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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实验室 2019 年发展战略研讨会顺利召开
2019 年 8 月 5 日，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9 年发展战略研讨会在京顺
利召开，实验室全体研究员及青年科研骨干参加了本次会议。实验室主任刘成林
研究员首先进行会议致辞。他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国家对重点实验室
在原始创新能力、国际学术影响力、学科发展带动力、国家需求和社会发展支撑
力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大家能够不忘初心，积极解决科研领域重要
的本质问题，在面向国家重大应用需求、产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等方面集思广益、
贡献力量。
随后，实验室各个研究团队负责人分别汇报了本团队的科研进展及未来的发
展规划。在依次听取了各团队的工作汇报后，刘成林主任做了“实验室形式分析
及发展建议”的报告。他的报告分析了目前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发展动态，结
合研究所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的建设规划，探讨了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发
展目标，提出了实验室未来发展的工作设想，并列举了可能的实施举措。
在分组讨论环节，各组人员围绕实验室“三重大”产出要求、团队合作方式
等关键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建议。大家建议，实验室
应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团队交流与合作、开放共享平台、整合实验室资源、聚焦
自主课题、促进交叉研究并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会议最后，刘成林主任做总
结发言，他首先代表实验室感谢各位老师百忙之中积极参会并提出重要的意见和
建议。随后，他表示针对大家讨论取得的共识，实验室会后将认真梳理，也将进
一步了解各团队情况，并在协调团队合作、加强学术交流、聚焦自主课题、促进
平台开放共享等方面部署可行的实施方案；最后，他希望大家能够不忘初心、积
极进取，为实验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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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 2019 年新生入室欢迎会顺利召开
2019 年 9 月 11 日，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9 年新生入室欢迎会在自
动化所顺利召开，实验室主任刘成林研究员、副主任陶建华研究员及 100 余位新
同学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伊始，实验室主任刘成林研究员致欢迎词。他首先代表实验室欢迎各位
新同学的到来，并表示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第一批成立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累，引领了国内模式识别领域的发展，在国内外
都享有较高的声誉。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国家需求和社会应用都对相关技
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验室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基于实验室
良好的科研条件，全面了解该领域研究的过去及现状，夯实基础，树立长远的目
标，不急不躁，做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随后，实验室副主任陶建华研究员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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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等六个方面，向同学们全面细致的展示了实验室的
全貌。最后，实验室综合办赵微老师从日常管理、规章制度、公共计算平台等日
常工作生活的细节做了介绍和说明。新生入室欢迎会作为实验室多年的传统，开
启了同学们充实、美好的科研历程。

实验室获国际文档分析与识别大会（ICDAR 2019）多项竞赛冠军
2019 年 9 月 20 日-25 日，国际文档分析与识别大会（ICDAR 2019）在澳大
利亚悉尼举行，会上宣布了 ICDAR 2019 竞赛项目的比赛结果。其中，实验室模
式分析与学习团队（团队成员包括刘成林研究员、殷飞副研究员、研究生李晓辉、
冯伟、赵梦彪等）在多项比赛中获奖。
本次竞赛由 ICDAR 组委会和多家学术机构和科技企业联合举办，主要目的
在于评估当前最先进的图像处理算法在复杂条件下对文本检测和识别等任务的
准确性和鲁棒性，并探索未来的研究方向与趋势。本次竞赛包含文档分析与识别
中图像处理、版面分析、检测和识别等多项任务。其中实验室模式分析与学习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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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参加了四项任务的竞赛，最终取得了两项冠军和两项季军的优异成绩。具体地，
在“历史书籍分析”比赛中的“字体判别”和“图文分割”两项任务中获得冠军，
在“自然场景任意形状文本行端到端识别”比赛中的“拉丁文”和“中文与拉丁
文”两项任务中获得季军。另外，在大会优秀论文评选中，模式分析与学习团队
研究生徐玥、殷飞副研究员和刘成林研究员等人发表的论文“CASIA-AHCDB：
A Large-scale Chinese Ancient Handwritten Characters Database”获得“最佳海报论
文”提名奖。本次大会共收到投稿 403 篇，录用论文 228 篇，其中口头发表论文
52 篇、海报论文 176 篇。共有 500 多名注册代表参加了大会。

实验室获得 2019 年 VideoNet 视频内容识别挑战赛冠军
2019 年 8 月 28 日，由实验室朱贵波副研究员和王金桥研究员带领的团队在
中国多媒体大会（ChinaMM 2019）上举行的 VideoNet 视频内容识别挑战赛中获
得冠军。同时受邀在中国多媒体大会 ChinaMM2019 的专题论坛上做报告。本次
VideoNet 视频内容识别挑战赛是由复旦大学、计算机学会和极链科技联合主办，
参赛队伍超过 360 支，包括来自中科院、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顶尖高
校以及来自阿里巴巴、华为、腾讯、京东、大华等众多知名企业队伍。亚军和季
军分别由北京大学团队和阿里巴巴团队获得。VideoNet 视频内容识别挑战赛包含
行为事件识别、物体检测、开集场景识别三个子任务，比赛最终成绩由三个子任
务共同加权获得。
实验室参赛团队最终综合结果相比于第二名高了 1.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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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荣获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文明号称
号
根据《共青团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关于命名 2017-2018 年度中央和国
家机关青年文明号的决定》（中团工委发[2019]4 号），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
究中心荣获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文明号称号。2019 年 9 月 10 日，中国科学院团
委在京举办青年文明号授牌仪式暨创建经验交流会，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
文明号集体并授牌。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张兆翔研究员作为代表介绍
了所在集体的先进事迹，交流了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的经验，围绕创建目标和创
建计划，畅谈了未来工作设想。

实验室刘静研究员和刘康副研究员荣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2019 年 8 月 16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9 年评审结果正式揭晓，实验室
刘静研究员、刘康副研究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2012 年开始设立，旨在支
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较好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
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快速成长，培养一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
干。根据统计，本年度共有来自 196 家单位的 600 位申请人入围国家优青，资助
强度为 120-130 万元／项。

实验室董秋雷研究员获 2019 年院公派留学资助
2019 年 9 月，院人事局发布了 2019 年院公派出国留学录取通知，实验室董
秋雷研究员获得该计划“交流项目”资助，将赴美留学 3 个月。院公派留学“交
流项目”旨在通过支持高层次人才学术休假，为其提供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加
强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及合作，提升对世界科技前沿的把握能力。申请人需具
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实际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并能熟练运用留学国家的
官方语言。2019 年该计划资助名额为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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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精选：基于脑启发的情境依赖学习与连续学习
人工智能已成为 21 世纪最具挑战性的前沿科学领域之一，但究竟什么是“智
能”？图灵奖得主 Allen Newell 和诺贝尔奖得主 Herbert A. Simon 曾经联合撰文
将智能定义为“适应环境变化，实现自身目的”，DeepMind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Shane Legg 总结了数十种智能的定义，提出智能的通用衡量指标应该是在不同的
环境中实现特定目的的能力。从中可见，个体对复杂、动态环境的高适应性是智
能的重要标志。
人类大脑显然是高环境适应性的典范。人不仅可以在新的环境中不断吸收新
的知识，而且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灵活调整自己的行为。在此方面，深度神经网
络与大脑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传统深度神经网络一方面会受到“灾难性遗忘”
问题的困扰，难以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保留旧知识，即缺少连续学习（continual
learning）的能力；另一方面，深度神经网络往往只能实现预先训练好的固定操
作，不能对实际环境中存在情境信息（比如自身状态，环境变化、任务变化等）
做出灵活的响应，难以满足复杂多变的需求，即缺少情境依赖学习
（contextual-dependent learning）的能力。这两方面能力的缺失是制约当前深度
神经网络发展出高水平智能的重要瓶颈。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实验室脑网络组研究中心硕士生曾冠雄、博士后陈阳和余
山研究员等人提出基于脑启发的情境依赖学习与连续学习算法和模型，为提高人
工智能系统对于复杂多变环境的适应性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案。在该方法中，正
交权重修改算法可以有效克服神经网络中的灾难性遗忘，实现连续学习；受大脑
前额叶皮层启发的情境依赖处理模块可以有效整合情境信息，调制神经网络的信
息处理过程。二者的有效结合，使人工神经网络具备了强大的连续学习和情境依
赖学习的能力，大大增加了其灵活性和适应性。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期
刊 Nature 子刊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NMI）上。NMI 比较注重交叉学科的
研究，每月一期，每期发表研究文章数量只有 2-4 篇。

图 1.正交权重修改算法和情境信息处理模块示意图

常微分方程启发式的图像超分辨率网络结构设计
单张图片的超分辨率可以被视为一种高维结构化预测问题，旨在利用一张给
定的低分辨率图片来重新刻画其精细特征。近些年卷积神经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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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给该领域带来了巨大的突破。最新的研究着眼于通过手工设计深度残差网络来
获得较好的性能，但该种方案依赖于设计者的经验。针对此问题，实验室图像与
视频分析课题组的硕士生莫子韬、贺翔宇、王培松博士、程健研究员提出了常微
分方程启发式的网络结构设计方案。该方案基于已有工作对残差网络与常微分方
程二阶欧拉方法相关性的研究，尝试以更高阶数值解法作为网络设计蓝图，提出
了将数值解法形式映射为网络结构的方案，在图像超分辨任务中得到相对可靠的
性能。实验结果证明，所提出的启发式结构在轻量化网络中性能优于手工设计的
网络结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会议 CVPR 2019 上。

图 2.基于常微分方程启发的图像超分辨率网络结构设计

融合特征轨迹选择和摄像机优先注册的快速鲁棒大场景三维建模
从运动恢复结构是大场景三维建模的重要任务，旨在利用二维图像恢复出场
景的三维稀疏点云模型和摄像机位姿。该任务可用于场景快速导览、室内外机器
人定位和 AR 定位导航。然而随着场景的不断增大，传统增量式的方法在效率和
鲁棒性上都难以满足大场景重建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实验室机器人视觉团
队崔海楠博士，申抒含副研究员和高伟副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融合特征轨迹选
择和摄像机优先注册技术的从运动恢复结构方法。该方法首先对三维稀疏点云进
行可靠性评估；然后依据评估结果滤除冗余点云，以加快三维建模中捆绑调整的
速度；最后利用旋转矩阵平均方法求取全局摄像机姿态，并以全局姿态作为弱监
督信息进行摄像机优先注册。该方法在公开的重建数据库中上都取得了最优性能，
同时还可以重建包含大量重复纹理的场景。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国际期刊
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2019。

图 3.融合特征轨迹选择和摄像机优先注册的从运动恢复结构算法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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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混合特征的面部年龄估计
面部年龄估计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中的一个经典任务。然而，准确的年龄估计
目前仍旧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传统方法单独采用局部特征或全局特征进行
年龄分析，然而两种特征对于面部年龄估计都十分重要。针对这一问题，实验室
生物识别与安全技术课题组博士生谭资昌，杨阳博士和万军副研究员等人提出了
一种基于深度混合特征的面部年龄估计方法。该网络同时包含了全局特征学习、
局部特征学习以及全局和局部联合特征学习，并且每种特征学习分别对应一个网
络分支，每个分支网络中包含了三个子网络，分别对应不同的全局或者局部人脸
区域。同时，该工作中提出了一种新的产生对齐区域特征的方法来获取更有效的
区域特征，在该方法中，根据选定区域面部关键点位置和预先设定目标关键点位
置，采用仿射变换将选定区域进行对齐，并输出对齐的区域特征。此外，在每个
分支中还采用了循环神经网络来融合各个区域的特征以探索他们之间的相关性，
并且在每个子网络后面添加一个单独的损失函数使各个子网络学习独立的特征。
在国际公开数据集 Morph、 FG-NET、 CACD 和 Chalearn LAP 2015 上的实验结
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会议 IJCAI 2019 上。

图 4.基于深度混合特征的面部年龄估计方法示意图

基于极小平行语料库的跨语言事件识别
事件识别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和研究热点。现有的事件识
别方法依赖大规模的标注数据集来保证效果。然而，受限于人工标注的成本，除
了少量的几种语言有较多的标注数据，大多数语言中仅仅存在很少的（或者完全
没有）标注数据。针对这一问题，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博士生刘健、陈玉博博士，
刘康副研究员和赵军研究员等人提出了基于极小平行语料库的跨语言事件识别
方法，利用多语资源来克服单一目标语言事件识别的数据稀疏性。相较于现有的
基于机器翻译或者平行文档的跨语言事件识别方法，该工作仅依赖一个很小的双
语语料库来实现跨语言数据转化。具体地，该工作提出了基于表示投影和基于词
翻译的方法来完成源语数据到目标语数据的表示转化。在表示投影阶段，以小规
模双语平行词典为锚点，将多个单语语义表示空间映射到同一个多语语义表示空
间，并以此为中间表示，完成源语数据到目标语数据的表示转化。在此基础上，
该工作提出了词顺序无关的神经网络模型来综合考虑多语资源，通过使用自注意
网络和图神经网络克服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词顺序不一致的问题。在国际公开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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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 ACE 2005 和 TACKBP 2017 上的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
究成果已经被国际会议 EMNLP 2019 接收。

图 5.基于极小平行语料库的跨语言的事件识别模型

基于对话系统的金融贷款身份欺诈检测
身份欺诈是指欺诈者盗用其它人的身份后伪装去欺骗别人。据统计，目前每
天都有 190 万条包含有身份信息的数据记录被盗，这也就意味着每天都有数百万
人将会陷入身份欺诈的风险之中。身份欺诈的问题在金融贷款领域尤为严重，目
前并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检测身份欺诈者。针对此问题，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博士
生王唯康、张家俊副研究员、宗成庆研究员和出门问问公司合作提出基于对话系
统来检测金融贷款中的身份欺诈者。该对话系统由两个基本的模块组成：一个是
知识图谱构建模块；另外一个是结构性的对话管理模块。知识图谱构造模块会根
据每个贷款申请者填写的身份信息为其构建一个私有的知识图谱。对话管理模块
则会依据这个知识图谱向贷款者进行提问，并根据贷款者的回答情况判断其身份
是否为伪造的。实验表明该系统能够有效地检测出身份欺诈者。相关研究成果已
被国际会议 EMNLP 2019 接收。

图 6.身份欺诈检测框架图

基于半监督学习的多风格自动图像文本描述
图像文本描述期望自动生成描述图像内容的自然语言文本。伴随计算机视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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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语言处理两个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位于这两个领域交叉区域的图像自动文
本描述任务正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人类语言生动而多样，具有各式各样
的风格，然而传统的图像文本描述模型只能生成单一风格的描述文本，而且依赖
精准标注的成对数据。为了高效地生成具有特定风格的图像文本描述，实验室视
觉信息处理团队博士生郭龙腾、刘静研究员和卢汉清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
半监督学习的多风格图像自动文本描述方法。该方法尝试使用风格化的文本数据，
结合现有的无风格图像文本描述数据，采用半监督学习的方法训练多风格图像自
动文本描述模型。该方法共有三个核心模块，即风格分类器、文本判别器和反向
翻译机制。该方法可以由单一模型生成多种风格的文本描述。在包含四种文本风
格的数据集上的实验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会议
CVPR 2019 上。

图 7.基于半监督学习的多风格图像自动文本描述

面向正则化端到端语音合成的前向-后向解码序列
语音合成作为人机交互的核心技术之一，在智能家居、智能客服等场景中有
着广泛的需求。面向自然口语的语音合成对系统的稳定性和自然度有着很高的要
求。当前主流的端到端语音合成方法采用带有注意力机制的编解码结构，它是自
回归生成序列模型，具有“曝光偏差”的缺点，累计误差不断放大，从而影响后
续序列生成精度。针对这一问题，智能交互团队博士生郑艺斌、温正棋副研究员、
陶建华研究员等人提出了采用面向正则化端到端语音合成的前向-后向解码序列
方法，所提方法采用共享编码器，通过注意力机制训练双向解码器；在训练目标
函数中引入前向和后向解码器的正则化项，使前向隐藏状态与后向隐藏状态接近。
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前后向解码器联合训练的方法。所提方法有效解决了“曝
光偏差”问题，提高了合成语音的自然度与稳定性。相关工作已被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ASLP 接收。

图 8. 面向正则化端到端语音合成的前向-后向解码序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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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偶变分自编码器的海量虚拟数据生成方法
异质人脸识别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同时面临着众多挑战。
例如，近红外传感器对于光照变化具有很好的鲁棒性，即使在黑暗环境下也能清
晰成像。因此，主流手机厂商均采用近红外人脸识别技术。但是，由于近红外和
可见光数据之间巨大的域差异以及因为成对红外-自然光数据的标注代价比较大
所带来的配对异质数据严重不足，异质人脸识别问题仍未彻底解决。针对这一问
题，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博士生傅朝友、赫然研究员等人提出对偶生
成模型，从噪声中生成大规模的配对虚拟数据作为数据增广，从而减小异质人脸
识别网络中的域差异。该方法中设计了一个对偶变分自编码器，给定一对具有相
同身份的配对异质人脸数据，对偶变分自编码器在隐空间中学习配对异质数据的
联合分布。为了保证生成的配对异质数据的身份一致性，该方法分别在隐空间和
像素空间中施加了分布对齐损失和成对身份保持损失。通过这种方式生成的配对
异质数据在姿态、表情等属性上都具有一定的差异，因此生成的虚拟数据具有丰
富的类内多样性。此外，不同于基于条件图像生成的方法，对偶生成模型不再要
求生成的数据属于具体的某个类别，只约束生成的配对异质数据之间的身份一致
性。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成果已被国际会议 NeurIPS 2019
接收。

图 9.基于对偶变分自编码器的海量虚拟数据生成方法框架图

学术交流
模式识别青年学术沙龙：CVPR 2019 分享会
2019 年 7 月 16 日下午，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功举办青年学术沙龙活
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CVPR 2019 分享交流”，活动邀请了实验室参加 CVPR
2019 的樊彬副研究员为大家分享顶级会议的参会经历和体验，同时邀请向世明
研究员、唐明研究员、万军副研究员作为本次学术沙龙嘉宾，与老师和同学们就
CVPR 2019 及计算机视觉相关领域的研究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分享与讨论。
首先，万军老师简要介绍了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交流小组的主要工
作内容，并简要回顾已举办的一些学术讲座和学术沙龙活动。然后，樊彬老师给
大家准备了精彩的报告，从 CVPR2019 数据统计、会议程序和参会见闻三个方
面全方位地呈现了本次大会的盛况。最后，在 Panel 环节，向世明老师向各位学
生分享做了做科学研究的心得体会，强调了写作的重要性，特别是论文逻辑的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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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唐明老师分析了如何才能做出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的科研工作。在互动提
问环节,在座师生积极提问，大家就物体检测、如何科研、NLP 与 CV 的融合等
问题与四位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

模式识别青年学术沙龙：青年人如何把握机遇、做出有影响力的工作
为助力青年老师快速成长，2019 年 9 月 26 日下午，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
室在智能化大厦八会成功举办青年沙龙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青年人如何把
握机遇、做出有影响力的工作”，本次活动由实验室主任刘成林老师担任主讲嘉
宾，同时邀请赫然研究员、刘康副研究员两位优秀青年老师为大家分享工作经验，
实验室的 30 多名青年科研骨干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首先，刘成林老师就如何做有影响力的研究工作和如何做人做事进行了心得
分享。对于第一方面，刘老师指出，做有影响力的工作和研究所“顶天立地”的
目标是一致的，要么研究前沿科学问题，要么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对于第二方面，
刘老师指出，人要不断地成长，要学会做人做事的态度和方法。青年老师要在工
作中积极主动地承担任务，以团队利益为中心，不计较个人得失，多向前人学习，
边学习边思考，在机会到来之前就提前做好准备，提前为高一级职务或任务锻炼
能力。随后，赫然老师以“视觉定序测量与变分推理”为题进行了学术报告，报
告中，赫然老师用“荷花定律、竹子定律、金蝉定律”做出总结：工作中要多积
累、稳扎稳打、潜心研究。刘康老师以“做失败科研的五个方法”为题给大家带
来了沙龙活动的第三个报告。在报告中，刘康老师通过五个反例（即做失败科研
的 5 个方法）总结了如何才能做出好的工作。最后，大家就平时关心的问题进行
热烈的讨论，包括“青年科研人员如何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地位”、
“如何在基础研
究和成果转化中抓住机遇”、
“年轻老师如何兼顾家庭和工作”、
“工作中更应该低
调还是狼性”、
“青年科研人员如何成为独当一面的‘将才’”。在讨论中，大家更
明确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掌握了成功的研究方法，坚定了工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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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Lori Lamel 教授和 Jean-Luc Gauvain 教授
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19 年 8 月 1 日上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 Lori Lamel 教授和 Jean-Luc
Gauvain 教授受邀访问实验室并题为“Speech Technologies as an Aide for Linguistic
Exploration”的学术报告。Lori Lamel 教授首先介绍了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并详
细讨论了不同辅音减弱的统计规律，以及双语者将不同语言的元音进行自适应表
达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于多语混合语音识别与合成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启发与借鉴
意义。Jean-Luc Gauvain 教授回顾了语音技术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并讲述了自己
对语音技术的理解，并深入讨论了语音识别与语音合成的对偶关系。随后向与会
师生展示了其团队的多项成果。在讨论环节，Lori Lamel 教授和 Jean-Luc Gauvain
教授对同学和老师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和详细解答，并针对现场提出的语音
系统背后所用的技术原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12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简报

2019 年第 3 期

项目立项
实验室第三季度新建立课题 47 项
实验室 2019 年第三季度新建立课题 47 项，总科研经费 3932.7 万元，其中
国家任务 16 项、中科院任务 4 项、企业委托 27 项，部分项目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类型

经费
（万元）

执行期

基于量化学习的自主视听觉信息处
理器设计

程健

战略性先导
科技专项

25

2019-1-1 至
2019-12-31

大孔径小动物介电特性断层成像系
统

蒋田仔

地方科技攻
关计划

240

2019-1-1 至
2021-12-31

基于小数据的强噪声语音识别声学
模型研究

易江燕

院其他任务

100

2019-1-1 至
2021-12-31

服务于电力机器人的人工智能系统
研究及应用

张一帆

企业委托

110

2019-1-1 至
2020-12-31

基于多维视觉线索融合的敏感短视
频识别

王博

企业委托

35

2019-3-15 至
2020-3-15

对抗环境下的连续自主学习计算模
型

刘成林

高技术应用
项目

425

2019-4-16 至
2020-12-30

基于深度学习的电网系统计算机视
觉技术研究

樊彬

企业委托

15

2019-5-16 至
2021-5-16

基于迁移学习的多模态情感交互合
作项目

陶建华

企业委托

149.35

2019-6-6 至
2020-6-5

领域知识图谱构建与知识推理工具
研发

叶军涛

企业委托

40

2019-6-25 至
2020-6-30

空地一体化三维重建系统研究

吴毅红

所其他项目

42.76

2019-7-1 至
2021-6-30

SLAM 特征和闭环技术合作项目

吴毅红

企业委托

154.5

2019-7-1 至
2021-12-31

图像内容合成与质量评价

董未名

企业委托

50

2019-7-1 至
2020-12-31

基于手机图像采集的室内视觉定位
技术合作项目

申抒含

企业委托

118.45

2019-7-10 至
2021-7-10

基于深度学习的接收机算法研究

张兆翔

企业委托

125

2019-7-11 至
2020-7-11

视觉认知神经接口软件开发

邱爽

企业委托

15

2019-1-1 至
2020-12-31

环境与物体的材质数据采样

孟维亮

企业委托

12.8

2019-8-1 至
2020-6-30

面向动态快速响应的场景语义理解
系统

董秋雷

高技术应用
项目

90

2019-3-1 至
20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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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未名

企业委托

65

2019-8-16 至
2020-12-31

文体活动
实验室“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参观活动
2019 年 9 月 19 日，在庆祝建国 70 周年之际，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分
工会组织实验室职工及家属前往延庆参观“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感受地球家园
美丽，践行爱护生态、保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
以“生生不息，锦绣中华”为理念的中国馆，静态展示与动态演绎相结合，实
物花艺与虚拟意境相呼应，充分展现了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馆的南边是中华园艺展示区，各省市展区面积大小不一，有简有繁，小的可
以一目了然，大的则曲径通幽。穿行在其中，仿佛畅游神州大地，一天之内祖国
美景尽收眼底。穿过中华园艺展示区，大家来到国际馆。不出国门便可观世界，
国际馆真正承担起了“以植物和园艺，会八方之友”的重任。走进植物馆，郁郁葱
葱的植物令人目不暇接。从恐龙时期的蕨类植物，到现代生活中常见的兰花、椰
子，再到罕见的红海榄、海椰子、高山榕、弥勒树，来自世界各地的 2 万多株、
1000 多种植物竞相展示着自己的生存智慧。
通过本次参观，使大家走出办公室、融入自然，真切地感受到世园会“绿色
生活、美丽家园”的主题，感受到祖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发展成就，欣赏到了
来自世界各地园艺师匠心独具的园林艺术，同时也愉悦了心情，活动了筋骨，增
进了彼此之间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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