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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实验室 2018 年度工作年会暨学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顺利召开
2019 年 1 月 18 日至 19 日，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8 年度工作年会暨
学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在中科院自动化所智能化大厦顺利召开。中科院自动化
所党委书记牟克雄、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副局长王颖、重点实验室处处长侯
宏飞及副处长白雪瑞、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技术委员会委员及实验室全体成
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1 月 18 日上午，实验室副主任王亮研究员主持召开实验室自主课题汇报，
实验室主任刘成林研究员首先致辞，为大家简要介绍了自主课题的资助情况，希
望各课题重点汇报本年度的新工作、新问题。随后，课题负责人依次汇报了各课
题的科研进展、成果发表等多方面情况，室务会成员根据汇报情况进行了评议，
一致同意对 12 个自主课题继续进行资助。
1 月 18 日下午，实验室副主任余山研究员主持召开学术报告会，学术委员
会委员南京理工大学杨健教授、技术委员会委员华为首席科学家刘群及优秀开放
课题代表：华侨大学陈叶旺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沈超教授、南开大学杨巨峰副
教授分别做了学术报告，受到与会师生的热烈欢迎。
1 月 19 日上午，2018 年度工作会议正式开始。自动化所党委书记牟克雄致
辞，他首先简要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人工智能的系列讲话。希望在新时期抓
住机遇，赶上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表示自动化所已经从顶层设计方面进行了一
定的探索和创新，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自动化所的核心和骨干，2019
年应围绕党组织要求及研究所的整体布局，全面推进各项工作，并希望能够进一
步听取各位学术委员和技术委员的宝贵意见。
随后，实验室主任刘成林研究员做 2018 年度实验室工作报告。报告主要介
绍了实验室基本情况、人才队伍建设、承担科研任务情况、科研产出与代表性成
果、运行管理与开放交流等方面的情况。工作报告之后，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
局王颖副局长发言，对实验室 2018 年度的工作及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希望实验
室能够从重大科学问题及原始创新的角度开展工作，在国家及中科院的布局下明
晰定位，合理规划学科方向，进一步探索体制机制的深化与完善。
接下来，学术委员会与技术委员会分别在两个会场同时召开。实验室主任刘
成林研究员主持召开学术委员会。崔海楠向学术委员会汇报了 2019 年开放课题
的申请情况、
2018 年在研开放课题的进展情况以及 2017 年开放课题的结题情况。
委员们对 2019 年申请开放课题基金的 58 个申请课题进行综合评审，最终评选出
拟资助课题 20 个。实验室副主任、第二届技术委员会主任陶建华研究员主持召
开技术委员会，自动化所牟克雄书记代表研究所参会并为新一届委员们颁发了聘
书。委员们结合国家战略布局、行业发展现状，针对实验室未来发展展开了积极
讨论。
最后，刘成林主任对各位学术委员和技术委员提出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表示
将认真思考采纳这些建议。他初步总结出实验室未来几项重要工作：1）面向国
际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凝练可以产生重大学术影响力和应用显示度的研究
方向，做好顶层设计，形成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2）整合队伍，充分
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加强团队间交流合作，培育新方向；3）面向国家需求和
行业应用，与高校、企业合作建设开放技术平台；4）通过撰写模式识别白皮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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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学科发展战略等发挥学科领域引领作用。
1 月 19 日下午，实验室召开全室职工讨论会，工作小组对本年度在学术交
流、宣传与成果演示、研究生教育、网站与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做了详细汇报。
随后，实验室全体员工分为三个小组，对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资源优化使
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在工作年会的闭幕式上，对获得 2018 年度实验室优秀员工的周玉、吴毅红、
刘燕、樊彬、宋明、严冬明六位同志进行了表彰。刘成林主任在总结讲话中，再
次感谢实验室全体成员一年来的辛勤努力，感谢大家对实验室发展提出的宝贵建
议，表示实验室在新的一年将重点放在产出重大的原创性成果及行业应用上，积
极打造开放平台，发挥学术引领地位，争取各项工作迈向新台阶。

“远距离步态识别系统研究与应用”项目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
2019 年 3 月 1 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由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
心和银河水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完成的“远距离步态识别系统研究与应用”
项目获二等奖，成果系统研究了步态识别的计算理论和技术方法，形成了全球最
高精度的跨视角步态识别技术和最大视频容量的步态数据库，并在京转化落地，
孵化了全球第一家步态识别商业化公司──银河水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
三星、华为、腾讯、美的等公司合作，推动了人工智能在泛安防、智能家居、智
能驾驶等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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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报：实验室陶建华研究员入选 2018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 2018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的
通知》，实验室副主任陶建华研究员入选 2018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政府特殊津贴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关心爱护广大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
才，加强高层次、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特向陶建华研究员表示祝贺！

喜报：实验室三位老师入选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
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印发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入选人
员名单的通知》。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入选人员名单包括两个层次的五类人才，
共计 1419 人。实验室副主任王亮研究员、张兆翔研究员及黄永祯副研究员荣耀
入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及青年拔尖人才！
特向三位老师表示祝贺！

喜报：实验室两位老师入选为 2019 年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根据《中国科学院人事局关于公布 2019 年度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名单的通
知》，实验室王少楠助理研究员、张煦尧副研究员于 2019 年入选院青年创新促进
会成为第 9 批会员。
特向以上两位老师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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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面向人体动作识别的双流自适应图卷积神经网络
在人体动作识别任务中，人体骨骼点数据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数据形式。它对
于人体的大小、视角，以及背景的干扰等都有很强的鲁棒性，并且数据可以很方
便地通过深度相机以及人体姿态估计算法获得。但是如何有效地建模骨骼点数据
并将其应用到人体动作识别任务中目前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针对这一问题，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图像与视频分析课题组博士生史磊、张一帆副研究员等
人提出了一种双流自适应图卷积神经网络来建模骨骼点数据并对人体动作进行
识别。该方法较好地解决了现有研究工作中由骨骼点构成的拓扑图结构由手工设
定，无法最优适配识别任务和数据的问题。我们通过自适应的学习图模型的结构
参数，动态调整拓扑图结构以适配识别任务和数据，并在骨骼点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利用更具判别力的骨骼特征来进行建模。该方法在权威的人体动作识别数据
库上带来了近 7%的准确率提升。相关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CVPR2019 接收。

图 1. 双流自适应图卷积神经网络基础模块结构图

用于无监督域适应的对抗图卷积网络
深度学习由于可以学习判别性强的特征表示，故在众多计算机视觉任务取得
显著效果。然而，保证模型优良性能的前提是具备大量的标注训练数据。现实中，
获取大量标注数据是耗时费力的，故无监督域适应通过利用源域的标注数据和大
量的目标域无标记数据训练模型，使其在目标任务获得良好的泛化性能。无监督
的域适应的关键难点在于如何减小不同领域的数据分布的差异。为了解决上述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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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多媒体计算团队硕士生马昕宏、徐常胜研究员等人总结了无监督域适应学习
中减少域差异的三种信息：数据的空间结构，域标签和类别标签。而现有的无监
督域适应方法大多只利用了其中一种或两种信息，并不能够使用不同的信息相互
补充和增强从而减少域差异。以此为出发点，作者提出了一种端到端的对抗图卷
积网络（GCAN）来对三种信息进行统一建模，从而减少领域差异。网络分别设
计了结构感知对齐、域对齐和类中心对齐机制来有效学习域不变的特征表示。五
个基准数据上的实验结果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CVPR2019 接收。

图 2. 用于无监督域适应学习的对抗图卷积网络

基于图神经网络的视觉跟踪方法
近年来，基于孪生网络的目标跟踪算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大多数基
于孪生网络的方法不能充分利用不同上下文环境中的目标时空表观信息。时空信
息可以提供丰富的特征来增强目标表示，上下文信息可以为目标的定位提供更好
的在线自适应。为了全面地利用历史目标模板的时空结构信息和搜索区域提供的
上下文信息，多媒体计算团队博士生高君宇、徐常胜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个新颖
的图卷积跟踪方法（GCT）来实现高性能的视觉跟踪。具体的，GCT 在一个孪
生网络框架中联合地组织了两种类型的图神经网络进行目标表观建模。所提方法
使用了一个时空图神经网络（ST-GCN）来建模历史目标模板的时空结构信息。
另外，设计了一个上下文自适应图神经网络（CT-GCN）来利用当前帧的上下文
信息学习自适应特征从而进行目标定位。在 4 个流行的目标跟踪数据集上的实验
结果表明提出方法具有很好的效果。并且，GCT 方法具有 50 帧每秒的跟踪速度。
相关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CVPR2019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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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卷积跟踪器的框架图

自适应间隔和采样的人脸识别算法
使用大规模非均衡数据进行训练是实际场景下人脸识别的核心问题。如何能
够处理非均衡问题并更有效的选择有价值样本和类别进行高效训练非常重要。为
此，生物特征识别与安全课题组博士生刘浩、雷震研究员等人提出了自适应间隔
和采样的人脸识别算法。
针对人脸数据的不均衡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自适应边缘归一化指数损失函
数，通过该损失函数让网络学习每个类别的间隔，使得样本匮乏类别的样本分布
更加紧凑。针对人脸数据规模大的特点，从两个角度进行探索；首先，针对人脸
数据类别数多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类层构建方式，该方式动态地选择当前
迭代中与当前 mini-batch 中样本最相似的类别和样本真实的类别的模板构建本次
迭代的分类层。在此基础上，对于人脸数据样本数量大的特点，在网络中建立了
一条由分类层到数据层的反馈通道来对样本权重进行动态调整。该算法在主流的
人脸识别数据库上都取得了超过当前最好算法的性能。相关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CVPR2019 接收。

图 4. Adaptive Face 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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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点云分析：通过深度几何关系建模推理三维形状
对三维点云进行分析非常困难，从一系列不规则分布的三维点中很难推理出
其隐含的形状。近年来，深度卷积神经网络（DCNN）在规则数据（图像、语音
等）处理中展现出了十分强劲的推理抽象能力，但是它难以分析不规则的点云数
据。为了拓展 DCNN 至三维点云分析领域，时空大数据处理团队的博士生刘永
成、向世明研究员、潘春洪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几何关系卷积方法，如图
5 所示。该卷积学习点间的三维几何关系，进而推理、抽象出三维点集所隐含的
几何形状。同时，得益于几何关系建模，该卷积对输入的三维点具有置换排列不
变性，而且对点云识别任务具备较好的刚性变换鲁棒性。以该卷积算子搭建的
DCNN 在三个主流的点云分析任务上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相关工作已被国际
会议 CVPR2019 接收。

图 5. 几何关系卷积算子

基于增强进化算法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搜索算法
卷积神经网络的自身结构通常需要精心设计，神经网络结构的好坏直接决定
了最终效果。目前，大多数卷积神经网络的结构都需要人工设计，在大量实验的
情况下，不断尝试，才能得到一个较优的结构。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何高效
地让计算机自动化地设计神经网络结构成为当下热点问题。时空大数据处理团队
硕士生陈玉康、孟高峰副研究员、向世明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增强进化算
法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搜索算法。该算法将原有进化算法中的随机变异用强化学
习模块代替，提高了神经网络结构搜索的效率。在实际应用中，该方法在图像分
类、语义分割等任务中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关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CVPR2019
接收。

图 6. 基于增强进化算法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搜索算法流程

针对非刚性形状匹配中不相容形状结构的局部频域描述子
构建鲁棒且具有判别性的局部形状描述子是计算机视觉应用中的重要问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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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有的基于学习的方法可以在一些特定数据集上达到良好效果，但是难以从
不同形状结构（如空间分辨率，连接关系和变换等）中学习到足够且鲁棒的信息。
针对这一问题，三维可视计算团队博士生王逸群、郭建伟副研究员、严冬明
研究员、张晓鹏研究员等人针对不同结构且可变形的三维形状提出了一种更具判
别性的局部描述子。基于 Laplace-Beltrami 框架的频域嵌入理论，构造了一个新
的局部频域特征，该特征在网格分辨率、三角化、刚性变换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
应变能力。之后，多尺度的局部频域特征被简洁的编码为一种新的几何图，称为
顶点频谱图。这种顶点频谱图可以有效的使用之前作者在 ECCV 2018 上提出的
基于深度学习框架进行局部描述子训练。该框架把关键点的邻域进行多尺度量化
为“几何图像”，并利用三元网络和三元损失函数进行学习。最后扩展了现在广
泛使用的数据集 FAUST，并使用重新网格化的方法生成了一种新的具有不同结
构的形状数据集。通过与不同方法对比，证明所提方法在该数据集上优于目前最
先进的方法。相关工作发表在国际计算机视觉会议 ECCV 2018 和 CVPR 2019
上。

图 7. 三维形状描述子生成的算法框架

基于音素相关说话人特征的个性化语音合成框架
对于多说话人语音合成及其自适应，参数合成系统构建速度快，便于快速自
适应。传统方法中多采用说话人识别任务中的特征，该特征对语音合成任务来说
不是最优的，缺乏对说话人发音特征的细粒度描述。如何更有效的挖掘说话人发
音特征成为研究重点。针对这一问题，智能交互团队博士生傅睿博、陶建华研究
员等人提出了从说话人全局言语风格和局部细节发音特征多个角度提取说话人
风格特征; 选择自动编解码器并引入注意力机制进行建模；在训练过程中根据条
件文本输入对全局和局部说话人特征进行动态融合，得到基于任务最优的说话人
发音信息表征。网络结构上对大语料平均模型和小语料自适应模型进行分解，引
入注意力机制进行融合，从而保证在数据分布不均衡情况下的整体语音合成效果。
在后端语音生成过程中采用基于神经网络的声码器, 运用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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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音特性进行精细化建模，引入说话人特征指导发音生成，提高语音合成可懂
度和自然度，相关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ICASSP2019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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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于音素相关说话人特征的个性化语音合成框架

基于深度学习的连续情感时序多标注学习
微表情是面部变化十分微弱的情感表达，具有自发性和真实的特点，在谎言
测试、医疗诊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前景。因此，当前不少研究者已经开展了
对微表情识别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方法中存在两点不足：
首先，在特征提取方面，主要使用的是人脸识别中所常用的 LBP 及其改进特征，
而这些特征在刻画面部细节变化时具有局限性；其次，在生成视频描述子方面，
所使用的三正交平面框架或者基于三维张量的方法都无法有效表征面部特征随
时间的动态变化。针对上述问题，智能交互团队博士生牛明月、陶建华研究员等
人提出了带有秩池化的区分性视频表示的微表情识别方法，如图 9 所示，该方法
首先利用所提出的局部二阶梯度模式来获得视频剪辑中面部帧序列的细节纹理
信息；然后通过秩池化方法来获得面部细节随时间的变化以生成视频表示描述子；
在此基础上利用 l2,1-范数行稀疏的特性来选择有区分度的特征；最后利用支持
向量机来获得分类的结果。该工作提出的方法在 CASME 和 CASME2 微表情识
别数据集上获得较大的性能提升，相关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ICASSP2019 接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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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带有秩池化的区分性视频表示的微表情识别算法流程图

基于对抗模仿学习机制的事件识别
近年来，事件抽取技术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从大规模非结构化文本
中抽取得到的结构化事件知识不仅能丰富现有以实体为核心的知识图谱，还能支
撑语义搜索、事件监控等上层应用。传统的事件方法通常首先使用外部自然语言
处理工具来进行实体识别，然后把实体识别的结果用于事件识别。然而，外部自
然语言处理工具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可能会产生蔓延并影响事
件识别的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博士生刘健、陈玉博博士、
赵军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对抗模仿学习的事件识别方法。该方法首先利用
标准人工标注信息构建标准知识向量，然后使用去除标注信息的文本构建不含标
注信息的知识向量。接下来，利用判别器去区分这两种向量，同时更新编码器参
数。编码器与判别器形成对抗学习，联合提升效果。实验证明这种方法可以显著
提升事件识别任务的效果。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会议 AAAI2019 上。

图 10. 基于对抗模仿学习机制的事件识别

同步双向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现有的机器翻译方法通常都采用从左到右逐词生成目标语言译文。然而，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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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单向解码框架不能充分利用反向（从右向左）解码产生的目标语言译文的未来
上下文信息，因此存在信息利用不充分和译文输出不平衡的问题。基于此，自然
语言处理团队周龙博士生、张家俊副研究员和宗成庆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同步
双向神经机器翻译模型。该模型采用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的同步解码策略，并通
过实时交互的方式预测译文输出，以便同时利用历史和未来的信息。具体来说，
作者首先提出了一种新的算法，能够在单个模型中实现同步双向解码。然后提出
了一种交互式解码模型，其中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生成不仅依赖于其先前生成
的输出，还依赖于由从右到左(从左到右)解码预测的未来文本。同步双向神经网
络机器翻译模型在汉语到英语和英语到德语翻译任务上获得了当前最好的性能。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语言处理顶级期刊 TACL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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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传统的单向译文生成模型与同步双向译文生成模型的对比示意图

学术交流
王成红教授访问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9 年 1 月 17 日，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大数据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浙江
大学王成红教授受邀访问中科院自动化所，并作题为“从卡尔曼框架到智能控制
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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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成红教授在报告中对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做了详细的梳理，并且指出建立
在状态空间上的现代控制理论（卡尔曼框架）越来越不能满足信息时代、特别是
当前智能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扩展卡尔曼框架，由此引出智能控
制理论框架。王教授从控制理论及思想层面，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从经典的“输入、
状态、输出”的卡尔曼框架，到“输入、特征、状态、输出”的智能控制理论框
架的过渡，试图探索一条能够满足现代需求的控制理论发展新途径。报告后，王
教授还与参会的师生就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基础研究领域，以及图像识别、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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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语言处理、无人驾驶等应用学科方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大家的研究工作提
供了诸多宝贵经验和思想方法。

Stephen Crain 教授访问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9 年 3 月 19 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Stephen Crain 教授受邀访问中科院
自动化所，并作题为“How grammars help humans and computers avoid surprises”
的主题学术报告。报告由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陶建华研究员主持。
本次报告中 Stephen Crain 教授通过梳理计算语言学的最新发展来解释人类
在解析句子时的可信机制，并重点阐述了分层语言模型相比于传统语言模型在认
知建模中的优势；该方法能够有效模拟人类解析句子时的流程，提高对语义的深
度理解能力。报告后，Stephen Crain 教授还与参会的师生就自然语言处理、认知
科学等研究领域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详细介绍了麦考瑞大学的基本情况，并希望
双方能在自然语言处理和认知科学等领域长期合作。

项目立项
实验室第一季度新建立课题 46 项
实验室 2019 年第一季度新建立课题 46 项，总科研经费 4373 万元，其中国
家任务 29 项、中科院任务 5 项、企业委托 12 项、部分项目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类型

经费
执行期
（万元）

基于视觉的大规模室内场景重建
与定位

申抒含

企业委托

36

2019-1-1 至
2019-12-31

面向汽车领域的知识问答系统构
建

赵军

企业委托

93

2019-1-4 至
2020-5-31

面向会议场景的多语言语音处理
技术研发

陶建华

企业委托

270

2019-3-12 至
2022-3-11

基于图结构的多人异常行为预测

赫然

企业委托

15

2019-1-15 至
2020-6-30

电力系统的智能监控与调度技术
研发

王威

企业委托

200

2019-2-15 至
2020-12-30

声学模型降噪处理与优化建模技
术

刘文举

企业委托

60

2019-1-1
2019-7-1

至

基于人脸识别的关键技术

雷震

企业委托

300

2019-1-3
2022-1-2

至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北京魔
门塔科技有限公司 无人驾驶环
境感知联合实验室

张晓鹏

企业委托

300

2019-1-25 至
2020-1-24

麦克风阵列联合项目合作协议

刘文举

企业委托

50

2019-3-12 至
20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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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冷启动推荐项目技术开发合
同

徐常胜

企业委托

100

2019-2-1 至
2020-3-31

面向 AI+教育的多媒体识别技术
研发

殷飞

企业委托

110

2019-3-12 至
2022-3-11

基于视觉认知的可视媒体合成与
评价

董未名

基金重点项
目

279

2019-1-1 至
2023-12-31

室内挑战性环境下机器人视觉定
位导航理论及应用

吴毅红

基金重点项
目

291

2019-1-1 至
2023-12-31

连续状态空间个性化语音情感识
别

陶建华

基金重点项
目

291

2019-1-1 至
2023-12-31

基于深度学习的特征点检测与描
述方法研究

吴福朝

基金面上项
目

62

2019-1-1 至
2022-12-31

基于近红外成像的意识障碍诊
断、预后及疗效评价研究

张玉瑾

基金面上项
目

57

2019-1-1 至
2022-12-31

P3P 问题多解之间的伴随出现现
象研究

胡占义

基金面上项
目

66

2019-1-1 至
2022-12-31

对话交互的动态场景内容认知及
规划理论和方法研究

杨明浩

基金面上项
目

65

2019-1-1 至
2022-12-31

中国古建三维数字化保护中的天
地图像融合问题研究

申抒含

基金面上项
目

66

2019-1-1 至
2022-12-31

意识障碍疾病的个体化脑功能网
络分析技术研究

宋明

基金面上项
目

59

2019-1-1 至
2022-12-31

监控场景下人脸识别方法研究

雷震

基金面上项
目

65

2019-1-1 至
2022-12-31

基于深度时空建模的人体动作识
别

张一帆

基金面上项
目

62

2019-1-1 至
2022-12-31

基于分层子空间学习的三维动态
人脸表情运动捕捉与迁移

吴怀宇

基金面上项
目

61

2019-1-1 至
2022-12-31

基于结构化深度学习的场景理解

卢汉清

基金面上项
目

63

2019-1-1 至
2022-12-31

基于知识引导与对抗学习的图像
文本描述生成方法研究

刘静

基金面上项
目

65

2019-1-1 至
2022-12-31

几何与语义相结合的复杂室内场
景三维重建技术研究

高伟

基金面上项
目

65

2019-1-1 至
2022-12-31

基于多中心磁共振影像组学的阿
尔茨海默病早期诊断关键技术研
究

基金面上项
目

刘勇

多元人脸属性协同学习方法研究

万军

基金面上项
目

62

2019-1-1 至
2022-12-31

深度神经网络特性分析与架构优
化研究

李子青

基金面上项
目

65

2019-1-1 至
2022-12-31

面向台风灾害评估的目标快速三
维重建与动态监测研究

董秋雷

联合资助基
金项目

218

2019-1-1 至
2022-12-31

13

57

2019-1-1 至
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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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共安全的视频敏感内容识
别技术研究

李兵

联合资助基
金项目

53

2019-1-1 至
2022-12-31

面向非结构化文本的大规模事件
信息抽取关键技术研究

陈玉博

青年基金项
目

26

2019-1-1 至
2021-12-31

基于上下文学习的层次化行为分
析与理解

赵朝阳

青年基金项
目

20

2019-1-1 至
2021-12-31

知识驱动的网络社会事件发现与
跟踪

钱胜胜

青年基金项
目

27

2019-1-1 至
2021-12-31

特征保持的三维建模及优化表示

郭建伟

青年基金项
目

27

2019-1-1 至
2021-12-31

跨场景的行人关联方法研究

杨阳

青年基金项
目

28

2019-1-1 至
2021-12-31

基于深度时空关系的视频关键点
跟踪

朱翔昱

青年基金项
目

25

2019-1-1 至
2021-12-31

基于层次化建模和联合任务学习
的复杂行为与事件分析

黄岩

青年基金项
目

26

2019-1-1 至
2021-12-31

面向脑神经元观测的光场显微成
像及数据前端处理技术

周树波

青年基金项
目

25

2019-1-1 至
2021-12-31

基于计算光场的复杂场景三维人
脸重建关键技术研究

刘菲

青年基金项
目

25

2019-1-1 至
2021-12-31

车辆特征多维感知与精细识别技
术

王金桥

STS 计 划 项
目

100

2019-1-1 至
2019-12-31

多语言海量信息处理技术与系统

周玉

STS 计 划 项
目

50

2019-1-1 至
2020-6-30

院百人计划-杨戈

杨戈

350

2019-1-1 至
2023-12-31

院青促会专项——王少楠

王少楠

院青促会专
项

18

2019-1-1 至
2023-12-31

院青促会专项——张煦尧

张煦尧

院青促会专
项

18

2019-1-1 至
2023-12-31

院百人计划

文体活动
“相亲相爱，其乐融融”——记 2019 年脑网络组三八妇女节茶话会
活动
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犒劳各位女性科研工作者过去一年的
辛勤工作，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在 2019 年 3 月 8 日下午，举行了热闹的茶话会活
动。中心综合办公室的老师们买来了蛋糕和水果，邀请中心的蒋田仔老师以及所
有中心的研究人员到场，大家齐聚一堂，品尝美食的同时，相互分享在工作和生
活中的各种趣事，现场气氛非常欢乐，增加了大家工作的乐趣，也促进了大家相
互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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