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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第六届学术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顺利召开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第六届学术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6

日下午召开，学术委员会主任谭铁牛院士主持了本次会议。 

首先，实验室主任刘成林研究员向学术委员会作了工作汇报。详细介绍了实

验室参加 2017 年信息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的情况，分析了实验室的发展现

状，并把经过实验室研讨和深入思考产生的举措向学术委员会作了汇报。学术委

员们认真听取汇报后，充分肯定了实验室的成绩，同时在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

设、团队合作、开放交流等方面提出了宝贵建议。学术委员会主任谭铁牛院士感

谢委员们的各项建议，并以“六个坚持”做了高度概括，即：坚持需求牵引、问题

导向；坚持突出特色、稳定支持；坚持开放交流、内联外合；坚持与时俱进、优

化布局；坚持主动谋划、积极作为；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管理。 

最后，高伟向学术委员会汇报了 2018 年开放课题的申请情况、2017 年在研

开放课题的进展情况以及 2016 年开放课题的结题情况。会议对新申请课题的评

审意见进行了综合评定，综合考虑申请书评审意见、研究方向和申请人地域分布，

评选出 2018 年实验室拟资助的开放课题 18 个。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大数据多模态交互协同关键技术”项目

启动和实施方案论证会顺利召开 

2018 年 1 月 18 日，由中科院自动化所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云计算和

大数据”重点专项“大数据多模态交互协同关键技术”项目启动会暨实施方案论证

会在自动化所成功举行。出席会议的领导包括自动化所徐波所长、科技部高技术

研究发展中心傅耀威处长、中科院科发局付广义处长、中科院自动化所陶建华所

长助理、杨鑫所长助理及科技处韩伟副处长，专家组成员包括中科院软件所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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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研究员、复旦大学薛向阳教授、浙江大学陈为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波教

授、清华大学史元春教授、北京大学张世琨教授、中科曙光云计算有限公司聂华

董事长，各课题负责人和参与人员等 50 余人也参加了会议。 

 
 

启动会由杨鑫主持，首先由自动化所徐波所长致欢迎辞，向与会的领导和专

家长期以来对自动化所和项目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付广义处长随后发

言，他希望参与项目的团队围绕项目总体方案，进一步明确各自的任务分工与目

标，为项目的顺利开展做好铺垫，科学院科发局一定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对

项目的过程管理与执行。傅耀威处长针对科技部项目的管理办法向参会人员进行

了详细的介绍，并对项目的后续开展提出了宝贵建议。 

接下来，项目首席科学家，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徐常胜从项目立

项的背景与意义、研究目标和内容及技术路线、课题设置与实施管理、预期成果

与考核要求等方面向与会人员介绍了项目的总体情况。与会领导与专家充分肯定

了项目的实施方案并提出了指导建议，项目组专家一致通过实施方案的论证。 

最后，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贾燕红项目主管进行了总结，认为项目启

动会议和实施方案论证会很成功，项目组在项目风险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期

望项目结束时达到高标准验收，做到信息技术领域国内领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大数据多模态交互协同关键技术”项目启动会和实施方案论证会顺利结束，

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大数据驱动的自然语言理解、问答和翻

译”项目启动和实施方案论证会顺利召开 

2018 年 1 月 23 日，由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宗成庆研究员作为项目负责

人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大数据驱动的自然语言

理解、问答和翻译”项目启动和实施方案论证会在自动化所顺利召开，这标志着

该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实施和执行阶段。 

自动化研究所的刘成林副所长、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的傅耀威处长、

中科院科发局高技术处付广义处长和邱显杰副处长出席了会议。此外，项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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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员陈景东、杜小勇、管海兵、黄河燕、李波、沈一栋、薛向阳、张文生和朱

小燕、项目的五位课题负责人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10 余家高校、研

究所和企业的项目参与人员近 60 人参加了会议。 

刘成林研究员首先致辞，表示研究所将竭尽全力为该项目的实施提供人力和

物力的支持，确保项目顺利完成。随后，付广义处长表达了对项目的关心和支持，

并表示高技术处将全程监管项目的执行过程，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之后，科技部

高技术中心傅耀威处长详细介绍了科技部关于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管理机

制和相关政策，强调了风险防控和重点监督的重要性，阐述了项目执行过程和经

费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项目负责人宗成庆研究员对该重点专项的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项目将

面向实用系统开发提出一套大数据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理论和方法，研究融合常

识知识和多语言语义关联的知识图谱构建方法，实现旅游、娱乐、体育和客服等

领域的高鲁棒性汉、英、藏、蒙、维多语言自动问答系统。专家们认真听取了实

施方案汇报，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使项目成员更加明确了各自的任务、目标和责任，厘

清了项目关键技术模块之间的接口和关系，确定了项目实施的关键节点和成果产

出形式，达到了“挂图施工”的目的，为项目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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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情况交流会顺利召开 

2018 年 1 月 30 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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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情况

交流会在西安交通大学南洋国际大酒店顺利进行。此次会议由专项项目组主办，

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承办。 

本项目于 2016 年正式立项，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王亮研究员任首席

科学家，下设五个课题，汇聚了我国视觉大数据领域产学研优势力量，项目从大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简报  2018 年第 1 期 

4 

 

范围场景大数据中“个体-群体-场景-验证”四个方面进行整体性大范围场景透彻

感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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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空间”验证系统和示范应用。 

 
 

本次交流会与以往的分课题总体汇报形式不同，首次采用了项目中每个课题

中子课题轮流汇报的方式，目的在于让每个课题能够就其研究任务和进展进行细

粒度问题剖析，深层次探究如何更好地开展项目研究。本次会议邀请到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责任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波教授和

复旦大学薛向阳教授对项目阶段性问题进行诊断和剖析。 

 

 

首届生物特征识别青年论坛在中科院自动化所成功举办 

1 月 20 日，首届生物特征识别青年论坛在中科院自动化所成功举办，本次

论坛是由中国图像图形学学会主办，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和 CSIG 视觉大数

据专委会承办，银河水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独家赞助。论坛期间，来自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的唐云祁副教授、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的董文博副研究员、银河水

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总监张曼博士、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司生

物特征识别实验室主任刘京博士、中科院自动化所李琦、宋凌霄、刘菲等多位青

年学者受邀做论坛报告，分享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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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铁牛院士当选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3 月 14 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

员。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主任谭铁牛院士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科研进展 

 

解放双手：基于强化学习的神经网络结构自动生成算法 BlockQNN 

深度神经网络在人工智能领域正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复

杂的网络结构却让人望而却步。人工设计神经网络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直觉灵

感，而且难以保证得到的网络性能最优。目前有一些自动生成深度神经网络结构

的优化算法，但其优化过程需要消耗极大的计算资源。 

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刘成林研究员领导的模式分析与学习课题组与商汤科技

合作开展了机器自动设计网络结构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基于强化学习的神经网络

自动生成算法 BlockQNN，通过模块化网络结构设计思想、提前结束加速策略和

异步分布式系统大大提高了网络生成的速度，只需要 3 天的训练时间，就可以生

成出性能媲美（超过）人工设计的优秀网络结构，并且生成的结构具有强大的泛

化能力，可以扩展到其他数据集和任务。相关研究成果已经被 Google Brain 和

Deep mind 等国际著名机构引用，被 CVPR2018 接受并选为 Oral 论文，受邀做口

头报告，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关注。 

 

图 1. 神经网络结构自动生成流程图和结构演化过程图 

 

 

面向更具鲁棒性的分类模型：卷积原型学习 

卷积神经网络（CNN）在多个模式识别任务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某

些数据集上甚至超越了人类的识别性能。尽管如此，CNN 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

着鲁棒性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当对某些输入进行稍许扰动时，

CNN 会得到异常错误的分类结果（对抗样本）；当输入未知类样本时，CNN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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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其进行有效甄别，仍以较高置信度将其分到已知类别；训练样本较少时，

CNN 无法得到有效训练。 

 

图 2. 卷积原型学习框架 

 

针对这些问题，刘成林研究员领导的模式分析与学习课题组提出了一种新的

卷积模型：卷积原型学习（CPL）。CPL 丢弃了 CNN 中的 softmax 层，对每一类

别都维持和学习一定数目的原型来进行判别。通过将原型学习和卷积神经网络结

合，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的判别特征提取，再结合基于最近原型分类的决策准则，

提升了模型所构建的系统的鲁棒性。此外，通过设计三种不同的损失函数，使得

CPL 框架可以像传统 CNN 一样进行端到端的训练。同时，还提出了一种基于最

大似然正则的损失：原型损失（PL）。该损失基于类内高斯分布的假设，使得学

习到的类内特征更具紧致性。结合 PL 和设计的分类损失，可以使最终学习到的

特征分布同时具有类间分隔性和类内紧致性，这种模型被称为增广的卷积原型学

习（GCPL）。GCPL 不仅具备和传统 CNN 相当甚至更好的分类性能，同时在拒

识，增类学习，小样本学习等面向开放集识别任务上更具优越性，展现出了更好

的鲁棒性能。相关工作已被 CVPR2018 接收。 

 

 

基于各种生物特征模态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生物特征识别是指利用人体生物特征（生理特征或者行为特征）进行身份认

证的一种技术。常见的生物特征包括指纹、虹膜、人脸、语音、掌纹、步态等。

除了身份信息，这些生理和行为特征还可能包含与个体有关的一些其他信息，比

如年龄、性别、种族、情感、口音、身高、体重、用右手或左手的习惯等。这些

属性信息中，人口统计学属性（年龄、性别、种族）估计，由于其广泛的理论研

究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一直都是模式识别领域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课题。近三

十年的研究成果使得基于各种生物特征的人口统计学分析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谭

铁牛研究员领导的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通过对这些已有的工作进行总结与

分析，整理了一篇详尽的综述。该综述首先从个体认知的角度列举一些有关人口

统计学分析的观点；然后，分别回顾了年龄、性别和种族估计的历史发展；对使

用各种生物特征模态进行人口统计学属性估计，该综述主要从特征提取和估计算

法两个方面对已有的工作进行总结与分析，指出各种模型或方法的优缺点。最后，

列举了当前仍然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几个有潜力的未来发展方向，该工作对于解决

基于生物特征的人口统计学分析在实际应用场景中面临的诸多难题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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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该综述“Demographic Analysis from Biometric Data: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New Frontiers”已发表在国际期刊 IEEE TPAMI 上。 

 

图 3. 基于各种生物特征模态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端到端的连续情感识别系统框架 

情感识别在智能人机交互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使交互过程更自然。

连续情感识别是将情感状态映射到连续空间维度上，给每一帧分配一个情感坐标，

主要包括激活度（表示个体的神经生理激活水平）和愉悦度（表示个体情感状态

的正负特性）两个维度，能够对情感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建模，描绘出情感的时

序变化过程。 

目前的连续情感识别系统分为特征提取和情感识别两个部分。特征提取的任

务是提取出情感相关的特征，情感识别将提取的情感特征送入识别器中进行识别，

得到最终结果。然而这两个部分是分开进行的，并且其优化的目标也不一致。针

对这一问题，智能交互课题组博士生黄健、李雅副研究员和陶建华研究员等人利

用 3D 卷积神经网络提出了一种端到端的连续情感识别系统，将特征提取和情感

识别融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对输入的视频数据进行处理，同时对空间信息和

时序信息进行编码，并利用 ConvLSTM 对情感的长时信息进行建模。该框架避

免了分步计算，输入是视频，输出即是情感识别结果，中间网络结构自动提取情

感特征信息，并利用全连接层进行连续情感识别，所提方法在 AVEC 2017 的评

测数据库上取得了良好的结果。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ICASSP 2018。 

 

图 4. 端到端的连续情感识别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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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抗多语言训练的低资源语言识别声学建模研究 

深度学习极大地推动了语音识别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但是深度学习

需要大量的标注数据来训练模型。对于英语或者汉语的语音识别系统，已有的系

统通常需要使用几万甚至几十万小时的语音标注数据来训练。然而大多数语言的

资源是有限的，很难获取到大量标注数据。对于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或小语种而言，

由于掌握这些语言的人甚少，所以仅能获取到少量的数据，加之标注成本昂贵，

能用于训练声学模型的标注数据就更为稀少。 

 

图 5. 基于对抗多语言训练的低资源语言识别声学建模框架 

 

将“大数据”中的知识“迁移”到“小数据”领域中，以解决小数据领域中

数据和知识稀缺的问题是一种重要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主

要存在两方面的局限性：（1）没有考虑目标语言和源语言之间的相关性；（2）共

享特征包含了很多语言相关的信息。这些局限性会导致目标声学模型的性能提升

不明显，甚至负迁移。针对这一问题，智能交互课题组博士生易江燕、温正棋副

研究员和陶建华研究员等人提出了在多语言模型训练中引入语言对抗策略，同时

从源语言中选择与目标语言相关的样本进行迁移，从而使得源多语言声学模型的

共享隐层学习到语言无关的特征，这种语言无关的特征极大地提高了目标语言的

识别性能。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ICASSP 2018。 

 

基于自适应自组织的无监督视频特征学习和行为识别 

特征提取是视频处理中的关键步骤。手工特征往往因其固定的形式而受到限

制，深度特征十分有效，但需要大规模的标签数据进行训练。视频内容安全课题

组博士研究生杜杨、原春锋副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非线性层级正交自适应

子空间自组织映射网络（NOASSOM），可以自适应地、无监督地学习有效的特

征表示。 NOASSOM 从自适应子空间的自组织映射网络（ASSOM）扩展而来，

如图 6 所示。 ASSOM 只能处理线性数据并且只能通过标签数据进行训练。为

了克服 ASSOM 的这两点限制，首先，NOASSOM 增加了一个非线性正交映射层，

从而能够处理非线性的输入数据；并且，引入核函数来代替直接定义该映射的具

体形式。其次，通过修改 ASSOM 的损失函数，使输入数据的每个样本可以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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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贡献于损失函数，而不需要标签；这样，NOASSOM 可以有效地、无监督地

学习数据的统计模式。最后，多个 NOASSOM 可以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层级

NOASSOM 来融合多种特征，提取更有表达力的高层抽象特征。在视频人体行

为分类任务的验证实验结果显示，层级 NOASSOM 能够有效地描述视频中行为

轨迹的表观和运动信息。在 HMDB-51 和 UCF-101 国际公开数据库上取得目前

国际领先水平，识别准确率分别达到 69.3%和 93.8%。相关成果已发表在

AAAI2018 上，并以 oral 的形式在大会上进行了报告。 

 

图 6.（a）是原始的 ASSOM 网络结构示意图，图（b）是我们提出的 NOASSOM 网络结构

示意图。ASSOM 由输入层、子空间层、输出层组成。 

 

 

第一视角手势识别数据库 EgoGesture 

随着 VR/AR 头盔、眼镜等可穿戴式设备的发展和流行，产生了与可穿戴式

设备进行智能化交互的需求。由于手势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人类交流方式，并且可

穿戴式设备很容易从使用者的视角捕获人的手部，所以可以使用手势操控可穿戴

式设备。在这里，将使用者本人的视角称之为第一视角。从第一视角视频中自动

识别有意义的手势在可穿戴式设备的应用中很有必要。然而，当前第一视角手势

识别研究缺乏足够的训练数据支持。 

为解决该问题，图像与视频分析课题组张一帆副研究员、博士生曹聪琦等人

构建了一个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的第一视角交互手势数据库，名为 EgoGesture

数 据 库 。 该 数 据 库 已 可 以 公 开 下 载 （ http://www.nlpr.ia.ac.cn/iva/yfzh 

ang/datasets/egogesture.html）。它包含了来自 50 个采集对象的 2,081 个 RGB-D 视

频，24,161 个手势动作样本，2,953,224 帧图像。数据分析与实验结果表明，

EgoGesture 数据库可以作为第一视角手势识别领域的基准数据库，满足深度神经

网络训练的数据需求，能够推动相关研究工作的发展。反映该工作的论文已被期

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接收。 

 

图 7. EgoGesture 数据库定义的 83类手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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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自然图像与计算机生成图像的真伪辨识 

随着计算机图形学工具的快速发展，自然图像与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很难被肉

眼区分。传统的基于手动特征的方法难以处理复杂的数据集。三维可视计算团队

提出了使用卷积神经网络来进行自动的特征学习，进一步使用合理的“从局部到

全局”的训练策略，能够在复杂的数据上获得较高的识别准确率，同时对一些典

型的后期处理操作（如缩放和 JPEG 压缩）具有很好的鲁棒性。相关工作被信息

安全领域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Forensics and Security 录用。 

 

图 8.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分类框架 

 

 

融合单阶段和两阶段检测思想的物体检测算法 

物体检测是视觉感知的第一步，也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物体

检测的目标，就是用框去标出物体的位置，并给出物体的类别。目前，基于深度

学习的物体检测算法，主要分为单阶段方法和两阶段方法。通常情况下，单阶段

方法检测速度更快，而两阶段方法检测精度更高。为了继承两种方法各自的优点，

同时克服它们的缺点，生物特征识别与安全技术团队的博士生张士峰提出了

RefineDet 通用物体检测算法。该算法融合了单阶段和两阶段方法的检测思想，

在准确率和速度上达到了很好的均衡。 

 

图 9.  RefineDet 算法的网络架构示意图 

 

RefineDet 算法是在网络结构上对单阶段方法的改进，以模拟两阶段方法的

检测过程，从而具备两阶段方法的优势，同时能够保持单阶段方法的速度。该算

法由锚点框校正模块和物体检测模块组成，并由传输连接块连接。其中，锚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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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模块通过滤除简单的负样本和调整框的位置和大小以减少后续搜索空间并

为回归器提供更好的初始化。物体检测模则块进一步提高了回归精度和预测能力。

RefineDet 保持了单阶段方法的速度优势，同时具备两阶段方法的二阶段分类、

回归和特征等优点。该算法在公共的通用物体检测数据库上，取得最好检测精度，

保持着较快的检测速度，较好地权衡了准确率和速度。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已

发表在 CVPR2018。 

 

学术交流 

 

佐治亚理工大学宋乐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18 年 1 月 16 日，佐治亚理工大学机器学习中心副主任宋乐到访自动化所，

并向广大师生作了一场题为“Enhancing Deep Learning with Structures”的精彩学

术报告。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张燕明主持了本次学术活动。本次报

告的核心内容就是向大家展示利用问题的内在结构对提高机器学习方法性能、降

低样本复杂度和计算复杂度的重要意义。宋乐教授首先通过大量理论和实验向大

家展示了 CNN 通过卷积结构成功利用了图像问题中的平移不变性，从而用（相

比全连接层而言）少量的参数取得了非常高的识别精度。进一步，宋教授介绍了

他研究组的最新工作：Deep hyper spherical learning，即通过改进卷积操作达到更

快的收敛速度和更高分类精度。在他的另一个工作 struct2vec 中，宋乐教授介绍

了如何让深度神经网络利用图的结构信息，从而将神经网络应用到社交网络、生

物医学、推荐系统等应用问题中。 

 

 

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姚保利研究员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2018 年 1 月 12 日，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姚保利研究员到实

验室访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并做题为“超分辨光学显微及三维显微成像技术”的

学术报告。姚保利研究员是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瞬

态光学与光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

超分辨显微成像、光学微操纵、数字全息显微成像、光场调控与矢量光学等方面

的研究工作。他在本次报告中主要介绍基于光场调制控技术的结构光照明超分辨

和基于双光子激发激光的光切片三维显微成像技术及其应用，并结合很多实际实

验示例向到场老师和同学生动介绍了两种微观成像的特点，并且提出更高、更快、

更深的超分辨率的三维成像、快速超分辨三维成像是未来光学显微成像的发展趋

势。 

 

 

浙江大学 Toru Takahata 教授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2018 年 1 月 30 日，浙江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Toru Takahata 教授到

访实验室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并作题为 “Revealing ocular domains in the striate 

cortex of various species by immediate-early gene expression”的学术报告，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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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人员的众多师生参加。Takahata 教授 2005 年在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

学获得基本生物学博士学位，2008 到 2014 年在范德堡大学的心理学系从事灵长

类动物的视觉皮层比较解剖学研究，2014 年到浙江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任研

究员，主要科研目标是理解进化史和灵长类动物脑分子水平的发展。Toru 

Takahata 教授于 2016 被选为浙江省外籍千人。在报告中 Takahata 教授指出，以

前的观点认为在旧世界猴初级视皮层发现的优势眼功能柱“ocular dominance 

columns (ODCs)”被认为在新世界猴上不存在，没有功能意义。但是他的近期研

究发现其实不论是在新世界猴、旧世界猴还是大鼠的初级视皮层均有 ODCs 的存

在，我们可以重新评估皮层功能柱的功能和进化过程。 

 

 

项目立项 

 

实验室第一季度新建立课题 66 项 

实验室 2018 年第一季度新建立课题 66 项，总科研经费 11343.3 万元，其中

国家任务 39 项、企业委托 11 项、中科院任务 8 项、研究所自选项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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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力脑部调控的军用

装备研制 

张鑫 科技创新特区项目 100 2017/8/1 至

2018/8/1 

可信人机交互技术 陶建华 科技委创新特区项目 100 2017/6/1 至

2018/6/1 

基于临界状态检测与调

控的认知能力增强研究 

余山 科技创新特区项目 50 2017/8/1 至

2018/7/31 

基于脑成像技术的认知

能力测量 

左年明 科技创新特区项目 50 2017/7/1 至

2018/6/30 

院关键技术人才—张鑫 张鑫 关键技术人才项目 30 2018/1/1 至

2020/12/31 

2017 年卢嘉锡国际团队

支持经费 

徐常胜 2017 年卢嘉锡国际团

队支持经费 

240 2018/1/1 至

2020/12/31 

模式识别发展战略研究 谭铁牛 院学部自主部署项目 60 2018/1/1 至

2019/12/31 

高性能双光子显微成像

平台 

余山 院修购专项 260 2018/1/1 至

2018/12/31 

院青年促进会项目-张天

柱 

张天柱 院青年促进会项目 80 2018/1/1 至

2021/12/31 

院青年促进会项目-叶初

阳 

叶初阳 院青年促进会项目 80 2018/1/1 至

2021/12/31 

人类脑图谱绘制及生物

学基础研究 

蒋田仔 院国际合作局对外合

作重点项目 

100 2018/1/1 至

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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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麦克风阵列的多源

语音处理技术研究 

刘斌 国际伙伴计划-双边项

目 

99.6 2017/9/1 至

2020/8/31 

大数据多模态交互协同

关键技术 

徐常胜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 

672 2017/10/1 至

2021/9/30 

基于自主可控芯片的高

安全等级移动终端研制

与示范应用 

侯广琦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

课题 

150 2017/7/1 至

2020/6/30 

大数据驱动的自然语言

理解、问答和翻译 

宗成庆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 

900 2017/10/1 至

2021/9/30 

生物特征识别设备研制 孙哲南 国家其他任务 159 2017/6/1 至

2018/12/31 

数据和模型联合驱动人

脸识别技术研究 

李琦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5 2018/1/1 至

2020/12/31 

基于影像的精细内侧颞

叶脑网络研究及其在阿

尔兹海默病中的应用 

卓俊杰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 2018/1/1 至

2020/12/31 

基于大尺度神经环路的

结构和功能异常的抑郁

症生物亚型识别研究 

秦姣龙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 2018/1/1 至

2020/12/31 

知识问答中自然答案生

成关键技术研究 

何世柱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7 2018/1/1 至

2020/12/31 

知识驱动的视频文本描

述生成 

杨小汕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9 2018/1/1 至

2020/12/31 

面向社会多媒体内容的

知识表达研究 

方全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9 2018/1/1 至

2020/12/31 

混合式从运动恢复结构

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崔海楠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5 2018/1/1 至

2020/12/31 

多摄像头监控网络下行

人检测与身份再标识 

彭佩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5 2018/1/1 至

2020/12/31 

面向多尺度全脑图谱绘

制的神经环路显微成像

新技术 

蒋田仔 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

目 

100 2018/1/1 至

2019/12/31 

开放、不确定环境下视觉

感知与行为的类脑机器

理解 

胡卫明 基金委应急管理项目 220 2018/1/1 至

2020/12/31 

视觉大数据内容理解的

理论与方法 

刘成林 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项目 

1050 2018/1/1 至

2023/12/31 

基于多模态传感关联与

多层次知识协同的视觉

测量理论与方法研究 

谭铁牛 NSFC-ISF（中以），国

际（地区）合作与交流

项目 

200 2017/10/1 至

2020/9/30 

基于实时行为数据的个

性化健康管理 

徐常胜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

流项目 

260 2018/1/1 至

2022/12/31 

鲁棒的目标跟踪算法研

究 

张天柱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

研究基金 

18 2018/1/1 至

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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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对抗学习的隐

蔽通信新方法研究 

董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64 2018/1/1 至

2021/12/31 

融合实体特征和序列信

息的用户行为建模方法

研究 

吴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63 2018/1/1 至

2021/12/31 

丘脑和默认网络的遗传

组织模式及其在意识障

碍疾病中的应用 

崔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60 2018/1/1 至

2021/12/31 

基于精细脑图谱的精神

分裂症皮层发育异常与

遗传机制研究 

刘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54 2018/1/1 至

2021/12/31 

基于磁共振影像的有监

督多变量生物标志鉴定

方法 

隋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64 2018/1/1 至

2021/12/31 

面向自然交互的个性化

多模态复杂情感识别研

究 

李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63 2018/1/1 至

2021/12/31 

基于分层深度表示的行

为识别关键技术研究 

汪凌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65 2018/1/1 至

2021/12/31 

基于深层模型的结构预

测方法研究 

张燕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64 2018/1/1 至

2021/12/31 

基于结构关系和知识学

习的大规模视觉目标检

索 

王金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70 2018/1/1 至

2021/12/31 

情感语音音色分析及补

偿方法研究 

刘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62 2018/1/1 至

2021/12/31 

网格重建与网格优化方

法的研究 

严冬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65 2018/1/1 至

2021/12/31 

面向网络信息安全的图

像视频中的文字语义理

解理论与方法 

殷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子项 

101.8 2018/1/1 至

2022/12/31 

SmartCollector 与自动化

所技术合作 

高伟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60 2017/11/15至

2018/11/14 

视频 AI 处理算法开发 王金桥 北京影谱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50 2017/10/1 至

2018/6/30 

多源信息融合处理技术 杨明浩 总装预研项目 97 2017/1/1 至

2019/12/31 

空调系统步态识别技术

开发项目 

黄永祯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

限公司 

123.24 2017/10/11至

2018/12/31 

鲁棒感兴趣目标跟踪 张天柱 北京陌上花科技有限

公司 

15 2016/9/1 至

2018/6/30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超

分辨率技术合作项目 

李琦 华为终端（东莞）有限

公司 

81.41 2017/12/1 至

2018/12/1 

图像分割技术合作项目 刘静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5.53 2017/12/15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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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15 

语音声学特征参数的提

取与分析方法 

孙梦伊 总装预研项目 15 2016/12/1 至

2017/12/31 

建设《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三版百科知识图谱 

赵军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有限公司 

120 2017/12/20至

2018/12/19 

笔迹中心库研发 殷飞 天津市信息化建设投

资管理局 

30 2018/1/1 至

2018/6/30 

 

文体活动 

 

“金狗迎春 模识兴旺”--记 2018 年模识职工新春联欢会 

沐浴新年的曙光，满怀收获的喜悦。2018 年 2 月 2 日下午，由模式识别国

家重点实验室党支部、分工会共同举办的“金狗迎春，模识兴旺”2018 年职工新

春联欢会在自动化大厦十三层工会之家举行。 

自动化所党委书记牟克雄，自动化所副所长、模式识别实验室主任刘成林老

师，模式识别实验室副主任陶建华老师、王亮老师，所综合处副处长宋琪老师，

与实验室职工们共聚一堂，喜迎新春佳节。 

联欢会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开始。首先由刘成林主任发表新春致辞，刘主任

充分肯定了全体职工在 2017 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希望在

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突破。接下来在活动现场表彰了 2017 年度实验室优秀员工。

随后由各位领导出题，带领大家进入“学习十九大”知识问答环节，大家争先恐后

地抢答问题，现场气氛积极热烈。此外，各小组准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

艺节目，如：男声合唱《一剪梅》、诗朗诵《古风·欢度新年》、舞蹈《快乐的胖

子》、竹笛独奏《山村小景》等，充分展现了模识职工的多才多艺。最后的游戏

环节和抽奖环节将整场联欢会的气氛推向高潮。在欢声笑语中，联欢会接近尾声，

模识职工相聚在一起喜迎 2018 狗年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