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网址：http://www.nlpr.ia.ac.cn/                    实验室微博：http://weibo.com/u/514616485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简   报 
 

2020 年第 1 期                  总第 53 期                2020 年 1-3 月 

 

目    录 

最新动态 ................................................................................................................................... 1 

实验室 2019 年度工作年会暨学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顺利召开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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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进展情况汇报会议顺利召开 ............................................................ 3 

实验室曾毅研究员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特设国际专家组专家 ............... 3 

实验室隋婧研究员受邀担任《人脑图谱》杂志副主编 ................................................... 4 

科研进展 ................................................................................................................................... 4 

基于深度学习的精细肢体运动想象解码 ........................................................................... 4 

光学显微镜环形成像系统中基于概率推断模型的摄像机标定 ....................................... 5 

基于移位图卷积的人体动作识别 ....................................................................................... 6 

基于改良自注意力机制的图像语义描述 ........................................................................... 6 

基于元学习的泛化人脸识别 ............................................................................................... 7 

基于分支结构图像的 L 系统语法规则表示学习 ............................................................... 8 

基于端到端后置滤波和深度注意力特征的语音分离 ....................................................... 8 

端到端的神经跨语言自动文摘 ........................................................................................... 9 

基于双曲空间和共现图表示的国际疾病分类自动编码 ................................................. 10 

基于海马影像组学的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识别标记 ......................................................... 10 

学术交流 ................................................................................................................................. 11 

百度美国研究院 Kenneth Church 教授访问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 11 

项目立项 ................................................................................................................................. 12 

http://www.nlpr.ia.ac.cn/
http://weibo.com/u/5146164852?from=profile&wvr=5&loc=infdomain


 

实验室网址：http://www.nlpr.ia.ac.cn/                    实验室微博：http://weibo.com/u/5146164852 

 

实验室第一季度新建立课题 30 项 ................................................................................... 12 

 

  

http://www.nlpr.ia.ac.cn/
http://weibo.com/u/5146164852?from=profile&wvr=5&loc=infdomain


 

实验室网址：http://www.nlpr.ia.ac.cn/                    实验室微博：http://weibo.com/u/5146164852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简报》编委会 

内容审核 

刘成林   陶建华 

编辑小组 

组长：陈玉博   刘  斌 

成员：张一帆   原春锋   徐士彪   霍春雷   张煦尧   崔海楠 

      杨  阳   李  瑾   黄  岩   钱胜胜   邱  爽   杨  平 

      赵  微   曹  迪   王爱华 

 

 

http://www.nlpr.ia.ac.cn/
http://weibo.com/u/5146164852?from=profile&wvr=5&loc=infdomain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简报  2020 年第 1 期 

1 

 

最新动态 

 

实验室 2019 年度工作年会暨学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顺利召开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28 日，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9 年度工作年会

暨学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会议在中科院自动化所智能化大厦顺利召开。 

12 月 27 日上午，工作年会第一个环节实验室自主课题汇报由实验室副主任

余山研究员主持召开，实验室主任刘成林研究员首先致辞，简要介绍了自主课题

的立项背景和要求，希望各课题重点汇报本年度的新工作、新成果，突出原创性

及探索性。随后，课题负责人依次汇报了各课题的科研进展和成果。 

 

 

12 月 27 日下午，会议由实验室副主任陶建华研究员主持召开。实验室工作

小组对本年度在宣传与成果演示、学术交流、研究生教育、网站与平台建设等方

面的工作做了详细汇报。刘成林主任在总结讲话中，感谢实验室全体成员，特别

是各个工作小组，一年来的辛勤努力，并对获得 2019 年度实验室优秀员工的陈

玉博、程健、崔玥、钱胜胜、朱翔昱、周晓旭六位同志进行了表彰。随后，在学

术报告环节，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清华大学教授朱军分别做了题为“面

向自主系统的边缘智能研究”和“复杂环境下的决策理论与高效算法”的学术报

告。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简报  2020 年第 1 期 

2 

 

12 月 28 日上午，2019 年度学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会议正式召开。学术委

员会主任谭铁牛院士、委员徐宗本院士等 17 位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技术委员会委

员出席了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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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科技处副处长韩伟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谭铁牛

院士主持。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副局长王颖致辞，重点介绍了国家重点实验

室重组工作的相关情况，传达了中央有关领导关于国家科技创新、未来科技发展

特别是国家级科研基地建设方面的重要考量。希望实验室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

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合作的科研优势。在新科技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深入

思考自己的定位和学科方向。 

 

 

随后，实验室主任刘成林研究员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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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产出及代表性成

果、系统集成与产业化、运行管理与开放交流等方面的情况。工作报告之后，学

术委员会主任谭铁牛院士在讨论中简要回顾了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肯定了实验室

在不同阶段取得的成绩，指出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并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

景下，实验室应深入思考如何发扬优良传统，肩负起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历史责任，

抓住当下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契机，着眼于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做出新时代国家

重点实验室应有的贡献。徐宗本院士及各位学术委员与技术委员针对实验室如何

调整定位，如何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科引领作用，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产

业化优势，成为原始创新策源地等问题，提出了宝贵建议。 

工作报告讨论之后，学术委员会与技术委员会分别在两个会场同时召开。学

术委员会主任谭铁牛院士主持召开学术委员会。张恒向学术委员会汇报了 2020

年开放课题的申请情况、2019 年在研开放课题的进展情况以及 2018 年开放课题

的结题情况。委员们对 2020 年申请的开放课题进行了综合评审，最终评选出拟

资助课题 12 项。技术委员会主任陶建华研究员主持召开技术委员会，实验室主

任刘成林研究员为新任委员颁发了聘书。委员们结合当前国际背景、国家战略布

局、行业发展现状，从技术及产业界的视角针对学科发展态势和实验室未来发展

展开了积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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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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进展情况汇报会议顺利召开 

2019 年 12 月 27 日，实验室主持承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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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进展情

况汇报会议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举办。 

该项目于 2016 年正式立项，实验室副主任王亮研究员任项目负责人。项目

由五个课题组成：大范围复杂场景视觉大数据的透彻感知理论、个体视觉大数据

的透彻感知技术、群体视觉大数据的透彻感知技术、场景视觉大数据的透彻感知

技术以及大范围场景透彻感知的验证系统和示范应用，汇聚了我国视觉大数据领

域产学研优势力量。项目从“个体-群体-场景”三个维度进行面向大范围场景透

彻感知的视觉大数据智能分析关键技术研究及验证系统搭建，构建典型公共场所

的验证系统和示范应用。来自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课题负责人及课题骨

干，共四十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项目负责人王亮研究员主持。 

 

 

实验室曾毅研究员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特设国际专家

组专家 

2020 年 3 月 1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宣布成立人工智能伦理特

设专家组并公布专家组成员，实验室曾毅研究员由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

员会、科技部推荐，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遴选，入选该国际专家组，并接受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任命。将与其他 23 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参与起草全球人

工智能伦理建议书并推动相关工作。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任命的 24 位人工智能伦理专家将就人工智能（AI）

开发和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提出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建议，他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

和地区，包含精通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和伦理知识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兼顾性别

组成。国际专家组将召开系列会议，并着手研究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将要

面临的复杂的伦理抉择。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所说：“我们有义

务引领一场开明的全球辩论，以便带着清醒的认知进入这一新时代，确保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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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不被牺牲，并为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建立一个全球共同基础。”专家组拟

定的相关草案将于今年夏天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利益相关方征求意见，将在下

一届大会上交由会员国表决。 

 

实验室隋婧研究员受邀担任《人脑图谱》杂志副主编 

2020 年 3 月，实验室隋婧研究员受邀担任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人脑图谱》

（Human Brain Mapping）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聘期四年。  

《人脑图谱》于 1993 年创刊，是神经影像、放射医学与影像医学、神经科

学领域的著名国际学术 SCI 期刊。位于 JCR 1 区。期刊主要发表人脑图谱相关的

多学科交叉研究工作，特别是基于非侵入式脑成像技术（如 MRI，EEG/MEG，

PET 等），探索人类认知功能神经环路时空特性的工作，涉及基础、临床、技术

和理论等。《人脑图谱》论文评审采用同行评议方式，其中大约 40%的论文被编

辑部直接退稿，论文录用率不到 20%。  

该期刊副主编是由期刊主编根据学者在神经影像领域内的学术积累、个人影

响力以及对该刊的贡献进行提名，该期刊目前共有副主编 13 名，隋婧研究员是

入选该刊副主编的第一位中国大陆女学者。 

 

科研进展 

 

基于深度学习的精细肢体运动想象解码 

运动想象型脑-机接口系统是通过识别肢体运动想象所诱发脑电信号的变化，

来解码运动意图并实现对外交流控制。针对单侧上肢精细关节运动想象解码问题，

实验室神经计算与脑机交互团队博士生马学林、何晖光研究员等人设计并采集了

30 名被试的右侧上肢手指关节、手肘关节运动想象任务过程中的脑电数据以及

睁眼静息数据并进行了解码分析。一方面，通过时频分析等手段，对手与手肘关

节运动想象的大脑激活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发现两者都存在明显的对侧交叉效

应，在对侧运动区导联的高 Alpha 频率段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基于导联间

相关系数的矩阵特征，提出了一种轻量的通道-相关卷积网络，进一步，采用集

成学习方法对基于不同输入窗宽的网络输出进行整合，所提方法实现了 87.03%

的三分类精细运动想象解码精度，相比于其他方法提高了 19.08%。该项工作证

明了单侧肢体多关节运动想象的可分性，对基于精细运动想象范式的脑机接口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脑机接口领域的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TNSRE）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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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面向单侧上肢精细运动想象解码 

 

光学显微镜环形成像系统中基于概率推断模型的摄像机标定 

光学显微镜中的环形运动成像是一种常用的图像采集方式，通过沿固定长轴

旋转生物样本，摄像机可以获取目标物体剖面方向上 360 度全方位视角图像。基

于这些图像，运用多视角立体视觉技术可以恢复出生物样本的三维形状模型，其

中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准确的摄像机标定，即准确估计摄像机内部和外部参数。经

典方法需要检测并匹配图像中物体的表面关键点或准确分割图像，这在荧光图像

中较难实现，原因是荧光图像中生物样本一般呈半透明状。针对上述问题，实验

室计算生物学与机器智能团队郭远昊助理研究员、杨戈研究员等人提出一种基于

概率推断的新型摄像机标定方法。该方法首先通过待优化的摄像机参数构建三维

空间与二维图像粗略的对应关系，进而构建二维和三维概率表征图，最后使用非

约束式优化器最大化三维表征图中的联合概率，目的是通过调整摄像机参数最大

化三维空间中所有的点属于目标物体和背景概率的差值，最终得到最优的摄像机

参数。该方法在生物显微镜图像和自然场景图像数据集上均取得精确的摄像机标

定结果，进而保证了准确的三维重建结果。相关研究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ISBI 2020

接收。 

 

图 2. 光学显微镜环形成像系统中基于概率推断模型的摄像机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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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位图卷积的人体动作识别  

在人体动作识别任务中，基于 RGB 图像的动作识别模型常常会受到视角的

变化以及复杂背景的干扰，在实际应用中鲁棒性较差。而基于骨骼点数据的动作

识别具备对背景的鲁棒性，近年来成为研究热点。现有的基于骨骼点的动作识别

方法往往采用图卷积进行建模，这种方法存在两个问题：计算量过大以及感受野

不灵活。针对上述问题，实验室图像与视频分析团队博士生程科、张一帆副研究

员等提出移位图卷积（Shift-GCN）模型来进行基于人体骨骼点的动作识别。与

传统图卷积不同，移位图卷积不再采用多个邻接矩阵来构建多重感受野，而是采

用特征移位的方式灵活的扩展感受野。具体来讲，该方法通过将近邻节点的特征

移位到当前节点，实现了近邻节点与当前节点的信息灵活聚合。针对骨骼点数据

的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分别设计了空间移位图卷积和时间移位图卷积。该方法

的空间移位图卷积可自适应的学习成对骨骼点之间的关联，其计算量小于普通空

间图卷积的三分之一。该方法的时间移位图卷积可自适应调节每层网络所需的时

间感受野，且其计算量也远远小于普通时间卷积网络。最后，在骨骼点动作识别

的三个主要数据库上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工作已被国际

会议 CVPR 2020 录用。 

 

图 3. 移位图卷积操作示意图 

 

基于改良自注意力机制的图像语义描述  

图像语义描述是指让计算机识别图像内容的复杂语义信息，进而自动生成符

合人类自然语言习惯的文字描述的技术。近年来，自注意力机制在自然语言处理

领域获得了广泛关注，也成功在图像语义描述任务上展现出优异的性能表现。虽

然自注意力机制在图像描述任务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有两个重要问题有待

解决：即协变量偏移效应与缺乏对几何信息的建模。针对上述问题，实验室图像

与视频分析团队博士生郭龙腾、刘静研究员等提出一种基于改良自注意力机制的

图像语义描述模型（NG-SAN）。首先，通过对自注意力机制的拆解分析，发现

自注意力机制内部容易受到协变量偏移效应的干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方法

利用一个归一化的自注意力模块，它通过对自注意力机制中的查询矩阵执行标准

化操作，以固定查询向量的数据分布，从而缓解协变量偏移问题。其次，自注意

力机制将输入图像中物体的特征视为一群孤立元素的集合，而忽视这些物体之间

的结构性相关关系，例如物体之间的空间几何关系，因此限制了其对图像内容的

理解能力。针对此问题，该方法设计了一类几何感知的自注意力模块，其在自注

意力权重的计算过程中引入一项几何感知项，该项显式地考虑了物体之间的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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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信息与物体本身的内容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在国际公开数据集上的

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CVPR 2020 接收。 

 

图 4. 基于改良自注意力机制的图像语义描述 

 

基于元学习的泛化人脸识别 

近些年，人脸识别性能在一些通用测试集上得到了极大提升，然而这些测试

集与训练集有着类似的数据分布。当识别模型部署在实际场景中时，由于目标场

景与训练集数据分布不一致，模型的性能会显著下降。并且目标场景通常是未知

的，数据亦不可获取，无法使用目标场景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微调。为解决该问题，

实验室生物识别与安全技术课题组博士生郭建珠、朱翔昱副研究员和雷震研究员

等人构建了基于元学习的泛化人脸识别框架 MFR，通过使模型学习跨场景的元

知识，提升模型在未知场景下的泛化性。MFR 主要包括三部分：（1）跨域采样；

（2）多域分布优化；（3）元优化。首先，跨域采样是为了模拟训练场景和测试

场景的分布偏差，每次迭代时，根据训练集的域标签，将训练集分为元训练域和

元测试域，并在两个域中分别采样一定人数。其次，在多域分布优化中，该工作

使用了三种损失函数，包括难样本损失、软分类损失和域对齐损失，来学习具有

判别性和域不变性的人脸表征。最后，元优化通过三个步骤对模型进行优化。为

了验证模型的泛化性，该工作提出了两个不同难度的测试标准，一个是跨种族（印

度人、非洲人、亚洲人，高加索人）测试标准 GFR-R；另一个是跨场景测试标

准 GFR-V，其更接近实际场景，也更具挑战性。该方法在两个测试标准中均取

得了较好的结果。相关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CVPR 2020 接收。 

 

图 5. 基于元学习的泛化人脸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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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支结构图像的 L 系统语法规则表示学习 

过程式建模(Procedural modeling)是利用计算机自动生成数字内容的强有力

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建筑、树木植被、地形以及其他场景对象的三维建模领

域。其优势在于建模效率和模型增强，即：只依赖几条语法规则和少量参数，就

可以快速生成大量的几何模型变体。虽然该方法在虚拟建模方面可以生成复杂的

场景，但是很难对已经存在的真实几何形状进行过程式表示，这是因为控制参数

的微小变化往往导致几何形状发生剧烈的变化。针对该问题，三维可视计算团队

郭建伟副研究员、张晓鹏研究员等人在基于深度学习的逆向过程建模方面做了初

步尝试，提出了一种从具有分枝结构（branching structure）的图像中学习 L 系统

（L-system）语法规则表示的方法。该工作利用图像目标检测任务中的深度神经

网络提取出原子结构元素，并得到原子结构的准确控制参数（包括旋转方向和尺

度大小），之后将检测到的原子结构组织成一种树形结构。从该树形结构中可以

获得描述输入图像的字符串文字，最后通过两阶段优化的手段，推导出具有自相

似性和可迭代重写的 L-系统语法，从而将输入图像代表的几何形状转化成一种

过程式语法表示，通过对该语法进行简单编辑，可得到大量与输入几何形状相似

的变体。最后分别在合成数据、用户手绘数据、真实的图片和艺术家创造的图像

中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工作被计算机图形学国际期刊 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TOG）录用。 

 
图 6. 基于分支结构图像的 L系统语法规则表示学习 

 

基于端到端后置滤波和深度注意力特征的语音分离 

语音分离又被称为鸡尾酒会问题，其目标是从同时含有多个说话人的混合语

音信号中将各个目标源语音分离出来。当一段语音中同时含有多个说话人时，会

严重影响语音识别、说话人识别等系统的性能，因此语音分离在语音交互系统中

显得尤其重要。为了提升语音分离的性能，智能交互团队博士生范存航、刘斌副

研究员、陶建华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端到端后置滤波和深度注意力融合特

征的语音分离方法。该方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使用时频域的语音分离方法

对混合的语音进行初步的分离，此时分离后的语音仍然会包含部分残留的干扰。

为了进一步抑制残留干扰，使用端到端后置滤波和深度注意力融合特征来提升分

离后语音的可懂度；深度注意力融合的特征的作用是使分离后的特征可以动态的

关注目标语音区域，从而在进行端到端后置滤波的过程中能够更有效地分离出目

标说话人的语音。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分离后语音的可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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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有助于提升语音交互系统的鲁棒性。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语音领域国际期刊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上。 

 

图 7. 基于端到端后置滤波和深度注意力特征的语音分离 

 

端到端的神经跨语言自动文摘 

跨语言自动文摘是一项对源语言文本核心信息进行提炼，以目标语言的方式

组织成摘要的任务，对于高效获取外文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由于平行数

据缺失，现有跨语言自动摘要方法只能采用管道式方法实现，造成误差传播累积

的问题，使得摘要质量受到极大的影响。针对此问题，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博士生

朱军楠、周玉研究员、张家俊研究员、宗成庆研究员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往返翻译

策略的方法，利用机器翻译从单语言自动摘要数据集中构建了首批高质量跨语言

自动摘要的平行数据，进而提出一种基于多任务学习的跨语言自动摘要方法，利

用单语言自动摘要和机器翻译提升跨语言自动摘要模型的性能。鉴于多任务学习

方法过于依赖外部数据、模型容量、训练时间长、难以应用于真实场景等问题，

进一步根据跨语言自动摘要中存在的“词汇翻译”模式提出了一种融合翻译模式

的跨语言自动摘要方法，该方法预测摘要词汇时分别尝试从词汇的预测概率分布

中采样以及从源端文本中每个词的翻译候选中挑选。实验表明，该方法避免了对

外部数据的过分依赖，模型精简，训练效率快，摘要质量高。神经跨语言摘要的

系列工作发表在自然语言处理国际会议 EMNLP 2019 和 ACL 2020 上。 

 

图 8. 融合翻译模式的跨语言自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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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曲空间和共现图表示的国际疾病分类自动编码 

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eases,ICD）是由世界卫生组

织发起的，针对各种疾病做出的国际通用的统一分类方法，这种方法赋予每种疾

病一个独特的编码。ICD 编码的普及和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疾病的信

息共享和临床研究，并对健康状况研究、保险索赔、发病率和死亡率统计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长期以来，ICD 编码一直由专业编码员人工完成。人工编码耗时

费力，而且非常容易出错，在美国每年因为编码错误以及用于提升编码质量的相

关成本超过 250 亿美元。为了缓解人工编码的问题，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利用机器

自动完成 ICD 编码任务，但是现有的方法独立地预测每个编码，而忽略了编码

的两个重要特征：层级性和共现性。针对上述问题，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博士生曹

鹏飞、陈玉博副研究员、刘康研究员和赵军研究员等人提出基于了双曲空间和共

现图表示的 ICD 自动编码模型。具体地，针对编码的层级性，该方法将文本表

示和编码表示映射到双曲空间，在双曲空间内度量二者之间的相似度；针对编码

的共现性，该方法依据疾病编码在训练集中的共现情况构建编码共现图，然后利

用图卷积神经网络学习编码的共现特性。最后，在国际公开数据集 MIMIC-II 和

MIMIC-III 上的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工作已经被国际会议

ACL 2020 接收。 

 

图 9. 基于双曲空间和共现图表示的国际疾病分类自动编码 

 

基于海马影像组学的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识别标记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 AD), 俗称“老年痴呆症”，作为一种不可

逆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是老年人群中最为常见的认知障碍疾病。传统上，大脑海

马区(hippocampus)的萎缩被认为是与 AD 相关的一个影像学标志物，然而既往关

于 AD 的影像学研究大多是基于单中心、小样本的结果，标记物的泛化性存在争

议。 为突破 AD 的早期诊断和疗效评价所面临的瓶颈，实验室脑网络组研究中

心刘勇研究员牵头，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天津

环湖医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等国内外多家单位共同发展了一套基于海马影像

组学的 AD 早期识别的研究框架（HR4AD: Hippocampal radiomics for AD）。该工

作基于 1900 余例脑影像样本，发现海马影像组学可以作为 AD 的影像学标记，

并从标记的泛化性、个体化精准诊断可行性与生物机制解析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在多中心、大样本数据的基础上，首次在多中心、大样本的数据中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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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的影像组学是 AD 稳定的生物标记，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影像标记与基因风险、

认知能力、蛋白沉淀等临床信息的潜在关系，并在纵向跟踪的数据中验证了影像

学标记可以用来跟踪高危人群的病情发展。该研究表明海马的影像组学是一种

AD 稳定、有效、可泛化、并且有希望应用于临床辅助诊断的生物标记的个体化

诊断的生物标记，可能对未来 AD 临床的精准辅助识别、高危人群的纵向跟踪都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期刊《Science Bulletin》上。 

 

图 10. 基于海马影像组学的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识别标记 

 

学术交流 

百度美国研究院 Kenneth Church 教授访问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2020 年 1 月 13 日下午，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知名专家 kenneth Church 教授应

邀访问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做了题为《Setting Appropriate Expectations: 

Are Deep Nets Too Hot? Too Cold? Or Just Right?》的学术报告。 

Kenneth Church 教授介绍了目前深度学习模型的进展和局限。最近几年，深

度学习模型在各种实际场景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尤其是在视觉和语音相关的

场景中。但是目前的深度学习模型还存在很多局限性，模型仍然不能在有噪声的

情况下高效的识别语音，鸡尾酒会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现在的测试系统并不能有

效检测模型的真实性能。为此，Kenneth Church 教授发起了 DIHARD 挑战赛，

该比赛包含一系列复杂的测试样例，旨在全方位评价模型的性能。最后，报告引

用费曼博士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You must not fool yourself -- and you are the 

easiest person to f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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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 

 

实验室第一季度新建立课题 30 项 

实验室 2020 年第一季度新建立课题 30 项，总科研经费 5467.88 万元，其中

国家任务 13 项、中科院任务 14 项、企业委托 2 项、其它项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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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定量分析用于细胞器互作在

内质网应激下动态响应与调控机制

的研究 

李文静 
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20 

2020-1-1 至

2022-12-31 

SAR图像视觉三维认知理论与方法 胡占义 
基金委重大

项目 
390 

2020-1-1 至

2024-12-31 

强约束环境中的自适应文档推荐系

统 
杨青 企业委托 150 

2019-12-5 至

2021-12-31 

基于视频时空信息建模的人脸结构

化分析 
万军 

基金委国际

（地区）合作

研究与交流

项目 

132 
2020-1-1 至

2020-12-31 

基于目标行为的视频流内容安全分

析与智能检索 
李兵 

基金委重点

项目 
261 

2020-1-1 至

2023-12-31 

基于 2D 传感器人脸防伪算法 雷震 企业委托 186.38 

2019-12-27

至

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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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多媒体内容安全与智能风控 李文娟 
中科院 STS

计划项目 
85 

2020-1-1 至

2020-12-31 

感知对象快速精准分割、检测及其

与跟踪-识别的一体化学习 
胡卫明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626 

2019-12-31

至

2022-12-30 

脑网络组图谱导航的手术机器人及

其临床示范应用 
蒋田仔 

中科院 STS 计

划项目 
420 

2020-1-1 至

2021-6-30 

脑网络组介观成像平台(一期) 戚自辉 
中科院任务 

320 
2020-3-6 至

2020-12-31 

多模态跨尺度猕猴脑图谱绘制 蒋田仔 
中科院任务 

23.5 
2020-1-1 至

2021-12-28 

面向猕猴微米尺度脑连接图谱绘制

的偏振光学相干层析成像设备研制 
宋明 

院科研装备

研制项目 
294 

2020-1-1 至

2021-12-31 

从 0到 1原始创新项目-视觉认知深

度学习理论与方法研究 
黄岩 

中科院任务 
200 

2019-9-1 至

2024-8-31 

开放环境连续自主学习理论与方法 张煦尧 
中科院任务 

100 
2019-9-1 至

2024-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