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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会议（CCFAI，CCF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中国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业委员会承办的人工

智能领域盛会。该系列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现已成为国内人工智能领域最主要的学术

活动之一，旨在为人工智能领域从业者提供一个互动交流平台，使参会者了解最前沿的

学术动态，分享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创新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国内人工智

能领域的研究水平。

2021 年中国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会议（CCFAI2021）将于 2021 年 7 月 22-25 日在

山东省烟台市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中国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与模式

识别专业委员会、烟台大学、山东建筑大学承办，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生）院、

哈尔滨工程大学、山东科技大学、新华三集团烟台研究院、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协助承办。会议期间还将举行多场研

讨会（Workshop）及人工智能产业高峰论坛。本次会议将汇聚从事人工智能理论与应用

研究的人员，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研讨发展战略，共同促进人工智能相关理论、技术及

应用的发展，并将邀请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的著名学者做精彩大会报告。

同期，7 月 25 日将举办教育部计算机类教指委人工智能专家委员会工作会议暨高

校人工智能教学与人才培养论坛，会议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办，烟台大学和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承办。欢迎全国高校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

方面的相关领导、专家、任课教师和有意愿为人工智能专业建设提供支持服务的业界专

家参加。

本次会议共收到有效投稿 336 篇，经过通讯评审、会审和编辑部评审，共录用论文

128 篇，录用率为 38%。本次会议录用的论文将推荐到《中国科学》、《计算机学报》、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探索》、《计算机

科学》、《中文信息学报》、《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智能系统学报》、《数据采



集与处理》、《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山东大学学报（工学版）》、《计

算机应用》、《计算机工程与应用》、《郑州大学学报（理学版）》、《郑州大学学报

（工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期刊的正刊发表。论文涉及人

工智能研究的诸多方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前人工智能理论与应用的研究现状。

本次会议邀请了清华大学马少平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恩红教授、阿里巴巴华

先胜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左旺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邬霞教授和南京大学俞扬教授六

位国内知名学者做大会特邀报告。会议期间，会议录用的部分论文将在分会场上进行分

组报告。

在人工智能产业高峰论坛上，贝壳找房叶杰平教授、京东集团郑宇教授、百度窦德

景教授、阿里巴巴杨红霞博士、字节跳动周浩博士将于 7 月 24 日上午做论坛特邀报告。

本次会议还将举办智能体及多智能体系统、知识表示与推理、智慧海洋、聚类分析、社

交网络分析与挖掘、因果学习六个学术论坛，以及人工智能女科学家、青年学者两个专

题论坛。会议期间将举办中国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对

多项专委会工作进行审议。

本次会议衷心感谢各位与会代表，感谢所有的论文作者，感谢程序委员会委员辛勤

的审稿工作。感谢各承办单位、协办单位、赞助单位以及各期刊编辑部对本次会议论文

出版工作的大力支持。

中国计算机学会 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业委员会

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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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会议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

张长水（清华大学） 张 伟（烟台大学）

程序委员会主席

王立威（北京大学） 尹义龙（山东大学/山东建筑大学）

出版主席

杨 博（吉林大学） 孙仕亮（华东师范大学）

论坛主席

白 亮（山西大学） 黄圣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宣传主席

鲁继文（清华大学） 石 川（北京邮电大学）

本地主席

童向荣（烟台大学）

组织委员会主席

王莹洁（烟台大学） 李克文（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晓峰（山东建筑大学）

组织委员会委员

刘惊雷（烟台大学） 杜贞斌（烟台大学）

赵相福（烟台大学） 张 楠（烟台大学）

马文明（烟台大学） 徐金东（烟台大学）

郑 强（烟台大学） 宋 鹏（烟台大学）

刘志中（烟台大学） 于自强（烟台大学）

苏 晶（烟台大学） 张景辉（烟台大学）

翟一鸣（烟台大学） 阎维青（烟台大学）

杜晓林（烟台大学） 马朝青（烟台大学）

徐 骞（烟台大学） 吕 骏（烟台大学）

吕翠翠（烟台大学） 迟浩坤（烟台大学）

王 鹏（烟台大学） 王 璇（烟台大学）

逄锦伟（烟台大学） 王 琦（烟台大学）

徐遵义（山东建筑大学） 聂秀山（山东建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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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杨磊（哈工程烟台研究（生）院） 章小松（哈工程烟台研究（生）院）

莫宏伟（哈工程烟台研究（生）院） 董红斌（哈尔滨工程大学）

程序委员会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白亮 白翔 蔡自兴 曹付元 曾湘祥 曾雪强

陈川 陈恩红 陈蕾 陈勐 陈松灿 陈伟能

陈自郁 崔超然 丁蕊 丁世飞 丁卫平 董红斌

董俊 董明刚 董永权 杜航原 杜军平 封举富

冯翔 高敬阳 高尉 高希占 高阳 高赞

耿新 顾晶晶 管仁初 郭虎升 郭杰 郭茂祖

郭园方 韩冰 韩琥 郝小可 何春梅 何国良

何琨 何清 何赛克 何中市 侯臣平 胡恩良

胡凯 胡清华 黄迪 黄健斌 黄圣君 吉根林

冀俊忠 贾彩燕 贾修一 蹇木伟 姜楠 蒋良孝

蒋嶷川 蒋运承 蒋志翔 焦昶哲 金芝 景丽萍

康昭 库尔班·吾
布力

赖剑煌 雷柏英 黎铭 李春光

李德玉 李冬冬 李凡长 李国正 李洪均 李金屏

李俊山 李克文 李清勇 李锐 李瑞瑞 李武军

李熙铭 李宇峰 李玉鑑 李云 李志欣 李智勇

梁吉业 梁新乐 廖士中 林培光 林友芳 刘妹琴

刘萌 刘淇 刘强 刘全 刘胥影 刘彦北

刘益萍 刘勇 刘振栋 龙明盛 鲁继文 罗廷金

罗昕 吕建成 吕鹏 马慧芳 马千里 马玉玲

马占宇 毛新军 孟德宇 苗夺谦 苗启广 聂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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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礼强 聂秀山 牛四杰 牛砚 欧世峰 欧阳丹彤

欧阳继红 彭玺 彭勇 钱超 钱宇华 乔立山

乔少杰 任亚洲 任珍文 桑基韬 商琳 邵明文

施智平 石川 史天运 史颖欢 史振威 苏中

孙权森 孙仕亮 谭昶 谭晓阳 唐厂 陶建华

陶卿 田青 童向荣 汪云云 王国胤 王红军

王洪元 王杰 王峻 王骏 王立威 王莉

王琳 王瑞平 王上飞 王魏 王文剑 王啸

王兴刚 王艺源 王莹洁 王蕴红 王喆 王志晓

卫金茂 魏本征 魏秀参 文益民 邬霞 吴保元

吴建盛 吴建鑫 吴乐 吴强 吴伟宁 武优西

袭肖明 肖芬 谢娟英 熊范纶 徐俊刚 徐杨

徐原博 许新征 许信顺 许莹 许勇 薛贵荣

薛晖 杨博 杨成 杨帆 杨公平 杨柳

杨明 杨燕 杨杨 杨育彬 杨云 叶翰嘉

叶杰平 殷明浩 尹建芹 尹义龙 英向华 于剑

于彦伟 余国先 余正涛 余志文 俞奎 俞扬

袁冠 袁运浩 詹仙园 詹志辉 张道强 张健

张军平 张钧波 张利军 张莉 张敏灵 张世辉

张腾 张伟 张文生 张学工 张艳宁 张长青

张长水 张召 张兆翔 张志军 张自力 章毅

章宗长 赵登吉 赵佳琦 赵鸣博 赵朋朋 赵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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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兴明 赵中英 郑宇 周日贵 周熠 周勇

周志华 朱斐 朱军 朱磊 祝恩 庄福振

邹丽 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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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 CCF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业委员会

主任

于 剑（北京交通大学）

副主任

封举富（北京大学）

梁吉业（山西大学）

张长水（清华大学）

秘书长

高 阳（南京大学）

副秘书长

尹义龙（山东大学）

秘书

白 亮（山西大学） 景丽萍（北京交通大学）

李宇峰（南京大学） 聂秀山（山东建筑大学）

荣誉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高 文（北京大学） 何新贵（北京大学）

怀进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黄厚宽（北京交通大学）

李德毅（总参谋部 61所） 刘大有（吉林大学）

陆汝钤（中科院数学研究所） 潘云鹤（浙江大学）

石纯一（清华大学） 史忠植（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郑南宁（西安交通大学）

资深委员

周志华（南京大学）

常务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恩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陈松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杜军平（北京邮电大学) 封举富（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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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清（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高 阳（南京大学）

耿 新（东南大学） 李凡长（苏州大学)

梁吉业（山西大学） 陶建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王蕴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尹义龙（山东大学)

叶杰平（滴滴出行） 于 剑（北京交通大学）

张长水（清华大学） 张敏灵（东南大学)

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白 亮（山西大学） 白 翔（华中科技大学）

蔡自兴（中南大学） 曹付元（山西大学）

陈 蕾（南京邮电大学） 陈松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伟能（华南理工大学） 崔超然（山东财经大学）

丁世飞（中国矿业大学） 丁卫平（南通大学）

董红斌（哈尔滨工程大学） 董 俊（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杜军平（北京邮电大学) 封举富（北京大学）

冯 翔（华东理工大学） 高敬阳（北京化工大学）

高 尉（南京大学） 耿 新（东南大学）

郭茂祖（北京建筑大学） 韩 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韩 琥（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 何国良（武汉大学）

何 琨（华中科技大学） 何中市（重庆大学）

侯臣平（国防科技大学） 胡 凯（湘潭大学）

胡清华（天津大学） 黄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黄健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黄圣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吉根林（南京师范大学） 冀俊忠（北京工业大学）

贾彩燕（北京交通大学） 贾修一（南京理工大学）

蹇木伟（山东财经大学） 蒋良孝（中国地质大学）

蒋嶷川（东南大学） 蒋运承（华南师范大学）

蒋志翔（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金 芝（北京大学）

景丽萍（北京交通大学） 库尔班﹒吾布力（新疆大学）

赖剑煌（中山大学） 黎 铭（南京大学）

李春光（北京邮电大学） 李德玉（山西大学）

李凡长（苏州大学) 李国正（中国中医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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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屏（济南大学） 李俊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李克文（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清勇（北京交通大学）

李 锐（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李武军（南京大学）

李宇峰（南京大学） 李玉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李 云（南京邮电大学） 李智勇（湖南大学）

梁吉业（山西大学） 梁新乐（深圳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廖士中（天津大学） 林培光（山东财经大学）

林友芳（北京交通大学） 刘妹琴（浙江大学）

刘 淇（中国科技大学） 刘 全（苏州大学）

刘胥影（东南大学） 刘振栋（山东建筑大学）

龙明盛（清华大学） 鲁继文（清华大学）

罗廷金（国防科技大学） 吕建成（四川大学）

马千里（华南理工大学） 马占宇（北京邮电大学）

毛新军（国防科技大学） 孟德宇（西安交通大学）

苗启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聂飞平（西北工业大学）

聂秀山（山东建筑大学） 欧阳丹彤（吉林大学）

欧阳继红（吉林大学） 彭 玺（四川大学）

钱 超（南京大学） 钱宇华（山西大学）

乔少杰（成都信息大学） 桑基韬（北京交通大学）

商 琳（南京大学） 邵明文（中国石油大学）

施智平（首都师范大学） 石 川（北京邮电大学）

史天运（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史振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史颖欢（南京大学） 史忠植（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苏 中（IBM中国研究院） 孙权森（南京理工大学）

孙仕亮（华东师范大学） 谭 昶（科大讯飞智慧城市）

谭晓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陶 卿（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田 青（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童向荣（烟台大学）

王国胤（重庆邮电大学） 王红军（西南交通大学）

王洪元（常州大学） 王 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王 峻（山东大学） 王立威（北京大学）

王 莉（太原理工大学） 王瑞平（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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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王 魏（南京大学）

王文剑（山西大学） 王 喆（华东理工大学）

卫金茂（南开大学） 魏本征（山东中医药大学）

文益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邬 霞（北京师范大学）

吴保元（香港中文大学） 吴建盛（南京邮电大学）

吴建鑫（南京大学） 武优西（河北工业大学）

袭肖明（山东建筑大学） 肖 芬（湘潭大学）

谢娟英（陕西师范大学） 熊范纶（中科院合肥智能所）

徐俊刚（中国科学院大学） 徐 杨（电子科技大学）

许新征（中国矿业大学） 许信顺（山东大学）

许 莹（湖南大学） 许 勇（华南理工大学）

薛贵荣（上海天壤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薛 晖（东南大学）

杨 博（吉林大学） 杨公平（山东大学）

杨 柳（天津大学） 杨 明（南京师范大学）

杨 燕（西南交通大学） 杨育彬（南京大学）

叶杰平（贝壳找房） 殷明浩（东北师范大学）

尹建芹（北京邮电大学） 尹义龙（山东大学）

英向华（北京大学） 于 剑（北京交通大学）

余国先（西南大学） 余正涛（昆明理工大学）

余志文（华南理工大学） 俞 扬（南京大学）

袁 冠（中国矿业大学） 詹仙园（京东智能城市研究院）

詹志辉（华南理工大学） 张道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军平（复旦大学） 张钧波（京东城市计算事业部）

张利军（南京大学） 张 莉（苏州大学）

张世辉（燕山大学） 张 伟（烟台大学）

张文生（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张学工（清华大学）

张艳宁（西北工业大学） 张长水（清华大学）

张 召（合肥工业大学） 张兆翔（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张自力（西南大学） 章 毅（四川大学）

章宗长（南京大学） 赵登吉（上海科技大学）

赵朋朋（苏州大学） 赵兴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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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宇（京东集团） 周日贵（上海海事大学）

周 勇（中国矿业大学） 周志华（南京大学）

朱 军（清华大学） 祝 恩（国防科技大学）

庄福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邹 丽（山东建筑大学）

邹 权（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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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会总体日程

CCFAI 2021大会议程

时间 7月 22日 地点

08: 30—12: 00

学术论坛： 智能体与多智能体系统研讨会 二楼第六会议室

学术论坛： 知识表示与推理 二楼第五会议室

学术论坛： 智慧海洋 二楼第二会议室

14: 00—17: 30

学术论坛： 智能体与多智能体系统研讨会 二楼第六会议室

学术论坛： 聚类分析 二楼第三会议室

学术论坛： 社交网络分析与挖掘 二楼第五会议室

学术论坛： 因果学习 二楼第二会议室

19:00 — 21:00 CCF-AI专委工作会议 二楼第六会议室

7月 23日

08: 30—08: 50
开幕式 主持人：童向荣，烟台大学

嘉宾致辞

二楼世纪厅

08: 30—12: 00
特邀报告 1 马少平 清华大学

特邀报告 2 陈恩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特邀报告 3 华先胜 阿里巴巴

13: 00—14: 00 孙仕亮教授新书签售 二楼大厅展示区

14: 00—17: 30 专题论坛： 人工智能女科学家专题论坛 二楼第六会议室

14: 00—17: 30 专题论坛： 青年学者专题论坛 三楼第九会议室

14: 00—17: 30
分组报告 1 /分组报告 2
分组报告 3 /分组报告 4

二楼第一、二、三、五会议

厅

7月 24日

08: 30—12: 00 人工智能产业高峰论坛 二楼第六会议室

14: 00—17: 30
特邀报告 4 左旺孟 哈尔滨工业大学

特邀报告 5 邬 霞 北京师范大学

特邀报告 6 俞 扬 南京大学 二楼世纪厅

17: 30—18: 00 闭幕式 主持人：高 阳，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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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会报告

大会特邀报告（时间：7月 23日上午 地点：会展中心二楼世纪厅）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主持人

08: 50 — 09: 40 马少平 教授 搜索意图理解与用户点击模型 于 剑

09: 40 — 10: 00 茶 歇

10: 00 — 10: 50 陈恩红 教授 面向智能教育的认知诊断方法应用 张长水

10: 50 — 11: 40 华先胜 教授 人工智能技术的规模化实战 梁吉业

12: 00 — 13: 30 午 餐（地点：以会议餐券地点为准）

大会报告（一）

报 告 人：马少平 教授 （清华大学）

报告题目：搜索意图理解与用户点击模型

报告摘要：搜索意图理解是搜索引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由于查询词往往比较短，更加增

加了意图理解的难度。用户的搜索行为，由于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往往在其背后隐含了一

些语义信息。本报告将介绍如何有效地利用用户的搜索行为，构建有效的用户点击模型，

以提高搜索引擎的搜索性能。

专家简介：马少平，男，1961年 2月出生，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人工智能研究院智能信息获

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副监事长，中国中文信息

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智能信息处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搜索引擎、

信息检索、网络用户行为分析、个性化推荐、社交媒体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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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二）

报 告 人：陈恩红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报告题目：面向智能教育的认知诊断方法应用

报告摘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将智能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智能教育的核

心之一是认知诊断，即根据学习行为分析学习者的知识掌握能力。本报告将重点介绍认知

诊断的相关方法以及其在个性化学习中的应用。

专家简介：陈恩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数据学院执行院长。曾获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项目支持，国家“万人计划”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重点领域创

新团队“大数据分析及应用”团队负责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安徽省重点实

验室主任，安徽省计算机学会理事长。担任 IEEE Transaction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ACM Transaction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echnology 等多个国内外

学术期刊编委。承担了国家基金委重大仪器研制、区域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等，发表 IEEE/ACM

Transactions以及 CCFA类论文 150余篇，获 KDD最佳应用、最佳学生论文奖，以及教育

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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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三）

报 告 人：华先胜 教授 （阿里巴巴）

报告题目：人工智能技术的规模化实战

报告摘要：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应用在近些年快速发展，但在实际中的规模化应用仍有居多

困难。这些困难既来自 AI算法，也来自支撑算法能力的系统和平台，以及来自行业知识的

壁垒，甚至是对 AI技术的能与不能以及如何化不能为能的认知。本报告试图结合多年在智

慧城市、工业制造、泛互联网、医疗健康、教育等行业的实战 AI技术研发经验，从算法、

系统、平台、行业等多个角度，讨论今天和未来人工智能规模化研发和应用的挑战、路径

和趋势。

专家简介：华先胜，现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高级研究员、达摩院城市大

脑实验室主任。华博士是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IEEE Fellow），

美国计算机协会杰出科学家（ACM Distinguished Scientist）；2008年获MIT

技术评论“全球 35个 35岁以下杰出青年创新者”称号（TR35）。1996年和

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分别获学士和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工作

于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美国必应搜索引擎，以及微软美国研究院，从事多媒体、计算机

视觉和机器学习方面的研发工作。2015年 4月加入阿里巴巴，任搜索事业部资深总监/研究

员；2016年加入阿里云 iDST，负责云上视觉智能计算的技术研发。他的研发兴趣在大规模

视觉人工智能领域，包括视觉分析、识别、搜索和挖掘等。华博士在国际主流会议和期刊

上发表论文 200余篇。曾担任多个学术期刊的副主编以及 ACMMultimedia等顶级学术会议

的程序委员会主席，并获得多个国际会议及期刊的最佳论文奖。华博士曾担任多媒体智能

领域顶级国际学术会议 ACMMultimedia 2020年大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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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特邀报告（时间：7月 24日下午 地点：会展中心二楼世纪厅）

时间 报告者 报告题目 主持人

14:00 — 15:00 左旺孟 教授
面向低标注成本和非理想监督的深

度网络学习方法初探
王立威

15:10 — 16:10 邬 霞 教授 基于智能计算的脑机制研究 尹义龙

16:10 — 16:30 茶 歇

16:30 — 17:30 俞 扬 教授 环境模型与强化学习 杨 博

18:00—21:00 晚 餐（地点：以会议餐券地点为准）

大会报告（四）

报 告 人：左旺孟 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报告题目：面向低标注成本和非理想监督的深度网络学习方法初探

报告摘要：当前深度学习的成功仍主要建立在大规模标注数据和模型算法的基础上。虽

然大规模数据获取已经较为容易，数据的精细化标注仍然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近年

来涌现的弱监督、噪声标注和小样本学习等面向低标注成本的深度网络学习方法仍较为

依赖人为设计，缺乏统一的形式和原则。因此，报告从知识提取和知识蒸馏的角度出发

分析了低成本标注学习问题，为弱监督语义分割和物体检测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解决方

案。其次，针对真实图像去噪、图像去模糊/超分辨等问题，往往不能获得理想的监督

信息，能够获得替代监督信息与理想监督相比可能会呈现时空域未配准、颜色/模糊程

度不一致等特点。为此，报告以人脸正面化和 Raw图 ISP 和超分为例，针对颜色不一

致和空域未配准情况下的深度网络训练分别给出了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

专家简介：左旺孟，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机

器学习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非理想监督学习方法及

其在图像增强与复原、图像编辑与生成、物体检测和图像分类等领域

的应用。在 CVPR/ICCV/ECCV 等顶级会议和 T-PAMI、IJCV 及 IEEE

Trans.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曾任 ICCV2019、CVPR2020/2021

等 CCF-A类会议领域主席，现任 IEEE T-PAMI和 T-IP等期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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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五）

报 告 人：邬霞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报告题目：基于智能计算的脑机制研究

报告摘要：大脑是人类智能的核心，对于人脑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人脑高级认知功能脑机

制的研究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先进的智能计算方法为这方面的研究带来了新的

机遇和挑战。采用智能计算的思想，建立先进的计算模型，成为综合多层次信息，认识

和了解大脑工作机制的最重要手段。本报告将介绍利用智能计算方法探究不同认知状态

下大脑的工作机制，分别从脑网络成分识别、脑连接效应分析、脑认知行为预测与脑状

态解码等四个方面展开。期望智能计算的引入能帮助进一步探明脑神经机制，促进脑科

学发展；同时，脑机制的明晰也能为智能算法的发展提供脑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启发。

专家简介：邬霞，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认知神经科学与

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脑数据

挖掘、脑机接口、类脑算法研究等。致力于融合人工智能、脑与认知

科学等多学科优势，受益于脑科学探究中所获启发与灵感，开发新的

人工智能理论方法和应用。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一等

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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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六）

报 告 人：俞扬 教授 （南京大学）

报告题目：环境模型与强化学习

报告摘要：强化学习是实现自主决策的主要技术途径之一，已在围棋、视频游戏等领域

展示出了超越人类的决策能力。然而强化学习的训练过程需要大量试错，只能在封闭的

游戏场景下起效。实际应用常处于开放环境中，面临高昂的试错代价，使得目前的强化

学习技术难显身手。从历史数据中学习环境模型，并基于环境模型低成本的训练强化学

习，是解决其应用障碍的希望之一，然而有效环境模型的学习却也一直面临艰难与挑战。

此次报告将汇报我们在环境模型学习方面的研究进展，以及初步的应用结果。

专家简介：俞扬，博士，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为机器学习、强化学习。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2018），

入选 IEEE Intelligent Systems 杂志评选的“国际人工智能 10 大新星”

（2018），获亚太数据挖掘“青年成就奖”(2018)，获“CCF-IEEE青年科

学家奖”（2020），获得 4项国际论文奖励和 2项国际算法竞赛冠军，

并受邀在 IJCAI’18作关于强化学习的“青年亮点”报告。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全国优博

（2013）和 CCF优博（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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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产业高峰论坛

（论坛主席：叶杰平，贝壳找房副总裁、首席科学家）

（7月 24日上午，地点: 会展中心二楼第六会议厅）

序号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 8：30—8:35 开幕式

张露露

贝壳找房人工智

能技术中心，高

级技术发展专家

2 8: 35—9: 15
AI在新居住领域的应

用

叶杰平

贝壳找房副总裁、首席科

学家

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

3 9: 15—9: 55
用大数据和AI打造智

能城市

郑 宇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智

能城市研究院院长、京东

科技首席数据科学家

4 9: 55—10: 05 茶 歇

4 10: 05—10: 45
百度数据联邦平台和

新冠疫情预测的合作

研究

窦德景

百度研究院大数据实验室

和商业智能实验室主任

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

5 10: 45—11: 25
超大规模多模态预训

练模型M6
杨红霞

阿里巴巴资深算法专家

6 11: 25—12: 05
大规模并行文本生成

技术的创新和实践

周 浩

字节跳动人工智能实验室

资深研究员

7 12：05 午 餐（地点：以会议餐劵地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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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1：叶杰平 博士

报告题目：AI在新居住领域的应用

报告摘要：贝壳找房作为科技驱动的新居住品质服务平台，通过开放数据资源和技术能

力，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居住产业互联网，聚合和赋能全行业的优质服务者，为消费者提

供包括二手房、新房、租赁、装修等全方位的居住服务，打造“数字新居住、产业共生

长”的行业生态。目前，贝壳找房已进驻全国 103个城市，入驻合作新经纪品牌超过 273

个，连接经纪门店超过 4.9万家，服务超过 52.8万经纪人。在本次报告中，叶杰平博士

将分享贝壳如何利用大数据和 AI技术来分析居住场景下特有的数据，为用户提供可持

续、高效的居住服务。此外，还将发布由贝壳联合 CCFAI共同组织的居住科技领域首

次数据竞赛。

个人简介：2005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现任贝壳

找房副总裁、首席科学家，曾担任滴滴出行副总裁、AI Labs负责人。

同时，现任美国密西根大学计算医学与生物信息学系、电气工程与计

算机科学系教授，曾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此外，叶杰平博

士是 IEEE Fellow、ACM杰出科学家和智源学者。主要从事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和大数据分析领域的研究，致力于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居住、出行和医疗等领

域的应用。他是多个国际顶级人工智能会议的资深委员会会员、区域主席和委员会副主

席, 也是多个顶级人工智能期刊的副主编。曾获得 KDD和 ICML最佳论文奖，荣获 2010

年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生涯奖、2017年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

卓越奖”、2019年度国际运筹学领域顶级实践奖--瓦格纳运筹学杰出实践奖（Daniel H.

Wagner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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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2：郑宇 教授

报告题目：城市计算：用大数据和 AI打造智能城市

报告摘要：城市计算是计算机科学以城市为背景，跟城市规划、交通、能源、环境和经

济等学科融合的新兴领域，通过不断获取、整合和挖掘城市中不同领域的大数据来解决

城市痛点，是当今城市通向新型智慧城市的途径。本报告将介绍城市计算的理论体系和

落地实践，重点介绍以城市操作系统为核心的应用案例，并分享在雄安智能城市、国家

首个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新一代大数据交易所等一系列国家战略项目上的进展。

更多信息可参看城市计算主页：http://icity.jd.com/

个人简介：郑宇 (教授)，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智能城市研究院院长、

京东科技首席数据科学家，他还是上海交通大学讲座教授、香港科技

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的客座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是城市计算领域的

先驱和奠基人，论文被引用 35000余次（H-Index 83），由他的两本个

人专著《Computing with Spatial Trajectories》和《Urban Computing》成

为多国高校的英文教材。他的两项研究成果历经行业十年的验证，连续两次获得时空数

据领域国际最高奖项 SIGSPATIAL 10-Year-Impact Award，开创了一人连续两次获此殊荣

的先河。他担任人工智能顶尖国际期刊 ACM TIST 的主编、IEEE智能城市操作系统国

际标准组主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慧城市与物联网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负责人。

他带领团队设计和研发的城市操作系统成为雄安智能城市建设的数字基石。他作为总负

责人在南通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市域治理指挥中心，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国家级标

杆。2013年被MIT 科技评论评为全球杰出青年创新者；2016年评为美国计算机学会杰

出科学家；2019年，他受邀在 AAAI上发表主旨演讲。2020年 11月，他因在时空数据

挖掘和城市计算领域的杰出贡献，被评为 IEEE Fellow。2021年，因为他在智能城市领

域做出的杰出贡献，被授予首都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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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3：窦德景 教授

报告题目：百度数据联邦平台和新冠疫情预测的合作研究

报告摘要：在大数据的研究和落地应用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保证数据隐私与安

全的前提下，使得多个模型提供方和数据提供方能够合作解决重要问题。百度是国内领

先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平台公司，也是唯一同时拥有大量搜索数据和地图数据的企业。

为了国内高校，政府部门，研究所，和其他企业能够更安全和有效地利用百度的大数据，

我们百度研究院在 2020年建立了百度数据联邦平台（简称数邦）。数邦属于百度大脑

的一部分，具有高可信，分布式机器学习，和基于云有效资源管理等三大属性。从 2020

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预测的合作研究中，我们使用数邦平台和国内多个高校，政府部门，

研究所，和企业开展合作，在时空大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方向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

究成果。

个人简介：窦德景是百度研究院大数据实验室和商业智能实验室的主

任，也是美国俄勒冈大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系终身正教授。窦教授 1996

年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本科毕业，2004年在耶鲁大学获得人工智能

专业博士学位, 2012-2013 年曾在斯坦福大学生物医学信息研究中心任

客座副教授。窦教授在 2005 年建立 Advanced Integration and Mining

(AIM) Lab, 2018年起担任美国 NSF 大（深度）学习中心（Center for Big Learning）的

俄勒冈大学主任。窦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数据整合，自然语言

处理，和生物医学和健康信息学。 窦教授发表了超过 100篇的学术论文，很多文章发

表在最有声望的会议文献和学术期刊。窦教授还是很多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并担任过五

次主要国际学术会议的程序委员会主席, 自 2007年以来多次被 NSF（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和 NIH（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邀请作为专家评审团成员，现在是数据语义学和智

能信息系统等三个学术期刊的编委会成员。窦教授作为主要项目负责人（PI）获得过

NSF和 NIH 超过 500万美元的研究基金，目前是 ACM和 IEEE的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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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4：杨红霞 博士

报告题目：超大规模多模态预训练模型M6

报告摘要：继清华大学和阿里巴巴达摩院联合研发的超大规模多模态预训练模型M6连

续突破百亿、千亿、万亿里程碑后，在国产超算的加持下，我们最终成功实现了全球最

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的研发，其参数规模高达 130万亿，远超海外谷歌大模型 1.6万亿规

模及人类大脑神经元千亿级数目。超大规模多模态预训练模型被认为是下一代人工智能

的基础设施，随着参数规模的不断提升，研究团队发现算法的表现也随之大幅提升，在

部分领域展现出接近人类认知的表现。作为中国大模型研发的代表作之一，M6有望应

用于包括传统制造业在内的诸多生产领域。比如，M6拥有惊人的设计才能，可以根据

文本自动生成超高清图片，它设计的服装模拟图清晰可见织物纹理，能大幅降低服装制

造业生产成本和周期。此外，M6大模型也有很强的写作才能，可以根据图片自动创作

文案，在电商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空间。目前M6已在淘宝、支付宝等平台投入使用。

个人简介：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学位，阿里巴巴资深算法专家，原 IBM

全球研发中心Watson研究员，Yahoo！主任数据科学家。带领团队开

发基于计算平台和搜索推荐的智能算法，稳定的支持了阿里巴巴搜索、

广告等 30几个核心 BU和其业务场景。在顶级统计和机器学习国际学

术期刊会议发表论文 70余篇，美国专利 9项。目前主导阿里巴巴第三

代人工智能的关键性突破技术--认知智能技术发展和其在搜索推荐等业务场景落地，已

经获得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高奖项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Super AI Leader，简称

SAIL奖），2020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和 2020年杭州市领军型创新团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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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5：周浩 研究员

报告题目：大规模并行文本生成技术的创新和实践

报告摘要：文本生成是自然语言处理的重要方向之一，很多关键的下游任务包括机器翻

译，人机对话，自动问答等都依赖文本生成技术。当前主流的文本生成模型主要遵循自

左至右的生成范式，并使用 Transformer来参数化，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

自左至右的自回归式生成会带来每个位置生成时互相等待，效率下降的问题。为此有研

究者提出了并行（非自回归）文本生成技术，在损失生成准确率的前提下大大提高了生

成的效率。本次报告我们将介绍字节跳动在大规模文本生成技术方面的探索，深入讨论

高效且不损失精度的并行文本生成技术是否可行，并且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给出

一些初步结果。

个人简介：周浩，字节跳动人工智能实验室资深研究员，主要负责文

本生成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周浩于 2017年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得

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博士论文。他的研究

方向包括机器学习及其在自然语言理解中的应用。目前，他主要关注

深度文本生成模型。他曾担任多个会议的程序委员会成员，多次在国

际会议如 EMNLP等做 Tutorial报告，并在相关会议包括 ACL，EMNLP，NeurIPS，ICML

和 ICLR上发表论文 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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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会系列活动日程

1、智能体与多智能体系统研讨会

（论坛主席：冯旸赫 副教授，国防科技大学；余超 副教授，中山大学）

（7月 22日 全天 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六会议厅）

8:30-8:40 高阳 致辞

8:40-9:15 朱晓敏 基于生物体演化机理的群体智能聚合与涌现研究

9:15-9:50 刘志新 分布式估计算法设计与分析

9:50-10:00 茶歇

10:00-10:35 伍国华 深度强化学习在空天资源调度中的应用研究

10:35-11:10 何元 基于强化学习的雷达博弈对抗策略优化

11:10-12:10
顶会论文

报告

Neighborhood Cognition Consistent Multi-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毛航宇, AAAI-2020)
Efficient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via Adaptive Policy
Transfer (杨天培,IJCAI-2020)
Parallel Curriculum Experience Replay in Distributed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吉建民, AAMAS-2021)
FOP: Factorizing Optimal Joint Policy of Maximum-Entropy
Multi-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张天昊, ICML-2021)

午餐

14:00-14:35 张崇洁 Learning to Collaborate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14:35-15:10 宋俊潇 启元世界强化学习智能体的研究和应用

15:10-15:20 茶歇

15:20-15:55 郑臻哲 基于机器学习的拍卖机制设计

15:55-16:30 邓小铁 Multiagent Market Modeling and Equilibrium Computation

16:30-17:15
顶会论文

报告

Mechanism Design Powered by Social Interactions (赵登吉,
AAMAS-2021)
Dynamic Knapsack Optimization Towards Efficient
Multi-Channel Sequential Advertising (郝晓田, ICML-2020)
Return-Based Contrastive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for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赵立,ICLR-2021)

17:15-17:30
颁奖

（高阳）

2021 中国智能体与多智能体系统《研究成就奖》

2021 中国智能体与多智能体系统《优秀博士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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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1：邓小铁 教授

报告题目：Multiagent Market Modeling and Equilibrium Computation

报告摘要：Game theory has played a key role building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at its early stage. The advance of AI has provided new tools market

agents may use to their advantage at economic markets and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their

decision rationality. In this talk, we explore the changes we may have to make for the game

theory methodology to adapt to the new age of machine intelligence.

个人简介：Xiaotie Deng is a chair professor of Center on Frontiers of

Computing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Deng received his BSc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MSc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PhD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He has taught a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York University. He was an NSERC international fellow at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Deng's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algorithmic game theory with applications to Internet economics.

His work covers algorithmic game theory, online algorithms, parallel algorithms, and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He is an M.A.E., an ACM Fellow and an IEEE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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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2：朱晓敏 教授

报告题目：基于生物体演化机理的群体智能聚合与涌现研究

报告摘要：本报告主要介绍基于生物体基因演化和细胞形态发育过程的群体智能聚合与

涌现研究，着重对动态环境下群体聚合形态的生成与转换规律进行剖析，探索个体间相

互作用对群体涌现的关键作用机制，以形态发育学等方法为启发发现群体中个体的行为

规则，具体包括群体自组织聚合与群体形态转换、局部信息条件下的群体协商决策、复

杂任务条件下群体分布式决策、行为规则学习演化及其可解释性等方面的一些思考和研

究成果，提升基于群体智能的无人集群系统智能性、适应性、鲁棒性和可扩展性。

个人简介：朱晓敏，男，博士，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教授，高

性能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湖南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IEEE

SMC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获湖南省自然自然科学一等奖 1项、二等

奖 1 项。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布式协同与智能决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项、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军队科研项目 10余项。

提出了云端融合无人平台深度学习框架、无中心群体自主决策方法等，

构建了群体智能聚合与涌现原型系统、空地协同智能班组作战原型系统等。研究成果在

AAAI、ACM SIGKDD、IEEE ICDCS、IEEE TPDS、IEEE TC、IEEE TSC、IEEE TCC、

Information Sciences 等国际著名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150 余篇，其中 IEEE

Transactions/Journal论文 28篇，软件学报、电子学报等国内一级学报论文 18篇，3篇

论文获国际会议最佳（学生）论文奖，9篇论文进入 ESI排名前 10%。合作出版中英文

专著 2 部。担任国际著名期刊 FGCS 编辑、国际 AIMS 会刊 Big Data and Information

Analytics（BDIA）编辑。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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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3：伍国华 教授

报告题目：深度强化学习在空天资源调度中的应用研究

报告摘要：卫星与无人机等空天资源在情报侦察、灾害应急、城市感知与物流投送等领

域发挥重要作用。高效调度算法是提高空天资源应用效能的关键。提出一种两阶段调度

框架融合深度强化学习与运筹优化算法解决复杂调度问题。问题求解的第一阶段转为一

个任务分配子问题，第二阶段转为任务时序优化子问题。把任务分配子问题建模为马尔

科夫决策过程，并利用深度强化学习方法求解。任务时序优化问题建模为混合整数规划

问题，利用运筹优化方法求解。两阶段调度框架可有效降低问题求解复杂度，实现强化

学习与传统优化算法的有机融合，在求解时效性和质量上均取得满意性能。

个人简介：伍国华，博士，中南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物流工程系书记，复杂系统智能决策研究所所长，湖南省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湖南省系统仿真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仿真学会智能

仿真优化与调度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仿真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国

防科技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国防科技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加拿

大阿尔伯塔大学访问学者。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

奖、中国仿真学会技术创新一等奖，吴文俊人工智能自然科学二等奖，湖南省自然科学

三等奖，国防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荣立三等功一次。研究方向为智能优化与决策、

机器学习、调度理论及应用、智能交通与物流系统。在 IEEE TCYB、IEEE TSMCA、IEEE

TVT、IEEE TITS等权威期刊发表高水平 SCI/EI论文 80余篇，其中 ESI前 0.1%热点论

文 1篇，ESI前 1%高被引论文 3篇。主持国家高分重大专项、科技创新特区、装备预

研、国家自科青年和面上、湖南省杰出青年基金等 10余项课题。担任期刊 Swarm and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的副主编、期刊 IJBIC的编委、期刊 Information Sciences、IJBIC、

IEEE JSTARS和Memetic Computing的客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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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4：何元 博士

报告题目：基于强化学习的雷达博弈对抗策略优化

报告摘要：干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干扰场景的多样性导致传统雷达抗干扰方法性能急

剧下降，复杂电磁环境对雷达抗干扰性能的要求日益提高。针对雷达博弈对抗智能感知

与自主决策问题，介绍基于强化学习的雷达博弈抗干扰策略优化方法，包括智能雷达与

干扰机智能体建模，复杂电磁环境下干扰精确认知和雷达博弈抗干扰策略优化等研究内

容。

个人简介：何元，男，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特聘研究员，

2007 年、2009年于国防科技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2014年博士毕

业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导师为 Alexander Yarovoy 教授（IEEE

fellow）。长期从事雷达信息处理、电子侦察对抗、电磁计算等领域的

研究，先后主持 11项国家级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73

项目、863项目、装发预研项目、军科委项目、战支预研等，主持企

业产业化项目 16项。在 IEEE TAP、IEEE TGRS、IEEE TIFS、Neurocomputing等国际

重要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共发表论文 80余篇，出版专著 2部，申请和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2项。担任多个国际学术会议的 TPC成员及分会主席。2018年，指导研究生参加世界

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竞赛（KDD Cup），战胜来自 49个国家的 4173支队伍获全球第一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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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5：刘志新 博士

报告题目：分布式估计算法设计与分析

报告摘要：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传感器网络由于灵活性、易放置、鲁棒性等

优点被广泛应用。传感器网络带来越来越丰富的数据，如何利用数据设计有效的估计算

法是近年来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针对定常参数系统，我们基于对邻居节点估计的

一致型策略与对回归向量扩散型策略的结合提出了分布式随机梯度算法。引入协同激励

条件，不需要回归向量的独立性、平稳性和遍历性的假设，我们建立了分布式随机梯度

算法的收敛性理论。进一步，我们提出局部信息准则，构建分布式阶估计算法，并给出

算法的收敛性分析。针对时变参数系统，我们研究扩散型最小均方算法，建立了算法的

稳定性定理并给出了算法的性能分析。我们的理论可揭示多传感器的联合效应：即使任

何单个传感器都无法完成估计任务，但它们联合起来可以。

个人简介：刘志新，2002年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数学学院，2007年博

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自 2007年起任职于中科

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现为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科院系统控制重点实验室主任。曾赴瑞典、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进

行学术访问，研究方向为复杂系统、多主体系统、分布式滤波等。现为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动化学会控制

理论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等等，担任《系统科学与数学》副主编，

《Science China Information Sciences》等杂志编委，曾获全球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大会最

佳理论论文奖（2018年）、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优秀青年学者奖（2015年）、美

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的旗舰杂志 SIAM Review的 SIGEST论文奖（2014年）等奖励

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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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6：张崇浩 助理教授

报告题目：Learning to Collaborate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报告摘要：Due to the complex and combinatorial nature of real-world applications,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s shifting from single-agent to multi-agent settings. This talk will

start discussions on challenges in cooperative multi-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t will then

introduce the popular paradigm of centralized training with decentralized execution and

present some recent progresses under this paradigm for enabling efficient multi-agent

collaboration learning.

个人简介：Chongjie Zha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for

Interdisciplinary Information Science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fore

joining the faculty, he was a postdoctoral associate in the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 (CSAIL) at MIT. He received his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His

research interests span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ulti-agent systems,

and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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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7：郑臻哲 助理教授

报告题目：基于机器学习的拍卖机制设计

报告摘要：拍卖机制被广泛地应用于资源分配，包括无线电频谱、云计算资源、互联网

广告等。设计最优且实用的拍卖机制是微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经济学中关

于 拍 卖 理 论 最 重 要 的 结 果 是 著 名 的 Myerson 最 优 拍 卖 以 及 VCG

（Vickrey–Clarke–Groves）拍卖。但这些理论成果在现实中使用却非常少，主要有三个

原因：一是复杂的机制规则，如 VCG机制的计费规则以及Myerson机制的虚拟报价函

数；二是严格的数学假设条件，如，独立同分布的估值信息；三是单一的优化目标，

Myerson机制优化拍卖收入，VCG 机制优化分配效率。机器学习在各个领域，如图像

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智能决策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针对拍卖理论存在的问

题，我们将机器学习与机制设计相结合，设计数据驱动的多目标拍卖机制，充分挖掘市

场数据沉淀的信息，提出端到端的基于学习的拍卖机制设计框架，通过神经网络的结构

设计保证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以及个人理性等经济学性质。我们将设计

的基于学习的拍卖机制运用于阿里巴巴电商广告平台，提出 Deep GSP 和 Neural

Auction等新型广告拍卖机制，在用户体验，广告主投放效益以及平台收入等方面都取

得了显著的提升。

个人简介：郑臻哲，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长聘教轨助理

教授，博士生导师。2018 年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毕业，2016 年至 2019

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先后从事访问学者与博士后

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算法博弈论及其在计算机网络与移动计算中

的应用。在智能博弈、端智能以及大数据管理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科研

成果，已发表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推荐期刊会议列表 A/B 区长 37 篇，包括

IEEE/ACM Trans 期刊论文，如 TON、JSAC、TKDE、TC、TMC 等；国际会议论文

MobiHoc、INFOCOM、ICML、WINE、SIGKDD、ICDE等。荣获多项科研奖励，包括

2018 年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优秀博士论文奖；2015 年微软学者奖学金（Microsoft

Research Asia Ph.D. Fellowship）；2015 年谷歌全球博士生奖研金（Google Ph.D.

Fellowship）。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浦江人才和中国博士后创新人

才计划项目，参与多项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纵向项目。并积极与包括阿里、腾讯、

华为以及字节跳动等企业合作进行技术研发，开展横向项目 4 项。现担任 KS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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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s on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期刊编委，曾担任国际学术会议

INFOCOM、MobiHoc、AAAI、MSN、IoTDI等程序委员会委员。

特邀讲者 8：宋俊潇 博士

报告题目：启元世界强化学习智能体的研究和应用

报告摘要：智能体作为具备自我学习和自主决策的主体，将给数字和实体世界带来技术

革新和体验升级，本次报告介绍启元在强化学习智能体方向的研究和应用相关工作。首

先介绍启元在星际争霸 full game 智能体上的基础研究工作，分享智能体在有限的计算

资源下通过高效模仿学习与强化学习达到顶级职业选手水平的关键技术，然后介绍智能

体技术在游戏产品中的应用。

个人简介：宋俊潇博士，启元世界研究科学家，专注于强化学习、决

策智能相关算法的研究与开发，其中自研星际争霸智能体达到职业选

手水平，并在 NeurIPS、ICML上展示和发表。加入启元之前，曾就职

于网易游戏，担任资深数据挖掘研究员，负责个性化推荐算法以及基

于深度强化学习的游戏 AI技术的研究。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电子

及计算机工程系，在机器学习、信号处理及优化领域的国际知名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

10余篇，合著有强化学习相关专著 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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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表示与推理论坛

（论坛主席：漆桂林 教授，东南大学；万海 副教授，中山大学）

（7月 22日上午，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五会议厅）

序号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 8：30—8:35 开幕式

2 8: 35—9: 20
知识图谱标准SPARQL语言

的ASK查询表达性问题

张小旺

天津大学

万海

3 9: 20—10: 05
基于逻辑语义的本体知识推

理

赵一铮

南京大学

4 10: 05—10: 20 茶 歇

5 10: 20—11: 05
从元数据到内容——新一代

知识图谱搜索引擎初探

程 龚

南京大学

万海

6 11: 05—11: 50
基于证明的神经线性时态逻

辑推理

罗炜麟

中山大学

7 12: 00—13: 30 午 餐（地点：以会议餐劵地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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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1：张小旺 副教授

报告题目：知识图谱标准 SPARQL语言的 ASK查询表达性问题

报告摘要：ASK查询是知识图谱标准 SPARQL语言四种基本查询形式之一，属于布尔

查询。相比 SELECT查询返回“解”（映射集合）不同，ASK查询返回“真”或“假”，因此

可用来表示判断问题。SPARQL语法所有构子表达 ASK查询的能力要弱，造成 ASK查

询表达性难以刻画。本报告介绍 ASK查询在四种情形下的表达性全景图“哈斯图”，进

一步讨论其在知识图谱查询问答中应用前景。

个人简介：张小旺，北京大学理学博士，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副

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青年特聘专家、天津大学北洋青年学者，

天津市认知计算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格里菲斯大学客座副教授。

研究方向包括图数据库、知识图谱、人工智能等。个人研究兴趣主要

围绕知识图谱标准语言 SPARQL基础理论性问题（可满足性问题、布

尔表达性问题和路径表达性问题）以及知识图谱分布式管理与推理系统，近年来，研究

兴趣也包括知识表示学习及其应用。目前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云计算与大数据"和

“精准医学”专项子课题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青年，面上）等 7项课题。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100余篇，获得 ACM天津新星奖和天津大学沈志

康奖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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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2：赵一铮 副教授

报告题目：基于逻辑语义的本体知识推理

报告摘要：在人工智能众多的子领域中，知识表示与推理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人

工智能学科的起源领域之一，是机器通往智能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高阶智慧在机器上

的集中体现。知识表示与推理的目标是让机器拥有人类的经验和知识，并且能够按照某

种规则推理演绎得到新的知识，最终运用这些知识来辅助机器进行计算和决策。作为知

识表示与推理的重要数据模型之一，本体是对真实世界某些特定领域中的概念、个体以

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化表示。因其对大规模数据及数据实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很

强的表达和管理能力，本体目前广泛应用在能源、法律、生物、医疗等领域。该报告主

要介绍如何利用本体数据具备逻辑语义的特点，结合自动推理技术和算法在生物医疗领

域的一些直接和间接应用，包括基于本体中已有信息进行推理、挖掘隐含知识、语义差

异计算、数据质量把控、辅助诊疗等。

个人简介：赵一铮，博士、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徐新人

工智能发展基金特聘教授。他于 2017年 12月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开展

博士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知识表示与推理、本体论、知识图

谱、数理逻辑。他在 CCF A/B类等国际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

目前担任 AAAI、IJCAI、ECAI等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以及 AI Journal等期刊审稿

人。他以项目 PI身份主持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四项江苏省科研基金。他以项目骨

干身份参与一项科技部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两项英国工程与

自然科学理事会（EPSRC）面上项目。他与 Google DeepMind 智能医疗机构 Babylon

Health合作完成的智能医疗系统为超过 6000万注册者提供先进的智能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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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3：程龚

报告题目：从元数据到内容——新一代知识图谱搜索引擎初探

报告摘要：可以开放获取的知识图谱越来越多，如何找到需要的知识图谱？面对这一需

求，已有一些系统提供基于元数据的知识图谱搜索服务，但元数据包含的信息较为有限。

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可能直接基于知识图谱的内容实现搜索？本报告将探讨实现这种新

一代知识图谱搜索引擎所面临的挑战，并介绍报告人正在开展的初步尝试。

个人简介：程龚，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目前主要面

向智能软件系统，研究语义网与知识图谱技术，研究主题包括语义搜

索、数据摘要、智能问答等。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等资助的多个项目课题。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 WWW、ISWC、

TKDE等会议期刊，获 ISWC等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或提名奖 5次，论

文总引用 2000余次。现任 CCF系统软件专委委员，担任过 ISWC短文程序委员会主席

等职务。

特邀讲者 4：罗炜麟 在读博士

报告题目：基于证明的神经线性时态逻辑推理

报告摘要：线性时态逻辑已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形式化验证等领域。近期，Finkbeiner

（2021）等人通过训练神经网络在线性时态逻辑推理中获得具有竞争力的结果。然而，

神经网络模型侧重于识别公式的语法和推理结果的组合模式，缺乏捕捉线性时态逻辑语

义的能力。该报告主要介绍如何利用线性时态逻辑的可满足性证明提升神经网络模型进

行线性时态逻辑推理的能力。为此，我们提出两个神经网络模型，LTSatP和 LTSatP-ite，

将可满足性证明生成和线性时态逻辑推理任务联合。两者的区别在于证明和推理的联合

方式：LTSatP将证明和解同时输出；LTSatP-ite迭代地输出证明和解。实验表明通过引

入证明可以增强神经网络的线性时态逻辑推理能力，与最先进的神经网络模型相比，具

有更高的准确率和更强的泛化能力。并且，我们发现迭代地输出证明步骤是一种更有效

的联合方式。

个人简介：罗炜麟，中山大学计算机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包括：

人工智能、软件工程、形式化方法。在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的 A类国

际会议 ICSE等发表多篇论文。参与导师的多项国家、省、国防重点项

目。获得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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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海洋论坛

（论坛主席：牟春晓 副教授，烟台大学）

（7月 22日 上午，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二会议厅）

序号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 8: 30 — 8:35 开幕式

2 8:35 — 9:20 海洋智能无人系统技术与趋势
莫宏伟

哈尔滨工程大学

牟春晓

3 9: 20 — 10:05
现代海洋监测技术——微小型化

与自动化监测

陈令新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

究所

4 10:05— 10:20 茶 歇

5 10:20 — 11:05
基于人工智能的水声信号调制方

式识别技术

王景景

青岛科技大学

莫宏伟

6 11:05 — 11:50 黄海浒苔遥感监测研究
吴孟泉

鲁东大学

7 12:00—13: 30 午 餐（地点：以会议餐劵地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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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1：莫宏伟 教授

报告题目：海洋智能无人系统技术与趋势

报告摘要：海洋智能无人系统是无人系统领域的主要分支之一。以海洋无人艇、无人潜

航器等为代表的海洋智能无人系统技术近些年快速发展。从智能自主控制、目标识别到

路径规划与决策，人工智能技术在海洋智能无人系统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从个体

无人系统到群体智能无人系统、异构无人智能系统，海洋无人智能系统呈现出多元化、

多样化、复杂化。从海洋环境监测到目标攻击，海洋无人智能的应用范围日益广泛。本

报告从上述几方面介绍海洋无人智能系统的发展现状，指出海洋无人智能系统在认知人

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挑战。

个人简介：莫宏伟，哈尔滨工程教授/博导；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防预研基金、省重点攻关计划等项目 24项，发表论文

80余篇，出版专著 6部，教材 3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件。担

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自然计算与数字智能城市专委会副主任、中

国人工智能学会空天智能系统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智能医疗专委会委员，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人工智能教育专

委会（筹）理事长，黑龙江省多学科协同认知人工智能技术与应

用重点实验室主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warm Intelligence等国际期刊编委。曾获黑

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黑龙江省医学会技术创新一等奖、二等奖

各 1项。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智能无人系统、类脑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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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2：陈令新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研究员

报告题目：现代海洋监测技术——微小型化与自动化监测

报告摘要：海洋环境监测是保护海洋环境、开发海洋资源、保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了解和预测海洋的重要手段，是海洋事业的一项重要课题。现代海洋监测技术更强调整

体性、系统性的空-天-海洋一体化立体观测，海洋监测装备逐渐向微小型化、自动化以

及生态监测方向发展。针对现代海洋监测技术需求，我们发展了多种低功耗、小型化的

海洋环境生态监测技术与装备，包括基于微流控芯片/纸基芯片的快速检测仪器、多参

数原位在线监测系统、鱼类行为可视化观测系统和浮游生物智能识别及原位监测系统，

并展开了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应用示范。

个人简介：陈令新，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现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海岸带

可持续发展分会理事长；环境 TOP 期刊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海岸带环境分析监测与生态修

复，提出了构建健康海岸带生态环境“分析监测-生态修复”研发新

思路，以化学和地学等多学科交叉思路解决海岸带生态环境监测

与保护技术问题，面向海岸环境典型污染物分析、监测与污染控

制，创新化学测量技术，即利用纳米材料、生物材料以及光电磁等分析探测技术，构建

微纳分析传感界面，探索分析监测新原理、新方法和新仪器技术以及多参数在线监测技

术。在海洋环境分析监测、生态修复等领域取得了系统性、创造性贡献。主持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30余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30余项，出版《海洋环境分

析监测技术》等中、英文著作 3部。在 Nature Sustainability，Analytical Chemistry等期

刊发表 SCI论文 300余篇，为 Chemical Reviews等撰写评述 4篇，论文他引 1.8万余次，

Ｈ-指数 78。培养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20余名（4人获院长特别奖，3人获院长优秀

奖），获中国科学院大学“领雁银奖”（振翅奖）。曾获山东省自然科学奖、海洋科学技

术奖等省部级一、二等奖 5次。入选 2020年度科睿唯安跨学科领域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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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3：王景景 教授

报告题目：基于人工智能的水声信号调制方式识别技术

报告摘要：为充分利用水声通信的信道资源，发送端往往采用自适应调制编码技术，这

要求接收端使用自动调制识别技术。然而，繁杂多变、噪声干扰严重的水下信道环境给

接收端正确识别调制方式带来巨大挑战；此外，通信的实时性、调制方式的多样性又对

调制方式识别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以上问题，结合经典水声信号多源具体特征提

取理论与神经网络自动抽象特征提取方法，我们提出基于人工智能的水声信号调制方式

识别技术：针对不同调制方式的内在区别提取水声信号多源具体特征、利用轻量化混合

神经网络的自动特征提取能力提取水声信号抽象特征，基于特征融合理论将二者融合为

更完备、有效的特征集。

个人简介：王景景，青岛科技大学教授/博导；主持军委科技委国

防科技创新重点项目 1项；主持 NSFC-山东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各一项；主持山东省重点研发项目

等纵向课题；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刊物和重要学术会议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7 篇；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 34 件。担任国际计算机协会（ACM）青岛分会副

主席、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电子信息类专业教指委委员。曾获山

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 1）、山东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一等奖（排名 1）、山

东省自然科学学术创新奖（排名 1）和青岛市青年科技奖等科研奖励。研究方向包括海

洋物联网、智能水声通信及装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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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4：吴孟泉 教授

报告题目：黄海浒苔遥感监测研究

报告摘要：自 2007 年至今，黄海海域已连续 15a周期性暴发绿潮灾害，其分布面积可

达数万平方公里，总生物量上百万吨，是目前世界上发生规模最大的绿潮灾害。黄海大

规模的绿潮给沿岸区域带来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和社会经济损失。我们利用地面数据采

集、无人机航摄、多源遥感影像数据等技术手段，构建了绿潮信息提取方法，监测了多

年来黄海绿潮时空分布，跟踪了绿潮漂移过程，并以叶绿素 a作为浮游微藻的指示器，

探索了绿潮暴发对生态带来的响应，结合海表温度、海风、太阳有效辐射等因子，阐明

叶绿素 a变化的驱动因素。本研究为揭示我国黄海绿潮灾害暴发规律，及其对海洋环境

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为绿潮藻体的处理和受绿潮影响海域的生态修复提供一定的数据

支持。

个人简介：吴孟泉，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鲁东

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中国 GIS协会教育

与科普委员会委员、中国 GIS应用水平考试专家委员

会委员。长期从事海洋环境遥感、智慧城市、空间分

析方法等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然

基金、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科研奖励基金等纵向

项目 10余项；服务地方承担国情地理监测、海洋浒苔遥感监测、海洋溢油遥感监测等

近 20项。在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科学通报等国

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60余篇，编写教材 4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8件。获全国高校 GIS

教学成果二等奖 2项，山东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项；指导山东省优秀硕士论文 1篇，山

东省优秀本科论文 2篇；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3项，山东省教学改革项目

5项，指导大学生获全国创新项目 7项，大学生“挑战杯”、“互联网+”、“创青春”及各类

专业竞赛获奖 5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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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聚类分析论坛

（论坛主席：曹付元 教授，山西大学；王昌栋 副教授，中山大学）

（7月 22日下午，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三会议厅）

序号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 14: 00—14: 05 开幕式

2 14: 05—14 :55 大数据近似计算
黄哲学

深圳大学

曹付元

3 14:55—15:45
Reducing Intra-Class Variance
by Feature Aggregation: A
Clustering Perspective

张兆翔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

4 15:45—16:00 茶 歇

5 16:00—16:50 低秩学习
刘光灿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王昌栋

6 16:50—17:40 大规模子空间聚类研究进展
康 昭

电子科技大学

7 18：00 晚 餐（地点：以会议餐劵地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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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1：黄哲学 教授

报告题目：大数据近似计算

报告摘要：大数据的显著特征是“大”，文件大小在 TB级以上，这一特征给大数据的全

量计算带来诸多挑战，例如：算法约束，内存约束，计算效率，计算成本，等等。面对

这些挑战，采用样本对全量大数据做近似计算成为大数据计算的必然选择，但也带来了

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技术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主要包括：多大的样本数据能满足近似计算

的要求？如何从大数据中抽取样本数据？如何评估近似计算的结果？采用什么样的分

布式计算框架和算法？本报告针对上述问题，以机器学习与数据分析的视角，介绍大数

据近似计算的理论、大数据样本大小及复杂度度量、随机样本划分数据模型、分布式计

算框架和集成算法和新型大数据分析平台。

个人简介：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研究所所长、大数

据系统计算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瑞典皇家理工大学博士，首

批广东省领军人才，深圳孔雀计划高层次人才。属性值和混合值数据

快速聚类算法研究的开拓者，发表了 k-modes等一系列著名聚类算法，

被纳入国内外教科书和专著，进入软件产品。荣获亚太地区知识发现

和数据挖掘国际会议首个最有影响论文奖。发表学术论文 200 多篇，

主要论文被引用超万次，单篇独立作者论文最高引用 2800多次，入选斯坦福大学 2020

年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榜”。近年来主要研究大数据并行与分布

式计算技术，提出了随机样本划分（RSP）分布式大数据模型，创新性地融合了分布式

计算、统计抽样和近似计算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超大数据计算的内存约束问题，研究成

果荣获多个创新大赛奖，成功用于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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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2：张兆翔 博士

报告题目：Reducing Intra-Class Variance by Feature Aggregation: A Clustering Perspective

报告摘要：由于观察条件的不同，同一物体在不同图片中的外观可能差别明显。严重的

类内差异大大增加了视觉识别的难度。学者们曾提出一系列度量学习方法来解决这一问

题。然而，此类方法只考虑了一小部分样本之间的度量关系，因此很容易陷入次优解。

为了更有效地应对类内差异，全面地考虑所有相关样本的关联是很有必要的。受谱聚类

思想的启发，我们将样本集合看作一个密集连接的图，并使用规范化割来定量描述类内

差异。基于规范化割与随机游走的等价性，我们根据样本之间的相似度进行特征聚合，

并在该特征之上施加监督约束。我们期望在给定图划分的情况下，学到的特征能使得规

范化割及类内差异最小。我们将这一想法应用到视频目标检测、行人重识别等任务中，

并取得了不错的性能提升。

个人简介：张兆翔，博士，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

创新中心骨干，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万人计划青年

拔尖人才”，研究方向包括：物体检测与分割，视觉认知计算，类脑智

能 等 ， 担 任 或 曾 担 任 IEEE T-CSVT 、 Pattern Recognition 、

NeuroComputing 编委（Associate Editor），是 CVPR、ICCV、AAAI、

IJCAI、ACMMM、ICPR、ACCV 等国际会议的领域主席（Area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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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3：刘光灿 博士

报告题目：低秩学习

报告摘要：机器学习主要研究让计算机拥有学习能力的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内容。

近年来，机器学习在理论与方法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人工智能也随之在短期内得到

了迅猛发展。但是，大约从 2018年左右开始，基于数据的机器学习在技术上遇到了很

大的瓶颈，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也因此有所放缓。这些瓶颈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两个

方面：1）数据标签缺失引起的无监督问题；2）复杂噪声引起的鲁棒性问题。解决以上

两个瓶颈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刻画数据背后的事物本质。众多研究表明“低秩性”在很多情

况下与事物的本质特征高度吻合，而且可以证明任何数据都能可逆地转化为低秩矩阵。

因此，低秩学习，即一类以低秩性为基本依据来设立监督机制的机器学习方法，是解决

无标签问题与鲁棒性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将简单介绍低秩学习的理论、方法与应用体

系，并汇报若干最新研究进展。

个人简介：刘光灿，男，1982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2004年在上海

交通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2010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系获工学博士学位（导师：俞勇、林宙成、汤晓鸥）。2010至

2014年间，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美

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4年回国，加入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自动化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是机器学习与

计算机视觉，近年来在低秩学习理论与方法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发表 IEEE T-PAMI、

NeurIPS、ICML 等 CCFA 类论文 40 余篇。2016年获国家基金委优青、江苏省杰青；

2017年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吴文俊人工智能优秀青年奖、并入选 ESI高被引学

者榜单；2020年获CCF自然科学一等奖。现为 IEEE高级会员，担任CCFA类会议AAAI、

IJCAI的 Senior PC Member，担任中国图象图形学会机器视觉专委会、江苏人工智能学

会模式识别专委会等多个学术团体的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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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4：康昭 副教授

报告题目：大规模子空间聚类研究进展

报告摘要：Subspace clustering provides suitable frameworks for many machine learning and

computer vision applications. Even if progresses have been made since the last decade, their

applicability to large data sets has been limited due to time complexity and/or memory

footprint issues. In this talk, I will present several scalable methods that we proposed recently.

The first method addresses the scalability issue of multi-view/single-view subspace clustering

by using anchor graph. Its integration with graph filtering is also developed to benefit from

smooth data representation. The second one incorporates the graph structure and addresses

out-of-sample problem based on bipartite graph. The third one further explores the uncertain

knowledge in the form of pseudo-label/graph acquired during network training. Extensive

experimen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s not only achieve state-of-the-art

clustering performance, but also efficiently handle data sets with large numbers.

个人简介：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四川省“千人

计划”特聘专家，唐立新优秀学者。2017年 5月从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

计算机系获得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无监督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社交

媒体分析与挖掘研究。已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会议和期刊发表论文

近 70篇，包括 AAAI，IJCAI，ICDE，MM，CVPR，SIGKDD，IEEE TCyb，

TIP等。主持和参与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一代人工智能(2030)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多

次受邀担任 CCFA类会议程序委员会(高级)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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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交网络分析与挖掘论坛

（论坛主席：杨博 教授，吉林大学；石川 教授，北京邮电大学）

（7月 22日下午，地点: 会展中心二楼第五会议厅）

序号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 14: 00—14: 05 开幕式

2 14: 05—14 :50 网络重要节点挖掘及其应用
吕琳媛

电子科技大学

杨博

3 14:50—15:35
社会脑：基于图学习的行为

智能分析方法与实践

李建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 15: 35—15:55 茶 歇

5 15:55—16:35
移动社交网络与城市疫情传

播

李 勇

清华大学

石川6 16:35—17:15
进化计算及其在复杂网络上

的应用

刘 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广州研究院

7 17:15—17:55
面向影响力最大化问题的智

能优化方法

唐 珂

南方科技大学

8 18：00 晚 餐（地点：以会议餐劵地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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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1：吕琳媛 教授

报告题目：网络重要节点挖掘及其应用

报告摘要：近年来，网络重要节点挖掘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不仅因为其重大的理论研

究意义，更因为其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所谓网络的重要节点是指相比网络其他节点而

言，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网络的结构与功能的一些特殊节点。如何找到这些节点？它

们对网络结构和功能有什么作用？本报告将介绍近年来我们在重要节点挖掘方面的代

表性成果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个人简介：吕琳媛，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国际网络科学学会理事会

理事，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网络信息挖掘和社会经济

复杂性方面的研究。在 Physics Reports、National Science Review，PNAS、

Nature Communications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80余篇，引用万余次，成

果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申请发明专利 12项，授权发

明专利 7项，两项专利获腾讯优秀专利奖。研究成果获计算机学会自

然科学二等奖。2013年出版学术专著《链路预测》获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

秀学术著作一等奖，获第五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科学技术奖青年科

技奖，2019年入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国 35岁以下科技创新 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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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2：李建欣 教授

报告题目：社会脑：基于图学习的行为智能分析方法与实践

报告摘要：网络信息空间突发事件、恶意虚假行为等频发，理解大数据背后隐藏的行为

特征，把握其背后规律，核心是如何实现网络行为大数据的智能计算？即解决多源数据

行为表征、异常模式识别和长序列预测等计算难题。近年来，构建了以行为表征-识别-

预测一体化行为智能方法，研发了行为大数据智能计算平台 Ring，实现基于图的多模

态行为数据的融合建模表征、异常检测等，已应用于社会网络事件检测，并拓展应用到

疫情大数据防控、工业设备预测性维护等国家任务中。

个人简介：李建欣，北航计算机学院长聘教授，副院长，曾是微软亚洲

研究院访问研究员，CMU计算机学院访问学者。现为计算高级会员，人

工智能学会青工委委员、组织委员会委员，CCF大数据专委会委员等。

研究方向：大数据分析与处理、可信计算。主持和参与自然科学基金、

科技支撑、973计划、华为基金等项目，组织研发网络计算综合试验平

台 CROWN信任管理系统（自然基金委重大项目资助），大数据计算系统 RING（国家

973 计划资助）等，在 TKDE, TDSC, KDD, WWW, USENIX LISA, ICDCS 等发表论文

60余篇，获 AAAI 2021最佳论文奖等，作为第一完成人获 2018年电子学会技术发明一

等奖，作为参与人获国家级科技奖励二等奖 3项，省部级一等奖 3项；曾入选微软学者

和微软亚洲研究院铸星计划，北京市科技新星、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和青年长江

学者，电子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十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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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3：李勇 副教授

报告题目：移动社交网络与城市疫情传播

报告摘要：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人际间传播的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公

共安全构成了重大危机，城域范围内传染病建模监测、态势预测与精准防控成为重要研

究问题。本报告聚焦由城市人口移动构成的移动社交网络，通过构筑人与人、区域与区

域的社交接触网络，揭示移动社交网络特性与疫情传播的本质关联与规律，实现对微观、

宏观层面的传染病时空传播机理的准确建模及其传播态势的预测。

个人简介：李勇，教育部长江学者，清华大学电子系长聘副教授，博

士生导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长期从事数据科学与智能

方面的科研工作，在 KDD、NeurIPS、ICLR、WWW、UbiComp等国

际会议与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CCF A 类 80篇），文章引用

10000余次，6次获国际会议最佳论文/提名奖，10篇论文入选 ESI高

被引用论文。先后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计划、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计划，获 IEEE ComSoc亚太区杰出青年学者奖、教育部

科技进步一等奖、电子学会自然科学二等奖、吴文俊人工智能优秀青年奖。

特邀讲者 4：刘静 教授

报告题目：进化计算及其在复杂网络上的应用

报告摘要：进化计算是受生物进化过程中“优胜劣汰”自然选择机制和遗传信息的传递规

律启发而设计的一类优化方法，已在各种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报告将首先介绍进

化计算的基本原理，然后介绍如何利用进化算法来解决网络嵌入、挖掘、优化等问题。

个人简介：刘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教授、副院长。长期

从事智能优化与学习、复杂网络系统认知、预测与调控、计算机视觉

领域的研究工作，已合作出版英文专著 3部、中文专著 2部、发表国

际期刊论文 110余篇、国际会议论文 70余篇。2013年作为第三完成人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4年获得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创新

二等奖（个人奖），2015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18年入

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同年被批准为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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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5：唐珂 教授

报告题目：面向影响力最大化问题的智能优化方法

报告摘要：影响力最大化是社交网络分析中的一个典型 NP难组合优化问题，且不同于

经典组合优化问题，由于信息传播的随机性，影响力的计算/评估也面临极高的计算复

杂性、不确定性，因而更具挑战。本报告将介绍影响力最大化问题智能求解算法方面的

若干进展，以期为解决大规模在线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最大化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

法。

个人简介：唐珂，南方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长江学者、国家“万人

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开展人工智能的共性原理、算法研究（如演

化计算、强化学习等），以及人工智能与设计、金融、物流等领域的

交叉研究。曾获 IEEE计算智能学会杰出青年奖、教育部一等奖、二等

奖、中国电子学会自然科学一等奖，入选英国皇家学会牛顿高级学者，

爱思唯尔 2020中国高被引学者。现兼任广东省类脑智能计算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深圳可信自主系统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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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果学习论坛

（论坛主席：俞奎 教授，合肥工业大学；蔡瑞初 教授，广东工业大学）

（7月 22日下午，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二会议厅 ）

序号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 14: 00—14: 05 开幕式

2 14: 05—14 :50
因果启发的稳定学习理论、

方法和应用

崔 鹏

清华大学

蔡瑞初

3 14:50—15:35
贝叶斯深度学习的探索——
贝叶斯网的学习和应用

岳 昆

云南大学

4 15: 35—15:55 茶 歇

5 15:55—16:35 因果关系发现及其应用
蔡瑞初

广东工业大学

俞奎

6 16:35—17:15
Causal learning and inference

-- based on and beyond
observational data

何洋波

北京大学

7 18：00 晚 餐（地点：以会议餐劵地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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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1：崔鹏 教授

报告题目：因果启发的稳定学习理论、方法和应用

报告摘要：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诸多垂直领域取得了性能突破。但当我们将

这些技术应用于医疗、司法、工业生产等风险敏感领域时，发现当前人工智能在稳定性、

可解释性、公平性、可回溯性等“四性”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究其深层次原因，当前统计

机器学习的基础——关联统计自身不稳定、不可解释、不公平、不可回溯可能是问题的

根源。相对于关联统计，因果统计在保证“四性”方面具有更好的理论基础。但如何将因

果统计融入机器学习框架，是一个开放并有挑战的基础性问题。本报告中，讲者将重点

介绍将因果推理引入预测性问题所提出的稳定学习理论和方法，并展示稳定学习在图像

分类非独立同分布泛化方面的优势。

个人简介：崔鹏，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

兴趣聚焦于大数据驱动的因果推理和稳定预测、大规模网络表征学习

等。在数据挖掘及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国际会议发表论文 100余篇，先

后 5 次获得顶级国际会议或期刊论文奖，并先后两次入选数据挖掘领

域顶级国际会议 KDD最佳论文专刊，包括中国入选的首篇。担任 IEEE

TKDE、ACM TOMM、ACM TIST、IEEE TBD等国际顶级期刊编委。曾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电子学会自然科学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科学家奖、国际计算机协会（ACM）杰出科学家。入选中组

部万人计划，并当选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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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2：岳昆 教授

报告题目：贝叶斯深度学习的探索——贝叶斯网的学习和应用

报告摘要：作为一种重要的概率图模型，贝叶斯网是不确定性知识表示和推理的基本框

架，具有概率论和图论基础、良好的可解释性，广泛用于依赖分析和诊断推理等问题；

深度学习在高维数据的感知型任务中具有良好的表现，广泛应用于目标检测、问答系统

和关联分析等问题，提供端到端的支撑技术。如何将贝叶斯网与深度学习模型相结合，

发挥两类模型的优势，构建可解释的知识表示、感知和推理系统，是贝叶斯深度学习领

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报告以用户偏好建模和小样本学习为代表，讨论基于图神经网络

的带隐变量贝叶斯网学习和用户偏好复杂查询、基于贝叶斯网的图卷积网络构建和小样

本学习，介绍我们对贝叶斯深度学习的思考和初步探索。

个人简介：博士，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信息学院副院长。

长期从事数据与知识工程、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主

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云南联合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教育部科

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云南省基础研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应用基础研

究计划重点项目等课题 20余项。在国内外高水平权威期刊及会议上发

表论文 100余篇，在World Scientific、科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 4部，参

与翻译并出版《海量数据分析前沿》。2010获得云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2019年获得

云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2013年入选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2015年获第七届云

南省青年科技奖，2017年获“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称号，2018年入选云南

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被评为 2020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学会工作者。

目前担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不确定性人工智能专委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数据库专委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智能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

专业规划教材编委会委员，数据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协作组成员，云南省高等教育计算

机类专业教指委主任委员，云南省学位委员会第三届专业学位专家委员会成员，云南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带头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负责人、博士后流动站学术委员

会主任，云南移动-云南大学“5G+AI”联合实验室主任，《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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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3：蔡瑞初 教授

报告题目：因果关系发现及其应用

报告摘要：探索和发现事物间的因果关系网络是数据科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基于观察数

据的因果图构建能够从观察数据中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应用价

值。拟从因果图构建的模型与假设出发，对基于约束的方法、基于因果函数模型的方法

和混合型方法这三大类因果关系发现方法进行介绍；并针对因果图在迁移学习、解耦学

习、故障根因定位等领域的因果性学习方法进行探讨。

个人简介：教授、博士生导师、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DMIR实验室

主任、广东省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0年于华南理工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并进入广东工业大学工作；

2015年并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到新加坡国立大学、UIUC

高等数字科学研究中心访问学习。

蔡教授专注于因果推断与因果性学习、深度学等领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在上述领域先

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杰出青年基金、省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珠江

科技新星、市协同创新重大专项等项目。已发表论文 50余篇，包括 ICML、NIPS、AAAI、

IJCAI、SIGMOD 、VLDB、SDM等领域重要会议和 TNNLS、TKDE、NN、PR等国际

著名期刊。上述成果在华为、网易、腾讯、唯品会、南方电网、南方通信建设等企业应

用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先后获得省科学技术二等奖（第四完成人）、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第三完成人）、国家发明专利奖优秀奖（第三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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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4：何洋波 教授

报告题目：Causal learning and inference -- based on and beyond observational data

报告摘要：In this talk, we will introduce two approaches for causal learning and inference.

The first approach estimates all possible pairs of total and direct causal effects from

observational data via a double local method. The second approach tries to estimate all

possible total causal effects based on observational data and two types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direct causal information and non-ancestral information.

个人简介：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金融数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从

事图模型和因果推断、机器学习、金融统计、金融量化交易和风险管

理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了主动因果学习，高维稀疏图模型的抽

样，基于局部学习及经验知识的因果效应估计等方法，多篇论文在

Annals of Statistics 和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等统计学

和机器学习顶级期刊发表。 任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高维数据统计分

会、计算统计分会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不确定性人工智能专委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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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工智能女科学家专题论坛

（论坛主席：杜军平 教授，北京邮电大学；薛晖 教授，东南大学）

（7月 23日下午，地点: 会展中心二楼第六会议厅）

序号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 14：00—14:05 开幕式

2 14: 05—14: 55
基于深度学习的程序理

解：现状和期望

金 芝

北京大学

杜军平

3 14: 55—15: 45

The Impetus of Advanced
Kernel Method——Deep

Kernel and Its
Improvement

薛 晖

东南大学

4 15: 45—16: 00 茶 歇

5 16: 00—16: 50
基于模糊语言知识的不确

定性推理方法

邹 丽

山东建筑大学

薛晖

6 16: 50—17: 40
边缘云环境下分布式群智

协同计算研究

王莹洁

烟台大学

7 18：00 晚 宴（地点：会展中心三楼中华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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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1：金芝 教授

报告题目：基于深度学习的程序理解：现状和期望

报告摘要：人类编写软件告诉计算机如何解决现实问题，软件可以说是人类问题求解知

识的精细化准确化表达。本报告探讨用深度学习技术提升软件开发效率的潜力，介绍近

年来开展的持续和有成效的探索，展示代码建模以及利用这些模型支持软件工程师的编

程任务，如代码预测和补全、代码注释生成、代码克隆检测等。这些探索性工作展示了

程序代码中确实隐含了可学习的知识，更准确地说是可学习的隐性知识。虽然这些隐性

知识用显式可表达的方式来刻画不太容易做到，但可以在自动编程任务间传递。报告最

后进一步展望该领域未来研究的愿景。

个人简介：北京大学教授，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任北京大学高可信

软件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2006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软件工程），中国

计算机学会会士与常务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系统软件专业委员会主

任。任 IEEE TSE/TR Associate Editor，《软件学报》执行主编，《计算

机学报》副主编，Empirical Software Engineering 编委。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软件需求

工程、知识工程、和基于知识的软件工程等，主持 973项目、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以及

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一

等奖 1项，中国计算机学会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一等奖 1项。出版英文专著 3部，中文

编著 1部，发表论文 1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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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2：薛晖 教授

报告题目：The Impetus of Advanced Kernel Method——Deep Kernel and Its Improvement

报告摘要：As more competitive approaches than neural networks and kernel methods, deep

kernels are revolutionizing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by offering unique benefits: more

powerful representation ability and excellent efficiency in computational elements. These

deep kernel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used in many complex tasks, including 3D view

synthesis, time series encoding, etc. In this talk, we will systematically present our latest

research works about deep kernels: 1) a novel deep spectral kernel learning framework; 2) a

new state-of-the-art parameter-modeling approach solving the optimization dilemma; 3) a

tremendous soft transfer scheme extending deep kernel to more than 100 layers; 4) a solid

application method for time series domain adaptation based on deep spectral kernel network.

Finally, we will discuss profound thinking on further development of deep kernels.

个人简介：薛晖，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人工

智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机器学习、模式识别。

在《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Pattern

Recognition》、AAAI、IJCAI、CVPR、ACM MM 等重要国际期刊和

领域顶级会议上发表论文 60余篇。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时作为课题骨干，参与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现任中国

计算机学会会员、中国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工智能

学会机器学习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机器学习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

苏省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委员

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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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3：邹丽 教授

报告题目：基于模糊语言知识的不确定性推理方法

Uncertainty Reasoning Methods based on Fuzzy Linguistic Knowledge

报告摘要：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使机器具有处理自然语言的能力，在人使用

自然语言的过程中模糊语言大量存在，因此模糊语言知识的表示与不确定性推理已成为

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报告从模糊语言知识的不确定性推理问题入手，基于

逻辑代数及模糊逻辑系统，构建模糊语言真值的逻辑代数结构，得到语言直觉模糊命题

逻辑系统的自动推理方法。进一步在原始数据中使用模糊语言描述模糊粒度信息，构建

基于模糊语言值的形式背景，借鉴形式概念分析的学术思想，提出模糊语言概念的表示

及生成方法，结合语言直觉模糊命题逻辑系统得到模糊语言知识的不确定性推理方法。

该方法融合了模糊语言概念表示、逻辑代数和模糊逻辑系统的优点，可对获取的模糊语

言知识进行不确定性推理，为自然语言处理中模糊语言推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个人简介：邹丽，博士，山东建筑大学教授。现担任中国逻辑学会理

事，中国逻辑学会非经典逻辑与计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工

智能学会机器学习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粒计算与

知识发现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知识工程与分布智

能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人工智能基础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计算机学会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模糊数学与模

糊系统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学术兼职。在智能信息处理领域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70余篇。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计划、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等。2011年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计划。2018年获吴文

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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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4：王莹洁 副教授

报告题目：边缘云环境下分布式群智协同计算研究

报告摘要：在边缘云环境下，新型云网边端网络架构使得群智感知网络的复杂性和生态

性增强，导致现有移动众包群智协同机制的自适应性和可信性严重不足，这为边缘云环

境下的群智协同计算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报告重点介绍边缘云环境下移动众包的分布式

群智协同机制，包括群智协同计算的任务分配、隐私保护和质量控制三个核心研究内容。

对边缘云环境下移动众包的混合式双边任务分配方法，分布式环境下移动众包的通信安

全和隐私信息安全问题，以及边缘云环境下移动众包激励相容的质量控制方法进行重点

介绍和探讨，并展望人机物融合下群智协同计算的未来研究方向。

个人简介：王莹洁，博士后，现为烟台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学院副教授/

院长助理。中国计算机学会服务计算专委会执行委员/学术秘书，中国

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服务专委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与模式

识别专委会委员，CCF YOCSEF青岛学术 AC，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常

务理事。于 2015年 3月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曾在 2013 年 9 月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下赴美国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进行博士联合培养一年。主要从事群智感知网络、可信计算、隐私保护、推

荐系统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基金

特别资助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山东省自

然科学基金的研究工作，并且在《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Social Systems》、《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Computer Network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ystems》、《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软件学报》、IDEAL、WASA、SocialCom等著名期刊

和国际会议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50余篇，40余篇被 SCI、EI检索，其中，1篇 ESI高

被引论文。获得山东省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优秀青年奖（第一），山东省高等学校科学

技术奖（第一）。担任 SCI期刊WCMC编委，DCN、IJDSN、WCMC专刊客座编委，

IPCCC2020/2021的 Publicity Co-Chair，WASA 2015、IEEE Cloud2020、IEEE SAGC的

Session Chair，为 SocialCom2016、COCOON2016、 ICYCSEE2017、WASA2018、

ICACI2020、IPCCC2020、IEEE Cloud2020等国际会议的 TPC member，为 TKDE、TII、

TIP、TVT、TCSS、TNSE、IEEE IoT、IJIS等多个著名期刊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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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青年学者专题论坛

（论坛主席：聂秀山 教授，山东建筑大学；景丽萍 教授，北京交通大学；

李宇峰 副教授，南京大学）

（7月 23日下午，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三会议室）

序号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者 主持人

1 14: 00—14: 05 开幕式

2 14: 05—14: 35
On the Robustness and Privacy

of Machine Learning
王奕森

北京大学
李宇峰

3 14: 35—15: 05
面向反馈回路和数据偏差的

因果推荐技术

何向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景丽萍

4 15: 05—15: 35
可信赖机器学习：从“虚假的

相关性”说起

桑基韬

北京交通大学
景丽萍

5 15: 35—15: 45 茶 歇

6 15: 45—16: 15
面向高效标注的医疗图像智

能分析

史颖欢

南京大学
聂秀山

7 16: 15—16: 45
Approximate Nearest Neighbor

Search and Multimedia
Retrieval

宋井宽

电子科技大学
聂秀山

8 16: 45—17: 15
面向智能无人系统的鲁棒环

境感知

朱鹏飞

天津大学
白亮

9 18: 00 晚 宴（地点：会展中心三楼中华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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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1：王奕森 博士

报告题目：On the Robustness and Privacy of Machine Learning

报告摘要：Machine learning, especially deep learning,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success in

various application areas, while it, unfortunately, shows serious vulnerability to small and

human imperceptible perturbations (adversarial examples). These issues dramatically hinder

the deployment of machine learning in practice. In this talk, I will introduce a series of works

on modern machine learning with regard to robustness and privacy. It will cover improving

adversarial training from a theoretical view of the min-max problem optimization, designing

new types of mechanisms of privacy-preserving, and analyzing the potential risk of current

architectures of deep neural networks.

个人简介：Dr. Yisen Wang is now a 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EECS), Peki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broadly includes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of machine learning, including adversarial learning, graph

learning, and weakly/self-supervised learning. He has published 30+ papers

in top-tier conferences and journals like ICML, NeurIPS, and ICLR, many are Orals or

Spotlights. He served as the Area Chair of NeurIPS 2021, and Associate Editor of

Neurocomputing. He has received the Baidu Fellowship (2017) and ACM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Nomination Award (2019). His website is https://yisenwang.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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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2：何向南 教授

报告题目：面向反馈回路和数据偏差的因果推荐技术

报告摘要：推荐系统在缓解信息过载、提供个性化服务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深度模型

由于其极强的数据拟合、关联能力，极大地推动了推荐技术的发展。然而，在实际应用

中，单纯依靠数据驱动的推荐模型普遍面临数据偏差和模型偏差，加剧推荐系统的马太

效应。因果推理是统计科学中消除偏差影响、辅助有效决策的关键技术。本次报告介绍

如何有效地将因果推理引入数据驱动的推荐模型，具体包括基于 IPS的自动消偏方法、

基于因果效应和反事实推理的消偏方法，以及基于因果干预的混杂控制方法。该系列工

作发表于 2021年WWW、SIGIR、KDD等.

个人简介：何向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信息

检索与挖掘、因果推理等，在 CCFA类会议和期刊发表论文 90余篇，

如 SIGIR、WWW、KDD等，谷歌学术引用 1万余次，h-index 43。曾

获 SIGIR 2016、WWW 2018最佳论文提名奖等。担任多个期刊的编委/

副主编，如 AI Open, Frontiers in Big Data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重点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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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3：桑基韬 教授

报告题目：可信赖机器学习：从”虚假的相关性”说起

报告摘要：随着深度神经网络的广泛应用，机器学习相关算法在单项测试中的准确率达

到甚至超过了人类水平，正逐步实现从“不能用”到“可以用”的技术跨越。然而，在医疗

诊断、无人驾驶等强安全性的应用领域，由于鲁棒性差、违背常识伦理、难以测试调试

等问题，机器学习算法距离工业级大规模场景下的“很好用”仍有一段距离。我们尝试将

这种“不好用”归结为算法对人知识蒸馏的过程中学习到的两类“虚假相关性”：由数据不

完备带来的泛化性/公平性/因果性问题，以及由人和算法信息处理机制的不同带来的对

抗鲁棒性/解释性问题。在这一理解下，报告将介绍我们近期在如下三方面的工作：（1）

良性对抗样本攻击：从人和算法差异的角度看待对抗样本问题，并设计有益的对抗样本

攻击应用形式；（2）知识迁移中的回音壁现象：知识迁移可以看成是算法对自身知识

的蒸馏，这一过程中产生的 ”虚假相关性”会在封闭环境下累积和放大；（3）可信赖机

器学习框架：应对两类虚假相关性问题，从调试和测试两个层次致力于可控、安全、可

靠的机器学习应用。

个人简介：桑基韬，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多媒体

计算、多源数据挖掘、可信赖机器学习等。作为负责人先后承担相关

方向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和北京

市杰出青年基金，第一/二作者论文曾 7次获得 CCF推荐会议论文奖项，

以第二完成人获得中国电子学会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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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4：史颖欢 副教授

报告题目：面向高效标注的医疗图像智能分析

报告摘要：近年来，医疗图像智能分析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传统方法在标

注数量充足且质量可靠时表现优异。考虑到医疗图像标注方式困难、标注成本较高等客

观因素，本报告将探讨近年来面向高效标注的医疗图像智能分析方法的进展，并介绍研

究组的若干初步尝试。

个人简介：史颖欢，博士，副教授，分别于 2007 和 2013 年在南京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获学士和博士学位。研究兴趣为机器学习与机

器视觉、以及在医疗图像处理、医疗数据分析方面的交叉研究。目前

任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也是南京大学

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医疗 AI影像平台的主要负责人。近年来主

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NSFC面上/青年基金、中国计算机学会-腾讯犀牛鸟科研基

金、江苏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等，参与 NSFC重点项目、NSFC国家重大仪器研制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期刊和会议发表论

文 80余篇。目前任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医学图像处理专委会秘书长、中国计算机学会

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委会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服务专委会、模式识别专委会

委员、MICS执委会委员。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获得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吴文俊人工智能优秀青年奖、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第二完成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队医疗成果奖（第三完成人）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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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5：宋井宽 教授

报告题目：Approximate Nearest Neighbor Search and Multimedia Retrieval

报 告 摘 要 ： Approximate nearest neighbor (ANN) search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large-scale retrieval systems. The most-common application, multimedia retrieva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help people find interesting multimedia contents. To perform ANN search,

people tries to reduce searching time in the database by hashing, quantization or graph

methods. Since these techniques require distances computation between feature vectors for

evaluating similarities, when applied to multimedia retrieval, images, videos and other

modalities should be first extracted to features. With the help of deep learning, we propose

end-to-end hashing and quantization networks that directly convert medias to binary codes,

which enables high efficient large-scale multimedia retrieval by extremely fast distance

computation. Additionally, cross-modal retrieval such as text-to-image retrieval should take

care of modality-gap. We also propose several networks to handle cross-modality problems

by projecting separated modal-space into a unified shared feature space. Our works are highly

applicable and outperform state-of-the-arts in not only retrieval accuracy but also space and

time consumptions.

个人简介：宋井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青年特聘

专家”，四川省“特聘专家”。2013年博士毕业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之后分别在特伦托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

方向为“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在多媒体、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

等领域的重要会议和期刊发表论文 100余篇，谷歌学术引用 5000余次。2016年获模式

识别国际会议 ICPR 最佳论文奖，2017获信息检索顶级会议 SIGIR 最佳论文提名奖，

ADC 最佳学生论文奖，获评 2019 ACM China SIGMM 学术新星奖、2020 AMiner AI

2000“多媒体最具影响力学者”提名。担任国际 SCI 期刊 ACM TOMM 等编委、WWW

Journal、TMM、Pattern Recognition、ACM TDS等期刊的客座编委，担任多个期刊的评

审和多个国际顶级会议(MM'18-'20, IJCAI'18)的领域主席，IEEE高级会员。主持/主研科

技部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四川省“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贵州省科技厅“大数据榜单”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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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讲者 6：朱鹏飞 副教授

报告题目：面向智能无人系统的鲁棒环境感知

报告摘要：智能无人系统依赖于多传感器对周围环境进行鲁棒的环境感知。团队构建了

VisDrone大规模无人机视觉数据平台，包括可见光数据、双光数据以及多机协同数据等，

覆盖目标检测、目标跟踪、群体分析和协同感知等任务。基于 VisDrone数据平台，团

队提出了多任务时空近邻感知网络、图正则光流网络、多机协同感知网络、双光融合网

络等模型，开发了人机协同数据平台、河道智能巡检系统、智能交通巡检边缘计算盒子

等产品，并成功应用在自动驾驶、智慧城市等领域。

个人简介：朱鹏飞，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智能无人系统鲁棒环境感知和大数据鲁棒机器学习，发表

CCFA类和 IEEE 会刊论文 34篇，谷歌学术引用 3150次，ESI高被引

论文 4篇，参与制定智能家居和智能零售领域标准 13项，获黑龙江自

然科学一等奖。入选 2019年度天津市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以及 2020 年度天津市创新人

才推进计划青年科技优秀人才。构建大规模无人机视觉数据平台 VisDrone，担任

ECCV2018、ICCV2019、ECCV2020、ICCV2021无人机视觉研讨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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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组报告

分组报告1A

时间：7月 23日下午 2:00-2:50
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一会议厅 主持人：白亮 山西大学

论文编号 题目 作者姓名 分组报告主题

P00149
基于特征归因和泰勒引导重要度评

价的梯度流剪枝

高畅，王家祺，景丽

萍，于剑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P00325 基于关联特征传播的跨模态检索
张璐，曹峰，梁新彦，

钱宇华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P00030
融合实体外部知识的远程监督关系

抽取方法

高建伟，万怀宇，林

友芳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P00393
基于用户标签相似度的矩阵分解算

法

武聪，马文明，王冰，

朱建豪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P00370
科研团队精准立体画像生成算法研

究

许明英，杜军平，寇

菲菲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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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1B

时间：7月 23日下午 3:00-4:00
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一会议厅 主持人：白亮 山西大学

论文编号 题目 作者姓名 分组报告主题

P00249
基于多维度兴趣注意力和用户长短

期偏好的新闻推荐
刘树栋，张可，陈旭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P00035 基于 EM聚类的过采样算法
谢子鹏，包崇民，周

丽华，王崇云 ，孔兵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P00229
基于深度典型相关自编码器的过敏

性鼻炎用药推荐

徐慕豪，葛欣宜，刘

洋，刘俊秀，赵耀，

朱振峰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P00423
基于熵正则化的变分深度生成聚类

模型

陈亚瑞，张志远，杨

剑宁，丁文强，杨巨

成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P00361
En-HGAN:集成层级图注意力网络的

非均衡虚假评论检测
赵敏，张泽华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P00048
基于特征加强的异构网络潜在摘要

模型
徐正祥，王英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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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1C

时间：7月 23日下午 4:10-5:00
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一会议厅 主持人：白亮 山西大学

论文编号 题目 作者姓名 分组报告主题

P00241 两阶段深度特征算法用于癌症分类 胡艳羽，赵龙，董祥军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P00152
基于聚类分区的多维数据流概念漂

移检测方法
陈圆圆，王志海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P00365
基于特定用户约束的概率矩阵分解

算法
郝昱猛，马文明，王冰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P00093 基于层次化池化的图分类研究 马涪元，王英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P00303
基于注意力机制和图卷积的小样本

分类网络
王晓茹，张珩 特征提取与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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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2A

时间：7月 23日下午 2:00-3:00
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二会议厅 主持人：孙仕亮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编号 题目 作者姓名 分组报告主题

P00121 局部—全局关系耦合与低照度图像增强

王克琪，钱宇华，

刘畅，黄琴，许皓，

陈路

图像处理与视频分析

P00418
迭代层间信息融合的医学图像帧插值网

络

李钰，刘慧，林毓

秀，张彩明
图像处理与视频分析

P00237 用于人脸识别的类内低秩子空间学习 蔡雨虹，吴小俊 图像处理与视频分析

P00022
基于多尺度特征提取的单一超分辨率图

像质量评价方法
翁银兵，董红斌 图像处理与视频分析

P00132 全局信息引导的真实图像风格迁移
张颖涛，张杰，张

文强
图像处理与视频分析

P00095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多尺度残差 U网络实

现乳腺癌灶分割

罗圣钦,，陈金怡,
李洪均

图像处理与视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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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2B

时间：7月23日下午3:10-4:10
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二会议厅 主持人：孙仕亮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编号 题目 作者姓名 分组报告主题

P00295
基于多尺度编解码网络的道路交通模

糊图像盲复原
吴兰，范晋卿，文成林 图像与视频相关

P00178 肺部CT图像多病种自动检测及分类 吴优，张文强 图像与视频相关

P00165
一种基于小波变换与共空间模式特征

的脑电信号解码控制
曲思霖 图像与视频相关

P00251
基于多头自注意力机制神经网络的癫

痫脑电检测
仝航，杨燕，江永全 图像与视频相关

P00301
基于元路径与层次注意力的时序异质

信息网络表示学习方法

秦海盈，赵中英，李建

晖，李超
图像与视频相关

P00344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多示例学习排序视

频异常检测算法

魏思倩，刘宇杰，许振，

吉根林
图像与视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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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2C

时间：7月23日下午4:20-5:00
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二会议厅 主持人：孙仕亮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编号 题目 作者姓名 分组报告主题

P00350
EE-GAN：基于对抗生成网络和网络集

成的面部表情识别方法

杨鼎康，黄帅，王顺利，

翟鹏，李一丹，张立华

图像处理与视频

分析

P00086
基于深度对抗网络和局部模糊探测的

目标运动去模糊
陈磊，孙权森，王凡海

图像处理与视频

分析

P00094
基于几何-语义联合约束的动态环境视

觉SLAM算法

沈晔湖，陈嘉皓、李星，

蒋全胜，谢鸥，牛雪梅，

朱其新

图像与视频相关

P00211
可穿戴传感器的人体运动能量预测模

型研究

王琳，杨东强，孙倩，

马晓娜，孙玮
图像与视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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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3A

时间：7月 23日下午 2:00-3:00
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三会议厅 主持人：黄圣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论文编号 题目 作者姓名 分组报告主题

P00329
基于 tri-training和极限学习机的信任预

测
王岩，童向荣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040
带有自适应导向算子和群集搜索策略

的天牛群算法
李克文，张达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101 基于混合策略改进的花朵授粉算法
梁永琪，李克

文，李绍辉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173 基于模体图神经网络的链路预测
鲁富荣，原之

安，钱宇华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138 基于子图推理的知识图谱关系预测

于慧琳，陈炜，

王琪，高建伟，

万怀宇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097
改进 EEMD-GRU混合模型在径流预报

中的应用

刘扬，王立虎，

杨礼波，刘雪

梅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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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 3B

时间：7月 23日下午 3:10-4:10
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三会议厅 主持人：黄圣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论文编号 题目 作者姓名 分组报告主题

P00342
基于宽度&深度学习的基站网络流量

预测方法

陈浩杰，黄锦，

左兴权，韩静，

张百胜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387
5G异构网络下基于 QoS 驱动的多

目标优化用户动态关联研究

牟洁茹，何

华 ，刘聪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034
一种基于切比雪夫距离的隐式偏好多

目标进化算法

孙刚，伍江江，

陈浩，李军，

徐仕远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286
基于注意力神经网络的对地观测卫星

星上自主任务规划方法

彭双，伍江江，

陈浩，杜春，

李军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410
自适应权重的级联增强节点的宽度学

习算法

蔡欣雨，冯翔，

虞慧群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338
三方众包市场中的发包方-平台博弈

机制设计

何雨橙，丁尧

相，周志华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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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 3C

时间：7月 23日下午 4:20-5:10
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第三会议厅 主持人：黄圣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论文编号 题目 作者姓名 分组报告主题

P00087
基于时间条件提取序列的数据流偏好

查询

李润泽，孙雪

姣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006
基于 Conv-LSTM 的超短期光伏发电

功率预测

刘旭丽，莫毓

昌，吴哲，Yan
Ke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287
基于时序超图卷积神经网络的股票趋

势预测方法

李晓杰，崔超

然，宋广乐，

苏雅茜，吴天

泽，张春云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151
基于多站点、多时间注意力机制的电

磁强度时空关联分析与可视化

徐樱笑，资文

杰，宋洁琼，

邵瑞喆，陈浩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P00399
基于区块链的车联网安全信息共享机

制设计

李永强，刘兆

伟
机器学习与预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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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4A

时间：7月 23日下午 2:00-3:10
地点：会展中心第五会议厅 主持人：石川 北京邮电大学

论文编号 题目 作者姓名 分组报告主题

2021-10335
基于并行注意力 UNet的裂缝检测方

法

刘凡，王君锋，

陈峙宇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2021-10330 基于被动-主动的特征演化流学习
刘艳芳，李文斌，

高阳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2021-10323
基于 Siamese BERT网络的科技文献

IPC和 CLC类目映射研究

何贤敏，李茂西，

何彦青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2021-10321
基于 K阶互信息最大化的位置感知表

征学习

储晓恺，范鑫鑫，

毕经平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2021-10320
用于求解 TSP问题的深度智慧型蚁群

算法

王原，陈名，邢

立宁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2021-10195
基于融合多尺度标记信息的深度交互

式图像分割

丁宗元，孙权森，

王涛，王洪元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2021-10317
基于非递减时序随机游走的动态异质

网络嵌入

郭佳雯，白淇介，

林铸天，宋春瑶，

袁晓洁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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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 4B

时间：7月 23日下午 3:20-4:30
地点：会展中心第五会议厅 主持人：石川 北京邮电大学

论文编号 题目 作者姓名 分组报告主题

2021-10315
基于张量分解的知识超图链接预

测模型

王培妍，段磊，

郭正山，蒋为鹏，

张译丹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2021-10304
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对抗攻防与

鲁棒性分析综述

郑海斌，陈晋音，

章燕，张旭鸿，

葛春鹏，刘哲，

欧阳亦可，纪守

领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2021-10298
用于金融文本挖掘的预训练金融

语言表示模型

刘壮，刘畅，

Wayne Liu，赵军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2021-10297
基于代码属性图和 Bi-GRU的软件

脆弱性检测方法

肖添明，管剑波，

蹇松雷，任怡，

张建锋，李宝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2021-10287
基于病毒传播网络的基因序列表

示学习

马扬，刘泽一，

梁星星，程光权，

阳方杰，成清，

刘忠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2020-01037
基于多模态对抗学习的无监督时

间序列异常检测模型

黄训华，张凤斌，

樊好义，席亮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2021-10283
基于改进 RetinaNet的自然环境中

蝴蝶种类识别

谢娟英，鲁银圆，

孔维轩，许升全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AI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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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会主办、承办、赞助单位简介

CCF简介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成立于 1962年，全国一级学会，独立社团法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

员。

CCF是中国计算机及相关领域的学术团体，宗旨是为本领域专业人士的学术和职业发展提供服

务；推动学术进步和技术成果的应用；进行学术评价，引领学术方向；促进技术和产业应用一线的

交流和互动；对在学术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个人、企业和单位给予认可和表彰。

秉承会员构成、会员治理和服务会员的理念，CCF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会员和业

界专业人士，CCF每年举办几百场/次各种规模、层次的学术会议、产业与技术论坛和培训，开展评

奖、竞赛、计算机职业资格认证、科学普及、计算机术语审定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形成如下品牌活

动：

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计算领域的科技“大集”；自 2003年起，已举办 17届，参会人数逐年

上升，单届参与者已超过 8000人。

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责任、激情、制度，青年精英成长的平台；每年逾百场活动。

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NOI)：青少年学习和实践信息学科技知识和能力的竞赛平台；11
万人/年。

学科前沿讲习班(ADL)：全球顶尖产业与学界专家授课；每年 10次，每次 2-3 天，每次参与人

数 200-400人。

技术前线(TF)：企业技术一线精英实践和交流；每年 10次。

CCF奖励（14个）：实行推荐制，坚持客观、公正、权威，包括 CCF终身成就奖、CCF王选

奖、CCF 海外杰出贡献奖、CCF杰出贡献奖、CCF卓越服务奖、CCF 夏培肃奖、CCF 杰出教育奖、

CCF 计算机企业家奖、CCF 杰出工程师奖、CCF-IEEE CS 青年科学家奖、CCF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奖、CCF科学技术奖、CCF-ACM 人工智能奖、CCF优秀大学生奖。

计算机软件能力认证(CSP)：针对计算机软件开发、软件测试、信息管理等领域专业人士的职业

能力认证，考研和就业的重要参考；2019年超过 4万人次参加 。

CCF是国内首个实现理事会、监事会、下属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公开差额选举的全国一级学会，

建立了现代学术社团的治理架构和制度体系，学会事务严格按照程序决策和执行，财务向会员公开，

接受会员监督。

CCF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CCF走进高校”，每年举办百场公益免费演讲，帮助大学生进行

职业规划，奠定专业成长基础；“CCF吕梁教育扶贫”，把现代教育理念带进贫困闭塞的山区，促进

城乡教育资源流动和共享；CCF每年资助上百位缺乏资金的高校师生参加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
让他们和顶尖团体一起同步学习、开拓视野；CCF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关注教育、人才、学术评价、

产业政策等公共话题，就重大政策及相关问题向政府建言或向公众发声。

CCF下设 12个工作委员会，38个专业委员会，32个地方会员活动中心。依托立体多维的治理

架构，通过上述各种形式的品牌活动，服务于全国乃至全球的计算机专业人士、企业、科研机构和

组织。CCF编辑出版的旗舰刊物有《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学术性月刊），CCF 主办的会刊 9种，

与其他单位合作编辑出版的会刊 12种。CCF 与 IEEE-CS、ACM等国际学术组织有密切的联系和合

作。

CCF实行会员制，分为个人会员和公司会员，任何从事计算机及相关领域专业工作的人士和单

位均可申请成为 CCF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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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简介

烟台大学是一所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创建于 1984年 7月，在原国

务院代总理万里同志亲切关怀下，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援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

志为学校题写校名。

学校 1985年正式招生，1998年成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2001年 3月，经山东省政府批准，原

山东省建材工业学校、原山东省水产学校并入烟台大学。2012年获批山东省名校工程首批立项建设

单位，同年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2019年成为省市共建高校。“药学”和“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科分别于 2018年、2019 年入选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立项。在 2018、2019、2020
年度全省事业单位省属高校绩效考核中连续荣获优秀等次。2020年学校获批项目博士后招收资格和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高校，入选山东省“强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列，法学、药学两个学科入选山东

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行列。

学校现设 22个学院（部），65个研究院所，22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1个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类别，69个本科专业，涵盖文、理、工、法、农、医、经、管、教、艺 10个学科门类。全日

制在校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共 3万余人，本科生源跨全国 30个省(市、区)。另有成人高等教育

学生 26000余人。1995年通过原国家教委本科教学水平评估，2004年在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

荣获优秀。

现有专任教师 1726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846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867人，占专

任教师的 50%。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兼职院士 13 人，长江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等国家级

人才 9人，全国优秀教师 2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 2人，国家外专高端人才项目 1人、全国文

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 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人选 4人，省“一事一议”顶尖人才 2人，泰山学者工程入选者 20人，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3
人，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4人，省“外专双百计划”入选者 3人，省教学名师 9人，省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 3人，省属高校优秀青年人才联合基金计划获得者 6人，省智库高端人才首席专家 1
人，齐鲁文化英才 2人，省高等学校青创人才引育计划立项建设团队 5个。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 3人，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4人。近 300名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客座

教授和兼职教授。

现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13个，省一流专业建设点 10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4个，省级品牌特

色专业 14个，省级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群 8个，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立项建

设专业群 3 个。6 个专业进入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和“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获批国家级课程建设项目 4门，省级精品课 35门、省一流本科课程 18门。现有省级成人高等教育

品牌专业 2个，省级成人高等教育特色课程 15门，省级成人教育数字化课程 14门。拥有国家级教

学团队 1个，省级教学团队 5个，山东省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1个，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 1项。获省高等学校优势学科人才团队培育计划项目 1个，省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 2个。拥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个，获批国家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项目 1项，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个。

我向海而生，你为梦而来！面向未来，烟台大学秉承“守信、求实、好学、力行”的校训，大力

弘扬“勤奋、创新、育德、守纪”的校风，发扬“海纳百川、敢为人先”的烟大精神，紧紧抓住烟台作

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核心区和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历史机遇，深入贯彻“一二

三”战略部署，全面实施高质量发展“九项工程”，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努力向着特色鲜明、部分

学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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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1985年 3月，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援建烟台大学电子学与计算机科学系，历经 30余年的发展，

学院现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自动化、智能科学与技术四个本科专业，有“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和“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点，有研究生、本科生 2300余人。学院现有教职工

91人，其中，专任教师 76人，教授 13人，副教授 36人，博士后、博士 47人，在读博士 4人，拥

有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1人，省级教学名师 2人，烟台市双百计划 1人，校级教学名师 1人，

有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分校、佐治亚州立大学、加拿大等兼职教授 3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被列入学校第二批学科特区建设计划，并进入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行，

位列前 47%。学院拥有“高端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技术”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数据科学与智能技术”“十
三五”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烟台市“高端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技术”重点实验室，有“智能信息处理”和“数
据科学与智能技术”校级重点实验室，“烟台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烟台大学智慧医疗产业技术研

究院”和“烟台大学新华三数字创新学院”等科研创新平台，已形成了分布式人工智能、智能信息处理、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图像处理、智能控制系统等多个稳定的研究方向，为学院的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近年来，学院成功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3项，省部级课题 40余项，省教育厅和烟台

市课题 20余项，纵向课题经费累计 4400余万元；横向课题 70余项，到账经费 800万元，总科研经

费 5000余万元。近年来在 SCI一区等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IEEE Transactions
on Affective Computing》、《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Social Systems》、《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Information Sciences》、《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Computer Networks》、
《软件学报》、《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等发表 SCI、EI检索学术论文 200余篇，并有 3篇 ESI高被

引论文。通过与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院所合作，已推荐 6位老师攻读博士学位，5位老师做博士后，

2位老师到美国做访问学者，1位老师到意大利访学。培养硕士研究生 45人，研究生在校生 170人。

近年来，学院承办国际学术会议 7次，国内学术会议 5次。近年来，学院共派出百余人次到国内学

术会议开会交流或国内外重点大学访问。

近年来，学院获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三等奖 4项、省优秀教材二等奖 2项，获得省级

教改课题 22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获得了工程专业认证的受理，

先后入围省级教学团队、省级特色专业建设计划、省名校工程重点建设专业、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专业、省级高水平应用型专业；软件工程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省级特色

专业建设计划、省级高水平应用型专业，获得了工程专业认证的受理。学院有《操作系统》国家一

流本科课程，“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教育部-Intel精品课程，以及“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省一流本科

课程、“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3门省级精品课程，有“大学计算机基础”校级精

品课程。学院有计算机技术综合实验中心和自动化技术综合实验中心，拥有各类实验室 50余个，实

验室面积 3300多平米，实验设备 2100余万元，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目前，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专业学科布局合理，结构充实，学术团队充满活力，各学科人才

队伍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合理、充实，发展后劲足，我们完全有信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好

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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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建筑大学简介

山东建筑大学地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东省会——泉城济南。学校创建于 1956年，现已发展

成为一所以工为主、以土木建筑学科为特色，工理管文法艺多学科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

学。

学校是山东省与住建部共建高校、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高校、国家“产教融合”项目

建设高校、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国家文物局重点研究

基地依托单位。

学校设有 20个学院（部）和 4个研究（设计）院，61个本科专业，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
个博士人才培养项目，17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8个专业学位类别，64个二级学科培养方向，拥有

硕士研究生推免资格。学校面向全国 30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全日制在校生 2.7万余人。

学校现有教职员工 2209人，其中专任教师 1797人，高级岗位人员 998人，博士生导师 41人，

硕士生导师 876人。学校拥有日本工程院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双聘院士、长江学者、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省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 74人，国家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全

国优秀教师、省级教学名师等 52人，教育部创新团队等省部级教学科研团队 28个。

学校 ESI 工程学学科位列全球前 1%，拥有建筑学和土木工程 2 个山东省一流学科，建筑学列

入山东省高水平“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学科。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省协同创新中心、省重点实验

室、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要科研创新平台 29个。学校拥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等 6个国家级教学和实践平台。拥有国家级特色专

业、教育部地方高校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5个，国家级一流专业 7个，省级一流专业 11个，

省高水平应用型重点专业（群）7个。

学校先后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4项、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人文社科类）

奖 1项。2016年以来，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163项，其中，国家重大重点项目 2项、课题 3项，承

担省部级科研项目 359项，其中，省重大项目 6项，政府企事业单位委托课题 1195项；荣获省部级

政府科研奖励 35项（其中一等奖 6项），国家奖励办社会力量设奖奖项 28项（其中一等奖 9项）；

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633 件； 2020 年，全校科技活动经费达到 2.25 亿元，签订技术转化合同 14
个，转化专利 20件，出版专著、编制标准规范 62部。

学校积极推进开放办学，与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余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校际关系。

学校抢抓新机遇，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强化内涵建设，提升办学水平，向着建设教学研究

型大学的目标砥砺奋进。

山东建筑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山东建筑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成立于 1998年。经过不断发展，目前开设 4个本科专业，

拥有学术型和专业型 2个硕士点，在校生 1700余人。学院对接学校智慧城市发展战略，开展以人工

智能为中心的学科建设。为加快计算机学院的发展，学校聘请了山东大学尹义龙教授兼任学院特聘

院长。在学校的重点支持下，学院近年来在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工作成效显著。

人才队伍

学院把人才引育作为核心工作之一。近 3年引进高水平人才 5人担任专职特聘教授，高水平博

士 7人。目前学院有专任教师 72人。其中，教授 14人，副教授 33人，博士 57%，32%的专任教师

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机器学习与智慧城市数据挖掘”团队获得山东省高校青创人才引育计划支

持，1人获得泰山学者青年专家人才称号。

本科教育

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共 4个本科专业。目前

拥有教育部卓越工程培养计划专业、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留学资助计划专业、山东省特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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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省一流专业。学院毗邻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齐鲁软件园”，为学生培养和就业提供了极大便利。

学科和学位点

学院确定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学科发展布局，包括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特色方向）、多媒

体处理与分析、软件理论与智能逻辑、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等共 4个学科方向。与学校相关学科开

展深入合作，积极对接学校的智慧城市方向，并注重加强与产业界的深入合作，在工业互联网场景

下的计算机视觉研发等方面的工作取得快速进展。

计算机学院拥有“计算机应用技术”学术型硕士点和“电子信息”门类下的“计算机技术”专业型硕

士点，硕士生年招生规模 30-40人。

平台建设

学院是山东省智慧城市协同创新中心主要建设单位之一，是山东省智能建筑技术重点实验室参

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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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生）院简介

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生院，位于烟台开发区，可容纳 3000名研究生，研究生院定位在创建

船舶与海洋工程世界一流学科，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紧密结合、互为验证，突出先进性，兼

顾互补性，强化特殊性，形成由多点前瞻性优势和技术特色支撑的新型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方向体

系，为船海学科基础研究和船舶与海洋工程行业发展服务，着力打造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创新实验

基地、船舶与海洋工程人才引培基地、涉海学科研究生实践创新基地。

2017年 3月 3日，烟台市人民政府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东方海

天酒店举行。市委书记孟凡利、哈尔滨工程大学党委书记谷焕民分别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永

霞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长姚郁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市委常委、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主

任王曰义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校长韩端锋出席仪式，副市长金志海主持仪式。

孟凡利在致辞中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校地双方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表示祝贺，并简

要介绍了烟台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科技创新工作。他指出，哈尔滨工程大学是首批“211工程”和
“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是我国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核能应用等

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重要科学研究基地，在舰船科学技术基础和应用研究等领域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烟台市人民政府与哈尔滨工程大学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共建（烟台）研究生院，必将

极大地提升我市船舶与海洋工程科学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为把烟台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

的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区、全国一流的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先行区”
注入强大新动能。

他表示，烟台将以此为契机，全面落实协议各项内容，着力创新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拓

展合作领域，不断提升双方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据悉，此次校地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共建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生院，将致力

于加快推动烟台工业转型升级、高技术船舶及深海工程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推动哈尔滨工程大学

学科与科研平台建设、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实现双方合作向全方位、宽

领域、深层次拓展。

根据协议，哈工程烟台研究生院位于开发区八角，可容纳 3000名研究生。

依托烟台市和开发区的区位和政策优势，烟台市人民政府与哈尔滨工程大学签订全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共同建设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研究生院(烟台)，一方面解决哈尔滨工程大学

远离海洋造成的航海学科和专业发展瓶颈，另一方面为烟台市和开发区产业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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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程大学简介

哈尔滨工程大学坐落于美丽的松花江畔——北国冰城哈尔滨市。学校前身是创建于 1953年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1970年，以海军工程系全建制及其他系（部）部分干部

教师为基础，在“哈军工”原址组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1994年，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校先

后隶属于第六机械工业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国防科工委，现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是工业

和信息化部、教育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共建高校。

学校 197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是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首批“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02年，获批建立研究生院；2011年，成为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

台项目建设高校；2017年，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是国家“三海一核”（船舶工业、海军装备、

海洋开发、核能应用）领域重要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学校占地面积 138.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07.93万平方米。校园建筑中西合璧，飞檐碧瓦，气

势恢宏。设有 17个学院（系、部）；设有 40多个科研机构以及 150多个科研和教学实验室，其中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1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1个，中俄“一带一路”
联合实验室 1个，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个，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2个，国家级学科创新

引智基地 5个，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 13个，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 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及

工程研究中心 6个，国家级电工电子教学基地 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7个，国家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中心 3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1个，国家级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1个，国家工

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2个，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 1个。图书馆共有藏书 705.65
万册。

学校以船舶与海洋装备、海洋信息、船舶动力、先进核能与核安全 4个学科群为牵引，构建特

色学科优势突出、通用和基础学科支撑配套、文管学科独具特色、专业结构布局合理的“三海一核”
特色学科专业体系。现有一级学科博士点 1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32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 2个，

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2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个。国家一级、二级重点学

科各 1个，国防特色学科 10个，黑龙江省重点学科群 1个、一级重点学科 11个。现有本科专业 63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11个，教育部特色专业 7个，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 7个，国防特

色紧缺专业和重点专业 7个，省级重点专业 29个，4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学

校材料科学、工程学、化学、计算机科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在国家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船舶与

海洋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分别获得 A+和 A-等级，一级学科博士点全部进入全国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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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技大学简介

学校建校于 1951年，是一所工科优势突出，行业特色鲜明，工学、理学、管理学、文学、法学、

经济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的山东省重点建设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和高

水平大学“冲一流”建设高校。

在青岛、泰安、济南三地办学，总占地面积 3800余亩，建筑面积 146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30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8 亿元。学校设有教学单位 32个，科研单位 5个。有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 9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0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7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16
个,本科专业 96个。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1个，山东省一流学科 5个，另有省市级重点学科 19
个，工程学、数学、化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 6 个学科进入 ESI全球排名前 1%。

有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1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1个，

省部级及青岛市实验室(基地)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92个。

现有全日制本科在校生 34300余人，研究生 8300余人。有教职工 3260余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人员 350余人。有两院院士 4人，双聘院士 12人，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 1人，长江学者、国家杰青、

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国家级人才工程人选 20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54人。有泰山学者优

势特色学科人才团队领军人才 2人，泰山学者攀登计划专家、特聘专家及青年专家 23人，山东省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人。有全国模范教师 4人，全国优秀教师 7人，国家教学名师 1人，山东

省教学名师 17人。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1个，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1个，省级教学团队 8个。有

教育部创新团队 2个，山东省高校创新团队 2个，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创新团队 14个、人

才引育计划创新团队 11个。

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9个，特色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8个，通过工程教育认证专

业 11个，一流本科课程 10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门，精品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精品课程

10门，教学成果奖 5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5个，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1个，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个。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8个，品

牌特色专业 18个，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群 9个，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 5
个，一流本科课程 32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1门，精品课程 58门，教学成果奖 95项，课程思政

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1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7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个，新旧动能转换行

业（专项）公共实训基地 1个。

“十三五”以来，学校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424项，省部级项目 779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

励 233项，其中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800
余项。《山东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学校科技园

是科技部、教育部共同认定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和“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学校为教育部确

定的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

学校与 23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多所高校和研究院所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入选国家“高等学

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每年在校外籍专家教师近百人。有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5个，在

校生规模近 2000人。有来自 60个国家和地区的在校留学生 500余人。

面向未来，学校全体师生秉承“惟真求新”的校训和“团结、勤奋、求是、创新”的校风，发扬“坚
韧不拔、发奋图强”的科大精神，弘扬“爱校奉献、敬业实干”的科大传统，奋进新时代，抢抓新机遇，

实现新跨越，努力将学校建设成为工科主导、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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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三集团简介

新华三集团作为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导者，致力于成为客户业务创新、数字化转型最可信赖的合

作伙伴。作为紫光集团旗下的核心企业，新华三通过深度布局“芯-云-网-边-端”全产业链，不断提升

数字化和智能化赋能水平。新华三拥有芯片、计算、存储、网络、5G、安全、终端等全方位的数字

化基础设施整体能力，提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信息安全、智能联接、AI
视觉、边缘计算等在内的一站式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及端到端的技术服务。同时，新华三也是 HPE®
服务器、存储和技术服务的中国独家提供商。

新华三集团深耕行业三十余年，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提供场景化解决方案，支持运营商、

政府、金融、医疗、教育、交通、制造、电力、能源、互联网、建筑等百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实践，

产品和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百余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三集团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发展引擎，目前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50%，专利申请总量超过 12,000
件，其中 90%以上为发明专利。在“数字定义世界、软件定义未来”的时代下，新华三基于全新的“云
智原生”战略，发布“数字大脑 2021”，加速释放数据价值，赋能行业的变革与转型。

“融绘数字未来，共享美好生活”是新华三集团的企业愿景。面向未来，新华三将与广大客户和

合作伙伴一道，共同创造人人悦享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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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7092），是以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为主营业务的高

新技术企业，致力于为政、企数字化转型提供产品与解决方案，拥有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和山东省

一企一技术中心两个省级创新平台，是山东省首批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软件开发/运维资质单位，山

东省首批科创板上市培育库入库企业，获得“山东省瞪羚企业”、“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
国隐形独角兽 500强”、“烟台市创新驱动企业”等荣誉称号。

核心业务：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服务、车路协同智慧交通建设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服务：提供智慧城市运营指挥中心（IOC城市大脑）产品与解决方案，以及

医疗、教育、税务、建设、环保、海洋、旅游等智慧城市行业应用产品与解决方案。

车路协同智慧交通建设服务：基于车路协同技术，提供新型智慧高速、城市交通、智慧公交等

产品和解决方案。

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制造企业在制造、物流、管理等环节提供数字化转

型产品和解决方案。

核心技术：公司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边缘计算、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

自主研发了汉鑫 k8s云原生技术平台，将复杂技术工具化，可快速为客户政企数字化转型提供产品

与解决方案。

科研创新：公司注重科技研发和创新平台建设，研发投入每年在千万以上，先后与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中国邮电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烟台大学等著名校企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共建人工智能创

新中心与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2019年承接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基于车路协同的智慧交通平台与产业化应用项目，为

新型智慧交通提供解决方案。

2020年与华为合建华为（烟台）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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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介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全国首批科创板上市企业—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88002）全资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红外成像产品和方案提供商，为国防装备

批量提供高性能、高可靠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和成像组件产品。非制冷红外成像产品可广泛应

用于热武器瞄具、单兵装备、精确制导、光电载荷、车辆夜间辅助驾驶等军用武器装备和安防监控、

汽车夜间辅助驾驶、电力设施检测、森林防火、危险品仓储监控、工业测温、消防、疾病防控等民

用领域。公司探测器年产能达到 150万只，近三年出货量位居国内首位。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工信

部工业强基“传感器一条龙”应用示范企业、山东省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已建成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

山东省光电成像技术工程实验室、山东省企业工业设计中心等创新平台。

公司现有员工 700余人，50%以上员工为研发人员，其中博士学历 13人、硕士学历 160余人，

本科学历 400余人；拥有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1人，烟台市双百计划人才 2人；建立国内一流的红外

技术研发团队，涵盖集成电路开发、MEMS传感器设计和制造、MatrixⅢ图像算法等技术领域。公

司拥有 300余项专利技术，累计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 20余项。荣获山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集体、山东省技术发明奖、山东省第三届“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金奖等荣誉。

目前，公司与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烟台大学等 10余家高校院所合作，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90



91

浪潮科学研究院简介

浪潮科学研究院（Inspur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浪潮集团的核心科研机构，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以“布局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突破

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产业创新孵化平台”为定位，聚合全球资源、聚焦核心技术，赋能产品核心

竞争力和创新型解决方案，致力建设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推动未来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持续

造福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进步。下设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5G、云化机器人、云计算、工业

软件研究所，致力于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并设有智慧农业、碳中和、智慧水利实验室，进行新技

术的转化和场景验证。

愿景

 建设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

使命

 致力于推动未来产业科技创新发展。

定位

 布局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洞察科技发展趋势，开展前瞻性、基础性技术研究，为集团未来产

业发展提供布局参考和技术基础。

 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围绕集团产业布局，开展产业技术分析，面向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攻

关突破，为集团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源动力。

 打造产业创新孵化平台：创新机制和模式，面向全球招揽高端人才、团队和项目，构建知识

生产、流动和成果转化的孵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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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简介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4年，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系统集成于

一体的大型高科技企业，中国能源管理系统解决方案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并将技术和服务输出到俄

罗斯、东南亚、中非、中东等国家和地区，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高新技

术企业、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检测中心、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射频识别（RFID）工程技术中心、建筑业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业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乙级，通过了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ISO14001、CMMI L5、ISO45001、ISO/IEC20000、ISO27001、ITSS贰级

认证，连续 10年以上在国内外电力自动化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连续 15年位列“中国软件企业收入

百强”。
东方电子是国内最早进入电力远动领域的厂家，也是国内最早开展智能电网研究的厂家之一，

服务中国电力 30多年，见证并直接推动了中国电力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东方电子以“珍爱环境，

节约资源”为愿景，创建并全面实施以客户为中心的精进模式，加快战略调整，全力打造智能电网、

节能环保主业和服务外包、电力电子制造等辅业，推出了智能调度、智能变电站、智能配电、智能

电表、电力营销、三角型变压器、无功补偿、铁路智能交通、智能视讯、智能楼宇等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平台、新产品、新应用，形成了从电力软硬件、企业 ERP、能源管理一直到节能环保的系

统解决方案，实现了由单一服务中国电力向全面服务中国能源转型，由提供产品向提供系统集成、

服务集成等解决方案转型，由产品供应商向项目分包商、总包商转型，核心业务收入保持了 10%以

上的年增长，其中 2018年总营业收入为 12.5亿元，2019年总营业收入为 14.1亿元，2020年总营业

收入 16.51亿元。公司圆满完成了北京奥运会、新中国 60华诞、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

运会、“九三阅兵”、“2015田径世锦赛”、“G20峰会”及国庆和两会的的保电重任，实施了赤道几内

亚国家电网管理和服务、印度配网总包、陕西富平智能小区、国家电网 ERP外包等有代表性的项目，

E8000电网调度系统荣获烟台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主动配电网智能运行与控制技术及装备”
项目” 获得 2018年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18年获得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称号，2019年
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全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企业、山东省电子信息行业“标杆企业”，2020年获得

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银奖、2020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服务外包企业五十强、2020年度中国最具影响

力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等荣誉。

东方电子坚持创新，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各类科研项目 30多项，其中正在建设的工

信部及科技部国家级项目 5项：“标识解析公共服务支撑平台”、“支持新型网络架构的工业软件定义

网络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安全测试流量模拟器”、“网络威胁深度分析软件”及“新型高复用工业

管理软件构建方法与工具”。同时，公司开展自主研发项目 90余项，获得发明专利 53项，各类知

识产权 200余项，开发的产品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了中国驰名商

标、全国工人先锋号、高新技术企业、山东服务名牌、首届山东省企业管理奖和质量管理奖、首届

烟台市企业管理奖和烟台市质量管理奖、第 15届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中国智

慧能源产业十佳优秀案例、电力行业十大诚信企业、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用户优选配电领

域知名品牌、电气行业“重合同·守信用”诚信企业、山东服务外包品牌企业、首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

“盘古奖”优秀创新成果组织奖等诸多荣誉。连续三年获得“山东省电子信息行业领军企业”、连续三

年获得烟台市经济优秀发展企业、烟台市企业纳税百强企业等称号；被认定为山东省服务贸易特色

服务出口基地、烟台市服务贸易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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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PI-Academic Open Access Publishing since 1996

MDPI（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由林树坤博士创办于 1996年，是全球领先

的 Open Access出版公司之一，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同时在中国，西班牙，塞尔维亚，英国，日

本，罗马尼亚，加拿大，波兰以及新加坡设有分公司。MDPI在中国设有 5 个办公室，主要承担瑞

士MDPI编辑出版相关的离岸外包业务，分别位于北京海淀，北京通州，湖北武汉，天津，江苏南

京。

MDPI致力于开放获取出版服务，目前出版英文学术期刊 346个，其中 SCIE期刊 86个。截止

2020年底，MDPI期刊学术编辑数量达到 84,200人，为全球学者提供快速出版服务。期刊领域覆盖

生物、化学、医药、机械、能源、环境等各学科，其中包含众多国际知名期刊如Molecules, Sens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Marine Drugs, Energ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等。



94

清华大学出版社简介

清华大学出版社成立于 1980年 6月，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是新闻出版总署审定的国

家一级出版社，国内领先的综合性教育与专业出版机构。2007年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

单位”，2009年被评为“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2011年获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国家重点出版规

划出版工作先进单位，是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表彰的全国优秀出版社和全国先进高校出

版社。历年来，一大批图书和期刊获得国家级奖励，2014年图书、期刊一举获得 4项第三届“中国

出版政府奖”。现年出版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已达 8000余种（含重印书），销售规模和综合实

力以及在高等教育教材市场、科技图书市场、馆配图书市场占有率均名列前茅。

清华大学出版社下设“计算机与信息”、“理工”、“经管与人文社科”、“外语”、“职业教育”、“音
像电子与网络出版”、“少儿”七个分社和一个北美办事处，同时设有期刊、学术出版和数字出版三个

中心，基本实现了图书、音像、电子、期刊和网络出版等多种媒体出版格局。其中，高品质、多层

次、全方位的计算机图书是我社的特色品牌，自 1995年以来在我国计算机图书市场上一直雄居首位。

伴随清华大学创建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目标的建立，清华大学出版社不断调整和优化图书结构，在

全国图书出版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清华大学出版社重视国际合作和版权贸易，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已与多家国际著名出版公

司，包括 Springer、Elsevier、John Wiley & Sons、Pearson Education、Cengage、McGraw-Hill Education
和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作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成员单位，我

社迄今已有几百项图书版权输出到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

和地区。此外，通过与多家国际著名出版公司的合作，清华社的英文版科技学术著作和期刊已销往

全世界，进入了国际学术界和教育界的视野。

清芬挺秀，华夏增辉。目前，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在实现教育出版到教学资源研发、服务的战略

转型，实施“集团化、数字化、品牌化、国际化、人才化”战略，依托清华大学的综合优势，致力于

打造国际一流的文化品牌企业，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

大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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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书名：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ISBN：9787302558927

作者：孙仕亮，赵静

出版单位：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10月

 内容简介：

本书系统介绍了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的基础理论、模型与算法，兼顾前沿知识的融入。以贝叶

斯学习思想贯穿始终，并适时与其他重要知识点（如支持向量机、深度学习）等进行交叉和关联，

便于读者在形成良好知识体系的同时保持对整个领域知识的把握。

全书共 14章和 4个附录，循序渐进地剖析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领域。首先介绍贝叶斯学习基础、

逻辑回归、概率图模型基础、隐马尔可夫模型和条件随机场，接着介绍支持向量机、人工神经网络

与深度学习、高斯过程、聚类、主成分分析与相关的谱方法，最后介绍确定性近似推理、随机近似

推理和强化学习。附录包括传统的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方法，即近邻法和决策树，还有向量微积分

和随机变量的变换等与本学科强相关的重要知识点。

 本书特色：

*详细阐述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的核心知识体系，汇集了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中传统与现代、概

率与非概率的基础理论、模型与算法，并兼顾新的发展趋势。

*内容深入浅出，生动有趣，通俗易懂，逻辑性强。部分章节包含对相似知识点的解析，便于读

者梳理不同方法间的逻辑关系。

*知识阐述丰富完整，图文并茂，配有典型示例和直观示意图，并附有思考与计算题，帮助读者

深入理解内容。附录包含重要数学基础，全书自我完整性好。

*适合高等院校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硕/博）以及希望从事人工智能相关工作

的科技工作者使用。建议将全书作为研究生课程的内容，将第 1、2、3、4、7、8、10、11、14章作

为本科生课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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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孙仕亮，清华大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主讲本科和

研究生“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高级机器学习”等课程，并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从事访问合作研究。在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领域的国际著名期刊和会议发表学术

论文 100余篇，承担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及国际知名企业的合作研究项目，研究

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

 赵静，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讲师。从事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包括概率模型、

贝叶斯学习、近似推理与优化。主讲研究生“高级机器学习”和本科生“可信机器学习”等课

程。入选上海市 2016年度“扬帆计划”和 2019年度“晨光计划”。发表论文近 20篇，代表性

成果发表于 JMLR、T-CYB、IJCAI等国际顶级期刊和会议。

mailto:jzhao@cs.ecnu.edu.cn。从事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具体研究包括概率模型、贝叶斯学习、近似推理与优化。2011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学士学位，2016
mailto:jzhao@cs.ecnu.edu.cn。从事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具体研究包括概率模型、贝叶斯学习、近似推理与优化。2011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学士学位，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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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邮电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人邮社）是工信部主管的大型专业出版社，是全国优秀出版社、全国百佳图

书出版单位，第一至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 先后有数百种图书、期刊等出版物荣获

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文津图书奖等国家和行业重大荣誉或入选“十二五”“十三五”
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及国家出版基金等重要项目，综合实力位居行业前列。

人邮社年出版图书近万种，年销售码洋逾 24亿元，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占有率名列前茅，其

中计算机类、艺术类、摄影类、运动与休闲类排名第一，设计类排名第二，科普类、美术类排名第

四，经管类、少儿类位居前列。

人邮社学术出版中心致力于出版原创高水平 CS/AI/EE 等科技学术著作，助力建设学术生态，

并联手国际一线学术出版商，推动中国科学家研究成果走向全球。

《演化学习：理论与算法进展》

周志华 俞扬 钱超 著

2021年 7月出版

本书作者拟于会议期间进行签售，

具体时间请留意组织者通知

《生物医药大数据

与智能分析》

彭绍亮 王晓伟 编

著

《AI芯片：前沿

技 术 与 创 新 未

来》

张臣雄 著

欢迎莅临我社展位！出版咨询：

贺瑞君，学术出版中心高级策划编辑

Tel: 010-81055697，
E-Mail: ruijunhe@ptpress.com.cn



98

上海殷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殷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MoPaaS，魔泊云)，是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平台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为

用户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和融合创新直接赋能。

基于自主的智能化 PaaS 云平台专利技术，MoPaaS 在业界率先提出云计算 (PaaS)+AI 创新技术架构，

打造人工智能平台，以满足教学科研、制造、能源、医疗卫生、金融等行业客户的需求。特别是 MoPaaS

AI 平台为用户提供灵活的分布式并行训练环境，弹性灵活地满足不同场景机器学习对算力、性能、安全

和成本的需求；平台预置常用 AI 框架，通过数据管理与训练环境/任务管理实现高效的机器学习和运维

(MLOps)管理，全流程支持 AI 模型的构建、训练和部署。MOPaaS AI 平台功能包括：

 为 AI/ML 科研和开发提供高效的分布式并行训练环境和灵活的机器学习运维管理 (MLOps)；

 灵活的多机多卡机器学习分布式训练：TensorFlow、Keras、Caffe、MXNet 以及 Horovod 等多种主

流框架，GPU 训练加速，多机多卡分布式并行训练；

 多数据中心资源管理与计算节点自动部署及纳管：支持资源区域管理，可自主管理计算节点，随时

纳管计算服务器，提供超强资源弹性调度能力；

 高度集成的开发环境 IDE 和 AI 算法模型开发工具：基于 Jupyter 自主研发的高效协同数据模型分

析开发工具 MLab，支持一键添加代码和数据集；

 快照制作与版本管理：一键制作环境镜像文件的快照以及版本恢复；

 训练任务的多版本管理及参数调优，对比不同版本的任务参数并对训练任务结果进行评估；

 模型管理：对用户模型或公共模型进行多版本管理，可将用户模型或公共模型发布为在线预测服务；

支持模型服务可视化预测功能及模型服务自动化运维能力；

 多租户管理体系：支持灵活可配的，各类资源的细粒度权限分配；

 数据共享机制：支持指定权限范围内数据共享，提高存储资源利用率；

 混合架构的资源管理：支持多种 GPU、X86、NPU 等多种架构服务器纳管...

MoPaaS 致力打造全方位开放的智能云服务生态圈。MoPaaS 被全球知名的市场调研评估机构 Forrester

评为中国企业级云平台市场的卓越表现者（Strong Performer)。

网址：www.mopaas.com 电话：15026840278、13818844680
邮箱：mopaas@anchora.me QQ技术交流群：1039327587

http://www.mopaas.com
mailto:mopaas@ancho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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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烟台国际博览（会议）中心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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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务组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服务分工

童向荣 13589883515 会务总体负责

王莹洁 15688502290 会务程序协调与保障

苏 晶 13792500931 会务后勤协调与保障

张 楠

马文明

18805358811
18766517512

车辆保障

马文明 18766517512 报到注册管理

丁晓丹 13583568215 会议志愿者服务管理

马晓敏 13645350207 餐饮保障

徐金东

吕 骏

18053519806
18510247886

住宿保障

于自强

齐永波

张景辉

15908087195
13326388869
15376992726

会场保障

马朝青 18766525180 财务、发票管理

赵相福 15268640618 展位管理

潘庆先

王 飞

18866388889
13905358550

疫情防控，医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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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会务班车时刻表

8:00—8:50 9:00—21:00 备注

21日飞机场接站时间 博览中心出发 9:00起整点定时发车或车满发车

24日送机时间 19:00发一趟车由会议中心前去机场

25日送机时间 7:00—14:00每隔一小时由酒店发车去机场

备注：如时间不合适可自行乘坐烟台机场大巴前往。

上午 中午 下午

开元酒店交通时间安排

酒店—会场 会场—酒店 酒店—会场 会场—酒店

8:00 12:10 13:30 17:30

8:10 12:20 13:40 17:40

8:20 12:30 13:50 17:50

亚朵酒店交通时间安排

酒店—会场 会场—酒店 酒店—会场 会场—酒店

8:00 12:10 13:20 17:30

8:10 12:30 13:40 17:40

8:20 12:40 13:50 17:50

备注：可根据会议结束时间临时调整,原则上会议期间酒店和会场循环发车。

温馨提示：夏季吃海鲜不宜喝啤酒，易造成肠胃炎。因外地代表不熟悉烟台

海情，为安全考虑，不建议各位代表下海游泳。

本次会议特配备医务组，联系人：王老师，1390535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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