由粗粒度到细粒度的框架来缓解
高熵词的漏翻问题。首先将高熵词的候选翻译替换为一个统一的特殊字符，来减
少高熵词的翻译熵。然后探索了三种不同的细粒度策略来减少翻译系统的漏翻现
象。该工作是从源端角度缓解神经机器翻译漏翻现象的一次尝试，取得了显著的
提升。相关研究成果已被国际会议 AAAI2019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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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缓解漏翻问题的神经机器翻译

基于循环指针网络的多轮客服对话话语对齐模型
在真实的客服场景中，客户-客服的会话数据中常常包含多个咨询信息，也
就是说一个会话中存在多个问题（客户提出的）和答案（客服回答的），除了问
题和答案还会存在确认、客服提问、聊天等会话，情况更糟的是，这些会话数据
中的问题和答案是穿插在一起的，并没有明显的标记知道哪个答案对应哪条问题。
在上述情况下，需要将客户的问题和客服的回答进行对齐，标记答案和问题之间
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不仅有利于在消费者咨询热点分析、商家质检等业务场景中，
对于客服的问题解决能力进行质检。同时在构建智能客服系统的需求下，可以自
动标注大量训练数据。在多轮客服对话中的问答对齐中，不仅需要建模单个问答
对之间的关系，不同问题、不同答案、不同问答对之间的关系都会相互影响。同
时，问答对齐不是一个典型的分类过程，随着对话的进行候选对齐的咨询数量也
在增加，并且有些回答可能会与多个咨询进行对齐。针对这一问题，自然语言处
理团队何世柱副研究员、刘康副研究员、赵军研究员等人提出了基于循环指针网
络（Recurrent Pointer Networks）的问答对齐模型。通过循环神经网络对上下文
建模，同时用指针网络来计算不定量的多个二分类结果，以解决空对齐和一对多
对齐的情况。相关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AAAI2019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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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基于指针网络的话语对齐模型示意图

基于高斯过程的经验知识迁移学习及其在视觉跟踪中的应用
当前，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视觉目标跟踪问题在相关滤波和孪生全卷积神
经网络互相关这两个大的模版匹配框架上分别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考虑
到视频中的待跟踪目标有着很强的时序相关性，如何有效地利用已有的、较长时
间段内的跟踪结果来解决目标表观和环境变化导致的跟踪漂移问题依然没有得
到很好的解决。以此为出发点，视频内容安全团队高晋副研究员、胡卫明研究员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高斯过程的经验知识迁移学习框架，并将其与粒子滤波跟踪
框架进行了有效的结合，在将相关滤波响应图作为粒子分布产生器的同时，又将
迁移学习得到的经验知识用来对相关滤波模版学习进行动态调整，通过对历史跟
踪结果的有效利用，最终实现了一种高斯过程和相关滤波融合的视觉目标跟踪算
法。尽管没有依赖深度特征的提取，我们的方法依然在多个主流视觉跟踪数据集
上取得了不错的性能表现，充分验证了对历史跟踪结果进行有效利用对于提升跟
踪结果具有很大的潜力。相关成果已被国际期刊 IEEE T-PAMI 接收。

图 8. 高斯过程和相关滤波融合的视觉目标跟踪算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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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京东 AI 研究院副院长梅涛访问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作学术报
告
2018 年 11 月 1 日下午，京东 AI 研究院副院长，京东集团技术副总裁，美
国计算机协会杰出科学家，国际模式识别学会会士梅涛博士到访自动化所，并作
题目为“人工智能重构服务体验”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张天柱副研究员主持。自 1960 年代计算机视觉技术诞生以来，研究者们一直
致力于使机器能够描述所见的内容。近年来深度学习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计算机
视觉的研究。据称，目前的计算机视觉技术可以实现 5 岁孩子的视觉系统。结合
京东平台的实际业务场景，梅涛博士在这次讲座中重点介绍了视觉、多媒体等领
域相关技术的最新进展，如细粒度图像分类、行为识别、人脸识别、姿态估计、
视觉描述生成等，以及如何应用这些创新技术重构零售的服务体验。最后，梅涛
老师介绍了京东 AI 平台体系结构和的发展规划。互动提问环节，在座师生积极
提问，就深度学习架构设计、视频分析在京东场景中的应用和京东 AI 研究院相
关就业情况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日本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 Yuji Matsumoto 教授访问实验室
并作学术报告
2018 年 12 月 13 日，国际计算语言学协会 ACL 会士、日本奈良先端科学技
术大学院大学的 Yuji Matsumoto 教授受邀访问中科院自动化所，并作题为
“Scientific Paper Analysis: Knowledge Discovery through Structural Document
Understanding”的主题学术报告。报告由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宗成庆研究员
主持。Yuji 教授在报告开始提到目前互联网上可以访问的学术文章超过 1 亿篇，
并且每个月都在以数以万计的速度增长。因此，他强调从海量学术文献中发现知
识、获取知识、表示知识和利用知识既具有学术研究意义、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讲座中，Yuji 教授从文档分析、文档检索、知识抽取、信息可视化以及决策推断
等方面逐层深入，详细介绍了大规模网络文献分析系统的框架和方法设计。讲座
后，作为从事自然语言处理工作几十年的资深学者，Yuji 教授还与师生进行了面
对面交流。同学们根据自己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和 Yuji 教授进行深入探讨。Yuji
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给大家提供了详细实用的意见和建议。期间，他还分享
了自己在求学和研究过程中的感触，为同学们的求学生涯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和
参考的经验。

飞步科技 CEO、浙江大学何晓飞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18 年 10 月 19 日，飞步科技 CEO、浙江大学何晓飞教授到访自动化所，
并作题目为“无人驾驶中的人工智能挑战”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模式识别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董未名研究员主持。无人驾驶作为一项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交通方式
的技术，近年来被各大汽车厂商以及科技巨头列为研究计划之一。然而，如何将
人工智能相关算法有效应用于自动驾驶技术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何教授围绕
无人驾驶系统构架展开本次报告，分别介绍了基于机器学习的检测识别、复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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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定位以及低耗能高性能计算平台中的挑战，并且介绍了相关挑战的解决算法。
会上，参与报告的老师和同学们对语义分割和实例分割在自动驾驶中扮演着什么
样的角色，以及二维的图像数据和三维的激光雷达数据是怎么进行融合等人工智
能算法应用细节进行了提问，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项目立项
实验室第四季度新建立课题 33 项
实验室 2018 年第四季度新建立课题 33 项，总科研经费 5037.86 万元，其中
国家任务 9 项、中科院任务 2 项、企业委托 20 项、地方任务 2 项，部分项目如
下：
项目
负责人

项目类型

基于太赫兹技术的植物状态患者
促醒关键技术研究

宋明

国防科技创
新特区项目

27

2018-12-30
至
2019-12-29

多模态数据计算

陶建华

先导专项

250

2019-1-8
2020-1-7

基于多组学的重大精神疾病精准
诊疗研究

蒋田仔

先导专项

1853

2019-1-16 至
2020-1-15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张煦尧

企业委托

15

2019-1-18 至
2020-1-17

语义分析与实体关系挖掘

周玉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75

2019-1-25 至
2020-1-24

面向案件审判执行全流程的智能
问答技术及平台

刘康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474

2019-1-26 至
2020-1-25

移动办公模式下模态深度融合的
协同交互与反馈

陶建华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562

2019-1-28 至
2020-1-27

多通道融合的音频检测与识别

温正棋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415

2019-1-30 至
2020-1-29

基于脑神经信息的认知技术威胁
预警系统研究

卢汉清

地方任务

170

2019-2-4
2020-2-3

至

儿童学习及学习困难与脑网络发
育的动态关系

左年明

地方任务

100

2019-2-5
2020-2-4

至

杨小汕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
项目

99.2

2019-2-10 至
2020-2-9

复杂场景下非合作目标鲁棒识别
方法研究

杨小汕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项目

20

2019-2-14 至
2020-2-13

网络异质媒体监测及识别模块

李兵

企业委托

175

2019-2-21 至

项目名称

面向两岸热点事件的社交多媒体
大数据协同感知与计算

13

经费
执行期
（万元）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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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20
“优图研究”联合项目

董未名

企业委托

65

2019-3-7
2020-3-5

至

针刺涌泉穴对颅脑损伤后最小意
识状态患者促醒机制的研究

崔玥

企业委托

10

2019-3-8
2020-3-6

至

基于知识图谱的语义化检索问答

刘康

企业委托

40

2019-3-12 至
2020-3-10

基于对话分析的出行领域智能客
服

何世柱

企业委托

15

2019-3-16 至
2020-3-14

PTSD 患者随访及疾病预测系统
平台研发

罗冠

企业委托

50

2019-3-17 至
2020-3-15

语音端对端识别研究

陶建华

企业委托

55.62

2019-3-20 至
2020-3-18

基于直升机航巡数据的图像识别
模型研究

刘雨帆

企业委托

32.9

2019-3-22 至
2020-3-20

银河水滴联合实验室启动经费

王亮

企业委托

200

2019-4-16 至
2020-4-14

面向深度学习的直升机航巡数据
的结构化分析和处理技术服务

王坚

企业委托

50.4

2019-3-23 至
2020-3-21

智能货柜物体抓取识别系统

孟维亮

企业委托

25

2019-3-24 至
2020-3-22

基于声学环境深度感知和对抗学
习的微型阵列语音增强方法研究

刘文举

企业委托

15

2019-3-25 至
2020-3-23

数据和知识联合驱动的视频精彩
内容剪辑

杨小汕

企业委托

15

2019-4-2 至
2020-3-31

基于特征点的人脸三维重建技术

朱翔昱

企业委托

67

2019-4-4
2020-4-2

至

基于无人机高光谱图像的智能育
种系统

李邦昱

企业委托

90

2019-4-8
2020-4-6

至

医学影像病灶（肺部）区域检测
与分割

徐士彪

企业委托

50

2019-4-11 至
2020-4-9

基于航空日志的混合汉英翻译系
统

周玉

企业委托

94.5

2019-4-15 至
2020-4-13

行人再识别（ReID）技术

雷震

企业委托

100

2019-5-2 至
2020-4-30

文体活动
“亲近自然 乐享金秋”--记 2018 年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秋游
金秋十月，天高云淡，秋风送爽，秋意怡人，正是放松心情、感受集体活动
乐趣、探寻自然丰富多彩的大好时机。10 月 27 日，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组
织职工及研究生百余人奔赴定都阁，一赏秋日美景。定都阁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
14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简报

2018 年第 4 期

潭柘寺镇定都峰上，共有六层，为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造型。其位置处于长安街
向西的延长线上，是传说中“燕王喜登定都峰，刘伯温一夜建北京”的所在地。
定都峰四周群山绵延逶迤，峻岭叠嶂，山峰上巨石嶙峋，峰顶陡峭高悬，有“京
西观景第一峰”的美称。两百多阶台阶蜿蜒曲折，登上定都阁，大家顿感心胸开
朗，西观群山绵亘，东眺京城似锦。天公作美，登上顶峰也可望见整条长安街。
大家沉醉在这广阔美丽的景色中，或登高望远，或驻足留影。不仅得到了身心放
松，也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昂首向前，向阳远眺，将满满的惬意与欢乐留在
心底。

“重温入党誓词，传承革命精神”--记 2018 年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参
观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
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 87 周年之际，为深入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传承革命
精神”学习教育工作，进一步增强党员爱国情怀，锤炼党员党性，2018 年 11 月
14 日上午，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党支部在中心主任蒋田仔同志的带领下组织党员
和工作人员共 50 余人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进行了参观学习，重
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脑网络组研究中心一行人首先来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透过大量的历史
图片，雕塑，战争遗物，影视片断等，党员同志们回顾了中华民族从 1931 年“九
一八事变”到 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重要历史阶段，
感受了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的革命奋斗精神，深
深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中华名族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的巨大民族牺牲的重要贡献。走出展览馆，大家走上了卢沟
桥，在这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
称“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当党员们
走在这座见证了中华民族百年风雨的古桥上时，斑斑驳驳、凹凸不平的桥面让大
家深刻感受到了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的爱国情
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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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参观学习让脑网络组研究中心所有人员接受了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爱
国主义教育，带来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大家清楚地认识到，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
不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更加需要坚定爱国之心，在共产党的带领下，牢记使
命，不忘初心，传承革命精神，把爱国热情化作工作的动力，为早日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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