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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开创先河、优秀典范——中欧联合实验室（LIAMA）成立 20 周年 

2017 年 7 月 11 日，为期两天的中欧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简

称 LIAMA）20 周年庆祝活动在自动化所开幕。LIAMA 的前身“中法信息自动化

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是中法之间的第一个联合实验室。中科院副院长张杰、

法国驻华大使黎想、荷兰驻华大使孟纬德出席了 20 周年庆典并分别致辞。来自

科技部、欧盟驻华代表团、Inria 国际关系部、中科院网络中心、清华大学、浙

江大学、法国泰雷兹集团、联想、CCEF 等十多个机构的代表共同参会。中、法、

荷三方续签协议，将继续在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为合作各方提供优势互补的合作

机遇，为中欧深度合作提供成熟稳定的平台，打造“高、精、尖”三位一体的合作，

实现中欧之间的更有深度更有广度的交流。LIAMA 指导委员会主席刘成林研究

员致欢迎辞并宣布开幕。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主席 Antoine Petit 教授、

荷兰国家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所所长 Jos Baeten 教授、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徐

波研究员分别致辞。在 11-12 日的日程中，原 LIAMA 中方主任和指导委员会主

席马颂德研究员做《LIAMA：过去与未来》报告，原 LIAMA 指导委员会主席

Michel Cosnard 教授做《中国 20 年科研领域的指数增长》报告。原 LIAMA 中方

主任胡包钢研究员、蒋田仔研究员，原LIAMA法方主任Philippe De Reffye教授、

郭青溪研究员也分别回顾和分享了工作经历和感受。与会人员还访问了模式识别

国家重点实验室、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分子影像重

点实验室、脑网络组学研究中心，参观了智能人机交互、场景体感互动、网络多

媒体搜索与定制系统、基于图像的三维重建、智能视频监控、虹膜识别、机器鱼

等 LIAMA 的系列科研成果。LIAMA 的蓬勃发展受到国际广泛关注，包括英国、

法国、德国、俄罗斯、韩国、芬兰、荷兰等国家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或企业都

派人专程前来考察。 

 

 

谭铁牛院士当选 CVPR 2021 大会主席 

2017 年 7 月，2021 年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主办团队终选投票结果出炉，中

国科学院院士、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主任谭铁牛将

出任大会主席（General Chair），上海科技大学的虞晶怡教授将任程序主席

（Program Chair）。 

CVPR 是 IEEE 一年一度的学术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计算机视觉与模

式识别技术，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重要会议。近几年，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在

世界范围内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华人科学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该领域

出现了越来越多华人领袖的身影，在最近和未来几年里，几乎每年 CVPR、ICCV 

的大会主席或程序主席里都有华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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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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项目实施方案论证暨年度进展情况汇

报会 

2017 年 8 月 5 日，由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王亮研究员任首席科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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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科院自动化所召开项目实施方案论证暨年度进展情况汇报会。

该会议对项目具体实施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并对过去一年

所取得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总结。 

 

 

 

王亮研究员入选 2018 年度首都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工程 

2017 年 9 月 21 日，北京市科委正式对外发布了 2018 年度首都科技领军人

才培养工程入选人员名单，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王亮研究员成功入选。 

领军人才工程是《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十二

项重点人才工程之一，是针对 50 周岁以下的中青年科技带头人，突出对领军人

才自身发展给予支持的同时，培养团队核心成员。自 2011 年启动实施，到目前

已经遴选出 8 批 240 名领军人才。2018 年度首都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入选人

员分为科技创新类和科技创业类。评选过程中，邀请了 38 名院士及资深学者，

按类别、领域组成专家委员会，经过投票、社会公示等环节，产生入选人员 30

人，涉及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 8 个专业领域。 

 

 

实验室王伟、向世明同志分别获研究所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干部

荣誉称号，模识实验室获优秀党支部荣誉称号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开展以来，全所党员同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为研究所“一三五”战略顺利实施，为自动化

所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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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之际，为弘扬先进，树立正气，经过各支部提名推荐、所党委扩大会议评审

投票和结果公示，所党委决定授予王伟等 25 名同志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优

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授予向世明等 15 名同志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优秀党

务干部荣誉称号，授予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党支部等 2 个实验室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优秀党支部荣誉称号。 

 

 

科研进展 

 

基于双流递归神经网络的人体骨架行为识别 

早期基于骨架的行为识别方法主要基于手工设计对行为分析有用的特征，这

些手工特征的表达能力有限，不能适应大规模行为识别的任务。最近两年出现了

一些端到端的基于递归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RNN）的算法，可

以直接处理原始数据并预测行为。这些方法把每个时刻的关键点坐标拼接成一个

向量，不同的时间的坐标向量组成一个序列，然后采用 RNN 网络学习特征的表

达并直接预测行为。实际上，人体不同关键点的数据是具有空间结构关系的，而

之前基于 RNN 的方法只考虑了人体骨架坐标随着时间的动态演变，而忽略了它

们在某一个时刻的空间关系。针对这一问题，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王洪松博

士、王亮研究员等人提出一种基于双流递归神经网络（Two-stream RNN）的方

法，分别对人体骨架坐标的时间动态特性和空间相对关系建模，方法示意图如下

所示。 

 
图 1 双流递归神经网络 

 

该方法采用两个 RNN 网络（时间通道的 Temporal RNN 和空间通道的 Spatial 

RNN）处理人体骨架关键点数据，最后在分数层采用加权平均的方式融合，这

两个网络可以作为一个端到端训练的整体。在 NTU RGB+D 数据库（当前基于

Kinect 数据的行为识别研究最大的数据库）及 SBU Interaction 数据库（交互式行

为识别研究中常用的一个数据库）上的两种不同实验，cross subject（测试集中

的人和训练集中的人没有交集）以及 cross view（测试数据的拍摄角度和训练数

据不同），本方法的结果都优于 Hierarchical RNN、Spatial RNN 等现有方法。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计算机视觉领域国际会议 CVP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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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离散哈希的图像检索方法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发展，对于图像检索的需求越来越多。基于哈希编码的

图像检索对存储要求低，检索速度快，成为了研究的重点。传统的哈希编码采用

手工设计的特征，不能很好的表示图像的语义信息，且量化误差较大，标签信息

利用不充分，因此检索精度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得益于深度学习的发展，深度哈

希编码在图像检索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最近，研究者提出了两通路的深度哈

希检索方法，一路是学习哈希编码，另一路是学习图像类别，两通路共享部分权

重。这种做法利用了图像标签信息，提高了哈希检索的效率，但是两通路之间没

有必然的联系。为了更加高效的利用标签信息，减小量化误差，智能感知与计算

研究中心李琦博士、孙哲南研究员等人提出了深度离散哈希。该方法的一个基本

假设是哈希编码也可以直接用作分类，利用图像之间的相似关系和标签信息学习

哈希编码。在此方法中，神经网络的最后一层被直接限制成二值化的哈希编码，

这些二值编码既可以用来判断图像之间的相似性，也可以直接被用来做图像分类。

该团队采用迭代优化方法求解带有二值编码的神经网络，最终实验结果显示该方

法在CIFAR-10和NUS-WIDE数据库上的平均精度均值 （Mean Average Precision）

达到最优结果。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机器学习领域国际会议 NIPS 2017。 

 

 

图 2 深度离散哈希编码结构图 

 

 

基于循环三维卷积网络与时空变换的第一视角手势识别 

手势是一种常用的人机交互方式，除了传统的机器设备，也可以用于控制新

兴的可穿戴式设备（例如 google glass, HoloLens, AR/VR 头盔等）。可穿戴式设备

从动作执行者的角度进行拍摄，得到的是第一视角下的视频。由于可穿戴式设备

会随着人体的姿态变化而运动，第一视角视频中的全局运动非常显著，会影响到

关键部位运动信息的抽取，给视频分析任务带来挑战。已有方法需要计算光流信

息估计全局运动参数，并且往往需要检测手部区域然后提取人工构造的特征，计

算代价大并且不够具有一般性，不能处理复杂多变的应用场景。针对这一问题，

图像与视频分析课题组博士生曹聪琦、张一帆副研究员等人设计了一个包含时空

变换模块（RSTTM）的循环三维卷积网络用于第一视角下的手势识别。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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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可以自动处理全局运动形变，关注到具有判别力的时空区域，将原始输入调

整到一个更有利于识别的特征空间。所提模型在该团队采集构建的 EgoGesture

数据集上可以达到 92.2%的分类准确率和 70.9%的检测准确率，在 GTEA 数据集

上可以达到 63.0%的检测准确率，领先其他方法四个百分点。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于计算机视觉领域国际会议 ICCV 2017。 

 

 

 

图 3 基于循环空时变换模块与循环三维卷积神经网络的第一视角手势识别模型框图 

 

 

基于深度耦合卷积网络的目标检测 

从图像和视频中检测多种多样的目标是计算机视觉中的一项基础和核心的

任务，其应用广泛，如自动驾驶、智能监控以及大规模商品识别等。然而通用的

目标检测在实际应用中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同类目标之间的外观差异、不同

类目标之间的相互干扰以及目标的形变、截顶、遮挡等。参考人类的视觉机制，

往往人类在识别一个目标时，先对目标的整体轮廓进行观察，然后再通过一些局

部细节来区分不同的目标或者同一类目标的不同个体。而现有的基于深度学习的

检测方法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都只用了目标的全局结构或者局部部件来

检测目标。基于以上观察，图像与视频分析课题组博士生朱优松、王金桥研究员

等人设计了一种简单高效的耦合网络结构，使得网络在学习的过程中既能关注目

标的整体外观结构，又能捕捉到具有判别力的局部细节信息。通过耦合目标的全

局和局部信息，充分利用它们之间的互补优势，使得网络能有效的处理目标的形

变、截顶以及遮挡等状态，同时对于不同类目标之间的相互干扰等也具有一定的

鲁棒性。在通用目标检测数据集 PASCAL VOC07、VOC12 以及 MS COCO 的测

试集上均取得了显著的性能，单模型的精度相比 baseline 分别提升了 2.2、2.8、

4.5 个点。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计算机视觉领域国际会议 ICCV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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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深度耦合卷积网络的目标检测示例 

 

 

高精度 GPU 与实时 CPU 深度人脸检测器 

人脸检测是智能视频分析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为人脸属性分析、人脸

关键点定位以及人脸识别提供了重要技术手段。人脸检测的速度和精度直接影响

着相关研究的进展，而现有人脸检测面临着低分辨率人脸检测、检测速度与精度

的平衡等问题。为此，生物特征识别与安全课题组博士生张士峰分别提出了基于

CNN 的 GPU 下高精度人脸检测技术以及 CPU 下实时人脸检测技术。 

GPU 高精度人脸检测器集中解决小尺度人脸的检测问题。通过深入分析小

尺度人脸检测失败的案例，该团队发现检测失败主要源于以下三点原因，并分别

提出了相应解决办法。1）检测框架设计上，锚点框的铺设位置以及其大小的设

计，都对小尺度的人脸不够重视，因此他们设计了具备尺度均衡性的检测框架；

2）锚点框的匹配策略有缺陷，导致有些尺度的人脸匹配到的锚点框数目不充足，

他们提出了尺度补偿的锚点框匹配策略；3）小尺度锚点框会产生大量的负样本，

导致很多的虚检，因此他们针对小尺度锚点框提出了背景标签输出最大化的操作。

该研究有效地解决了小尺度人脸难以检测的问题，显著提高了小尺度人脸上的检

测性能，在所有主流人脸检测库上都取得了当前最好的检测结果。 

CPU 下基于 CNN 的实时人脸检测器集中攻克检测速度与精度的平衡问题。

目前的基于深度网络框架的人脸检测技术性能虽然很好，但是往往很难满足CPU

下检测速度实时性的要求。为此，该团队设计了一个高效但轻便的网络架构。这

个架构由快速消化网络和多尺度网络组成。快速消化网络利用大小合适的卷积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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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地降低输入的空间尺寸，并输出较少的特征图通道，以达到 CPU 下实时的

检测速度。多尺度网络用来丰富网络的感受野，并把锚点框合理地铺设于适当的

卷积层，以保持较高的精度。此外，由于不同尺度的锚点框，有着不同的铺设密

度，铺设较稀疏的锚点框，会导致召回率下降，因此他们提出锚点框密集化操作，

对铺设稀疏的锚点框进行密集化，有效地提高了人脸的召回率。 

相关研究成果相继发表于计算机视觉和生物特征识别领域国际会议 ICCV 

2017 和 IJCB 2017。 

 

 

图 5 GPU 下具备尺度均衡性的检测框架   

 

 

图 6 CPU 下的轻量级检测框架 

 

 

 

基于深度时空自组织神经网络的视频动态目标检测 

视频中动态目标检测的主要难点在于排除复杂背景的运动干扰。复杂背景的

运动主要具有两个属性：1）空间属性，即空间中全局背景的变化，主要由相机

的变焦、平移、抖动等因素造成的；2）时间属性，即时间上局部背景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背景中不同类型的动态元素，如河流、喷泉和恶劣天气等。以往基于

自组织神经网络的动态目标检测方法没有充分表征背景的时空属性，无法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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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场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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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新的时空自组织神经网络模型，充分地考虑了背景运动的空间和时间两个属性。

该模型通过在空间上利用整个帧、在时间上利用某一像素的序列，从两方面进行

训练，并且采用了一种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的新方法来自动学习背景滤波的时空

阈值。为了进一步准确地建模复杂背景，该团队通过级联多个时空自组织神经网

络层形成一个深度时空自组织神经网络。该深度网络的训练过程是逐层进行的，

不同的层建模了复杂背景的不同部分，逐层过滤背景，提取的前景从当前层传送

到下一层直到最后一层。随着层数加深，能够准确有效地对包括复杂背景的视频

进行动态目标检测。在 CDnet 2014 和 CDnet 2012 国际公开数据库上取得目前最

好结果，综合性指标 F-measure 达到 82%。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计算机视觉领域

国际会议 CVPR 2017。 

 

 

图 7 基于深度时空自组织神经网络的视频动态目标检测 

 

 

分层递阶相关字典：一种用于复杂姿态和部分遮挡的人脸配准模型 

给定一幅人脸图像，人脸配准的目标是确定人脸上一些预定义的关键点。人

脸配准是人脸视觉问题的一个关键中间模块，很多其他任务，包括人脸识别、人

脸建模、人脸属性分析等，都严重依赖于人脸配准的结果。现有人脸配准算法对

于接近正面的人脸能够达到非常不错的处理结果，但是对于视角复杂变化和存在

部分遮挡的人脸处理效果还不理想。针对这些问题，视频内容安全课题组兴军亮

副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层次化逐阶相关字典学习的人脸配准模型。该模型在一

个框架下同时处理复杂视角和部分遮挡的人脸配准问题，通过稀疏字典学习的方

法，以逐阶迭代的方式学习得到关于人脸表观和人脸形状的一对相关字典集，对

于特定的人脸图像，模型自动地选择出对应的人脸表观形状字典基来对其进行表

示，较好地解决了人脸的视角变化问题。对于存在部分遮挡的人脸，模型也能够

自动地选择相关字典中的遮挡字典对其进行表示，从而降低了遮挡部分对于最终

配准结果的影响。所提出模型在 BioID、LFPW 和 COFW 等多个公开数据库上都

取得了超过 5%的性能提升，相关研究工作相继发表于 CVPR 2014 和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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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利用逐阶相关字典学习模型进行人脸配准过程示意图 

 

 

语音合成音库自动构建：自动韵律边界标注 

韵律边界标注对于语料库建设和语音合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自动韵律

标注可以克服人工标注中的不一致、耗时的缺点。仿照人工标注流程，人机交互

课题组博士生傅睿博、温正棋副研究员和李雅副研究员等人运用循环神经网络分

别对文本和音频两个通道训练子模型，对子模型的输出采用模型融合，从而获得

最优标注。研究中还以词为单位提取了静音时长，比传统以帧为单位的声学特征

更加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与韵律边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实验结果表明，该团

队所采用的静音时长特征相比于传统声学特征对自动韵律标注的性能有所提高，

决策融合方法相比于直接特征层面融合更好地结合了声学和文本的特征，进一步

提高了标注的性能，其中最难标注的韵律词这一层级，相比基线 F1 值提高 15%。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机语音通讯学术会议 NCMMSC2017，并被

评选为大会的最佳学生论文。 

 
 

图 9 自动韵律边界标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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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自适应聚类：通过讨论相关性来重新思考和处理聚类问题 

受益于深度神经网络有效的函数拟合能力，DNN 在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领

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例如：分类，检测，分割等等，但是这些进步都依赖于大

量标签数据。这很大程度限制了 DNN 的应用范围，因为在很多实际任务中，是

没有办法获得大量的标签数据的或者很难得到数据标签的，例如：检索，查找等

等。特别地，这些任务都可以看作是对数据聚类的过程。如何利用 DNN 的学习

能力来解决聚类问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聚类的目的是将相似的数据聚为同类，将不相似的数据聚为不同类。从上述

基本定义出发，遥感图像处理团队常建龙博士等人通过讨论数据点之间的相关性，

将聚类问题看作是一个成对数据点的二分类问题，即将成对的相似数据点作为正

样本，不相似的作为负样本。其中，课程学习被用来选取合适的正负样本，DNN

模型用来实现二分类。最后，通过对二分类模型加恰当的约束条件，DNN 将所

有数据点映射到 one-hot 向量，从而对数据进行自动地聚类。算法流程图如图 1

所示。相关研究成果作为 Oral 发表于计算机视觉领域国际会议 ICCV 2017。 

 

 
 

图 10 深度自适应聚类 

 

 

基于多站点验证的抑郁症电击疗法疗效预测 

电刺激疗法（ECT）以其稳定快速的治疗效果，在临床上得到广泛认可，但

其对重度抑郁患者认知、记忆等功能存在潜在损伤。在抑郁症患者接受 ECT 治

疗之前，通过检测影像标志对患者的治疗恢复情况进行预测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

意义。脑网络研究中心博士生姜荣涛、隋婧研究员等人基于机器学习技术，利用

老年抑郁症患者治疗前的结构磁共振影像（灰质密度），对病人的 ECT 治疗之后

的症状缓解以及是否恢复的情况开展了个体化水平预测。结果显示右侧海马、右

眶额皮层、右颞下回、左侧楔前叶，左侧辅助运动区及左侧舌回可作为预测老年

抑郁症 ECT 疗效的潜在影像学靶点，准确率达到 89%, 经过重复检测和验证，

上述结果能够在另外两个独立数据集上同样实现疗效的预测, 准确率分别为 90%

和 86%。进一步的纵向分析结果显示，ECT 治疗的疗效预测脑区和治疗响应脑

区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独立性。该研究在多个数据集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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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于 sMRI 的电刺激治疗技术疗效的定量化预测，检测到一系列可用于老年抑

郁患者 ECT 疗效预测的潜在生物标志，对于辅助医师制定个性化的诊疗决策，

实现精准地预后判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

Nature 旗下期刊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图 11 ECT 治疗的疗效预测脑区和治疗响应脑区 

 

 

有监督的多模态融合方法及其用于认知的影像学标志鉴定 

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使用单一模态脑影像研究大脑的生理特征

或者行为特征之间的关系，多模态脑影像融合技术能够从多个角度反映脑功能与

结构间的交互作用，为理解人的行为和认知提供了更好的途径。现有的多模态融

合技术大多是以无监督的形式进行融合，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挖掘出与某一

特定临床指标(如认知评分、症状评分、基因表达等)相关的脑影像共变模式表现

出了浓厚的兴趣。受此启发，脑网络研究中心博士生戚世乐、隋婧研究员等人提

出了一种新的有监督的数据融合技术，能够将兴趣指标作为优化学习的参考约束，

并以此来指导多模态脑影像信息的数据挖掘，从而更加精确的挖掘出与脑疾病特

定临床指标密切相关的神经影像靶点。模拟数据的实验显示，相较于常用的无监

督数据融合方法，如 CCA，ICA，IVA 等，有监督的学习模型更加具有目标导向

性，因此能够从庞大复杂的数据集中准确的挖掘出感兴趣的目标成分。在真实脑

影像数据分析中，该研究以认知子域——工作记忆能力评分为参考信息，引导功

能、结构、解剖三模态的磁共振影像(MRI)特征融合，探索与精神分裂症工作记

忆能力损伤密切相关的 MRI 影像学标记。基于该模型，不仅发现了与工作记忆

能力显著相关的多模态共变模式，更重要的是，该共变模式在能够在独立数据集

的验证分析中得到复现，充分验证了本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在脑疾病相关兴趣靶

点检测中的广泛应用前景。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医学影像领域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Medical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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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新加坡国立大学 Anqi Qiu 教授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2017 年 8 月 29 日，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Anqi Qiu 教授访问实验室脑网络组研

究中心，并做题为“Biological Origin of Mental Illness: Evidence from Infant Brain 

Imaging and Genetics”的报告。Anqi Qiu 教授于 2006 年博士毕业于美国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在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及医学图像

分析和模式识别等领域都有较为深厚的积累，其研究领域包括疾病表型、神经影

像、基因数据等，他于 2016 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青年教授研究奖，近年的论文

发表在 Cerebral Cortex、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Nature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等本领域有代表性的期刊上，目前担任 Human Brain Mapping 等多个

国际期刊的编委。Anqi Qiu 教授此次来访，针对脑网路组研究中心的多尺度脑网

络组图谱研究及临床应用推广展开了积极交流。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罗杰波教授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2017 年 7 月 6 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罗杰波教授来实验室访

问交流，并作了题为“视频与语言”的学术报告。在此次报告会中，罗杰波教授与

自动化所师生分享了他在多模态理解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介绍了计算机视觉

与数据挖掘中的一些经典问题和视频理解的问题背景。报告中，罗杰波教授还总

结了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并对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预估和分

析。罗杰波教授是 IEEE、SPIE 和 IAPR 等学会 Fellow，曾于柯达实验室从事研

究长达十五年，并担任该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于 2011 年加入美国罗彻斯特大学

计算机科学系。罗杰波教授是ACM Multimedia 2010、CVPR 2012大会共同主席，

Journal of Multimedia 主编，并担任 IEEE T-PAMI、IEEE T-MM、IEEE T-CSVT

等学术期刊编委。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朱松纯教授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2017 年 9 月 18 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朱松纯教授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并作了题为“Dark, Beyond Deep: A Paradigm Shift for Computer Vision” 的学术报

告。报告中，朱松纯教授分析了当前深度学习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和主要问题，

提出了“Small Data for Big Task”的新研究范式，并介绍了在这一框架下的部分研

究结果。朱松纯教授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统计系与计算机系教授，

UCLA 计算机视觉、认知、学习与自主机器人中心主任。朱松纯教授于 1996 年

获美国哈佛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在国际顶级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200 余篇， 

曾三次获得马尔奖。 

 

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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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第三季度新建立课题 24 项 

实验室 2017 年第三季度新建立课题 24 项，总科研经费 2950.16 万元，其中

包括国家任务 4 项、中科院任务 7 项、企业委托项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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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脑智能监护可穿戴装备

的产业化开发 
张鑫 

院科技服务网络

计划项目 
50 

2017-07-01 至 

2018-06-30 

复杂视觉时空信息的类脑

感知与理解 
胡卫明 

院前沿科学重点

研究项目 
300 

2017-07-14 至

2022-07-14 

面向社会热点事件的物理

与网络空间大数据协同感

知与计算 

徐常胜 
院前沿科学重点

研究项目 
300 2017-07-13 至

2022-07-13 

远距离步态识别技术与应

用 
黄永祯 

院科技服务网络

计划项目 
200 

2017-07-01 至 

2018-06-30 

2017 学会联合体青年人才

托举工程 
张家俊 中国自动化学会 15 

2017-01-01 至

2017-12-31  

跨场景群体透彻感知的关

键技术 
董晶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子项目 
250 

2016-07-01 至

2020-06-30  

视觉数据描述自动生成的

关键技术研究 
徐常胜 

NSFC-RS（中英）

国际合作项目 
9.96 

2017-04-01 

至 2019-03-31 

结合语境信息，基于复述判

定的语义解析原型系统 
赵军 

北京云知声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300 

2017-07-01 至

2020-06-30  

面向特定领域的智能对话

系统研发 
张家俊 

出门问问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250 

2017-02-18 至

2020-02-18   

基于深度学习新模型的短

视频内容感知与理解 
原春锋 

厦门美图之家科

技有限公司 
30 

2017-09-01 至

2018-08-31   

ProE 实时仿真建模技术合

作项目 
严冬明 

华为终端（东莞）

有限公司 
50 

2017-07-20 至

2018-01-31 

智能化精准健康资讯推荐

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罗冠 

北京好啦科技有

限公司 
80 

2017-08-18 

至 2020-08-17 

道路停车的车辆检测和跟

踪算法识别技术 
王金桥 

迅驰（北京）视

讯科技有限公司 
40 

2017-02-01 至

2017-12-31  

邮件面单电子笔迹特征提

取系统 
殷飞 

天津市信息化建

设投资管理局 
40 

2016-12-01 至

2017-12-31  

深圳腾讯公司联合项目协

议 
张家俊 

深圳市腾讯计算

机系统有限公司 
45 

2017-06-01 至

2017-12-31  

多语种智能翻译系统 周玉 五十五研究所 128 
2017-07-14 至

2018-07-14  

PIFI 国际访问学者 张曼 
中国科学院国际

人才计划 
24.5 

2017-01-01 至

2017-12-31  

PIFI 国际访问学者 赵鑫 中国科学院国际 36.5 2017-01-01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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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计划 2017-12-31 

图像智能应用测试集 赵鑫 
国防科技创新特

区项目 
500 

2016-11-01 至

2018-0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