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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实验室举办 2020 年公众开放日 

2020 年 5 月 23 日，自动化所举办第十六届“自动化之光”线上公众科学日

活动。围绕“云游人工智能，畅享智慧生活”的主题，六项科学演示项目在实验

室主任刘成林研究员的引领下，通过直播的形式，集中对外展示了实验室近年来

在生物特征识别、视觉认知、人脑信息处理机制及类脑智能等模式识别相关技术

领域的特色创新成果。同时，公众当日还可以在线聆听实验室谭铁牛院士的科学

公开课《人工智能：天使还是魔鬼？》，观看科普影片《真假美猴王》-生物特征

识别技术。本次开放日通过灵活丰富的表现形式和精彩热烈的互动交流，带领公

众走进科学殿堂，让公众更加了解人工智能，吸引了各界群众数万人次观看。 

 

 

 

实验室 4 名学者入选 2019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2020 年 5 月 7 日，2019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Chinese Most Cited Researchers）

榜单正式发布。实验室共有 4 位老师入选计算机科学领域榜单。计算机科学领域

共有 165 位学者上榜，其中自动化所 6 人上榜，实验室 4 人入选，分别为：胡卫

明、刘成林、谭铁牛、王亮。 

2019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基于客观引用数据对中国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的

影响力进行系统的分析而得出结果，其研究数据来自爱思唯尔旗下的 Scopus 数

据库（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学术论文索引摘要数据库）。 

 

宗成庆研究员将出任第 59 届 ACL 大会主席 

近日，从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CL）

相关网站（https://2021.aclweb.org/）获悉，宗成庆研究员将出任第 59 届国际计

算语言学学会学术年会主席。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成立于 1962 年，1963 年组织

召开了第一届 ACL 学术年会（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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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ics, 简称 ACL 大会）。到今年为止 ACL 大会已经成功举办了 58 届，是

目前国际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论文质量最

高的学术盛会，被中国计算机学会（CCF）认定为 A 类学术会议。第 59 届 ACL

大会将与第 10 届亚洲自然语言处理联合会议（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JCNLP）联合组织举办（记作 ACL-IJCNLP），将于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6 日在泰国曼谷召开。此次大会的主席和程序委员会主席遴

选工作由 ACL 执行委员会主导，在世界范围内提名、投票选举产生。宗成庆研

究员曾于 2015 年担任 ACL-IJCNLP 的程序委员会主席，2020 年担任该领域的另

一个一流学术会议-国际计算语言学大会（COLING）的程序委员会主席，将是

近 60 年来既担任过 ACL 和 COLING 程序委员会主席，也担任 ACL 大会主席的

唯一一位华人学者。 

 

曾毅研究员参与世卫组织新冠密接者追踪技术应用伦理指南制定 

5 月 28 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指

导数字近距离追踪技术用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接触者追踪的伦理考

虑》。实验室曾毅研究员作为中国唯一入选世界卫生组织健康领域人工智能伦理

与治理专家组的专家参与了此项指南工作。  

《指导数字近距离追踪技术用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接触者追踪

的伦理考虑》提出设计、研发和合理使用数字近距离追踪技术的 17 条原则，为

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防控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过程中合

理使用数字近距离追踪技术提供了指导。  

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但要将其作

为重要的使能技术推动各个领域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更要作为重要驱动力之一推

动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实验室正密切关注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积极开展国际间合作交流，

为构建全球共享、群策群力的人工智能伦理体系发出有力的中国声音。 

 

喜报：实验室徐常胜研究员和孙哲南研究员入选科技部 2019 年创新

人才推进计划 

近日，科技部发布了 2019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名单。根据《创新人才

推进计划实施方案》规定，经申报推荐、形式审查、专家评议等环节，徐常胜研

究员入选为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孙哲南研究员入选为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 

2019 年度，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共确定 50 个重点领域创新团队、190

名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喜报：实验室博士后罗娜入选 2020 年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近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布了 2020 年度

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人选名单，实验室博士后罗娜（合作导师：蒋田仔

研究员）成功获选。  

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为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于 2016 年设立的一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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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每年支持 200 至 400 名优秀博士后，旨在加

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是我国培养高层次

创新型青年拔尖人才的又一重要举措。 

  

科研进展 

 

基于位拆分的神经网络训练后量化方法 

以定点量化为代表的神经网络压缩技术，在网络部署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

作用，它是神经网络模型能够在 IoT 设备上高效部署的关键。目前大部分神经网

络量化技术属于训练中量化，即需要使用全部的训练数据和标签对量化后网络进

行有监督的训练，这种量化方式虽然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精度，但是严重依赖大量

的训练数据和 GPU 等计算资源，此外，训练过程会涉及大量的调参工作。目前

也有一些方法探索训练后量化，即直接针对预训练好的模型进行量化，而不需要

进行重新训练。然而，目前的训练后量化方法精度损失较大，只能实现 8 比特压

缩，而更低比特的训练后量化方法仍然是目前研究的难题之一。针对这一问题，

实验室图像与视频分析团队王培松助理研究员、程健研究员等提出了基于位拆分

的神经网络训练后量化方法，该方法直接学习每一层卷积由输入到输出的低比特

映射函数，并通过位拆分的方式进行高效求解。该方法在 ImageNet 分类任务上

进行了大量的实验验证，最终的实验结果显示，在没有进行网络重新训练的情况

下，即使将权值压缩为 3 比特，精度损失可控制在 2%以内，远高于目前最好的

方法。相关研究工作已被机器学习领域国际会议 ICML 2020 接收。 

 

 

图 1. 基于位拆分的神经网络训练后量化方法示意图 

 

一键换脸：基于参考图像的人脸组成编辑方法 

人脸肖像编辑旨在基于一幅给定的人脸图像，对人脸的属性或组成进行编辑，

并且生成的图像看起来真实自然。该任务在影视制作、照片处理和交互式娱乐等

方面具有广阔应用前景。针对此任务，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博士生邓琪瑶、

李琦副研究员、孙哲南研究员等提出了一种从参考图像学习目标人脸组成形状的

人脸组成编辑算法。该方法创新性地提出了多样化且可控的人脸组成编辑方法，

并且较好地保留原始图像的姿势、肤色等风格特征，与传统算法及商业 PS 算法

等相比有明显视觉效果提升。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会议 IJCAI 

202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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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参考图像引导的人脸组成编辑示意图 

 

面向精细结构的三维人脸重建 

三维人脸重建旨在从单张二维图像中恢复人脸的三维形状，在人脸识别、增

强现实、人脸动画等领域应用广泛。由于人脸稠密点云采集成本高昂，现有的数

据集往往通过稀疏关键点拟合三维可变模型作为训练目标，使三维重建结果缺乏

结构细节，模型感较强。针对此问题，实验室生物识别与安全技术团队朱翔昱副

研究员、雷震研究员等提出了一种面向精细结构的三维人脸重建方法。在数据构

造方面，该方法基于人脸纹理模型，将纹理约束引入非刚性迭代最近邻配准算法

以对深度图像进行配准，得到标准拓扑形状。然后基于人脸的三维结构先验对图

像深度信息补全，将图像变为完整的三维物体，并在三维空间中旋转以对三维人

脸数据进行姿态扩充。最终对自遮挡纹理进行修饰，得到高保真大规模精细三维

人脸数据集。在深度学习模型设计方面，该方法提出了一种精细重建网络，首先

对图像拟合一个三维可变模型作为初始形状，然后将图像与初始形状编码为一种

纹理贴图空间的二维特征图，并通过全卷积神经网络，学习初始形状与目标形状

之间的残差。最终得到的重建结果包含更多细微结构信息，也更加精准。该方法

在三维人脸数据库 FG3D 和 Florence 上均取得较好的结果。相关研究工作已被计

算机视觉领域国际会议 ECCV 2020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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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面向精细结构的三维人脸重建网络示意图 

 

面向快速、准确、稳定的 3D 人脸稠密点回归 

3D 人脸稠密点回归能够辅助下游的人脸识别、动画、属性、防伪等任务，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传统的直接回归稠密点的方法参数量大，计算速度慢；近

期有研究可以直接输出低维度的参数（小于 200 维度），冗余信息少，但此类方

法不同维度的参数对重构出的人脸权重不同，加大了参数回归的难度。因此，同

时满足速度、高性能，并保持视频连续帧稳定性，是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针对

这一问题，实验室生物识别与安全技术团队博士生郭建珠、朱翔昱副研究员和雷

震研究员等构建了一个端到端的 3DMM 回归框架，使得模型能快速地回归出

3DMM 参数，并重构出准确、稳定的 3D 人脸稠密点。该方法主要包含四个部分：

（1）轻量的回归 3DMM 参数的网络结构，如 MobileNet-V3 等；（2）联合损失

函数的元优化：在每次优化迭代中，采样一部分样本作为训练，同时采样一部分

无重叠的样本作为验证，分别使用两个损失函数对模型进行更新，然后选取在验

证集表现更优的模型来替代原模型；（3）稀疏点回归分支：稀疏点回归分支对稠

密点回归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并且在测试阶段可以去掉，从而不增加任何计算量；

（4）3D 辅助虚拟视频生成：在每个采样批样本中，针对每个样本进行一个虚拟

短视频的生成（包括噪声、模糊、面内和面外旋转）来进行训练，从而增加模型

跨帧的稳定性。在相关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工

作已被 ECCV 2020 接收。 

 
图 4. 3DMM参数回归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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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特征自适应增强与修正的目标检测 

在目标检测任务中，输入图像的尺度极大的影响着性能优劣。在现有显存约

束下，对极大尺度的图像进行训练，无法保证模型输入达到最优的尺度，而对图

像进行缩放又不可避免的丢失信息。主流的 Benchmark 如 ImageNet, MSCOCO

等图像大小一般为 480*640，尺度较小。然而在一些实际应用场景的数据集中，

如 Mapillary Vistas 数据集，图像均为高清，平均大小约为 2500*3450, 这使得直

接将原图片输入网络进行训练是不可行的。同时，极大尺度数据的模型训练与测

试也极为耗时。针对上述问题，实验室多媒体计算团队博士生潘兴甲、董未名研

究员等提出一种基于自监督特征增强网络的面向大尺度图像目标检测方法。首先，

提出了基于亚像素卷积的残差上采样模块，能够以低信息损失对特征进行上采样。

其次，基于上述上采样方法提出了自监督特征增强模块，主要包含自上而下的特

征增强通路与引导式特征损失函数两部分。自上而下的特征增强通路可以有效利

用多尺度信息对特征进行上采样，引导式特征损失函数则有效的引入真实的高分

辨率特征信息。最后，在多个公开数据集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工作发

表在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上。 

 

 

图 5. 自监督特征增强网络 

 

多尺度图卷积神经网络三维形状匹配 

基于三维不规则数据的深度学习发展迅速，其中图卷积神经网络应对不规则

数据的表现和性能尤为突出。在计算机图形学中，为了虚拟化真实世界的物体，

三维形状通常需要离散化为三维网格，用于真实感渲染。但是，因为设备的差异

或采集方式的不同，难以针对单个三维形状得到相同的离散化方式，这种同一形

状具有不同的离散化方式是计算机图形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而现

有的图神经网络无法有效统一不同离散化的特征，极大的限制了图神经网络在图

形学领域的发展。针对上述问题，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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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鹏研究员等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多尺度图卷积神

经网络，通过设计将多尺度的图谱小波函数嵌入到图卷积神经网络的学习中，首

次解决了图卷积神经网络中通过图节点学习到的特征对图分辨率和连接关系敏

感的问题。该网络实现了仅在低分辨率的三维形状上学习，就可以泛化到高分辨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简报  2020 年第 2 期 

7 

 

率并生成一致的特征，提升了现有图卷积网络对于不同离散化形状的泛化能力，

并且适用于几何数据的学习。相关研究工作已被图形学国际会议 SIGGRAPH 

2020 接收并发表在 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TOG）。 

 

图 6. 针对不同分辨率的特征距离相似图 

 

面向多说话人语音合成的韵律迁移与自适应优化策略 

语音合成技术作为人机交互的核心技术之一，负责将计算机等智能设备产生

的文字信息转换为自然流利的语音进行输出。端到端语音合成可以生成高自然度

和高可懂度的语音。然而，如何提高语音合成的泛化性能仍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

的任务。针对这一问题，实验室智能交互团队傅睿博博士、陶建华研究员等人提

出了面向多说话人语音合成的韵律迁移与自适应优化策略；首先，与传统的将韵

律嵌入特征作为条件输入的方法相比，提出了一种具有前馈机制的时长控制器，

能够精确控制序列到序列模型中的状态转移；其次，提出了一种考虑样本匹配程

度的自适应优化策略，减轻文本音频不匹配对模型性能的影响。在中文数据集上

的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方法在鲁棒性和整体自然度上有明显提高，可懂度指标

提升 60%。相关工作发表在国际会议 ICASSP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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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面向多说话人语音合成的韵律迁移与自适应优化策略 

 

基于语言表述规律和常识知识的事件因果关系抽取 

事件因果关系抽取旨在从文本中识别并抽取出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对。传统

方法仅利用文本信息，忽略了因果常识知识和语言表述规律。针对这一问题，实

验室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博士生刘健、陈玉博副研究员、赵军研究员等提出了一种

基于语言表述规律和常识知识的事件因果关系识别方法，首先将常识知识进行编

码，并将其与上下文语义表示进行融合，得到常识增强的上下文语义表示。然后，

通过掩码机制对训练数据中的语言表述进行抽象，得到泛化的事件因果语义表示。

最后，联合利用文本语义、常识知识和语言表述规律抽取事件因果关系。在国际

公开数据集上的实验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人工智能领域

国际会议 IJCAI 2020 上。 

 

 

图 8. 基于语言表述规律和常识知识的事件因果关系抽取 

 

融合知识图谱的神经机器翻译方法 

神经机器翻译旨在利用神经网络将源语言自动翻译为目标语言。人名、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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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和专有名词等实体是表征句子语义的核心信息，正确翻译实体对于整个句

子语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神经网络对于实体的错翻率仍然较高。近

年来，学界和业界构建了大量知识图谱，这些知识图谱中包含了丰富的实体语义

知识，为了充分利用上述知识图谱提升神经机器翻译方法对于实体的翻译质量，

实验室自然语言处理团队赵阳博士、张家俊研究员、周玉研究员和宗成庆研究员

等提出了融合知识图谱的神经机器翻译方法，利用知识图谱提升神经机器翻译的

质量。该方法包括三个步骤：（1）跨语言实体推断。利用知识表示学习和种子实

体对，将源语言知识图谱和目标语言知识图谱中的实体映射到统一语义空间，再

根据实体之间的距离，实现对于新实体的翻译推断。（2）伪平行数据生成。根据

新推断的实体对和种子实体对的距离，将种子实体对的上下文迁移至新推断的实

体对，生成大量伪平行数据。（3）联合训练。将原始平行数据和伪平行数据进行

联合训练，得到最后的翻译模型。实验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提升神经机器翻译

方法的译文质量。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会议 IJCAI 202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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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融合知识图谱的神经机器翻译方法示意图 

 

半监督跨模态图像生成 

跨模态图像生成是多模态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旨在利用非图像模态生成对

应的图像模态。现有的方法通常利用语义特征来解决模态之间跨度大的问题。这

些方法虽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它们通常使用单

一的模态信息来学习语义特征；其次，它们要求训练数据是成对的。为了克服这

些问题，实验室神经计算与脑机交互团队博士生李丹、何晖光研究员等提出了一

种新的半监督跨模态图像生成方法，该方法由两个语义网络和一个图像生成网络

组成。具体来说，采用深度交互学习策略使图像模态辅助非图像模态进行语义特

征学习。在图像生成网络中，引入了一个额外的鉴别器来减少图像重建的损失。

同时，大量的非成对图像数据可通过图像网络提取特征，输入到图像生成网络进

行图像重建，从而使得图像生成网络训练更加完善。在多个公开数据集上的实验

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模式识别领域的国际期刊

Pattern Recognition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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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半监督跨模态图像生成框架 

 

基于多智能强化学习的非自回归图像语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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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过去绝大多数方法使用自回归解码器进行

序列解码，即生成一个单词需要依赖于之前生成的所有单词。这种自回归解码方

式难以并行实现，导致了模型在推断阶段的高时延，从而制约了这项技术的实际

应用。针对这一问题，实验室图像与视频分析团队博士生郭龙腾、刘静研究员等

提出一种基于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的非自回归图像语义描述模型（NAIC）。该模型

设计了简洁的非自回归解码器，打破了单词之间的顺序依赖关系，一次性输出全

部的单词，能够以极高的效率实现并行解码。NAIC 将非自回归解码模型当作是

一个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系统，在该系统中，句子中的每个单词被当作是一个智能

体，各个智能体之间互相进行沟通交流，其目标是通过协作以使得收获的句子级

别奖励最大化。在国际公开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

究工作发表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会议 IJCAI 202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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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基于多智能强化学习的非自回归图像语义描述 

 

基于多中心脑功能影像刻画阿尔茨海默病脑活动和脑网络异常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 AD)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大

量基于功能磁共振影像的研究提示 AD 可能是一种失连接综合征。由于缺乏大样

本、多站点的数据集交互验证，迄今为止与 AD 脑功能活动、脑连接的异常模式

还没有得到一致结论，脑功能活动是否可以作为 AD 的早期影像学标记也有待进

一步验证。为了准确刻画 AD 的脑活动、脑连接和脑网络异常模式，并探索功能

磁共振影像指标作为 AD 早期识别标记的可行性，实验室脑网络组博士生金丹、

刘勇研究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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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人员，共同利用多中心、大样本

的功能磁共振影像数据，使用荟萃分析的方法发现了 AD 中稳定的、可重复的功

能异常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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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 AD 临床的精准辅助识别、高危人群的纵向跟踪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期刊《Human Brain Mapping》上。 

 

 
图 12. 基于多中心脑功能影像刻画阿尔茨海默病脑活动和脑网络异常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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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 

 

实验室第一季度新建立课题 48 项 

实验室 2020 年第一季度新建立课题 48 项，总科研经费 10443.13 万元，其

中国家任务 7 项、中科院任务 12 项、企业委托 19 项、其它项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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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目标识别设计 严冬明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96 

2020-1-1 至

2020-12-31 

面向抑郁症智能诊疗的可解释对话

系统研究 
刘康 

院重点部署

项目 
660 

2020-1-1 至

2022-12-31 

大数据深度学习整合分析技术 杨戈 

战略性先导

科技专项（B

类） 

70 
2020-1-1 至

2020-12-31 

个体化脑图谱构建与应用研究 樊令仲 

战略性先导

科技专项（B

类） 

45.2 
2020-1-1 至

2020-12-31 

大数据分析关键技术及应用 陶建华 

战略性先导

科技专项（C

类） 

3193.38 
2020-1-1 至

2020-12-31 

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

究平台 
韩华 

自主部署 
1000 

2020-1-1 至

2022-12-31 

类脑视听觉感知计算与芯片系统 程健 
自主部署 

500 
2020-1-1 至

2022-12-31 

脑认知功能检测与调控 蒋田仔 
自主部署 

500 
2020-1-1 至

2021-12-31 

自主进化智能基础理论 张兆翔 
自主部署 

500 
2020-1-1 至

2024-12-31 

面向昇腾算子开发的技术合作项目 万军 
企业委托 

51.5 
2020-3-1 至

2021-12-31 

基于矢量语义的鲁棒定位算法合作

项目 
李和平 

企业委托 
125 

2020-3-3 至

2021-3-3 

磁共振影像血流灌注分析及可视化

技术开发 
左年明 

企业委托 
150 

2020-3-5 至

2023-3-31 

智能问诊对话系统研究与开发 罗冠 
企业委托 

150 
2020-3-18 至

2023-3-18 

三维建模 吴毅红 
企业委托 

93 
2020-3-25 至

2025-3-24 

控制与分析测试系统 高伟 
企业委托 

61.5 
2020-3-26 至

20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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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缆终端头制作智能旁站装置

核心模块技术开发 
董秋雷 

企业委托 
60 

2020-4-1 至

2020-11-30 

智慧城市场景中的智能视频识别系

统 
张彰 

企业委托 
85 

2020-4-27 至

2020-12-26 

智能化目标检测与定位、身份识别、

行为检测系统 
王金桥 

企业委托 
115 

2020-5-21 至

2020-12-31 

高效矢量化地图构建与视觉定位 崔海楠 
企业委托 

212 
2020-6-30 至

2021-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