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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实验室 2020 新生入室欢迎会顺利召开 

2020 年 9 月 16 日，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2020 新生入室欢迎会顺利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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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辅导员原春锋老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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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所是一家全面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理论和技术研究

的科研单位，具备深厚的积累和悠久的历史。模式识别是人工智能领域重要的研

究方向之一，处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自动化所

的核心部门，是最前沿的研究阵地之一。同学们通过激烈的竞争进入实验室，面

临很多新的科学技术问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希望各位同学面向前沿的、核心

的科学技术问题，利用实验室良好的科研条件，做出高水平、创新性的科研成果，

同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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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学们全面细致地展示了实验室的全貌。  

最后，实验室综合办赵微老师从实验室规章制度、日常管理、注意事项、公

共计算平台等日常工作生活的细节做了介绍和说明。  

 

 

实验室“大规模开放域文本知识获取与应用平台”获北京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 

2020 年 9 月 10 日，北京市 2019 年度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

开。其中，实验室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组与云知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成

的项目 “大规模开放域文本知识获取与应用平台”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完成

人：赵军、刘康、刘升平、何世柱、陈玉博、张元哲等。  

本项目成果以构建大规模知识图谱与知识应用引擎并赋能行业智能应用为

总体目标，针对大数据环境下知识类型开放、语言表达多样等特点，率先提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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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弱监督卷积神经网络的大规模文本知识获取系列方法，实现了千万级规模的多

领域知识自动抽取；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面向异构海量知识图谱的深度学

习问答方法，为知识查询和推理等深层应用提供有效技术支撑。2019 年度共有

154 项成果获奖，包括自然科学奖 15 项，技术发明奖 12 项，科学技术进步奖 127

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 “基于云计算的移

动办公智能交互技术与系统”项目顺利通过中期检查 

2020 年 9 月 2 日，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组织专家组对由中科院自动

化所陶建华研究员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基于

云计算的移动办公智能交互技术与系统”项目进行了中期检查。出席会议的领导

包括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信息处傅耀威处长、贾燕红主管、殷昱煜主管、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高技术处秦承虎副处长、中科院自动化所党委战超副书记、

中科院自动化所科技处韩伟副处长等，专家组成员包括曙光公司聂华研究员、北

京理工大学王国仁教授、北京交通大学赵耀教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石友康研

究员、浙江大学陈为教授、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闫秀杰高级会计师、中国

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王中军高级会计师，各课题及子课题参与单位主要成员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  

项目负责人陶建华研究员向检查专家组汇报了项目的研究内容、目标及课题

设置、项目任务总体实施情况、中期指标总体完成情况、重要进展及成果，项目

人才培养和组织管理情况，经费管理和预算执行情况，及项目下一步工作计划等。

该项目研究了在移动办公环境下，面向移动终端的高效率多通道信息输入和内容

编辑、面向移动办公的多终端协同呈现、移动办公模式下多模态深度融合的协同

交互与反馈等技术，研制了虚拟键盘、手写笔、沉浸式终端、肌电传感阵列、双

屏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投影等多种新型智能终端设备，初步形成了基于云计算

的虚实融合的移动办公智能交互系统，支持在手机、iPad、头盔、投影仪、PC

端等多种移动终端的使用。目前，已经在 4 家公司进行推广应用。检查专家组现

场观看了项目中期重要研发成果“虚实融合的移动协同办公系统”的演示。专家

组对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及管理工作给予了肯定，研究内容与任务书中关键词

契合度较高，指标完成度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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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项目进一步加强集成工作，更加整体性的展示项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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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成果，关注用户体验，进一步推进应用示范。  

检查结束后，傅耀威处长进行了总结，肯定了项目各参与单位的努力和成果，

同时强调项目最终要将各个单点功能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形成整体项目成果，也要

进一步加强项目成果在企业办公及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应用推广，达到重点专项应

用示范类项目良好的应用推广效果。 

 

 

实验室蒋田仔研究员、赫然研究员当选 IAPR Fellow 

2020 年 7 月，国际模式识别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attern 

Recognition，IAPR）公布了新晋 Fellow 名单。实验室蒋田仔研究员和赫然研究

员当选 IAPR Fellow。 国际模式识别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attern 

Recognition，IAPR）由世界各国模式识别方面的专家和团体组成的国际性学术

组织，成立于 1978 年，是模式识别领域最权威的国际性学术组织之一。中国于

1980 年加入该协会。IAPR Fellow 每两年评选一次，以表彰对模式识别领域和

IAPR 活动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当选率少于会员总数的 0.25%，据悉本届 IAPR 

Fellow 全球共有 23 人入选。  

 

实验室博士后罗娜入选 2020 年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2020 年 7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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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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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基于小样本原型学习方法的情绪识别 

情绪识别有助于构建更友好的人机交互系统，并在精神疾病的诊断、治疗和

康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基于表情、动作和语言的传统方法相比，基于脑电

的情绪识别更加稳定和可靠。然而由于不同被试脑电数据分布差异大，通用模型

的泛化能力有限，情绪识别模型往往需要对每个被试分别获取，这极大限制了基

于脑电的情绪识别应用。针对上述问题，实验室神经计算与脑机交互团队博士生

王弈欢和何晖光研究员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样本原型学习的情绪识别方法。该方

法基于协方差作为特征来计算对称正定矩阵，将原型学习与黎曼度量相结合来计

算低维对称正定流形上的质心用于分类，可成功捕获不同主体之间共享的内在情

感表示。在情绪识别公开数据集 DREAMER 和 DEAP 上的实验结果表明了该方

法可以在小样本上取得良好的迁移效果，相关成果发表在模式识别领域国际期刊

Pattern Recognition 上。 

 
图 1. 基于小样本原型学习方法的情绪识别框架图 

 

细胞器动态互作网络的动态组织 

实验室在细胞器动态互作网络的动态组织研究方面取得系列进展。2018 年，

计算生物学与机器智能团队在 Cell Reports 杂志发表了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研究

溶酶体在全细胞尺度下的动态空间组织与调控的研究论文，从空间统计分析的角

度揭示了细胞器互作全局调控的新机制，受到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2020

年，团队成员李文静副研究员与杨戈研究员受邀在国际期刊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on Systems Biology and Medicine 上以细胞器动态互作网

络的动态组织为主题发表长篇综述。该综述系统性总结了细胞器之间的相互作用

方式、空间统计分布特性以及决定相互作用发生的重要分子机制，并针对计算机

视觉技术、空间统计分析技术及网络分析技术在细胞器互作领域的基础研究以及

相关生理疾病发病机制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总结。同时对未来该方向深度学科交

叉研究前景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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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技术刻画细胞器的空间分布与组织示例 

 

基于梯度集成的网络结构搜索方法 

针对网络结构搜索（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NAS）任务，为确保梯度信

息的有效反传，传统方法通常采用网络结构连续化搜索策略和网络结构离散化验

证机制。这一表征差异将严重影响网络结构搜索效率。为此，实验室时空数据分

析与学习团队博士生张新邦和向世明研究员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梯度集成的网络

结构搜索方法。与现有连续化策略不同，该方法引入集成式概率估计方法来对各

个候选子网络（组件）进行离散化采样，利用反传梯度对全局网络结构进行概率

优化，并在此基础上对组件进行组装。受结构概率约束的影响，在搜索过程中网

络结构分布趋向于理想二值分布，降低了采样误差。通过对子网络的采样、集成

和组装，突破了传统策略中的定长编码限制，扩展了搜索空间范围，减小了“搜

索”和“验证”过程中的差异。在图像分类、图像分割、小样本学习、无监督图

像聚类、语言建模等多个任务中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相关工作发表在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上。 

 

图 3. 基于梯度集成的网络结构搜索方法框架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简报  2020 年第 3 期 

6 

 

基于解耦图卷积和图正则化的骨骼点行为识别  

在行为识别任务中，受制于数据量以及算法的制约，基于 RGB 图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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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而基于骨骼点数据的行为识别具备对背景的鲁棒性，近年来成为研究热点。如何

有效的对骨骼点视频序列数据进行建模，依然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现有的方法

主要采用图卷积，性能受限于感受野。尽管可以引入额外模块来扩展感受野，但

所增加的模块又引入了额外计算负担。针对上述问题，实验室图像与视频分析团

队博士生程科和张一帆副研究员等提出基于解耦图卷积和图正则化的骨骼点行

为识别方法。该方法利用解耦图卷积来进行骨骼点行为识别。与传统图卷积不同，

解耦图卷积将通道划分成多个组，每一组都具有独立的可学习邻接矩阵，大大增

加了图卷积的表达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注意力指导的新型图正则化

方法（Attention-guided DropGraph , ADG），可以有效缓解图卷积网络中的过拟合

问题。在骨骼点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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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发表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国际会议 ECCV 2020 上。 

 

图 4. 解耦图卷积（DC）与图正则化（ADG）的对行为识别精度的提升。 

 

基于知识巩固的增量事件识别 

事件识别旨在从非结构化文本中识别出指定类型的事件信息，是自然语言处

理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传统事件识别方法需要提前定义固定个数的事件类别，

并且在相应的数据上训练模型。因此，这些方法只能识别预定义的事件类别。但

是在实际应用中，新的事件类型不断出现，固定不变的事件类型无法满足应用需

求。为了使得事件识别模型能够不断地学习新的事件类型，并且保持在旧事件类

型上的性能，实验室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博士生曹鹏飞、陈玉博副研究员和赵军研

究员等提出了基于知识巩固的增量事件识别方法。为了保持模型在旧事件类别上

的性能，该方法提出基于原型的存储机制，仅存储旧事件类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样

本。当新的类型出现时，将新数据和存储的旧数据一起用于训练模型，进而保证

在有限存储空间下的增量事件识别。为了能让模型在识别新的事件类型时尽可能

的得到原有事件类型的指导，该方法使用层级知识蒸馏的方法将旧类别的知识从

原始模型迁移到当前模型。在国际公开数据集 ACE 2005 和 K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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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国际会议

EMNLP 2020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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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知识巩固的增量事件识别模型 

 

面向篇章翻译的动态上下文选择方法 

篇章翻译旨在借助跨句子的上下文信息提升篇章级文本的翻译质量。目前的

篇章级神经机器翻译方法在翻译篇章中的不同句子时所利用的上下文范围和数

目通常是固定的，这种设定会造成上下文信息的缺失或者冗余。有研究表明针对

不同的源语言句子设定不同的上下文范围能获得更好的翻译结果。为此，实验室

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博士生亢晓勉、赵阳博士、张家俊研究员和宗成庆研究员等提

出了面向篇章翻译的动态上下文选择方法，使模型能够依据待翻译的源语言句子

自动地选择可变范围和数目的上下文信息，从而提升翻译质量。该方法在翻译模

型之外引入一个选择模型为候选上下文句子打分，并提出两种选择策略依据得分

挑选待翻译句子真正需要的上下文作为翻译模型的输入。选择策略能够处理无需

上下文的情况，所选的上下文范围和数目随源语言句子的不同而动态变化。该方

法采用强化学习算法，设计新颖的奖励函数对选择模型和翻译模型进行端到端联

合训练。在国际公开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工作被自

然语言处理领域国际会议 EMNLP 2020 接收。 

 

 

 

 

 

 

 

 

 

 

 

 

图 6. （a）篇章上下文选择和翻译的训练示意图 （b）选择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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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模态时空表示的自动抑郁检测算法 

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类疾病并使人们陷入一种长期低迷的状态，抑郁症

使患者产生负面的自我评价，进而导致自残或者自杀等行为；当前近九成的病人

难以及时获得诊断和治疗。因此，如何设计一种自动的抑郁诊断方法是亟需解决

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实验室智能交互团队博士生牛明月、刘斌副研究员、陶

建华研究员等提出了一种多模态时空表示方法实现自动的抑郁检测。该方法主要

分为四个步骤：首先，将长时语谱和视频切分成具有固定大小的片段；然后，利

用所提出的时空注意力网络来获得这些谱段以及视频段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利

用特征进化池化方法将段特征聚合为长时的语音以及视频特征；最后，利用多模

态注意力特征融合方法来生成带有模态互补信息的多模态表示并利用支持向量

回归来进行预测。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显著提升抑郁检测的精度。相关

研究工作发表在情感计算领域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Affective Computing

上。 

 

图 7. 多模态时空表示的自动抑郁检测算法的整体流程 

 

项目立项 

 

实验室第三季度新建立课题 44 项 

实验室 2020 年第三季度新建立课题 44 项，总科研经费 5198.23 万元，其中

国家任务 9 项、中科院任务 5 项、企业委托 17 项、其它项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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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细胞尺度溶酶体空间分布与互作

调控的计算分析与建模 
李文静 

重大研究计

划项目 
112.2 

2020-1-1 至

2023-12-31 

基于认知计算的热点事件分析与推

理 
何世柱 

国家基金委

联合基金重

点支持项目 

137.31 
2020-1-1 至

2023-12-31 

社交网络虚假媒体内容检测识别的

理论与方法 
吴书 

国家基金委

联合基金重
110.04 

2020-1-1 至

20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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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支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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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 

2020-1-1 至

2022-12-31 

多模态虚实融合的技能操作示范与

技能传授 
杨明浩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

子课题 

182.5 
2020-1-1 至

2024-12-31 

人机交互中机器对人的情感识别 杨阳 企业委托 45 
2020-4-1 至

2022-4-1 

情感识别技术 陶建华 企业委托 100 
2020-6-1 至

2021-5-31 

基于车载影像的大规模城市场景建

模 
崔海楠 企业委托 36.5 

2020-6-1 至

2021-1-31 

类脑脉冲神经网络模型与学习算法

研究 
曾毅 研究所自选 360 

2020-6-1 至

2020-12-31 

斑马鱼全脑微介观联接图谱绘制 韩华 研究所自选 400 
2020-6-1 至

2020-12-31 

气象卫星历史数据再定位精度检验

软件研制 
沈丽君 企业委托 57 

2020-6-1 至

2023-1-31 

智能电话机器人场景迁移关键技术

研发 
刘康 

企业委托 
70 

2020-8-1 至

2021-7-31 

气象卫星历史数据再定位精度检验

软件研制 
沈丽君 

企业委托 
57 

2020-6-1 至

2023-1-31 

文体活动 

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工会组织观看爱国电影《八佰》 

2020 年 9 月 4 日，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工会组织会员观看由真

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八佰》。电影是历史的艺术浓缩，影片呈现给大家丰富

的社会场景、政治博弈、以及生死存亡面前的人性挣扎，是一部给予观众审视与

反思的爱国主义教育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