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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实验室承办第 24 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 

8 月 24 日，第 24 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tern Recognition, ICPR 2018) 在为期 5 天的大会议程之后，在国家会议中心大

会堂举行闭幕式，为本次大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本届会议由国际模式识别联合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联合主办，对于我国在国际模式识别学术领域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

仅是其创办 40 多年来第一次在中国内地召开，同时我国高校和企业的入选论文

占了总入选论文的半壁江山，凸显出我国在该领域日益崛起的重要学术地位。 

2018 年的 ICPR 分为 6 个主题，包括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语

音图像视频和多媒体、生物识别技术和人机交互、文档分析和识别以及生物医学

成像和生物信息学。除了口头报告和海报展示，大会还邀请到 6 位该领域的顶尖

学者做特邀报告，展示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 

大会的开幕式上，大会主席谭铁牛院士和程序委员会主席刘成林研究员分别

致辞。在持续 4 天的主会中，共举行了 9 场大会报告，包括 3 场获奖演讲及 6

场特邀嘉宾报告。除了大会报告，本届大会还进行了 29 场共计 125 份口头论文

报告以及 4 场共计 527 份海报论文展示，并为 14 篇论文分别颁发 ICPR2018 最

佳论文奖和最佳学生论文奖、最佳工业论文奖和 Zaperoni 最佳学生论文奖。 

在 2014 年 ICPR 期间举行的 IAPR 理事会会议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模式

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谭铁牛和实验室主任刘成林代

表中国作申办报告并回答了理事会的质询，最终赢得理事会青睐，获得 2018 年

ICPR 举办权。这折射了我国在模式识别这一人工智能重要领域的快速进展和学

术地位，代表了国际学术界对于主办方模式识别国际重点实验室学术能力的充分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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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视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发布会暨签约仪式举行 

7 月 10 日上午，中科视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发布会暨签约仪式在

京举行。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书记牟克雄、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卢汉

清、金沙江创投董事杨志伟、影谱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姬晓晨、中央电

视台《加油向未来》制片人兼总导演贾闪闪、联想集团副总裁、联想新视界 CEO

白欲立等 50 多家企事业领导出席本次发布会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中科视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依托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图像与

视频分析团队，由国内顶级投资公司金沙江创投投资，中科院参股的产业化公司。

主要业务面向智慧交通、智能商业和智能制造三大领域提供全方位 AI 核心计算

引擎和解决方案。创业团队具有 20 余年的核心技术积累，并且在公安、交通、

娱乐、零售和工业等各个垂直领域的进行了广泛的验证和应用，已经具有上百家

上市公司、政府和行业客户，适用于多个行业应用平台，拥有坚实的数据、理论、

算法和用户基础。同时该团队贯彻落实“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将多年的图像

视频大数据语义计算研究成果转化，在良好的政策与经济环境下，旨在打造产学

研一体化的行业解决方案，打造有温度、有价值的人工智能技术。  

发布会发布了四款产品，嵌入式视觉高性能部署方案“MNIE 移动端神经网

络前向推理引擎”、基于主动学习的自动化标注平台“在线主动强化学习自主标注

平台”、“多模态立体身份感知 SensePerson10.0”、“SenceCar 车型识别引擎”。活

动最后，中科视语分别在智慧交通、智能商业和智能制造三大领域与中交远洲交

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杰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拾联（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胶州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 

2018 年 7 月 15 日，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胶州市人民政府、中科唯实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三方于胶州共同签署三方合作协议，成立胶州人工智能产业技

术研究院。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谭铁牛院士，自

动化所党委书记牟克雄，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亮研究员，中科唯实

总经理王海滨等一行出席本次会谈和签约仪式。胶州市市委书记孙永红、市长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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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玉等市委领导出席并全程接待。签约仪式之后，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

张江汀、市长孟凡利共同会见了谭铁牛院士、牟克雄书记一行。  

胶州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系我所院地合作模式的全新探索。未来研究院

将立足胶州国家级经济开放区，融合各方力量，专注优势方向，结合当地产业结

构，共同构建高端智能系统与应用，建设强壮的创新生态。  

正如谭铁牛院士和牟克雄书记反复强调的，一定要把研究院做实再做实，一

步一个脚印，通过三方的协同合作、共同努力，实现共赢共腾飞的目的。  

 

 

实验室步态识别技术登上央视中国新闻栏目 

9 月 15 日晚 19 点，CCTV4 播出的《中国新闻》栏目再度聚焦高质量发展，

对实验室的步态识别技术及孵化企业银河水滴进行了报道。 

步态特征是目前发现的一种能满足监控场景要求的生物特征，与其它生物识

别技术相比，步态识别具有远距离、非接触、不易伪装等优点。一、步态识别适

用距离更广。通常情况下，为达到良好识别效果，虹膜识别需要目标在 30 厘米

以内；人脸识别需要目标在 3 米以内；而步态识别的目标可以远达 30-50 米。二、

步态识别为非受控识别，无需识别对象主动配合与参与。指纹识别、虹膜识别、

人脸识别等都需要识别对象主动配合。步态是远距离、非受控场景下可清晰成像

的生物特征，即便一个人在几十米外背对普通监控摄像头随意走动，步态识别算

法也可对其进行身份判断。三、步态难以伪装。不同的体型、头型、肌肉骨骼特

点、运动神经灵敏度、走路姿态等特征共同决定了步态具有较好的区分能力，通

过精巧设计的算法和海量数据的训练，机器可以更好地识别这些细节特征。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意识与意识障碍分会正式成立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意识与意识障碍分会于 2018 年 9 月 1 日正式宣告成立，

并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举行了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该分会由模式

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脑网络组研究中心蒋田仔研究员担任主任委员，由全国开展

意识与意识障碍神经科学基础与临床研究的 40 余家单位的专家担任委员，何江

弘副主任委员担任秘书长，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崔玥副研究员和陆军总医院

杨艺担任分会秘书。来自全国近 100 名科研及临床工作者齐聚自动化所参加了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议程包括意识与意识障碍分会成立仪式，Neuroscience Bulletin“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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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障碍：从基础到临床”专辑发布仪式，以及意识与意识障碍学术年会。在本次

会议中意识与意识障碍领域的院士和著名专家以及部分委员作了学术报告并展

开热烈讨论和交流。意识是人类的终极科学问题，意识与意识障碍是神经科学的

重大科学前沿，组建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意识与意识障碍分会，将对我国意识研究

产生重要促进作用，可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探讨意识领域基础及临床转化应用，

推动不同学科的协作研究策略。一方面通过基础研究阐明或解决意识的关键科学

问题，为意识及意识障碍研究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推动意识和意识障碍

研究深化发展，实现基础与临床的优势互补，将新理论、新材料应用于临床治疗，

促进医学转化应用和发展，加快神经科学前沿技术应用到一线中，造福广大患者，

推进我国意识及意识障碍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通过本次学会成立及学术交

流会议，有望促进我国意识与意识障碍研究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科研进展 

 

结合注意力和对抗机制的手写数学公式识别 

手写数学公式识别是文字识别(OCR)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为了应对其复杂的

二维结构和多样化的字符书写风格，尽管传统方法人为制定了大量的规则来进行

符号切分、符号识别以及结构分析，却依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近年来具

有注意力机制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在印刷体数学公式识别上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但是当其应用到手写数学公式识别时却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主要原因在于不同人

书写的数学公式字体风格具有极大的多样性而可获得的训练集样本数量又极其

有限，这使得数据驱动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难以取得很好的泛化性能。 

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模式分析与学习团队博士生吴金文、刘成林研究员等人

研究了人类学习文字的认知过程，提出了一种同时将注意力和对抗机制结合的手

写数学公式识别模型。该模型以标准的印刷体数学公式作为模板，在训练注意力

模型关注手写体公式和印刷体模板上相同的字符的同时，采用对抗机制使得深度

神经网络更多的关注同种字符所具有的语义不变特征，忽略不同人书写时的风格

特征。这种注意力与对抗机制相结合的方式引导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从印刷体模板

中获取先验知识，进而促进手写体公式的识别，极大的提高了模型的泛化性能，

将此前手写公式数据集 CHROME2014 上 state-of-the-art 的 44%的整行识别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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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到了 47%。此外该工作介绍了一种全新可移植的并行卷积注意力机制来替换

在此之前图像到序列任务中通用的递归注意力机制，不仅消除了递归网络容易出

现的梯度消失或者爆炸问题，还使得解码器在参数量相同时训练速度提升 1.5 倍

以上。相关工作“Image-to-Markup Generation via Paired Adversarial Learning”已被

国际会议 ECML 2018 接收。 

 
图 1. 模型注意到的某一字符具有极其多样的书写风格 

 

端到端的韵律结构层级预测方法 

从文本信息中预测韵律层级结构一直是语音合成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可以有

效提升合成语音的表现力和自然度。韵律结构模型能够刻画出语音中的抑扬顿挫

与轻重缓急，进而提高合成语音的表现力和自然度。现有的汉语韵律层级结构预

测通常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本特征的提取，包括词性、词位、词向量等

特征参数。第二阶段是利用提取得到的文本参数，通过数据驱动的方法建立文本

特征与韵律结构之间的映射关系。这种建模方法不仅严重依赖于文本特征提取的

精度，而且需要大量人工标注工作。针对这一问题，智能交互团队博士生郑艺斌、

温正棋副研究员、陶建华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 BLSTM-CRF 的端到端韵律

结构层级预测方法，基本框架如下图所示：主要包含三部分，分别是词 embedding

层，BLSTM 层和 CRF 层。词 embedding 层能够将输入的词序列转换为对应的词

embedding 序列，经过 BLSTM 编码后送到 CRF 层进行句子级别的联合解码。整

个框架是基于端到端的结构。此外，考虑到中文的特性，词中的字也带有一定的

语义信息，该工作进一步将字 embedding 作为模型的输入，并通过引入注意力机

制自动学习得到韵律结构对字 embedding 和词 embedding 的依赖程度。最终，该

方法相对于目前最好的基于 BLSTM 的方法，在语调短语的预测上，针对中文和

英文分别提升 3.21%和 3.74%，主观测听实验结果同样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会议 Interspeech 2018。 

 

图 2. 基于端到端的韵律结构层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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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省变分自编码器的高清真实图像生成 

由于问题困难，计算复杂度大，一直以来只有英伟达(INVIDIA)、英国牛津

(Oxford)和麻省理工(MIT)等知名科研机构在研究高分辨率真实图像的生成。近日，

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的博士生黄怀波、赫然研究员、谭铁牛研究员等人提出

一种新的深度生成模型—自省变分自编码器(Introspective Variational Autoencoder，

IntroVAE)，用来实现高清图像等高维数据的无条件生成(unconditional generation)。

该模型一方面在不引入额外的对抗判别器的情况下，克服了变分自编码器固有的

合成图像趋于模糊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不使用常用的多阶段多判别器策略下，实

现了高分辨率图像合成的稳定训练。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够稳定生成高

分辨率照片级图像(比如 1024x1024 的人脸图像)，而且在生成模型常用的量化指

标上取得了目前最好的结果。相关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NIPS2018 接收. 

 

图 3. 自省变分自编码器(IntroVAE) 

 

解放双手：基于强化学习的神经网络结构自动生成算法 BlockQNN 

Visual-Object-Tracking Challenge (VOT)是国际目标跟踪领域最权威的测评

平台，由伯明翰大学、卢布尔雅那大学、布拉格捷克技术大学、奥地利科技学院

联合创办，旨在评测在复杂场景下单目标跟踪的算法性能。视频内容安全团队博

士生王强联合商汤科技在 VOT2018 实时目标跟踪挑战赛中，夺得了冠军。该团

队凭借在视频跟踪领域丰富的研究积累，在实时目标跟踪任务中提出干扰对象感

知的孪生神经网络(Distractor-aware Siamese Networks for Visual Object Tracking)。

通过主动调节具有语义样本和简单样本的数据分布，增强网络的判别能力。同时，

在网络架构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将网络宽度进行提升，增大网络容量，动态调

节网络搜索范围，以适应不同尺度目标的运动。最后，取得了优异的跟踪精度并

获得实时目标跟踪冠军，相比于去年的实时目标跟踪冠军，该团队算法取得了超

过 80%的相对提升。在 Baseline challenge 中，相比于非实时跟踪算法，该团队算

法依然取得最好的跟踪精度。同时，该算法在长时跟踪比赛中取得第二名的成绩。

相关比赛代码已经开源在 github 上，可以免费下载使用（https://github.com/foolw 

ood/DaSiamRPN）。 

 

高质量复杂城市场景信息理解技术 

相对于其它场景，城市场景的组成对象具有显著的语义特征，对建筑物、道

路、植被等高层对象的语义信息理解能够给三维复杂场景相关应用提供丰富的先

验知识，为了挖掘提取上述语义信息三维可视计算团队徐士彪副研究员、张晓鹏

研究员等人提出并实现了一系列原创工作，主要包括：（1）基于显著特性和高阶

https://github.com/foolw%20ood/DaSiamRPN
https://github.com/foolw%20ood/DaSiamR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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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随机场的遥感图像建筑屋顶提取：针对遥感图像，经典特征很难进一步去除

错误的建筑屋顶区域，为此，采用显著性线索作为一个新特征来进一步优化高阶

条件随机场算法检测到的建筑屋顶区域，在两个标准测评数据集的实验结果表明，

基于显著性遥感图像建筑提取方法优于当时的最好方法。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期

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TGRS) 2015 和 IEEE 

Journal of Selected Topics in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s and Remote Sensing 

(JSTARs) 2017。（2）基于分层 RGB-D 先验的多视角航拍图像建筑屋顶提取：在

航拍图像目标识别与分割的过程中，针对光照、复杂背景及建筑侧面等传统方法

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融合深度先验的分层建筑屋顶提取算法，分别

引入暗通道及多视角立体匹配技术作为深度先验获取方式，很好的消除了复杂背

景及建筑侧面带来的干扰。实验表明所提出的方法明显优于现有方法，相关成果

发表在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TIP) 2015 和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TGRS) 2018。 

 

图 4. 图像分别表示输入图像、TGRS2015-HCRF 结果、JSTARs2017-SCRF 结果和

TRGS2018-3DHCRF 结果。 

 

基于交互感知的注意力神经网络模型的行为分类 

在行为分类任务中，由于感受野重叠，往往导致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得到的特

征图中相邻空间位置的局部通道特征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自注意机制模型通常通

过每个局部特征内部元素的加权和（或其他函数）来计算其权重得分，然后利用

此权重加权所有局部特征获取关键特征。但是此权重的计算没有考虑局部特征之

间的相互作用。针对上述问题，视频内容安全团队博士生杜杨和原春锋副研究员

等人提出一种新的基于交互感知的注意力神经网络，借鉴 PCA 的思想来指导注

意力模型的学习，将 PCA 算法转换成损失函数实现交互感知的注意机制。另外，

利用深度网络中不同层捕获的不同尺度的特征图构造一个空间金字塔，利用多尺

度信息来计算每个局部通道特征更精确的注意力分数。提出基于交互感知的空间

金字塔注意力模型可以不受其输入特征图数量的限制，扩展到一个可以兼容任意

数量的输入帧的时空版本。该方法已在行为识别视频库 UCF101、HMDB 等公开

库上取得了领先的结果，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会议 ECCV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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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交互感知的时空金字塔注意力模块的结构图  

 

面向多模态输出的多模态自动摘要 

近年来，多模态自动摘要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现有的大多数多模态

自动摘要系统大多只能生成单一模态的摘要（譬如文本或者图片），但是多模态

形式的摘要在实际应用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图片可以使读者快速聚焦重要事件和

实体，而文本提供了详细的内容描述，两者的结合可以相互补充从而更加方便用

户获取信息。针对这一问题，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博士生朱军楠、宗成庆研究员等

人提出了一种面向图文并茂输出的多模态自动摘要框架。该框架首次定义了面向

多模态输出的自动摘要任务，即为含有图片和文本的新闻生成一个具有图片和文

本两种模态的摘要。基于此任务，该框架提出了多模态注意力算法。该算法在生

成目标文本的时候不仅考虑对源端文本和图片特征分配不同的注意力权重，还对

不同模态的信息（文本和图片）进行不同的注意力权重分配。该算法通过视觉覆

盖度机制来进行图片的重要性度量，捕捉文本和图片的对齐关系，并选出其中得

分最高的图片作为输出摘要的候选图片。最后为了评价这种多模态形式的摘要，

该框架提出了一种多模态自动评价方法，综合考虑文本重要性、图片重要性以及

图文相关性三方面，相比于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摘要评价方法，这种多模态摘

要评价方法在人工一致性实验上取得了显著的提升。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语

言处理国际会议 EMNLP2018。 

 

图 6. 面向多模态输出的多模态自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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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标注神经网络的多事件协同抽取 

近年来，事件抽取技术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从大规模非结构化文本

中抽取得到的结构化事件知识不仅能丰富现有以实体为核心的知识图谱，还能支

撑语义搜索、事件监控等上层应用。现有的大多数事件抽取系统利用句子级信息

独立抽取多个事件。然而，语言表达具有歧义性和多样性，很多情况下仅仅利用

句子级信息很难判断当前文本表述的事件信息，需要利用篇章级信息进行辅助判

断。另外，在很多情况下单独判断一个事件的类型比较困难，需要联合判断多个

事件的类型。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自然语言处理团队陈玉博博士、赵军研究员等

人提出一种基于层次标注神经网络的多事件协同抽取模型。该模型利用一个门控

多层关注机制动态地捕获和融合句子级信息与篇章级信息。为了捕获多个事件之

间的依存关系进而协同地抽取多个事件，该模型利用了一个层次标注神经网络。

区别于传统的标注神经网络，该模型中设计了一个双层的解码器，因此能更好地

捕获全局的依存关系。在国际公开评测数据集 ACE 的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大

幅提升事件抽取的性能。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语言处理国际会议

EMNLP2018。 

  

图 7. 基于层次标注神经网络的多事件协同抽取 

 

基于社交网络上下文的用户建模及序列推荐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数据呈爆炸式增长，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对用户的兴趣、

行为进行理解，对用户生成的信息进行分析，进行用户建模的研究，构建用户全

方位的表达，有着重要而实际的意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多媒体计算组的博士

生黄晓雯、徐常胜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用户序列建模算法 CSAN（Contextual 

Self-Attention Network）。该算法通过学习文本和视觉特征用来增强和补充彼此以

获得更好的物品表示。按时间顺序排列物品，该算法可以得到用户的行为序列信

息。该算法通过嵌入层将原始特征投影到潜在语义空间中。通过语义空间网络映

射，使得每个行为具有相同维度的语义表示。为了解决行为多义性问题，该算法

采用了一个特征级的 self-attention 模型来计算特征级的注意力分数。为了整合关

于序列的时间顺序和模型动态上下文依赖的信息，并考虑元素的相对位置信息，

该算法提出了两个位置编码矩阵来对位置信息进行编码。最后，该算法以端到端

的方式训练整个模型。相关工作发表于多媒体领域会议 ACM Multimedi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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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于上下文的用户序列建模网络 

 

基于变分深度图嵌入和聚类的多媒体分类法学习 

分类法学习，是结构化信息的关键问题之一。传统的语义分类方法需要依靠

大量的人力，而且只关注文本信息的分类法构建。针对这一问题多媒体计算组的

博士生张怀文、徐常胜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变分深度图嵌入和聚类的多媒

体分类法学习，尝试自动从互联网的多媒体数据上学习多媒体分类法。该方法构

建了两种关系图谱刻画文本与图像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现等关系，并利用图嵌入

方法缓解了传统自动方法的噪声问题。相关工作发表于多媒体领域国际会议 

ACM Multimedia 2018。 

 

图 9. 基于变分深度图嵌入和聚类的多媒体分类法学习的算法框架 

 

基于分块遮挡感知和聚合损失函数的行人检测算法 

行人检测是智能视频分析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为行人再辨识、行人属

性分析以及行为识别提供了重要技术手段。行人检测中存在着两种遮挡严重影响

着检测精度。一种是类间互遮挡，即行人被其他物体遮住，另一种是类内自遮挡，

即行人之间相互遮挡。为此，生物特征识别与安全课题组博士生张士峰、李子青

研究员等人提出了基于分块遮挡感知和聚合损失函数（OR-CNN）的行人检测技

术。为了解决类间遮挡的问题，他们提出了分块遮挡感知的特征融合操作。该操

作先根据经验把行人分成固定的五个部件，再对每一个部件进行遮挡与否的预测。

在特征融合的时候，被遮挡的部件赋予一个较低的权重，而可见的部件赋予一个

较高的权重，使得融合之后的特征，集中于行人可见部分的特征，并且忽略被遮

挡部分的特征。为了解决类内遮挡问题，他们提出了聚合损失函数，该函数在原

有的回归损失函数的基础上，额外添加了一项紧凑损失项。该项通过让一个物体

所匹配上的所有候选区域的平均候选区域接近该物体，从而让候选区域之间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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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进行回归。聚合损失函数使得检测结果在整体上会更加紧凑，有效地解决了

行人检测中的类内自遮挡问题。大量实验表明，该算法在国际通用的行人检测数

据库上，都取得了最好的检测精度。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会议 ECCV 2018。 

   

(a) 分块遮挡感知                                  (b) 聚合损失函数 

图 10. 基于分块遮挡感知和聚合损失函数的行人检测算法示意图 

 

神经影像学靶点研究新发现:多种认知能力的个体化预测评估 

认知功能损伤被认为是多种脑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广泛存在的核心功

能损伤，也是阻碍患者长期治疗后不能顺利回归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本研究通

过开展脑影像的模式识别研究，以多种认知能力评分为参考，基于有监督多模态

影像融合技术，详细比较了与 7 种认知子域评分密切相关的多模态共变脑区，并

在 3 组独立样本集上验证和复现。研究最终确立了一组能够评估综合认知能力的

磁共振影像学靶点: 即脑结构灰质体积中的突显网络、脑解剖连接中的胼胝体、

以及脑功能 fALFF 像中的执行控制网络和后默认网络，并基于这 4 个靶点构建

了认知预测模型，可实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健康对照的多种认知能力的个体化

预测与评估，并成功在多中心验证推广。本研究由脑网络组中心博士生戚世乐、

隋婧研究员完成，相关工作发表于国际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图 11. 基于认知能力评分的有监督学习和多中心预测研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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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脑功能影像的人类气质评分预测研究 

人类的气质性格受遗传因素的调控，反映在脑结构、功能之中，并与部分精

神疾病的风险有着密切联系。然而，基于脑功能连接对健康人群的气质性格评分

进行个体化定量预测的研究仍鲜有报道。由此启发，本研究基于 Brainnetome 脑

网络组图谱得到全脑功能连接特征，结合先进的特征选择及稀疏回归的机器学习

方法，对 360 名中国大学生的四种气质评分进行了个体化水平预测和多中心验证。

并进一步将研究得到的回避伤害性和探求新奇性对应的预测模型成功推广到

HCP 公共数据集，对其对应的类似人格特性指标如情绪稳定性及外倾向性进行

了跨中心预测。研究揭示了前额叶-边缘系统环路在人类气质个性中所起的重要

作用，有助于加深对相关疾病(如孤独症、药物成瘾等)发病机制的理解。证明了

人脑功能连接蕴含的丰富信息对于人格、气质等人类内在特性具有较强的预测性

能，有望成为探索人类个性发展、以及开展相关脑疾病早期风险预警的一项有力

工具。上述工作由脑网络组中心姜荣涛博士生、隋婧研究员和蒋田仔研究员合作

完成。相关工作发表于神经影像学期刊 Neuroimage。  

 

图 12. 对四种气质个性评分具有预测性能的脑功能连接，及其在独立数据集中的预测推广 

 

人工智能与脑网络组融合助力意识障碍研究 

我国目前约有因脑外伤、脑卒中、缺氧性脑病等导致的慢性意识障碍患者（俗

称“植物人”）50 余万名，每年新增 7～10 万名。病人长期处于“死不了，治不

好”的艰难境地，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沉重经济负担。对病人意识

恢复可能的预测，将直接影响临床治疗策略的选择，甚至是亲属对病人生死去留

的抉择。但是，目前临床对病人预后的判断完全依赖临床观察和医生个人经验做

出，主观性较强，易受多种因素干扰，对预后的误判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脑网络组中心，联合陆军总医院和广

州总医院组成联合攻关团队，在基于病因、年龄和病程作为重要预测指标的基础

上，使用基于脑功能磁共振影像的患者脑功能网络特征，结合机器学习相关算法，

发展出了一个预测患者一年之后是否恢复意识的计算模型，准确率达到了 88%，

更为重要的是成功预测了多例医生临床最初判定恢复无望而最终恢复意识的病

人。具体地说，本研究使用脑功能磁共振影像，首先检测了病人脑功能网络的活

动模式和脑功能连接，然后再结合机器学习进行预测模型的建立。由于脑功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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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活动模式和脑功能连接是医生肉眼无法直接检测的，计算模型发现的对预测结

果起到重要作用的脑连接提示了它们与意识障碍的关联性，所以本项研究的结果

为理解意识障碍疾病的神经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线索。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生命科

学国际刊物 eLife 上，该工作主要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宋明副研究员、蒋

田仔研究员、陆军总医院杨艺博士、徐如祥教授、何江弘教授等人完成。 

 

学术交流 

 

香港大学王文平教授访问自动化所并作学术报告 

2018 年 9 月 17 日，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王文平教授到访自动化所，

并作题为“Reconstruction of 3D Wire Objects”的主题学术报告。报告由模式识别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严冬明副研究员主持。三维形状重建在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

视觉，机器人和虚拟现实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然而，尽管三维线框物体如绳索，

电缆，树杈，线材艺术品和线框家具大量存在，关于三维线框物体重建的研究却

相对较少。王教授围绕三维线框物体重建这一话题分别介绍了基于图像重建线框

艺术品和基于手持消费级颜色深度  (RGBD) 相机扫描与骨架融合的

CurveFusion 重建线框物体的方法，并展示了两种方法所重建出的高真实性复杂

多样的线框物体。报告加深了大家对三维线框物体重建问题的理解，开拓了大家

的视野和思路。会上，参与老师和同学们对三维线框物体重建的数据采集细节，

目前重建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提问。还就基于视频，草图进行重建的可行性，

和提高重建系统的实时性进行了热烈讨论。 

 

Pony.ai 首席科学家 Li Erran Li 教授访问自动化所 

2018 年 9 月 20 日，Pony.ai 首席科学家、IEEE 和 ACM 会士 Li Erran Li 教

授来访中科院自动化所，并作题为 “Machine Learning for Autonomous Driving: 

Recent Advances and Future Challenges”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卢汉清研究员主持。

Li Erran Li 教授在报告中与自动化所师生分享了近期自动驾驶领域的最新研究

进展与面临的挑战。首先，他对自动驾驶任务，常用数据集与 decomposition 和

end-to-end 这两类方法进行了简要介绍。然后他针对主流的 decomposition 方法中

自动驾驶系统的感知、预测和驾驶决策这三个主要模块的前沿研究进展和尚待解

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讲解。最后，Li Erran Li 教授还介绍了 Pony.ai 在自动驾

驶领域的研究工作和效果展示。在报告中，在场师生对各个部分的研究内容表示

出浓厚兴趣并积极发言提问，Li Erran Li 教授对所提问题进行了细致回答。 

 

模式识别青年学术沙龙：CVPR2018 交流研讨会 

2018 年 7 月 5 日上午，2018 年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期青年学术沙龙活

动成功举办。此次活动的主题是“CVPR2018 顶会交流研讨”，此次沙龙邀请到

了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王威副研究员为大家交流 CVPR2018 的参会经历，

并与兴军亮、高晋两位老师进行 Panel 讨论。首先，王威老师进行了精彩的报告，

从 CVPR 数据统计、程序指南和学术关注三个方面全方位地呈现了本次大会的

盛况。CVPR2018 会议有效投稿 3309 篇，接收论文 979 篇（接受率 29.6%），其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简报  2018 年第 3 期 

14 

 

中 70 篇为 Oral、224 篇为 Spotlight 论文，CVPR2018 的投稿量和参会人数都创

下新高。王威老师还介绍了接收文章在各研究子方向上的分布情况，并重点分析

了会议的最佳论文和最佳学生论文，讲解了他们论文的思路以及优点。同时，王

威老师根据自己多年的会议经验，给大家介绍了如何准备好大会 Spotlight 报告，

分别从前期视频制作到现场时间控制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在 Panel 环节，三位老

师主要介绍了自己的参会经历。兴军亮老师分析了最佳论文的技术亮点，同时给

大家介绍了最佳论文的评审机制，王威老师对视觉的感知和认知、3D 场景理解

方面介绍了自己的经验，高晋老师对多任务协同关联学习的重要性进行了评价，

鼓励大家探索更好的创新模式。互动提问环节,在座师生积极提问，大家就视频

和图像分割、3D 视觉的研究动态、数据生成和数据增强等问题与三位老师进行

了深入交流，三位老师幽默生动、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学生们的提问。 

 

项目立项 

 

实验室第三季度新建立课题 29 项 

实验室 2018 年第三季度新建立课题 29 项，总科研经费 3372.86 万元，其中

国家任务 1 项、企业委托 26 项、其它项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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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异质媒体监测系统 李兵 企业委托 175 
2018-8-10 至

2021-12-31 

智能视频技术联合实验室 徐常胜 企业委托 300 
2018-7-12 至

2021-7-11 

第一视角计算联合实验室 徐常胜 企业委托 300 
2018-7-2 至

2021-7-1 

三维人脸识别校正算法用 3D 人

脸模型、3D 人脸数据库和接口制

作技术服务 

朱翔昱 企业委托 10 
2018-7-5 至

2018-12-30 

直升机巡线数据缺陷智能识别模

型研究 
李兵 企业委托 29 

2018-9-1 至

2019-12-31 

央广视讯 4G 内容智能播控平台 李兵 企业委托 769 
2018-9-1 至

2021-12-31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电力巡检机

器人产品研制及其推广应用 
张一帆 企业委托 150 

2018-1-1 至

2021-12-31 

数字场景重建定制开发包模块授

权使用协议 
申抒含 企业委托 100 

2018-10-1 至

2019-9-30 

头肩检测算法 王金桥 企业委托 79.66 
2018-6-1 至

2019-5-31 

基于菜品和餐盘组合识别的视觉

识别算法开发 
刘静 企业委托 80 

2018-8-10 至

2019-6-30 

人脸与人体关键特性理解技术合 高晋 企业委托 120 2018-7-11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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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项目 2021-12-31 

缅汉双语语料收集 周玉 企业委托 39 
2018-6-4 至

2020-6-30 

红外辐射特征提取与识别工具箱 潘春洪 企业委托 92 
2018-6-22 至

2021-6-22 

心血管领域医学智能问答系统研

发 
罗冠 企业委托 30 

2018-8-1 至

2018-12-31 

手势识别技术 万军 企业委托 20 
2018-7-19 至

2018-12-30 

计算机视觉技术在在线教育中的

应用 
李和平 企业委托 148 

2018-5-7 至

2019-5-6 

三维地质体重建软件 郭建伟 企业委托 10.2 
2018-6-1 至

2018-10-31 

三目视觉识别和测量技术 董秋雷 企业委托 90 
2018-3-9 至

2019-4-30 

基于三维分析的快速建模及多感

知交互技术 
孟维亮 企业委托 15 

2018-3-1 至

2018-12-31 

人像识别技术合作开发—雷震子

项 
雷震 企业委托 150 

2018-4-26 至

2019-4-26 

人像识别技术合作开发 王金桥 企业委托 150 
2018-4-26 至

2019-4-26 

红外抗干扰算法研制 潘春洪 企业委托 47 
2017-11-1 至

2019-6-30 

基于多模态信息融合的脑网络研

究及其在大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蒋田仔 地方任务 15 

2016-12-1 至

2019-12-31 

虹膜及步态识别研究 孙哲南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25 

2018-2-1 至

2020-12-31 

首都科技领军人才-王亮 王亮 地方任务 60 
2018-1-1 至

2020-12-31 

多等级智能驾驶算法研发与实现 张驰 企业委托 100 
2018-7-16 至

2019-7-16 

实培计划—对抗生成网络及在视

觉中的应用 
赫然 企业委托 12 

2018-6-1 至

2018-12-31 

自然场景下端到端的文字识别技

术与车道级导航数据的图像识别

和建模技术开发 

王威 企业委托 45 
2018-1-1 至

2018-8-31 

 

文体活动 

 

“欢迎来到梦想起航的地方”--记 2018 年模识新生入室欢迎会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2018 年 9 月 12 日，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智能

化大厦第一会议室召开了新生入室欢迎会。会议由崔玥老师主持，实验室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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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硕士和 2018 级博士参加。会议伊始，实验室主任刘成林老师致欢迎词，之后

由实验室副主任陶建华老师介绍了实验室研究方向、成果，各科研团队的负责人

及成员情况，最后由实验室综合办主任赵微老师具体介绍了实验室的日常管理规

定和公共计算平台与安全。 

刘成林主任在会上回顾了实验室 3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并从做人、做事、

做学问，三个方面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感悟。在欢迎同学们加入实验室这个大家庭

的同时，特别提出希望，在今后学习中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做一名“有目标、

有计划、有行动、有方法”的研究生，能够利用实验室现有条件，掌握基本技能，

全方位锻炼自己，按期顺利毕业，实现自己的科研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