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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2019 模式识别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顺利召开
2019 年 6 月 1 日，由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举办的 2019 模式识别学科发
展战略研讨会在中科院自动化所顺利召开，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研讨会开幕式由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成林研究员主持。本次研讨会是
在中科院学部项目支持下召开的，目的是通过与会专家的主题报告和深入讨论，
形成模式识别领域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学科发展报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信息科学部张兆田副主任在会议中致辞，就基金委的部分规划做了简要介绍，
并鼓励大家对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布局出谋划策、贡献力量。张钹院士、谭铁牛
院士、徐宗本院士等十四位本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后深度学习时代的模
式识别”
、
“生物启发的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与数学：融通共进”等主题做大
会报告。
主题报告结束后，刘成林主任介绍了“模式识别学科报告规划”，并和与会
专家就模式识别学科发展进行了集中讨论。随后，分别就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语音语言及交互、图像视觉及多媒体三个主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组讨论，模式
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将在汇集各专家关于学科发展的建议基础之上，形成完整的
学科发展报告，为学术界提供研究建议，以期推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学
科发展。

2019 LIAMA 人工智能技术研讨会在法顺利召开
2019 年 4 月 2 日至 3 日，
由中科院国际合作局、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CASIA）、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Inria）、荷兰国家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
（CWI）共同主办，中欧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LIAMA）承办
的 2019 LIAMA 人工智能前沿研讨会在法国 Inria 巴黎研究中心召开。Inria 主管
科技的副首席执行官 Jean-Frédéric Gerbeau 博士、我国驻法大使馆公参孙玉明先
生、荷兰驻法大使馆科技参赞 Nico Schiettekatte 先生、Inria 国际合作部负责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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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e Morin 博士、自动化所副所长和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成林研
究员、中科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处长龚海华女士在大会上分别致开幕词。LIAMA
中方主任陶建华研究员（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LIAMA 欧
方主任 Lynda Hardman 博士（CWI）以及来自自动化所、计算所、软件所、华东
师范大学、Inria（法国）、CNRS（法国）、CWI（荷兰）等联盟成员单位的四十
余位科研人员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系 LIAMA 召开的第二次信息科技领域的研讨会。会议围绕人工
智能理论与算法、脑科学与类脑学习、人机交互、机器人等主题展开了讨论。会
议为中方和欧方的科研工作者以及研究机构提供了一个分享科研成果和科研想
法的平台，并为双方在信息科技领域共同申请新的合作项目提供一个重要的机会，
有助于推动中欧多方学术交流与合作。中科院与 Inria 于 2017 年共同签署了联合
项目资助计划，目前已进行了两年，项目进展情况良好。与 CWI 也达成了联合
项目资助意向。

实验室成功举办 2019 年度导师交流分享会
为进一步协助实验室导师了解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政策，使新晋升
的青年导师更好地把握研究生教育中的特点与规律，快速提升指导能力，研究生
部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下午在智能化大厦咖啡厅组织了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导师交流分享会。
会议分为讲述分享、与资深导师面对面、自由交流等环节。研究生部李磊老
师首先通报了最新研究生教育情况。她指出近几年招生规模快速增长，学生培养
面临着新的情况，希望导师在研究生培养的关键环节发挥更大作用。随后，学位
与学籍主管曹娟老师重点介绍了近几年所内在研究生日常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并
做了相应的案例分享。
实验室主任刘成林研究员分享了作为导师的心得体会，总结了培养学生要
“目标适当、严格管理”，对学生培养目标要分解为多个小目标，循序渐进。实
验室的唐明研究员等多位导师分别分享了研究生管理案例，并与参会导师交流了
各自的困惑、做法和经验。此次活动使导师们丰富了指导研究生的经验，促进了
实验室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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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功举办 2019 年公众开放日
2019 年 5 月 18 日，自动化所举办第十五届“自动化之光”公众科学开放日
活动，以“人工智能，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
“脑科学”两
大前沿领域，通过精彩纷呈的展示与互动，让高端科技走近生活，吸引了各界群
众和大中小学生数千人次前来参观。实验室十余项科研成果在开放日上展示，程
健研究员和王金桥研究员分别做了《人工智能与计算》、
《加油向未来·与科学家
的 1 小时》科普报告，深受广大学生好评。

实验室张兆翔研究员在全国科技周主会场做人工智能专题科普报告
2019 年 5 月 19 日，2019 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开幕。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
刚，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怀进鹏，北京市市长陈吉宁，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梁言顺，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国出席了启动仪式。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张兆翔研究员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代表在主会
场做人工智能专题科普报告，通过一个个案例展现了人工智能对社会生产生活的
深远影响，同时向与会听众介绍了自动化所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果。
报告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积极反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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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获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大会（CVPR 2019） UG2+人
脸检测竞赛冠军
2019 年 6 月 16 日-22 日，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大会（CVPR 2019）
在美国长滩如期举行，在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Computational Photography and
Visual Recognition 研讨会上，宣布了 2019 年 UG2+计算机视觉算法竞赛（低光
照环境下的人脸检测）的比赛结果。其中，由实验室雷震研究员带领的团队（团
队成员包括研究生张士峰、庄楚斌）获得了本次人脸检测竞赛的冠军。
UG2+竞赛由 CVPR 和多家计算机视觉领域知名的政府机构、学术机构、企
业联合举办，其主要目的在于评估和探索当前最先进的图像处理算法在极端条件
下对检测和识别等任务的精确性与鲁棒性。本次竞赛包含无约束视频中的物体分
类与检测和低可见环境下的物体检测两个任务。其中，雷震研究员带领的团队参
加了任务二中的“低光照环境下的人脸检测”子项目，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最
终从多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取得了本次竞赛的冠军。

实验室获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大会（CVPR 2019）视觉定位竞
赛冠军
2019 年 6 月 16 日-22 日，在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大会（CVPR 2019）
中的 Long-Term Visual Localization under Changing Conditions 研讨会上，公布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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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 Long-Term Visual Localization Challenge（大时间跨度视觉定位竞赛）
的排名情况，由实验室机器人视觉课题组申抒含副研究员所带领的团队（团队成
员包括研究生时天欣、高翔、朱灵杰、田雨润）获得本次视觉定位竞赛冠军。
该比赛由来自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等高校的多位三
维计算机视觉领域知名学者联合举办，旨在提高不同场景下的大时间跨度视觉定
位能力。本次竞赛吸引了来自苏黎世理工学院、东京工业大学、韩国浦项科技大
学、INRIA、Google、微软等高校和企业的多个知名三维视觉团队参与。机器人
视觉课题组参赛团队凭借其在三维计算机视觉领域多年的研究积累，在本次竞赛
中以图像检索和 PnP 算法为核心，利用图像高层的语义特征不随环境变化而改
变的特点，将图像的高层语义信息纳入视觉定位流程中，能够较好克服环境变化
所带来的影响，有效提高了定位精确度。最终，团队提交的定位结果在 5 个评测
数据集上获得 4 个第一，1 个第二，总分排名第一，夺得冠军。

实验室获国际生物识别大会（ICB 2019）巩膜分割比赛冠军
2019 年 6 月 6 日，第 12 届 IAPR 国际生物识别大会（ICB 2019）在希腊克
里特岛举行，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博士生王财勇、孙哲南研究员等人
在 SSBC2019 巩膜分割比赛中获得冠军。
王财勇提出使用注意力机制改进 U-Net 模型，并在多个巩膜分割数据集上获
得了最佳性能，基于此方法的改进版本在 SSBC 2019 巩膜分割比赛中获得冠军。
该方法的提出为探索巩膜形态的识别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5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简报

2019 年第 2 期

实验室雷震研究员获国际生物特征识别青年学者奖
2019 年 6 月 6 日，实验室雷震研究员，因其在人脸生物特征识别领域对人
脸识别方法、系统和数据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国际模式识别学会(IAPR)颁发
的"国际生物特征识别青年学者奖"。
该奖项由 IAPR 在 2012 年设立，用于表彰和鼓励国际上在生物特征识别届
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每两年评审一次，每次从全球范围内评选出 40
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一名。雷震研究员的当选显示了中科院自动化所在生物特征
识别领域的深厚底蕴和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实验室 2 名博士后入选 2019 年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2019 年 4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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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人选名单，实验室拟入站博士后周琬
婷（合作导师：谭铁牛研究员）、张飞飞（合作导师：徐常胜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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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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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资助金额为每人每年 30 万元，两
年共计 60 万元，其中 40 万元为博士后日常经费，20 万元为博士后科学基金。

实验室曾毅研究员任北京智源研究院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研究中心
主任
2019 年 5 月 25 日，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等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联盟，共同发布《人工智能北京共识》。
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曾毅研究员任研究中心主任。
《人工智能北京共识》针对人工智能的研发、使用、治理三方面，提出了各
个参与方应该遵循的有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社会发展的 15 条原则。曾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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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介绍了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内容:该研究中心将协同
北京市不同研究所、高校、企业的科研力量，围绕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的理论探
索、算法模型、系统平台、行业应用等开展一系列研究，并将着力在算法安全评
估、安全模型构建、人工智能价值观校准模型、AI 综合治理沙盒建设等方面取
得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为降低人工智能的风险和伦理隐患，促进人工智能行业的
稳健发展做出贡献。

实验室蒋田仔研究员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
2019 年 6 月 27 日，欧洲科学院理事会宣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模式识别
国家重点实验室蒋田仔研究员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长 Sierd
Cloetingh 特向蒋田仔发来邀请信，并对他因在所从事领域的杰出成就而当选为
欧洲科学院院士表示祝贺。
欧洲科学院由英国皇家学会与欧洲各国的国家科学院于 1988 年共同发起成
立，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共分 21 个学部，其学科领域涵盖自然科学、技术科学、
医学、认知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法学等，是国际上跨地域和学术领域最
广泛、学术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科学组织之一。目前，该院有 3800 余位院士，
其中包括 72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5 位菲尔兹奖获得者、6 位图灵奖获得者等。
被提名为欧洲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首先由来自不同国家的院士推荐到所在的学
部，经学部委员会初审后推荐到提名委员会进行通讯评审，通过后提交给欧洲科
学院专门委员会审议，最后由欧洲科学院董事会选举产生。

实验室副主任陶建华研究员当选 ISCA Board 成员
2019 年 5 月 ， 实 验 室 副 主 任 陶 建 华 研 究 员 当 选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国际语音通讯学会，简称 ISCA）Board Member。
ISCA 是语音技术领域最主要的国际学会组织，成立于 1988 年。该学会在语音技
术、语音学、语言学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学会每年组织的国际会议
Interspeech 有近两千人参加，牵头组织的 Speech Communication、Computer Speech
and Language 等国际期刊在业内也有重要影响。
ISCA Board 共由 14 名成员组成，成员每届任期 4 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Board 成员的评选实行提名制，并由全体 ISCA 会员投票选出，每年当选的学者
均在领域内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陶建华研究员是 ISCA Board 成员中第一位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也代表国际学术界对我国在语音技术领域中所取得成绩的
肯定，对于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具有很好的意义。陶建华研究员
同时还于 2018 年当选了 ISCA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f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ISCA 中文口语处理兴趣小组，简称 ISCA SIG-CSLP）主席。

科研进展
基于 K 近邻的哈希特征表示学习
基于哈希方法的近似紧邻检索旨在将高维数据嵌入到紧凑的二值编码中，以
实现高效的相似性搜索以及存储。然而非保距的 Sign 函数使得将连续空间中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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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点投射到离散的汉明空间成为较为困难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图像与视频
分析课题组的硕士生贺翔宇、王培松博士、程健研究员提出从空间划分的角度重
新思考 Sign 函数。具体地，通过香农熵将 K 近邻与二值编码相耦合，建立以最
小化条件熵为优化目标的基于 K 近邻的哈希检索方案，通过由 Sign 函数产生的
子空间来学习二值编码表示。本方案指出，信息损失出现于 Sign 函数划分的子
空间边界区域。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会议 CVPR 2019 上。

图 1. K 近邻哈希空间划分及条件熵分布示意图

融合 MVG 和直接法的双目 SLAM
随着同步地图构建与定位（SLAM）在增强现实（AR）、无人驾驶、机器人
视觉定位与导航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该任务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关注。虽
然存在许多开源的 SLAM 系统，但是它们都难以同时兼顾精度与速度。为了能
够同时兼顾精度与速度，机器视觉组博士生唐付林，高级工程师李和平和吴毅红
研究员提出了一种融合 MVG 和直接法的双目 SLAM，该方法能够同时兼顾精度
与速度。在前端，该方法使用直接法预测相机的姿态，然后使用预测的相机姿态
去找到更多的 3D-2D 对应点以便进一步优化相机姿态。由于前端使用直接法，
所以该方法能够获得更快的速度。在后端，MVG 被用于恢复空间的三维结构。
为了提高恢复的三维结构精度，双目约束被用于优化全局地图。所提方法在
EuRoC 数据集 11 个序列上进行测试，相比 ORBSLAM2 和 SVO2，该方法能够
同时兼顾精度与速度。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会议 ICRA 2019 上。

图 2. 融合 MVG 和直接法的双目 SLAM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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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重注意力网络的图像场景解析
图像场景解析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中重要且具有挑战的方向，需要预测出图像
中的像素点属于某一目标类或场景类。图像场景的复杂多样（光照，视角，尺度，
遮挡等）对于场景的理解和像素点的判别造成很大困难。如何捕获有效上下文信
息对于场景的理解确实十分重要。以往研究主要通过多尺度特征融合捕获上下文
信息，忽略了不同特征之间的关联上下文。为了更有效的捕获上下文信息，图像
与视频分析团队博士生付君、刘静研究员和卢汉清研究员等人提出一种简单有效
的双重注意力网络（Dual Attention Network, DANet)，通过引入自注意力机制
(self-attention mechanism) 在特征的空间维度和通道维度分别抓取特征之间的全
局依赖关系，自适应地融合相关的特征以获得更有效的上下文信息。该方法在
Cityscapes，PASCAL Context 和 COCO-Stuff 三个公开的场景分割数据集上均取
得了当前最好性能。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会议 CVPR 2019 上。

图 3.基于双重注意力网络的图像场景解析

基于增强学习与语言驱动的行为检测
传统的行为检测任务大多针对未分割的视频进行动作起止时间的定位和动
作类别的判定，行为的类别是由单词或短语来描述。如何用句子来定位视频中行
为发生的位置是一个更具挑战性和实用性的任务。考虑到现有方法对视频的密集
采样方式非常耗时，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博士生王卫宁、黄岩博士、
王亮研究员提出了一种基于循环网络的增强学习模型，模型可以选择性的挑选一
系列的视频帧进行观察，再将观察到的视频内容与句子描述用一种匹配的方式进
行关联。为提高匹配精度，进一步将视频的语义概念与视频特征进行融合，将模
型改进为一种语义关联的增强学习模型。该方法在 3 个数据库（TACoS，
Charades-STA，Didemo）上超越了现有最好方法，并且大大提升了检测速度。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会议 CVPR 2019 上。

图 4. 基于增强学习与语言驱动的行为检测研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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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注意力机制的行人属性分析
近年来，行人属性（如性别、年龄、穿着等）识别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人员
的关注。由于监控场景下行人姿态各异、摄像机角度和场景多变，以及采集的行
人图片经常伴随遮挡干扰，监控场景下的行人属性识别仍旧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问
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实验室生物识别与安全技术课题组博士生谭资昌、杨阳
博士和万军副研究员提出了一种基于注意力机制的行人属性识别方法。该方法提
出了三种注意力机制（解析注意力、标签注意力和空间注意力机制），每种注意
力机制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选择重要的区域或像素来提取更加有效的属性特征，
如解析注意力机制遵循“分离-融合”的规则，首先采用行人解析技术获取像素
级的人体部件信息，再通过网络自动学习出融合以上各个部件信息的最优方式，
而标签和空间注意力机制则是针对每个属性和所有属性来学习注意力掩码，从而
选择出最有效的区域或像素。该方法在 PA-100K, RAP, PETA, Market-1501 和
Duke 行人属性识别数据库上都取得了最好的性能。相关研究成果已被国际期刊
IEEE TIP 2019 接收。

图 5.基于注意力机制的行人属性分析示意图

基于共享权值注意力机制和时延神经网络的轻量级语音关键词检测
语音关键词检测在智能家居、智能车载等场景中有着重要作用。面向终端设
备的语音关键词检测对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有着很高的要求。当前主
流的基于残差神经网络的语音关键词检测，模型中包括超过 20 万个参数，难以
在终端设备上应用。针对这一问题，智能交互团队博士生白烨、易江燕博士、陶
建华研究员等人提出采用基于共享权值自注意力机制和时延神经网络的轻量级
语音关键词检测方法，所提方法采用时延神经网络进行降采样，并通过自注意力
机制捕获时序相关性；采用共享权值的方法，将自注意力机制中的多个矩阵共享，
使其映射到相同的特征空间，进一步压缩了模型的尺寸。所提方法与目前的性能
最好的基于残差神经网络的语音关键词检测模型识别准确率接近，模型大小是残
差 网 络 模 型 的 1/20 ， 有 效 的 降 低 了 算 法 复 杂 度 。 相 关 工 作 已 被 国 际 会 议
INTERSPEECH 2019 接收。

图 6. 基于共享权值自注意力机制和时延神经网络的轻量级语音关键词检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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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确定性驱动的自适应神经语义解析
神经语义解析是用神经网络来解析自然语言句子，并输出句子语义对应的逻
辑表达式的过程。逻辑表达式是一种形式语言，而神经网络方法由数据驱动，其
解码器输出的序列很难确保语法和语义正确。近年来提出了一系列为神经网络增
加解码约束的方法，显式地使用神经网络描述逻辑表达式的生成步骤，但需要针
对每种具体的逻辑表达式，进行人工设计中间表示。而不同领域的领域特定语言
设计不同，并且专家对领域的知识也可能不够完整，因此这种由人工设计中间语
言的研究方法难以迁移到新的逻辑表达式上。针对这一问题，自然语言处理团队
博士生张翔、何世柱副研究员、刘康副研究员、赵军研究员等人提出了基于不确
定性驱动的自适应解码模型。其中，自适应的解码模块可以针对逻辑表达式的不
同目标符号，选择执行不同深度的循环神经网络迭代次数：即对于较常见、容易
解码的符号，解码器只需执行一步 RNN 的操作即可输出；而对于较难解码的符
号，解码器自动地执行多步计算，到最后一步再输出符号。而自适应模块的训练
使用不确定性作为奖赏信号，若模型在第一步输出的不确定性较高，则会进行多
步计算。在两个公开数据集上该模型性能超过了需要人工设计中间表示的其他方
法。相关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ACL 2019 接收。

图 7.使用不确定性驱动的自适应解码模块示意图

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解释性用户建模和序列推荐系统
序列推荐系统致力于通过用户的历史行为序列信息分析和满足用户的当前
需求。由于用户的兴趣会随着时间动态演变，如何准确捕捉用户的动态兴趣变化，
并给出合理的可解释的推荐是当前推荐系统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与理解用
户动态兴趣迁移同等重要的是，为用户提供可信的、可解释性的个性化推荐，以
使用户明确理解为什么推荐系统将当前的候选项目推荐给用户。当前许多基于神
经网络的方法在推荐任务上都取得了很高的准确率，然而，大多数方法都没有考
虑在做出推荐决策的同时为用户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了解决上述挑战，多媒
体计算团队博士生黄晓雯和徐常胜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交互驱动的基于知识
图谱的可解释性用户建模和序列推荐方法（EIUM），在序列推荐系统中引入语义
路径来捕捉用户动态偏好，并提供准确的可解释性推荐。EIUM 算法可以捕捉交
互级别的用户动态兴趣，这是一种包含丰富语义信息的高层表示。算法采用联合
学习的方式，通过引入文本、图像特征及知识图谱中的结构特征进行多模态融合，
得到更好的表示。该方法赋予了推荐系统可解释的能力，提升了推荐的准确性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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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相关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ACM Multimedia 2019 接收。

图 8.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解释性用户建模和序列推荐算法结构图

从无到有地学习一个任务型对话系统
任务型对话是人机对话的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应用最为广泛，可以通过对话
实现某个特定任务。目前，任务型对话系统大多采用“一次设计、永久使用”的
方式，默认机器可以回答所有问题，但是现实生活中却很容易遇到机器无法响应
用户需求的情况。而此时，机器在不知道正确答案的前提下，还是会给出一个错
误回答。针对这个问题，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博士生王唯康、张家俊副研究员、宗
成庆研究员和出门问问公司合作提出了一种基于增量学习的任务型对话系统设
计框架(Incremental Dialogue System)。该框架可以度量当前系统回复的不确定性
程度。当系统有较高置信度时，机器给出回复；反之，由人工介入对话过程。同
时，人工介入所产生的数据会反馈到模型中扩展系统的候选回复集合并优化模型
参数，使得系统上线后还能不断地学习以适应未考虑到的情形。相关研究成果已
被国际会议 ACL 2019 接收。

图 9. 基于增量学习的任务型对话系统框架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对话情感识别
传统的对话情感识别方法通常从孤立的句子中识别情感状态，未能充分考虑
对话中的上下文信息对于当前时刻情感状态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智能交互团
队博士生连政、刘斌副研究员、陶建华研究员等人提出了一种融合上下文信息的
多模态情感识别方法。在输入层，采用注意力机制对文本特征和声学特征进行融
合；在识别层，采用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双向循环神经网络对长时上下文信息进
行建模；为了能够有效模拟真实场景下的交互模式，引入身份编码向量作为额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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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输入到模型，用于区分交互过程中的身份信息。在 IEMOCAP 情感公开数
据集上对算法进行评估，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相比于现有最优基线方法，在
情感识别性能上提升了 2.42%。相关工作已被国际会议 INTERSPEECH 2019 接
收。

图 10. 融合上下文信息的多模态情感识别

基于注意力 U 型网络的高精度巩膜分割
巩膜分割是生物特征识别领域中的经典任务，U 型网络广泛应用于复杂情况
下的巩膜分割问题，经研究发现影响 U 型网络模型分割准确性的关键之处在于
其编码器与解码器连接处部分。针对此问题，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博
士生王财勇、赫然研究员和孙哲南研究员等人提出了基于注意力 U 型网络的高
精度巩膜分割。该工作使用了四种注意力机制改进传统的 U 型网络，分别是空
间注意力模块，通道注意力模块, 并行通道-空间注意力模块和序列化通道-空间
注意力模块。最终结果表明使用改进模型对巩膜分割性能的提升最大。使用改进
模型不仅在多个巩膜分割数据集上获得了最佳性能，而且泛化性也有了明显提升。
在此基础上，该工作还将序列化通道-空间注意力模块应用到编码器与解码器的
跳跃连接处，使用来自解码器的高阶语义特征来指导编码器的低阶语义特征的选
择。结果表明，分割性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并在 SSBC2019 巩膜分割比赛中
以 92.88%和 83.19%的准确率在两个具有挑战的巩膜数据集中获得了最佳性能。
相关工作发表在第 12 届 IAPR 国际生物识别大会（ICB2019）上，并被评为 IAPR
2019 最佳论文提名奖。

图 11. 第 12 届国际生物识别大会最佳论文提名奖颁奖现场及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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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集成模型的多视角半监督脑区分割
脑区分割是脑科学研究与脑疾病诊断的基础环节，分割的好坏直接影响后续
科研与诊断工作的开展。然而传统的基于模板配准与标签融合的方法不仅速度慢，
推广性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随着深度学习方法的兴起，一些研究者尝试利用
深度学习的方法进行脑区分割，但是由于标记样本数量以及 GPU 显存容量的限
制，并没有得到优于传统方法的分割结果。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刘成林研究员领
导的模式分析与学习课题组与蒋田仔研究员领导的脑网络研究中心合作，提出了
基于自集成模型的全脑半监督分割方法。首先，利用 Multi-View 的策略训练多
个分割模型，将这些模型组合成教师模型利用 Mean-teacher 方法进行半监督学习，
减少对于标记样本的依赖。其次，由不同分辨率的网络层引出不同的子分类器，
将各分类器的输出之和作为最终的分割结果和优化目标，利用单模型实现近似组
合模型的效果，减小了显存消耗。最后通过动态的边缘补偿方法适配不同输入尺
度，使模型学习更多的全局信息。实验结果显示，该算法以磁共振 T1w 图像作
为输入，不需要进行复杂的预处理操作，可在 3s 内对全脑 134 个脑区进行精确
分割，在 MICCA 2012 数据集上各脑区平均精度 Dice=79.2%，优于模版配准的
方法 Dice=77.1%，和以往深度学习方法 Dice=74.3%。相关工作已被医学影像国
际会议 MICCAI 2019 接收。

图 12. 面向多视角半监督脑区分割的自集成网络结构

基于全脑功能连接的男女智商脑机制差异研究
个体在认知表现上的差异可通过智商（IQ）来进行衡量，它主要反映的是人
的推理能力、记忆能力、语言能力、空间认知能力、计算能力等。神经影像学的
快速发展为深入理解各种脑认知的神经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现有研究多
采用单变量分析方法在组水平开展智商相关的影像学分析。针对此问题，脑网络
组团队博士生姜荣涛、隋婧研究员和蒋田仔研究员等人借助多变量机器学习算法
基于客观脑影像对智商进行个体化水平进行预测，并比较预测性影像特征在男女
群体上的差异。实验结果显示，基于精细脑功能网络连接对女性的智商显示出了
更优的预测性能，并且对女性智商具有预测性能的功能连接更多地集中在与语言
处理能力相关的脑区结构（如梭状回），而对男性智商具有预测性能的特征更多
地分布在基底神经节，丘脑等与空间推理、数学运算能力相关的脑区。这些结果
说明，男女智商可能受不同的神经机制所调控，并且这些预测性特征与已有的关
于智商的“顶额叶整合理论”相符。相关研究工作已被国际神经影像学杂志
Cerebral Cortex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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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基于特征选择及稀疏回归的分析模型，对男女智商的预测分别得到 8 条(a)和 13 条(b)
具有预测性能的功能连接特征。这些特征显示出了显著的性别特异性，即从男性（或女性）样
本中得到的特征只对同性别样本的智力水平及认知子域具有相关性(c)及预测性(d)。

学术交流
模式识别大讲堂：自然语言处理团队研究方向与最新进展
2019 年 5 月 10 日，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自然语言处理团队负责人宗成庆研
究员在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内部交流会上作了题为“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与应
用”的学术报告。马颂德研究员、刘成林研究员等老师和研究所近百名学生参加
了报告会。讲座首先对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概念、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进行了简
要的梳理，介绍了自然语言处理这一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强调了计算机理解自然
语言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接着，对自然语言处理面临的技术挑战进行了分析，
包括自然语言中大量存在的未知语言现象、歧义词汇和结构、以及翻译问题中不
同语言之间概念的不对等性等。之后，介绍了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方法，并通过
两个具体实例展示了不同方法的实现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最后，对该学科未来
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进行了简要分析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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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奥斯卡技术奖获得者 Jos Stam 博士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19 年 5 月 13 日，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大讲堂邀请到了来自英伟达公司的 Jos
Stam 博士，并作题为“The Art of Fluid Animation”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模式识
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叶军涛副研究员主持，Jos Stam 首先简单向大家介绍了流体
仿真的过程。他从真实场景的流体出发，将其抽象成空间中的粒子，通过求解
Navier-Stokes 方程来改变粒子的速度，使得这些流体动起来。除了流体的物理仿
真技术，Stam 结合自动化所的人工智能研究背景，还介绍了他在 2004 年曾使用
过的一种利用伴随法计算梯度的方法。该方法在 2018 年的 NeurIPS 的最佳论文
《Neural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中被用来求解常微分方程的梯度。与会
师生对流体仿真的实时性、硬件对仿真的影响、伴随法的适用范围等踊跃提问，
Stam 博士进行了一一回答。

滴滴出行洛杉矶自然语言处理团队首席科学家 Kevin Knight 教授访
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19 年 5 月 23 日，受中科院自动化所宗成庆研究员的邀请，滴滴出行（洛
杉矶）自然语言处理团队的首席科学家 Kevin Knight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了主题
为“Studying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fo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的学术
报告。自动化所六十余位老师和学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此次报告从神经网络语
言模型与传统自动机方法的对比讲起，引入目前神经网络方法的核心问题，即模
型不可解释性。此次报告围绕神经网络的可解释性，重点介绍四个问题：1.神经
网络方法究竟学到了什么？2.它们怎么才能变得更好？3.理论上来说，神经网络
模型能做什么？4.神经网络方法可以具备创造性吗？针对这四个问题，Kevin
Knight 教授展开了详细介绍，内容涉及循环神经网络的数学基础、机器翻译、诗
歌翻译等等。报告结束后，多位老师与同学在自然语言处理发展趋势、机器翻译
模型、生成式模型的评价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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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副总裁、AI Labs 主任叶杰平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19 年 7 月 3 日下午，滴滴副总裁、AI Labs 主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叶杰平
教授一行来到访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并作题为“Transforming
Transportation：A Data Driven Approach”的学术报告。深度强化学习是人工智能
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它以一种通用的形式将深度学习的感知能力与强化学
习的决策能力相结合，并能够通过端对端的学习方式实现从原始输入到输出的直
接控制。自提出以来,在许多需要感知高维度原始输入数据和决策控制的任务中，
深度强化学习方法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叶杰平教授分享了深度强化学习在
滴滴平台的应用和探索，详细地讲述了深度强化学习和图模型在滴滴预估时间到
达、智能派单与供需预测中的应用与探索，介绍了滴滴的 AI 战略布局和对未来
交通的三层思考。最后双方就中国图像图形学学会和滴滴联合举办 ICCV 预讲会
议展开讨论，并期待未来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实验室王亮副主任、
赫然研究员参加本次活动。

项目立项
实验室第二季度新建立课题 56 项
实验室 2019 年第二季度新建立课题 56 项，总科研经费 9012 万元，其中国
家任务 38 项、中科院任务 2 项、企业委托 16 项、部分项目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

项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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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万元）

室内外大规模场景三维语义矢量重
建技术研发

申抒含

企业委托

1000

2019-1-1 至
2023-12-31

室内服务机器人定位导航系统

高伟

企业委托

140

2019-5-27 至
2020-6-10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青年人才托举
工程

樊彬

企业委托

15

2019-3-25 至
2020-4-1

基于人脸图像分析的人体健康实时
评估技术

罗冠

企业委托

150

2019-4-18 至
2022-4-18

显微成像技术及高通量分析

陈曦

企业委托

1000

2019-3-1 至
2021-2-28

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实培计划

何晖光

企业委托

24

2019-6-1 至
2021-12-31

人脸图像分析技术

雷震

企业委托

30

2019-4-10 至
2020-12-31

基础教育教学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

董晶

26.4

2019-4-8 至
2021-4-9

鞍山职教城项目

孙哲南

150

2019-2-15 至
2022-2-15

基于知识的智能机器翻译方案研究

宗成庆

联合资助基
金项目

265.75

2019-1-1 至
2022-12-31

复杂环境下语音数据的说话人识别
机关键词关联检索

杨小汕

联合资助基
金项目

131.13

2019-1-1 至
2023-6-30

基于面部多模态生物特征信息融合
的精准身份识别方法

孙哲南

联合资助基
金项目

257.27

2019-1-1 至
2022-12-31

面向公共安全的视频信息处理技术
研究（NSFC-新疆联合基金）

王亮

联合资助基
金项目

107.6

2019-1-1 至
2022-12-31

社交网络虚假媒体内容检测与识别
关键技术

王伟

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20

2019-1-1 至
2021-12-31

面向视觉问答的多模态融合表示与
注意力机制研究

刘静

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20

2019-1-1 至
2021-12-31

基于深度学习的敏感视频监测新方
法

原春锋

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30

2019-1-1 至
2021-12-31

网络敏感多媒体内容的智能解析与
识别研究

李兵

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100

2019-1-1 至
2021-12-31

基于几何深度学习的三维场景分析

严冬明

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30

2019-1-1 至
2021-12-31

基于对抗学习的视觉计算理论与方
法研究

赫然

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100

2019-1-1 至
2021-12-31

大数据分析关键技术及应用

陶建华

中科院先导
专项

2034

2019-1-1 至
2020-6-30

面向动态快速响应的场景语义理解
系统

董秋雷

高技术应用
项目

120

2019-3-1 至
2020-3-30

企业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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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
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加冕篮球联赛“五冠王”
2019 年 6 月 11 日，自动化所“紫冬杯”春季篮球联赛落下帷幕，实验室智
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代表队战胜复杂系统代表队夺得冠军，加冕“五冠王”。
本次球赛评选出的 MVP 球员为来自中心的宋树成。他凭借对篮球的热爱和顽强
的拼搏精神以个人最佳表现驰骋球场！

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春游野鸭湖
2019 年 4 月 20 日，正值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在清晨的蒙蒙细雨中，
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百余名职工和研究生共赴延庆野鸭湖湿地公园，
大家漫步湖边，感受北京的盈盈春意。延庆野鸭湖湿地公园是北京重要的鸟类栖
息地，每年的迁徙季节，都会有众多的鸟类在此停歇，其中雁、鸭的种类和数量
最多，野鸭湖由此而得名。这里的动植物资源丰富，还有上百种的昆虫与鱼类，
是人们亲近自然、放飞心灵的好去处。大家或三五成群漫步湖边小径；或骑着多
人自行车悠闲地绕湖一周；长跑爱好者们一起快乐环湖跑，在你追我赶中享受运
动的乐趣。在品味完美味农家饭后，大家踏上了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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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脑网络组研究中心“百里山水画廊”参观活动
2019 年 5 月 17 日，伴着清晨的第一缕暖阳，实验室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师生
以及部分科研人员家属组织前往坐落于北京延庆区东北部的“百里山水画廊”游
览参观，放松心情，体验大自然艺术之美。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在景区，山清水秀的优美环境让平日里忙于科研的学生很快就从紧张的学习中放
松了下来，一路欢声笑语，尽兴欢畅。秀丽风景处，同学们纷纷拿起手机拍照留
念。平日里辛勤工作的老师们也兴致盎然，体力充沛，一路带领大家探索前进。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不仅放松了心情，欣赏大自然的美丽，徜徉在这美轮美奂
的自然世界，大家明白也在做好科研工作的同时，人与自然也要和谐相处，爱护
地球母亲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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