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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实验室发布模式识别学科发展报告 

2018-2019 年，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

略研究项目“模式识别发展战略研究”。鉴于过去 60 多年模式识别的理论方法和

应用都产生了巨大进展，而在通信、传感和计算软硬件技术不断发展、应用场景

渐趋复杂开放的新形势下，又面临很多新的理论和技术问题，本项目希望对模式

识别领域的发展历史进行全面梳理，整理出至今在学术届或应用中产生了重大影

响的主要研究进展，并且面向未来，提炼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或应用需求的值得

研究的问题，供模式识别学术界参考，以期对未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产生指导，

产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实验室邀请国内本领域科研一线的研究者进行了多轮研讨交流，并经实验室

内几十名研究人员撰写整理，提炼出模式识别领域过去 50 项重要研究进展和未

来 30 项重要研究问题，分模式识别基础、计算机视觉、语音语言信息处理、模

式识别应用技术四个方向分别介绍。模式识别基础理论和方法是研究的核心，主

要研究内容包括分类决策基础理论、多种分类器设计和学习方法、特征学习、聚

类分析等。计算机视觉是机器感知中最重要的部分，视觉感知数据是模式识别处

理的最重要的对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图像处理与分割、图像增强与复原、三维

视觉、场景分析、目标检测与识别、行为识别等。语言信息是一类重要的模式信

息，语言信息处理是模式识别和机器感知的一种重要形式，自然语言处理发展出

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当前与听觉和视觉感知的交叉日趋紧密，且与模式识别

和机器学习的方法越来越近。模式识别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本报告

选择性地介绍跟模式识别理论方法研究结合紧密的应用问题，如生物特征识别、

遥感图像分析、医学图像分析、文档图像分析和文字识别、多媒体计算等。本次

发布的发展报告为该报告第一版，包括各个研究进展和研究问题的简介，希望获

得学术界的反馈和修改建议。未来将对各个进展/问题条目做详细描述，整理成

一本书正式出版。报告详细内容见链接：http://www.nlpr.ia.ac.cn/cn/news/1602.html 

 

实验室获 ACM MM 2020 多模态情感识别挑战赛冠军 

ACM 国际多媒体会议（ACM MM 2020）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至 16 日在线

上成功举办。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智能交互团队博士生孙立才、博士生连政、

刘斌副研究员、陶建华研究员等人在多模态情感识别挑战赛 MuSe2020 (The 

Multimodal Sentiment in Real-life Media Challenge) 荣获冠军！ 

MuSe 2020 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德国奥斯堡大学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等高校共同举办，吸引了来自全球的 21 支队伍参赛。该挑战赛源于情感计算领

域著名的 AVEC (Audio-Visual Emotion Challenge)竞赛。相比于之前的 AVEC 竞

赛，MuSe 2020 面向自然场景和复杂环境，而且更加注重结合语义信息的多模态

深度融合能力的评测。参赛者需要利用官方提供的自然场景下的音视频和文本数

据有效地预测出维度情感值（唤醒度和激活度）。团队利用循环神经网络和自注

意力机制进行时序建模，结合多种融合策略抽取跨模态信息, 借助于数据增广和

一致相关系数损失函数解决小样本和鲁棒性问题， 最终取得了比基线高 19%（唤

醒度）和 36%（激活度）的优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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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获 PRCV 2020 大规模行人检索竞赛冠军 

第三届中国模式识别与计算机视觉大会 (The 3rd Chinese Conference on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Computer Vision, PRCV 2020) 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10

月 18 日在南京举行。10 月 17 日，大规模行人检索竞赛 (Large-Scale Pedestrian 

Retrieval Competition, LSPRC)公布成绩，实验室生物识别与安全技术团队联合北

京赢识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两支参赛队伍在本次竞赛中摘取“行人属性检索”赛

道中 PR-A-RAP 和 PR-A-SYS 两项测评亚军以及“行人 ID 检索”赛道中

PR-ID-RAP 和 PR-ID-SYS 两项评测冠军。 

 

 

实验室蒋田仔研究员获第十届吴文俊人工智能杰出贡献奖 

2020 年 12 月，人工智能学会公布了 2020 年度“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

奖”的获奖名单。实验室蒋田仔研究员被授予吴文俊人工智能杰出贡献奖。“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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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获奖者，是我国广大智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本届吴文俊人工智能杰出贡献奖全国共有 3 人入选。  

 

实验室隋婧研究员获 2020 年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202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结果正式揭晓，实验室隋婧研究员获“国家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2012 年开始设立，旨在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较好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

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快速成长，培养一批有望进入

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 

 

实验室刘勇研究员获 2020 年北京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2020 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名单正式揭晓。

实验室刘勇研究员获“北京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北京市“杰青”项目设

立于 2018 年，定位为引导 40 岁以下、最富创造力、活跃在科研一线的青年学术

带头人，围绕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开展原创研究和实质性国际合

作。项目力争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创新团队，冲击

国际学术第一梯队。 

 

实验室成功研制可穿戴式脑电信号检测设备 

2020 年 11 月，实验室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基于多年来脑网络组图谱研究基础，

研制成可穿戴式脑电信号检测设备样机，并成功通过专家评估验收和现场实时演

示验证。该设备总重约 120 克，可实现 1000Hz 的实时采样和无线传输，以及

4000Hz 的 USB 有线传输和实时采样，支持电极接触阻抗的实时显示及电极的自

适应头皮贴合，阻抗低至 4KΩ，续航工作 8 小时以上。设备所有的硬件参数配

置及数据传输都可以通过 Android 终端或 PC 终端无线实现，确保了数据质量的

实时监控及实时采集传输。   

 

实验室 3 名博士后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8 批面上资助 

2020 年 10 月，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评审的第 68 批面上资助结果

公布，实验室在站博士后贾真（合作导师：王亮研究员）、张闯（合作导师：胡

卫明研究员）、袁梦轲（合作导师：张晓鹏研究员）获得二等资助（资助金额为

8 万元/人）。 

科研进展 

面向开放集识别的卷积原型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CNN）在模式识别任务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某些数据

集上甚至超越了人类的识别性能。尽管如此，CNN 在实际开放环境的性能依旧

较差。针对这一问题，实验室模式分析与学习团队博士生杨红明、张煦尧副研究

员和刘成林研究员等提出了卷积原型网络（CPN）。传统 CNN 中 softmax 操作将

某一样本属于所有已知类的概率归一化为 1，没有对未知类预留一定的概率，并

且 CNN 为判别模型，其本质上对整个特征空间进行划分并将所有区域分配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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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类，没有为未知类保留相应的空间区域。与 CNN 不同，卷积原型网络 CPN：

(1) 用原型分类器代替 softmax，以此打破 softmax 的封闭世界假设；(2) 提出了

原型约束的正则化方法，限制已知类在特征空间中的分布；(3) 采取 one-vs-all

训练策略，接收所有本类别训练样本，同时用所有其他类别训练样本模拟未知类

样本。基于上述改进，不仅可以使整个框架进行端到端的训练，也可提升框架在

开放环境下的鲁棒性。在开放集识别问题中，设计了两种不同的阈值方法（基于

距离和基于概率），以此对未知类样本进行拒识。在多个数据集上进行了开放集

识别实验，相比之前方法取得明显的性能（包括闭合集分类和未知样本拒识）提

升。相关研究工作已被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TPAMI）录用。 

 

图 1. 面向开放集识别的卷积原型网络 

 

基于条件对抗网络的小样本目标检测 

基于快速序列视觉呈现的脑-机接口是一种有效的信息检测技术。但是，该

系统在应用时存在校准时间长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实验室神经计算与脑机交

互团队博士生魏玮、邱爽副研究员和何晖光研究员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条件对抗网

络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构建了一种相关度量学习的多源条件对抗域自适应框

架，利用其他用户的脑电数据来减少新被试对模型训练的数据需求。该模型利用

对抗训练，使基于卷积的特征提取网络能够从不同域中提取共性特征，设计了基

于类和域的相关度量学习损失，以约束特征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多源框架和源选

择策略来优化训练过程并提升多域自适应的结果。在采集的 33 人次脑电数据集

上的实验结果显示，提出的方法可以达到 87.72%的均衡精度，相比于传统方法，

可以在减小 10 分钟校准时间的情况下精度不变。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脑机接口

领域的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TNSRE）上。 

 
图 2. 条件对抗领域自适应网络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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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解与剪枝高效统一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压缩 

为了减轻深度学习算法在实际应用中的负担（庞大的参数量和繁重的计算

量），近年来模型压缩方法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两种常用的模型压缩方法剪

枝和分解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表现为：1）剪枝改变了卷积层输入和输出的维

度，导致一些特殊结构的最后一层无法压缩；2）低秩分解方法将一个卷积层分

解为多个卷积层，增加了模型的实时内存消耗。针对上述问题，实验室视频内容

安全团队博士生阮晓峰、刘雨帆助理研究员和胡卫明研究员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分

解与剪枝高效统一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压缩方法。该方法通过构造一个可压缩的

模块，即将一个卷积层（原始单元）分解为两层：新的基权值层（基单元）和系

数权值层（诱导稀疏单元），并在诱导稀疏单元上施加稀疏正则，进而实现卷积

层低秩和通道稀疏两个任务的联合优化。在此基础上，将单个卷积层压缩构造模

式拓展到整个网络，实现分解与剪枝有效统一。在国际公开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

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上。 

   

a) 单卷积层可压缩模式构造示意图                b) 整体算法流程图 
图 3. 基于分解与剪枝高效统一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压缩框架图 

 

展开交替优化的盲超分算法 

传统方法将盲超分问题分解为两个步骤：一是根据给定的低分辨率图像估计

模糊核，二是基于估计核的超分恢复。这两步涉及两个独立训练的模型，即使第

一步估计误差很小，也会导致第二步的性能下降。另一方面，第一步只能利用低

分辨图像中的有限信息，使得预测高精度模糊核变得困难。针对上述问题，实验

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博士生罗正雄和谭铁牛院士等提出展开交替优化的

盲超分算法。利用交替优化算法在单个模型中以交替的方式估计模糊核和恢复超

分图像。该方法包括两个卷积神经模块，即超分模块和估计模块。超分模块基于

预测核恢复超分图像，估计模块利用恢复后的超分图像估计模糊核。两个模块形

成一个端到端的可训练的网络。在合成图像数据集和真实图像数据集上的实验结

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机器学习领域国际会议 NeurIPS 

202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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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展开交替优化的盲超分算法 

 

基于联合训练框架的门控递归融合端到端鲁棒语音识别方法 

尽管基于前端增强和后端识别的联合训练方法在鲁棒语音识别问题上不断

取得突破，但是这种方法仅使用增强后的特征作为语音识别输入，难以规避增强

后的语音失真对识别性能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实验室智能交互团队博士生范

存航和陶建华研究员等人提出了门控递归融合的端到端鲁棒语音识别方法，利用

门控递归算法融合原始带噪特征和增强后的特征，融合后的特征不仅可以从增强

的语音中学习到言语内容相关信息，同时能够从原始带噪语音中学习到环境干扰

相关信息，以此实现前端增强与后端识别的联合优化。最后，利用联合训练框架，

同时优化端到端语音识别模块、门控递归融合模块和语音增强模块，进一步提升

语音识别的鲁棒性。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相对于传统的联合训练方法，字错误

率相对降低10.04%。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语音领域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TASLP）上。 

 
图 5. 基于联合训练框架的门控递归融合端到端鲁棒语音识别框架图 

 

基于生成复现和知识蒸馏的连续语言表示学习模型 

目前主流的基于神经网络的自然语言理解及表示学习模型，主要是在固定分

布的数据集上训练模型。当学习数据分布可能发生变化的任务时，此类模型通常

无法高效区分和复用所获得的知识，导致忘记先前学习的任务。这种现象被称为

灾难性遗忘。为了克服语言表示学习模型在连续学习过程中的灾难性遗忘问题，

实验室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博士生孙静远、王少楠助理研究员、张家俊研究员和宗

成庆研究员等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成复现和知识蒸馏的框架（Distill and Replay, 

DnR），使语言模型能够持续地学习和解决不同的自然语言理解任务。在生成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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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部分，该模型模拟旧任务的数据分布来生成伪样本，和新任务数据样例结合在

一起供模型进行训练；在知识蒸馏部分，该模型将新任务学习到的语义空间与旧

任务的语义空间进行对齐，并与模型优化同步进行。该方法同时利用离散的和连

续的表示，可以更好地隔离和重新利用模型所学知识进行持续学习。通过蒸馏方

法，DnR 还可以压缩基础语言模型的大小，用一个逐渐轻量化的模型来解决灾

难性遗忘的问题。在国际公开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

研究工作发表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国际会议 COLING 2020 上。 

 
（a）结合语言模型和问答系统的连续学习框架 （b）连续学习模型结构 

图 6. 基于生成复现和知识蒸馏的连续语言表示学习模型框架图 

 

基于对偶问答的半监督事件元素抽取 

事件元素抽取旨在从非结构化文本中抽取出结构化的事件元素知识（例如：

事件的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参与者等）。传统方法将事件元素抽取建模为分类

任务或者序列标注任务，忽略了事件元素扮演角色的语义信息，缺乏不同元素之

间的参数共享。因此，传统方法在训练样本充足的类别上性能较高，但是在小样

本类别上性能较低，无法处理零样本的类别。针对上述问题，实验室自然语言处

理团队博士生周阳、陈玉博副研究员和赵军研究员等提出了基于对偶问答的半监

督事件元素抽取方法。首先，该方法将事件元素抽取建模为问答任务，在问题构

建过程中显式建模角色标签的语义，最大化参数的共享，增加模型在小样本或者

零样本场景下的鲁棒性。其次，该方法引入事件元素抽取的对偶子任务，利用对

偶学习实现半监督的事件元素抽取，自动扩展标注数据，迭代优化模型，进一步

提升模型在小样本和零样本场景下的性能。最后，在国际公开数据集 ACE 2005

和 FewFC 上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工作已经被人工智能

领域国际会议 AAAI 2021 接收。 

 

图 7. 基于对偶问答的半监督事件元素抽取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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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通道相关性的任意视频风格化 

虽然目前的风格化算法可以生成视觉效果良好的结果，但是直接将这类方法

运用到视频风格化当中会造成视频帧间闪烁的瑕疵效果。因此，视频风格化是一

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它不仅需要每帧产生良好的风格化效果，而且还要考虑视

频相邻帧之间的连续性。针对上述问题，实验室多媒体计算团队博士生邓盈盈、

董未名研究员和徐常胜研究员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多通道相关性的任意连续视频

风格化网络（MCCNet）。该方法首先捕获网络计算内容和风格表示的多通道相

关性，并按照此相关性重排风格特征使其适应内容结构。然后，通过进一步合并

重排的风格和内容表示，生成的特征被解码为具有清晰内容结构和生动风格模式

的风格化结果。最后，在内容图像中加入随机高斯噪声来模拟光照变化，并利用

光照损失来保证模型的稳定性，进一步避免视频帧闪烁问题。在国际公开数据集

上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工作已经被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会

议 AAAI 2021 接收。 

 

图 8. 基于多通道相关性的任意视频风格化框架图 

 

学术交流 

模式识别学术大讲堂：胡包钢研究员讲广义约束 

2020 年 12 月 3 日，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举办了一场模式识别学术大讲

堂，由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包钢老师作了题为“广义约束：机器学

习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起点之一”的报告。本次活动由实验室主任刘成林主持，

近 200 名师生参加，容纳 170 人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同时还有大量听众通过

腾讯会议和网络直播参加活动。活动包括 1 个小时的学术报告和 30 分钟的学术

讨论。在讲座中，胡包钢老师首先介绍了自身在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方面的研究

经历。然后从机器学习基本问题入手介绍广义约束及其应用。最后，胡老师分享

了自己对研究生如何选题上的看法，他建议要学会反复思考重要的科学问题，比

如，具体的应用问题如何能够转换为数学问题，一类方法更优的本质原因是什么，

是否具有理论保证？可解释人工智能中因果研究的数学路径有哪些？在介绍广

义约束前沿内容之后，胡包钢老师还与刘成林、何晖光、赵冬斌等老师及同学们

热烈讨论，就广义约束、认知论、工具论、知识定义、可解释性、研究方法等话

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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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张化光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20 年 12 月 23 日下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东北大学校长助理及智能电气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化光教授应邀访问了模式

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作题为“分布式互联系统的推理与最优决策”的学术报告。

报告由实验室副主任陶建华研究员主持。此次报告中，张化光教授向自动化所师

生系统性地介绍了其团队在复杂系统模糊辨识与模糊自适应控制方向的研究成

果。报告过程中张化光教授针对互联系统中的推理与最优决策问题与师生们进行

了深入探讨，深入浅出的阐述了非线性混合最优决策方法，重点分析了非线性对

象“维数灾难”问题的解决途径。报告提出的方法对我们实验室的研究领域有重

要的启示意义，到场师生均表示受益匪浅。同时张化光教授对待科研严谨的态度、

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也让广大师生深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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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 

 

实验室第四季度新建立课题 14 项 

实验室 2020 年第四季度新建立课题 14 项，总科研经费 3857.7 万元，其中

国家任务 4 项、中科院任务 2 项、企业委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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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可见光/红外融合传感的运动目

标检测及行为预测系统研发 
雷震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课题 
97 

2020-7-1 至

2023-6-30 

对抗群体博弈策略基础理论与关键技

术研究 
程健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 
601 

2020-7-1 至

2023-6-30 

云端协同技术 潘春洪 
高技术应用项目

课题 
300 

2020-5-1 至

2021-12-31 

时序数据的动态小样本识别技术研究 徐常胜 企业委托 100 
2020-9-23 至

2021-12-31 

亚秒级非入侵式脑机接口技术及通用

系统研发 
何晖光 

北京市科委项目

子课题 
120 

2020-8-1 至

2021-7-31 

人工智能治理公共服务体系研究 曾毅 企业委托 47 
2020-9-1 至

2022-9-30 

面向脑微观图谱的高通量技术体系研

发及商业化应用 
韩华 企业委托 450 

2020-9-1 至

2022-12-31 

 

文体活动 

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工会“石林峡秋游”活动 

2020 年 10 月 22 日，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工会联合中心党支部及研究

生会组织百余名职工和研究生共赴平谷石林峡，赏北国石林、观九天飞瀑、游峡

谷险峰、寻石林三绝。这里的石林高峻陡峭，幽长葱郁的峡谷清寂秀丽，九瀑十

八潭点缀其中，如一幅惟妙惟肖的天然画卷，颇具北方的壮美气势，又显江南的

秀丽多姿。大家伴着山路与溪水，陶心冶性，净化心灵，增进了解，加深彼此友

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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