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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所简介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简称计算所）创建于

1956 年，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计算机科学技术综合性

研究的学术机构。计算所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通用数字

电子计算机，我国首枚通用 CPU 芯片也诞生在这里。 

十三五期间，计算所的定位是建成引领创新型战略高

技术研究所，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引领产业技术方向，成

为中国计算机产业人才与技术的源头。在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科的计算机系统、网络、智能技术三个主要研究领域，

开展以体系结构与算法为特色的学术研究、技术创新、技

术应用与技术转移，在多核处理器、高通量计算机、大数

据系统上取得重大突破，在未来网络、无线通信、智能处

理、物端计算等方向进行重点培育。截至 2016 年底，计

算所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奖励 222 项，其中，国家级

科技奖励 49 项（含非第一完成单位 12 项），省部级科

技奖励 173 项（含非第一完成单位 14 项）。

计算所坚持“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三性原则，

坚持新时期办院方针，以“跻身国际前沿，关注国计民生，

引领中国信息产业”为己任，落实“创新、求实”的理念，

率先成为世界一流的科研学术机构。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reafter ICT), founded in 1956, is the first academic institution in China to 
specialize in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CT is the place where China’s first computer (1985), and first general-
purpose CPU (2001) was born.

In the up-coming 5 years, ICT aims to be a world leading innovative 
institute that serves to national strategy mission, improves daily life through 
influential research and becomes the source of both talents and original 
technical innovations. Major research areas at ICT include computer 
architecture, network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focus on not only 
basic research, technical innovations, but also technology transfer. Major 
research efforts concentrate on multi-core CPU, high throughput computer, 
big-data system. We also work on future network,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et of things. As the end of 2016, ICT has won 
222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wards, including 49 state-level awards, 
and 173 ministry-level awards.

As an institute dedicated to basic, strategically, and frontier research, ICT 
targets to be a world leading academic institute by keep working on world 
level research to improve people’s daily life and lead domestic IT industry.

Brief Introduction of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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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担课题概况

2016 年，计算所共有在研项目 855 项（包

括新增项目 260 项）。其中，新增主持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 1 项，课题 13 项，参与子课题 20

项；首席科学家主持牵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973）项目 2 项，参与课题 20 项；主持或

参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课题 42 项；

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9 项（新

增 5 项）、面上项目 63 项（新增 18 项）、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 项（新增 1 项）、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7 项（新增 3 项）、青年基金

47 项（新增 19 项）；主持或参与中国科学院战

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 A 类 1 项、B 类 7 项（新

增 3 项）；院 STS 项目 2 项（新增 1 项）、院重

点部署项目 8 项（新增 3 项）；主持或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的国际合作项目 7 项（新

增 2 项）；承担横向项目 215 项（新增 69 项）。

二、寒武纪处理器获评世界领先科技

成果

2016 年 11 月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寒武纪处理器作为 15 项“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

成果”之一，与 IBM Watson、微软 HoloLens

和中科大量子通讯等同台发布。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是世界互联网

大会的核心部分，旨在展现全球互联网领域最新

科技成果，扩大互联网创新力量的影响力，彰显

互联网领域从业者的创造性贡献，搭建全方位的

创新交流平台。本次大会从亚洲、非洲、欧洲、

美洲和大洋洲征集到了 500 余项互联网领域高水

平成果，覆盖了互联网相关的基础理论、技术、

产品和商业模式等方方面面，最终从中选出了 15

项入选成果。

寒武纪深度神经网络处理器是人工智能领

域专门用于深度学习计算的处理器，其处理器

架 构 采 用 了 专 门 的 硬 件 神 经 元 和 硬 件 突 触 作

为 运 算 器， 并 为 神 经 网 络 的 高 速 连 接 设 计 了

专 门 的 存 储 结 构， 还 专 门 设 计 了 与 通 用 处 理

器完全不同的指令集。最新推出的寒武纪 -1A

（Cambricon-1A）商用智能处理器 IP 产品，

可集成至各类终端 SoC 芯片，每秒可处理 160

亿个虚拟神经元，每秒峰值运算能力达 2 万亿

虚拟突触，性能比通用处理器高两个数量级，

功耗降低了一个数量级。能有效地支撑语音识

别、机器视觉、自然语言理解、图像搜索、广

告推荐等关键智能应用，使得即便是手机、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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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机器人等嵌入式终端，也能得到强大

的本地智能能力。

三、超级基站及卫通芯片助力我国第

一代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开通

我国第一代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天通一号

（中国版海事卫星）8 月份成功打通第一个卫星

移动通信电话，是继北斗系统后的又一里程碑。

基于计算与通信融合的超级基站架构和自主知识

产权的 DSP 核等成果，计算所作为研制方之一，

研制出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基带芯片及终端、信关

站、测试仪表等核心器件和设备，均已在“天通

一号”中部署和使用。其中，信关站支撑了天通

一号地面站的建设，终端解决方案已被大唐等多

家设备厂家采用，测试仪表也成为唯一指定的卫

星移动通信招标测试系统。

四、天玑成为WXB 业务平台总承

WXB 业务在国家网络空间的作用相当于城

市的交管中心、电网的调度中心、高铁的运营中

心，计算所作为业务总承，总经费超过 8000 万，

其中“两微一端”监测分析系统在国家多个重要

的时间节点发挥了核心作用；某属地化管理业务

系统作为办领导首抓的“重双基、强双责”重点

工作，多次得到办领导表扬；信息预警系统成为

业务部门的主战武器。首次承担了工信部网安中

心的舆情工程类重大项目，天玑大数据引擎得到

实践检验，确立了业界领先地位。天玑团队作为

第一批受邀的技术支持团队，参与到金融舆情的

系统建设中，相关系统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

中科院网络数据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经过 3 年

建设，通过评估；获批发改委大数据分析系统国

家工程实验室。

五、JG科研进入顶端需求领域

计算所 JG 科研经费超过 5000 万，在 JG、

安全、企业委托、部委、科学院、基础研究六角

格局中成为独立的一角，使计算所科研格局更加

平衡稳固。

承担了 HY 重大项目、国家 BC 建设方案获

得初步认可，标志着计算所重返核心 JG 体系。

通过 JG 联合工作组模式，凝练出网络靶场、数

据工程、大数据应用、数据融合四个方向，从关

键技术的单点提供发展到体系技术、平台技术的

全面服务，从间接服务发展到直接的深度应用，

全面服务于国防事业。

龙 芯 新 一 代 CPU 性 能 大 幅 增 长。 龙 芯

3A3000 四核通用 CPU 采用 28nm FDSOI 工艺，

主频 1.5GHz，与同主频的 AMD 主流处理器性

能相当，全面超越飞腾和兆芯；龙芯 1E300 抗辐

照 CPU，采用 130nm SOI 工艺，性能比上一代

提高 5 倍，集成 SpaceWire 星上高速总线路由

器，能够满足星间组网的应用需求。

六、更多基础研究成果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

更多基础研究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让计

算所走到引领创新、学科带任务的发展道路。

（1）计算蛋白质组学方向 pFind 团队在国

际上首次完成了完整 N 糖肽的规模化便捷鉴定和

质量控制算法及软件 pGlyco 2.0，文章即将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表，曾文锋同学的

相关博士论文被国内小同行评价为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pFind 系列软件在国内外累计注册下载近

2000 套，支持了 152 项实际生物应用，其中 7

项发表于 Cell、Nature 和 Science 主刊。

（2）编译与系统安全研究方向提出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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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随机化技术，即通过持续地变换代码布局，

让程序成为“变色龙”，使攻击者抓不住目标程

序的有效代码，能够抵御即时代码重用攻击和暴

力破解攻击。该机制引入的开销低于 9%。

（3）大数据处理研究方向研制了树状结

构数据的大数 据 管 理 系 统 —Steed, 对 树 状 数

据 进 行 解 析、 存 储、 类 似 SQL 的 数 据 分 析，

最 大 提 升 数 百 到 上 千 倍 的 性 能。 论 文 发 表 在

SIGMOD'17 上。

（4）在互联网视频分发技术研究方面提

出了基于带宽预测的视频自适应传输方法，准

确预测了爱奇艺平台的视频卡顿行为，得到了

Facebook、华为等公司的认可和关注；相关成

果发表在网络领域排名第一的 ACM SIGCOMM 

2016 上， 是 近 十 年 第 三 篇 来 自 国 内 的 论 文，

核心技术入选了计算所牵头的 973 项目的代表

性成果，部分技术点写入互联网国际标准 IETF 

RFC7851 中，是计算所参与制定的第一个互联

网国际标准。

（5） 计 算 机 视 觉 组 获 得 国 际 模 式 识 别

联 合 会 ICPR16 手 势 识 别 竞 赛 第 1 名，ACM 

Mul t imedia 2016 Yahoo-F l ick r  Grand 

Challenge 标签和标题预测任务第 1 名，国际

目标跟踪大赛 (VOT16) 两个单项第一，综合第

三。SeetaFace 开 源 4 个 月， 在 GitHub 上 获

得 1301 颗星（中等规模），产生众多应用。人

脸识别应用到华为云相册和华为荣耀 Magic 手

机，获华为优秀合作成果奖。

七、研制科学研究装置服务重大科学

发现

研制科学研究装置服务于重大科学发现，也

是计算所价值的主要体现。

在国家大科学装置上：

（1）未来网络试验设施 CENI 获发改委立项，

CENI 将通过 100G 骨干链路覆盖 40 个城市，计

算所承担体系结构总体设计、可编程虚拟路由器

等关键设备的研制。

（2）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通过立项评审，

计算所从 2013 年 5 月开始参加预研工作，历经

三年多时间，计算所和曙光负责研制硬件系统，

经费约 6.5 亿元。

（3）SKA 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项目有 20 个

国家参与，总预算 15-65 亿欧元，2024 年建成，

灵敏度提高 100 倍，巡天能力提高 100 万倍，计

算所承担“SKA 科学数据处理关键技术研究”课题。

在面向科学发现的自研装置上：

（1）Lambda 平 台： 包 括 生 物 图 像 处 理

编程框架和高性能机器学习算法库，开发的图

像处理与分析并行软件，为科学家研究小鼠胚胎

发育过程提供了实时细胞追踪功能；融合了图

像处理和深度学习的技术发表在 CCF A 类会议

PPoPP，促进了曙光 XSharp 系统的市场推广。

（2）光场全景成像系统工程样机：利用了

50 个光场摄像机，光线分辨率达到 7 亿，视角

范围达到 360 度 x180 度，克服了传统全景成像

缺少双目视差、运动视差、聚焦模糊的不足，

为 VR 应用提供了真实场景的沉浸式全景信息采

集能力。

（3）“超分辨率光学 + 冷冻电镜”成像技术：

开发一种新型超分辨率重构方法——SIMBA， 

可长时间观察大尺度活细胞的动态变化，成果

发 表 在 顶 级 期 刊 Nature 子 刊 Cell Research

（IF=14.812）上，该技术突破了普通光学成像

设备无法得到高时空分辨率重构结果的限制，正

在同奥林巴斯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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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才和科技奖励工作多点突破

在人才引进方面，2016 年首次赴美招聘，

组织了四场宣讲会，开启了计算所引进海外人才

的常态化机制。引进的原进宏教授入选中科院

百人计划学术帅才（百人 A），陈晓明、何鑫、

唐光明三位副研究员和彭晓晖、禹之鼎两位博

士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青年俊才（百人 C）。

吸引 CNNIC 主任李晓东担任客座研究员，促成

CNNIC 与计算所共建互联网基础技术实验室。

在 人 才 培 养 方 面， 陈 熙 霖 入 选 IEEE/IAPR 

FELLOW，崔莉入选 IET/RSC FELLOW，陈益强

获得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李晓维和李

华获得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陈云霁

获得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科院青年科学

家奖，隋雪青获全国技术市场协会先进个人，何

清获得第五届吴文俊人工智能创新奖，余智华入

选中科院关键技术人才计划，李晓维获中科院朱

李月华优秀教师奖，李锦涛、陈云霁获中科院优

秀导师奖，杜子东获得 CCF 优博和院长特别奖，

韩银和担任 CCF YOCSEF 主席等。 

2016 年获得的科研奖励包括：（1）专用项

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三完成单位）；（2）

“网络交易支付系统风险防控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第三完成单位）；

（3）“无障碍移动计算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北

京市科技奖二等奖（第二完成单位）；（4）“寒

武纪系列神经网络处理器体系结构研究”获中国

计算机学会科学技术奖理论类一等奖；（5）“面

向国家 AQ 的突敏事件检测、预警与应急响应平

台及应用”获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

类一等奖（第二完成单位）。

九、产业化工作全面开花

2016 年计算所 主 要 企 业 发 展 迅 速。 中 科

曙光定向增发新股，融资 14 亿人民币，并首

次 在 斯 洛 文 尼 亚 建 设 数 据 中 心； 龙 芯 向 规 范

化 现 代 化 企 业 蜕 变， 收 入 从 持 平 变 为 净 利 润

2000 万元；寒武纪公司于 2016 年 3 月成立，

天 使 轮 估 值 近 1 亿 美 元， 是 中 国 最 贵 的 天 使

轮融资之一，成立当年即获得亿元以上订单，

年底启动 A 轮融资，估值有望增长 10 倍，成

长为世界级独角兽企业；蓝鲸获得 1.48 亿 C

轮融资，收入首次达到 1.5 亿，净利润 2000

万 元； 中 科 晶 上 开 发 出 超 级 基 站、 超 级 终 端

两 个 系 统 产 品， 在 卫 通、 农 机 两 个 行 业 市 场

站 稳 脚 跟， 净 利 润 超 千 万。 天 玑 成 立 当 年 人

员过百，实现收入 1500 万元；睿芯成立当年

实现收入 2000 万元，并通过顺义高通量产业

园 的 运 营 发 展 自 己 的 产 业 生 态 系 统； 济 宁 分

所 创 立 的 智 城 云 已 成 为 中 国 最 大 的 第 三 方 智

能家电云平台。

2016 年 计 算 所 再 次 成 为 创 业 热 土。 晶 云

公司在精准医疗和体检市场独领风骚，获融资

2500 万元；山世光和他的学生刘昕搭档创立的

视拓公司获得了线性资本、紫牛基金（张泉灵）

等上千万投资。崔莉、张佩珩、刘军发、李军、

曹存根、王兆其、刘群、朱珍民、张云泉等科研

人员也投身创业活动。

十、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频繁

2016 年 度 共 出 访 291 人 次。 其 中 员 工 出

访 196 人次，占出访总人数的 67.4%，学生出

访 85 人次，占出访总人数的 29.2%；赴台 10 人

次， 占 3.4%。2016 年 计 算 所 引 进 了 比 利 时 的

MATHY Laurent 教授，被纳入中科院“国际人

才项目访问学者计划”。

年
度
科
研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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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大数据计算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网络大数据计算的基础理论
及其应用研究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Key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8 with Grant No. 2014CB340400. For the national strategic and industry demand in 
big data perception, monitoring and value mining, we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inherent mechanism 
and core issues of network data. Then we put forward the basic theory of network data calculation. 
Finally we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of data mining in big data and form a high-performance 
big data engine prototype system with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tegration. From data complexity,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and system complexity aspect, we propose three problems: 1.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network data complexity. 2. The computability of network data and the new calculation 
paradigm. 3. The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network data processing system.  The research 
contents in detail are following: 1. The complexity of network data and complexity measurement. 2. 

Basic Theory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for 
Bigdata Calculation

科研成果与主要进展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Overviews of Key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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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大数据计算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研

究”是计算所牵头的国家 973 计划项目（批准号：

2014CB340400），起止时间是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本项目从网络大数据计算面临的

数据复杂性、计算复杂性以及系统复杂性三个挑

战性问题出发，提出“网络大数据复杂性的内在

机理”、“网络大数据可计算性及新型计算范式”、

“网络大数据处理系统的效能评价与优化”三个

关键科学问题，并设置了 6 个课题。

2016 年度项目组在国际、国内期刊会议上共

发表论文 101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36 篇，EI 收

录论文 50 篇，其中，在国际著名期刊如 TKDE、

PLoS One 等上发表论文 21 篇，顶级国际会议论

文 40 篇，编写大数据并行计算相关书籍中的 2 个

章节，申请或者授权专利 9 项。国际会议特邀报

告 2 次，一般学术报告 9 次，国内会议特邀报告

10 次，培养博士后 2 名，博士生 9 名，硕士生 25 名。

项目组承办了国内大数据相关会议与活动 7

次，包括 2016 年第一届大数据科学与工程国际

会议大数据系统论坛、2016 年大数据技术大会

（BDTC 2016）、2016 年 CCF 大数据学术会议、

2016 年全国信息检索学术会议（CCIR 2016）、

2016 年 CCF 大数据与计算智能大赛、2016 年

中国计算机大会大数据高峰论坛。组织了国内外

研 讨 会（workshop）4 次， 包 括 NeuIR：The 

SIGIR 2016 Workshop on Neural Information 

Retrieval、ICDM16：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calable Data Analy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CCF Big Data 2016 优 秀 青 年

论坛、CCF ADL 社交网络分析与数据挖掘；在

CCIR2016 和 ACML2016 组 织 了 题 为“Deep 

Approaches to Semantic Matching for 

Text”深度学习方向的讲习班；组织了其他技术

研讨与交流会 8 次。此外，项目组成员有 4 位在

国际重要学术组织任职。

在大数据复杂性理论方面，取得以下四项成

果：一是在数据复杂性规律发现方面，研究了学

术影响力传播的基本尺度，提出了以“著作关系”

为基本单位的学术影响力传播方法，克服了学术

影响力的度量偏差问题，相关论文发表在学术计

量领域的顶级 SCI 期刊 Scientometrics、综合性

SCI 期刊 PLoS ONE 以及国际会议 WWW 上，应

邀在网络科学国际旗舰会议 NetSci 上进行了宣

讲。二是在基于网络大数据的深度学习方面，提

出了面向三类匹配问题的深度学习模型，能够无

需任何人工特征达到最好的匹配性能，相关论文

发表于 ACM TIST、IJCAI 和 CIKM 上，其中发表

在 CIKM 会议上的论文被票选为本年度最受欢迎

的三篇论文之一。三是在核数据导向的大数据约

简理论与方法方面，提出了稀疏化表达方法，可

以有效地降低存储代价，同时提高核数据的计算

效率和可解释性，该工作发表于 IJCAI。四是在

基于核数据的简约计算方面，提出了基于网络表

示学习的跨网络节点映射方法，有效避免了网络

The reduction theory and new computing model of big network data. 3. The acquisition and fusion of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data. 4. the content modeling and semantics understanding. 5. Network 
data model discovery and effect analysis. 6. The evaluation of network data processing system and 
efficient system architec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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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项目年终总结会

结构变化对节点映射精度的影响，准确率比现有

方法提升了 37%。

在网络大数据计算系统架构体系方面，取得

了以下成果：在可靠流式大数据计算系统方面，

提出了一种在保证用户响应时间情况下的轻量级

可靠性感知的流式计算应用分配方法。在开源的

Storm 平台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次开发，并形成

了大数据流式计算架构 FTDG。在大图数据快速

计算方面，所提出的 Gemini 系统，在 8 个节点

组成的高性能计算集群上比现有的分布式计算系

统（PowerGraph，GraphX， 和 PowerLyra）

中性能最好的快 7.15 倍到 39.8 倍。论文发表在

国际系统顶级会议 OSDI’16 上。

在大数据融合表达方面，取得了以下几项成

果：围绕网络大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设计了并

且完成了一个基于层次化用户意图结构的搜索引

擎多样化评测方法，该研究工作被信息检索国际

顶级会议 SIGIR 2016 接收为全文；针对网络视

频和图像数据中重要的行人感知任务，设计了一

种基外观恒常和物体对称性的特征表达算法，该

方法发表在视觉计算领域顶级会议 CVPR2016

上，其扩展工作被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录用；设计并分析了一个适用于滑动

窗口的矩阵近似算法，该算法的研究工作被数据

库国际顶级会议 SIGMOD2016 接收为长文；在

图文异构大数据方面，提出了抗噪的稀疏半监督

学习算法，并将其改造为大规模的算法，最后成

功地应用于图像语义分割，相关的研究成果已

经发表（含在线发表）于人工智能重要期刊 IEEE 

TCYB 和人工智能顶级国际会议 AAAI 2017；针

对图文异构大数据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具

有抗噪特性的稀疏半监督学习算法，还将该算法

成功地应用于计算机视觉中最困难的问题—图像

语义分割。值得强调的是，我们提出的算法能够

从带噪的社交标签中自动提取监督信息，从而大

大提升图像语义分割算法的适用性。此外，针对

图像语义分割的实际需求，我们还将提出的图像

语义分割算法改造为适用于大规模数据的算法；

在“网络大数据的获取与清洗”方面，提出了基

于最优二分的级联学习机制，该成果被国际知名

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 收录；

在“图像、文本、音频异构数据的融合表达”方面，

提出了基于流形正则化的跨模态零样本学习算法，

该工作被国际期刊 Information Sciences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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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流的多粒度云安全管控与追责技

术”课题是国家 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课题（批

准号：2015AA016005），起止时间为 2015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该课题的总体研究目标是研

究基于信息流的云安全追责、管控技术；通过程

序级、系统级、网络级的三层管控体系，实现以

数据安全为中心的多粒度、全程式信息流管控和

追责。突破数据安全标记快速生成与检索、虚拟

机内细粒度信息流透明跟踪、虚拟机间的数据操

作行为研判、基于标记的事件检测引擎、基于海

量管控日志的追责证据链生成等一批关键技术，

获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为我国云计

算平台的可控安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016 年的主要工作进展如下：

1. 面向公有云服务的数据安全标记规范草

案。本年度将该草案名称修改为“面向公有云服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基于信息流的多粒度云安全
管控与追责技术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Hig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from April 2015 to April 2018 with Grant No.2015AA016005. The goal of the project is 
to establish information flow based security accountability and control technologies; through 
establishing access control of all information flows at multiple levels of program, system and network 
levels and pursu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be clear when security accidence happens, the project will 
achieve multi-granularity whole-process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 for cloud data protection.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Information Flow Based Multi-Granularity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 Technologies for 
Cloud Data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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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数据安全标记规范”草案。该草案紧密结合

云安全的特点，面向公有云服务，分析了云数据

安全标记的功能和要求，规范了云数据安全保护

所采用的安全标记表示和使用方法。2016 年该草

案在通标协云安全子组进行了 4 次讨论和修改。

2. 细粒度分布式信息流控制 DIFC 模型及

技术实现。本年度基于 Linux 内核实现了细粒度

DIFC 技术；提出了一种支持配置的分布式信息流

控制模型的实现方法；基本实现了基于 Linux 内

核的 DIFC 模型配置和审计服务。

3. 系统级管控技术实现。本年度提出并实

现了基于分布式相似性计算的进程行为分析技术；

提出并实现了基于软件结构知识的细粒度恶意进

程管控技术。

4. 网络级管控技术实现。本年度完成了网

络级过滤系统框架设计；实现了 NEL 核心引擎的

功能；研究了适用于云计算环境的负载均衡技术；

研究了虚拟化安全防护技术。

5. 信息流管控日志分析与追责技术实现。

本年度完成了云追责原型系统的设计；建立了日

志信息的采集、预处理、存储与关联分析方法；

完成了追责子系统需求分析、设计。

截止目前，本课题共发表学术论文 15 篇，

其中 8 篇 SCI/EI 检索；申请专利 9 项；申请软著

5 项；申请行业标准草案《面向公有云服务的数

据安全标记规范》1 项；培养硕士 14 名，博士 3 名。

本课题在2016年顺利通过了课题中期考核，

并于 2016 年底召开了课题年度会议。在下一步

研究中，将进一步加强课题参研单位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完成原型系统建立和演示。

一流人才 

        一流管理 

                一流成果 

                        一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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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超并行高效能计算机体系结构
与设计方法研究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8 with Grant No.61521092. Our innovative research group focuses on the area 
of highly energy-efficient high performance computer (HEHPC) architectures and systems. We 
successfully achieved our goals and developed a number of novel techniques to addres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in this area: 1. Hyper-parallel processing and highly energy-efficient computer 
architectures. 2. New multi-core/many-core architectures and low power designs. 3. Multi-core design 
methodology for testing, verification, and reliability, parallelization and compilation techniques for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4. New frameworks for innovative architecture and system research. We 
obtained multiple internationally leading results. 5 group members were awarded the NSFC Fund for 
Excellent Young Scholars. One member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world's top 35 innovators under 
the age of 35(by MIT). Members of our group served on PCs of top conferences (ASPLOS, HPCA, 
ISCA, MICRO) or as AEs for top journals (TPDS, TVLSI). Our research on verification, testing, and 
recovery was applied to multiple satellites. Finally, our new radiation hardening Godson processor, 
GS464E, was adopted in a Beidou navigation test satellite.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Hyper-parallel Processing and Highly 
Energy-efficient Computer Archite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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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并行高效能计算机体系结构与设计方法研究

“超并行高效能计算机体系结构与设计方法

研究”是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第三期延续项

目（批准号：61521092），负责人是孙凝晖研究

员，起止时间是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本年度在创新群体项目的资助下，各项进展顺利，

共发表论文 49 篇，其中 SCI 期刊论文 14 篇，EI

期刊和国际会议论文 40 篇，申请专利 24 项，出

版中文专著 1 部，做特邀报告 3 人次；团队在体

系结构基础研究领域的活跃度处于国际前列，研

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力。下面我们将

具体介绍本项目四个方向的进展情况。

1.高效能计算机体系结构以及设计方法

为把握“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发展趋势和机

遇，从 2012 年启动“海云计算系统”研究工作，

其目标是针对万物互联所产生的并发度提升 10

倍、能效提升 100 倍需求，研究创新的处理器芯

片与服务器系统。相比通用处理器，面向智能应

用的可重塑处理器能效比提高两个数量级，突破

了智能计算芯片体系结构设计的“功耗墙”问题，

成为目前智能芯片设计主流架构之一，多次获得

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开辟了计算机体系

架构可编程定制硬件的新方向。通过数据通路软

硬件全栈优化处理技术，海云服务器在运行家电

物联网服务时，平均单节点支持的并发度相比传

统商用服务器提升 10 倍，实现了服务器整机层

次上效能比的大幅提升，高效支撑百亿级海量终

端并发服务的快速响应。

对树状结构数据的存储和查询处理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研发了一个树状结构数据管理系统

Steed (System for tree structured data)。针对

简单路径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外存存储、内存数

据结构、列组装算法的优化。与现有的类似系统

PostgreSQL/JSON, MongoDB, Hive+Parquet

相 对 比，Steed 对 于 数 据 分 析 类 操 作 普 遍 有

10—1000 倍 的 性 能 提 升。 成 果 被 CCF A 类 会

议 SIGMOD 2017 录用。对 Density Peaks (DP)

算法进行并行化的研究，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基于

MapReduce 平台的 LSH-DDP 算法。在 EC2 云

平台上的实验验证了 LSH-DDP 比基础的并行化

方法快 1.7-70 倍，比前期最佳方案 EDDPC 提高

2 倍性能。与 K-means 聚类相比，LSH-DDP 具

有相似的性能，从而使 DP 算法的计算代价问题

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成果发表在 CCF A 类期刊

IEEE TKDE 2016 上。

针对大数据的并行处理系统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与综述。从数据存储和数据处理两个角度对已

有的大量大数据系统进行梳理和分类，对经典的

MapReduce 和数据库系统进行了对比分析，

总结了目前主流的大数据测试集，最后提出了未

来的主流研究方向。论文发表在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空间填充曲线

的 MPI_Alltoall 集 合 通 信 算 法。 该 算 法 具 有 缓

存无关特性。相关工作已被 PPoPP’17 录用为

Poster。面向众核架构提出了一种 SpMV 解决方

案。通过为 SpMV 定制片段归约或片段 Scan 算

法，来隐藏 SpMV 的计算时间，从而实现一个高

效的 SpMV 算法。在计算精度方面，同时支持单

精度及双精度。相关工作已发表在 CCF B 类期刊

TACO 上。

2. 高并行度、低能耗的众核处理器体

系结构

本创新群体项目研究的多个方面都取得了

重大突破，包括：机器学习加速器指令集、处

理器性能评估和建模、片上网络等方向。我们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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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深度学习处理器指令集 Cambricon（参

见 会 议 论 文“Cambricon: An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for Neural Networks”） 被 计 算

机体系结构领域顶级国际会议 ISCA2016 所接

收，其评分排名所有近 300 篇投稿的第一名。

在国际上提出了首个深度学习处理器指令集。

Cambricon 指令直接面对大规模神经元和突触

的处理，一条指令即可完成一组神经元的处理，

并对神经元和突触数据在芯片上的传输提供了一

系列专门的支持。指令集是计算机软硬件生态体

系的核心。Intel 和 ARM 正是通过其指令集控制

了 PC 和嵌入式生态体系。该研究在深度学习处

理器指令集上的开创性进展，为我国占据智能产

业生态的领导性地位提供了技术支撑。此外，在

国际权威杂志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和

IEEE MICRO 发表了对深度学习处理器的全面综

述，在分布式系统的 IEEE TRANS 期刊中发表了

关于并行处理器片上网络设计的创新结构。

针对大数据以及机器学习领域的典型算法进

行了体系结构加速支持研究，主要研究进展包括：

选取了大数据应用中的基本字符操作算法进行分

析和热点评估，针对常用字符操作进行了加速方

法及结构的设计，提出了一种基于 cacheline 的

面向字符操作的加速方法—TCC（Text Cache 

Computing），该方法适应于具有地址连续性

的基本操作。基于 TCC 方法我们还设计实现了

两种加速部件，一是加速字符串操作的部件—

TCSU（Text-Cache-based String Unit）。

二是加速字符连续比较的部件 TCCU—（Text-

Cache-based Char Unit）。相关研究工作发

表 在 第 18 届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HPCC) 学术年会上，基于相

关研究工作还申请了 11 项发明专利。

3. 片上并行系统的测试与高可靠设计

方法

在集成电路和容错计算方向，本年度共发表

论文 17 篇，其中 SCI 期刊论文 6 篇，EI 期刊和

国际会议论文 11 篇，申请专利 5 项。取得的主

要创新性成果包括：1）提出了一种面向深度学

习的加速器芯片自动综合工具 Deepburning，

为应用自动生成支持任意参数的卷积神经网络硬

件加速器电路，有效缓解了深度学习硬件加速器

设计周期长、目标算法更新快带来的设计难题。

2016 年基于该工具参加 IEEE Rebooting 组织的

DAC 低功耗图像识别竞赛（LPIRC）获得全部两

项冠军。2）提出了一种模型检验的状态覆盖率评

估方法，一方面纠正了以往近似计算方法中的漏

算（覆盖率低估），达到准确计算覆盖率，另一

方面将以往方法仅能处理 ACTL 公式扩展到能够

处理所有 CTL 公式，有效提高了状态覆盖率评估

的处理能力。3）提出了一种面向近阈值计算处理

器的任务映射与电压调制技术，利用在线的程序

特性监测对现成的故障容忍能力进行排序，同时

结合离线的软件测试方法得到不同处理器核的故

障分布，然后通过程序与处理器核心的匹配映射，

找到最可靠的线程映射方法，提升可靠性的同时

最小化多核处理器运行功耗。4）提出了一种基于

核性能等效的处理器性能优化方法 CoreRank，

通过一些典型的微指令流（snippet）来测试处理

器核的“健康”状况，能够有效的隐藏处理器核

的性能降级。5）提出了面向物理不可克隆函数

(PUF) 硬件安全模块的攻、防、检方法，包括基

于复合启发式算法的 PUF 安全性评估方法，证实

了若干新型 PUF 未达预期安全性；基于随机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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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研 为 国 分 忧  

           创 新 与 民 造 福

生器的外围防护电路设计，能有效提高 PUF 的安

全等级；基于统计分析的 PUF 故障诊断方法，能

精准定位故障。

4. 高性能计算机的并行编程和优化

在性能优化方面：首先，针对数据中心混合

负载的场景，我们采用了回归分析的方法来预测

多核芯片上的核间性能干扰模型。我们的方法不

仅能够获得不超过 1% 的预测误差，而且能够在

体系结构的特征层面解释应用程序在混合运行时

所表现出的竞争性和敏感性。该研究成果为数据

中心混合负载应用的性能优化解决了一个关键性

问题。 其次，针对图计算自身特征对性能及优化

措施的显著影响，我们将编译优化思想用于图算

法优化，提出一种冗余计算消除的介度中心算法，

消除公共 DAG 子图带来的冗余，从而大幅度提

高算法效率。实验结果显示，该算法比目前最快

的介度中心算法快 4.6 倍。在软件正确性和安全

性保障方面：为权衡缺陷定位的效率与精度，我

们提出最小调试边界（简称 MDFS）的概念，并

以该概念为基础，设计了围绕符号替换的自动缺

陷定位方法（简称 MDFS 方法）。实验表明，该

方法相对于经典的基于状态替换以及基于变异的

缺陷定位技术 , 能够更精确、高效地定位 Linux

应用程序（如：Grep）中的真实缺陷。在软件安

全方面，我们提出了代码持续随机化技术，即通

过持续地变换代码布局，阻止攻击者获取目标程

序的有效代码。实验表明该系统不仅开销非常低

（低于 9%）而且还能够有效阻止 Nginx 内存泄

露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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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云环境下的图像视频群体
协同表达与处理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8.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image / video data and the easy accessed cloud 
storage issue a grand challenge on high efficient storage, transmission, and utilization. 
Meanwhile, the feature of clustering image / video provides new opportunity to this challenge. 
This project will concentrate on three basic problems: 1.Structural and compact representation 
of clustering image / video data. 2. Information theoretic aspects for clustering data. 3. 
Subjective assessment consistent distortion measurement. Targeting the common problems in 
image / video storage, transmission, and utilization,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1. Joint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method for clustering image / video. 2. Coding theory 
and method on clustering image / video. 3. Transmission theory and method for clustering 
image / video; 4. Subjective assessment method. Some bottlenecks of storage, transmission 
and utilization of clustering image / video will be solved through this project, and a clustering 
image / video coding standard is expected to propose. These efforts will elevat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such as digital media, networking video, surveillance, cloud storage, etc.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Clustering Image / Video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in Cloud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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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云环境下的图

像视频群体协同表达与处理” 执行时间是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该项目由五个课题构成，

承担单位分别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

京工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

京大学。本项目旨在研究云环境下的图像视频群

体协同表达与处理，发展以群体化、感知化为基

础的信息理论，建立云环境下图像视频群体表达、

编码、传输、评价方法，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 AVS 云媒体标准，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由制造优

势向技术优势、数据优势的转变。

在过去一年中，各课题均按照预定计划进展

顺利，主要成果如下：

1. 在图像视频的群体数据协同结构化表达与

处理方面，从特征的层次化表达、群体数据的结

构化协同表达与视觉概念库的构建与演化三方面

开展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仿射包重构表示的判

别性原型样本集与度量学习方法和通用的视频 /

图像集合特征表示学习框架；提出一种深度监督

哈希学习方法，同时考虑判别性与二值性的哈希

损失函数，获得判别性汉明空间中的精简二值编

码表示，并进一步扩展到视频。提出一种隐属性

空间学习方法，采用字典学习框架学习隐属性字

典基元，将隐属性表示为手工定义属性的组合，

一方面可建模人工属性之间的语义关联性，另一

方面可学习面向最终分类任务更有判别力的特征

表示。按计划基本完成了视觉概念库核心基础架

构的构建。视觉概念库的关键特点是具有动态演

化和自我更新的能力。目前已建立中等规模的视

觉概念模型，后续将完善新概念认知关联功能。

2. 在群体图像视频编码方面，提出了基于内

容的群体自适应插值滤波器 , 提升了现有的运动

估计精度；提出了一种块级更新的背景帧技术，

消除了传统背景帧的码率陡增问题；提出了一个

基于伪序列的光场图像压缩编码方案，可以消除

多视角图像之间的冗余；提出了一种与群体相关

的基于群体图像分类方法的群体图像变换方法，

可根据当前图像集的统计特性获得最优变换；提

出了一种灵活决定图像块编码顺序的方法，实现

伪视频编码。

3．在群体化图像视频传输方面，提出了利

用压缩感知技术，从而实现连续采样率的压缩采

样，在带宽压缩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了原始信

息，提高图像质量，利用 MCTF 和 DWT 去除帧

间以及帧内的冗余，依据重要性进行非均等的带

宽分配；提出了一种贪心迭代算法，找到一种优

化的带宽分配方式；提出了一个新的广播方案，

利用多媒体信源信号本身特性，将压缩感知理论

的相关技术融入到多天线系统的传输中来同时解

决接收端用户之间信道信噪比差异以及天线数目

差异；提出了一种数模混合编码的最优功率分配

方案，针对不同视频建立数字压缩比与模拟残差

值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使用分层的陪集编码

和群体信息下的图像降噪方法进行群体信息辅助

下的图像传输方法，将结合群体信息的图像降噪

方法融合到伪模拟传输中。

4. 在与主观感知一致的图像视频质量评价方

面，建立了相似图像质量评价数据库，可有效支

撑质量评价；提出了一种针对显示器的统一亚像

素图像质量评价算法；提出了一种基于双目视觉

模型的低时间复杂度 3D 图像质量评价算法；提

出了一种评价主客观一致性的方法，能够解决当

主观不确定时客观评价模型有效性的评价问题；

提出了一种利用相位一致性和自然图像统计特性

的半参考对比度失真图像质量评价算法，能够通

过直方图调整高效实现图像感知最优的对比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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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提出用于评价屏幕图像的特征，设计了相应

的无参考评价算法。

5. 在 AVS 云媒体标准及验证平台方面，提

出了一种最小重建偏差哈希方法，能够自适应地

联合确定投影维度、投影矩阵及量化函数，从而

更好地保持原始高维浮点特征的检索性能；提出

了一种亲和保持的特征矢量量化方法，克服了标

量量化的有限距离度量区间的局限性，有效保持

哈希前后特征空间分布的邻近结构，大幅提升了

紧凑特征的近似最近邻搜索性能。项目组作为牵

头单位制定的《信息技术 高效多媒体编码 第 2 部

分：视频》由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颁布为

国家标准 GB/T 33475.2-2016。编码效率比上一

代标准提高了一倍以上，还针对监控视频设计了

场景编码模式，对监控视频的压缩效率比最新国

际标准 HEVC（H.265）高出一倍。配套研究实

现了多项监控视频编码项优化算法。

上述研究，2016 年度共发表国际刊物论文

55 篇，国际会议论文 61 篇，专著一本，获批国

家标准 4 项，申请中国专利 20 项，获中国专利

授权 5 项，美国专利授权 2 项，获 16 年度高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技术发明）一等奖。

项目顺利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学

部组织的中期评估，评估结果为优。

项目中期评估会议

科
研
成
果
与
主
要
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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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Web 信息检索与数据挖掘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9 with Grant No.61425016.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such as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social media sites,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is the tie among 
information content, individuals’ behavior and the structure of underlying network. Nowadays, 
social data is increasingly available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linked factors in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This provides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to discover the intrinsic patterns and fundamental 
laws, which emerge in or govern the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For a given message, predicting its 
popularity accurately is critical to the regu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s. However, the 
prediction of popularity is a very challenging task because of the spontaneous individual behavior, 
the multi-scale individual influence, and the interlinked factors influencing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In this project, we focus on the microscopic mechanism behind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popularity prediction, we first investigate the pattern of individual behavior, the spread 
of influ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model. We aim to uncover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and develop effective methods to predict the popularity of online content. 
The results and tools could be applied to companies or organizations with relevant interests.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Web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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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程学旗研究员承担的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61425016），起止时间

是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项目本年度在

单词表示学习、文本语义匹配、信息检索模型、

影响力传播、网络表示学习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并

形成了一系列有国际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代表

性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1.	 稀疏分布式单词表示学习

针对现有分布式单词表示缺乏可解释性的问

题，提出在分布式单词表示中引入稀疏性约束，

从而在不影响性能的基础上提高了表达的可解释

性。具体而言，在 CBOW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稀

疏分布式单词表示学习，使用 RAD 算法来学习

在线情况下的稀疏解。实验表明，在单词相似度

以及单词类比任务上，稀疏 CBOW 在仅用稠密

表示所占空间的 10% 空间情况下，便可以取得相

似性能。而评价单词表示可解释性的单词侵入实

验结果表明，稀疏 CBOW 算法得到的稀疏单词

表示的解释性要显著好于原始的 CBOW 模型。

研究成果发表在 CCF 推荐 A 类学术会议 IJCAI 

2016 上。

2.	 基于递归神经网络的文本语义匹配

在文本语义匹配方面，提出了一种新的端到

端的文本语义匹配模型 Match-RNN。这个模型

首先使用张量神经网络构建单词和单词之间的交

互特征，输出一个单词交互张量。然后使用二维

GRU 基于单词交互特征递归得到所有前缀子串

之间的交互特征并最终得到整个句子之间的交互

特征。最后使用一个线性层将所有的交互特征合

并为一个最终的匹配得分。我们基于真实的问答

数据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在真

实数据上的效果优于目前的所有深度学习模型。

研究成果发表在 CCF 推荐 A 类学术会议 IJCAI 

2016 上。

3.	 基于深度相关匹配模型的信息检索

针对信息检索中文档相关性匹配的需求，

提出了一个深度相关性匹配模型。模型包括三个

部分，第一部分是匹配直方图映射网络，这个网

络将查询与文档的匹配信号按信号强度分成不同

的直方图，从而能直接区分精确匹配与语义匹配

的信号；第二个部分是前馈匹配网络，这个网络

将上一个网络的输出作为输入，通过前馈网络来

捕捉多样的不同层次的匹配需求；最后一个部分

是词门控网络，这个网络对不同的查询词分配不

同的重要度。我们和多个基准模型在几个经典的

相关性匹配的任务上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我们

的模型比所有的基准模型效果都要显著地好。研

究成果发表在信息检索与知识管理领域学术会议

CIKM 2016 上。

4.	 学术影响力的传播分析

学术影响力评价方面，影响评价准确程度

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学术影响力究竟是在研究人

员之间，还是在科研论述之间进行传播的？针对

这一问题，我们基于论文和学者的两种学术影响

力传播机制，我们发现这两种机制实则是对一种

更加细粒度的“著作关系对”的学术影响力传播

机制的两种不同的聚合方式。我们证明了基于论

文的学术影响力传播机制，等价于基于著作关系

对的学术影响力传播机制，而基于研究人员的学

术影响力传播机制会造成学术影响力的错误分配，

并最终使得基于此传播机制设计的科研人员影响

力评价方法不能有效地甄别低产却高质量的科研



19

Web 信息检索与数据挖掘

科
研
成
果
与
主
要
进
展 

人员。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 索引的学术计量领域

的重要期刊 Scientometrics 上。

5.	 基于网络表示学习的跨网络节点映射

针对跨网络节点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网络

嵌入的跨网络锚链接预测方法。该方法主要包含

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网络嵌入，第二部分为空间

对齐。给定两个用户重合的网络，我们首先将网

络嵌入到两个隐空间中。对于网络中的一个具体

节点，利用隐空间里的向量来刻画这个节点的网

络结构特性。进而，我们可以通过无监督学习的

方式得到网络中每个节点的表达向量，这种表达

向量能够保留原网络的结构特征，过滤一些不必

要的噪声信息，从而使得模型具有更好的鲁棒性。

在 Facebook 和科研合作网络上的实验表明，我

们提出的模型显著优于近年来的一些主流模型。

研究成果发表在 CCF 推荐 A 类学术会议 IJCAI 

2016 上。

6.	 其它方面

1) 项目负责人程学旗作为 CCF 大数据专委

会秘书长，共同组织了第四届 CCF 大数据学术会

议（BigData 2016）、大数据技术大会和 CCF

大数据和计算智能大赛，在学界和业界形成了很

好的影响。

2) 项目负责人程学旗共同组织了第二十二

届全国信息检索学会会议（CCIR 2016）。

3) 邀 请 了 UIUC 的 翟 成 祥 教 授、CMU 的

Christos Faloutsos 教授、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

学的熊辉教授等本领域著名学者来实验室交流。

科 研 为 国 分 忧  

           创 新 与 民 造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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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张勇东研究员获得的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61525206），起止时间

是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2016 年度是本

项目实施的第一年，根据预定的研究计划，重点

研究了基于深度学习的视频复杂语义识别的研究，

提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特征融合的复杂事件识别方

法、基于融合多层次描述的精细目标识别方法，

以及基于冲突观点的微博新闻认证方法。下面分

别予以介绍：

1.	 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特征融合

的复杂事件识别方法

针对视频复杂事件和底层视觉特征之间存在

很大的语义鸿沟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

科
研
成
果
与
主
要
进
展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互联网环境下大规模视频
内容分析与处理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20 with Grant No.61525206. In the year 2016, 
professor Yong-Dong Zhang has focused on the key science problem of visual information cognitive 
computing, and the basic theory and key technologies on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large scale 
internet video content. Particularly, he has made breakthrough in the technique challenges of video 
complex semantic event recognition, and automatic video content captioning, etc.  Consequently, 
this achievement has provided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ensuring network space security.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Large-scale Video Content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in Interne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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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融合的复杂事件识别方法。如图 1 所示，该

方法通过深度融合网络，重建出三种不同的语义

线索之间的联系，融合后特征能更好的进行复杂

事件识别。该项成果发表于 CCF A 类 SCI 国际

期刊 IEEE TIP。

2.	 提出了一种基于融合多层次描述的

精细目标识别方法

 为了减少现有精细目标识别方法对大量人工

的强标注信息的依赖，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融合

多层次描述的精细目标识别方法。如图 2 所示，

该方法主要利用图像的目标区域标记信息，生成

精细目标的鲁棒性描述。由于精细目标之间具有

较小的类间差距，准确的全局描述和局部描述对

于区分精细目标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采用融合

多层次描述的方法来生成精细目标的描述。该项

成果发表于 CCF A 类 SCI 国际期刊 IEEE TIP。

3.	 提出了一种基于冲突观点的微博新

闻认证方法

图 1 基于深度学习特征融合的复杂事件识别方法

图 2 基于融合多层次描述的精细目标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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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虚假新闻的广泛传播将严重损害媒体公

信力，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图 3 所示，

针对海量的社交媒体数据，我们提出一种基于可

信度传播网络的新闻可信度建模方法。利用主题

模型挖掘出不同观点间的支持、反对关系，构建

可信度传播网络。该项成果发表于 CCF A 类国

际会议 AAAI 长文。

另外，我们在网络图像重排序、流行程度预

测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方法，

从而为今后开展视频内容自动语言描述关键技术

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研究基础。

基于上述研究工作， 项目团队共 2016 年发

表 CCF A 类论文 6 篇。其中，CCF A 类 SCI 国

际 期 刊 IEEE TIP 论 文 3 篇，CCF A 类 国 际 会 议

ACM Multimedia 长文 1 篇、CCF A 类国际会

议 AAAI 论文 2 篇，超额完成了预期目标。

图 3 基于冲突观点的微博新闻认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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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通用数据中心体系结构研究”是基金

重点国际合作项目（批准号：61420106013），

起止时间是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本项

目的目标是设计并实现一种新型高效通用数据中

心体系结构，在保障应用服务质量的基础上将数

据中心计算资源利用率提高到 60% 以上。2016

年度开展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完成了预期

目标。

一．硬件研究成果

本项目研究的“共享 cache 监控开销节约

技术”只需要使用原来 1/32 的资源开销就可以

达到 95% 以上的监控精度。华为海思研发部门表

示我所与其共同推进了该技术在新一代服务器芯

片产品的落地。此外，本项目研究的“基于标签

化令牌桶的内存带宽细粒度控制技术”实现了在

LLC之后对访存带宽进行区分应用的细粒度控制。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高效通用数据中心体系结构研究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9 with Grant No.6142106013. The advent of "human-machine-device" ternary 
computation which connects billions of human, machine and devices together raises the demand of 
high concurrency and high efficiency to cloud infrastructures, i.e. datacenters. However, although 
datacenter technologies have been improving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challenges 
in dealing with the emerging demand. With the support of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researchers have designed a new datacenter architecture that 
leverages the co-design of software-hardware to perform full-stack optimization. We built a prototype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datacenter architecture is able to improve the capability of 
processing concurrent home appliances IoT requests by 10 time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datacenter 
servers, thus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datacenters’ efficiency and responsiveness.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High Efficient Datacenter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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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海思研发部门表示本研究工作为其在该方向

的探索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有可能作为新的硬件

特性在海思的新一代服务器芯片中实现。

二．软件研究成果

本项目设计实现的“数据中心作业 / 资源

调度技术”使用户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动态

调整硬件参数达到最好的服务质量保障效果，

得到了华为香农研究部门的认可，已在其内部的

OpenLab 研究环境中进行部署。此外，本项目

与 Princeton 大学 Ruby Lee 团队共同合作开展

的“按需保护虚拟机内存资源可用性的架构”研

究工作缓解了数据中心虚拟机间内存资源的竞争，

评估结果表明本研究面对 LLC/DRAM 和 BUS 竞

争可以分别减少 30.1% 和 81.6% 的性能损失。同

时，本项目与 Princeton 大学李凯教授团队共同

合作开展的“PARASEC 基准测试程序的扩展和

评测”研究工作对 PARSEC 基准测试程序集进行

了完善，研究和评测成果发表于 ACM SIGARCH 

Computer Architecture News 2016。

三．国际合作交流情况

2016 年 本 项 目 共 邀 请 了 Jean-Francois 

Monin 等 5 位国外专家到国内进行学术交流。此

外，本项目支持马久跃、余子濠等研究人员前往

韩国首尔参加 ISCA 国际会议，并作长达 3 小时的

教程类报告：CaaN –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Usage of the concept of “Computer-as-

a-Network” with Open-Sourced Platforms: 

GEM5 and FPGA。

同时，本项目支持举办如下学术研讨会：

1、 我 所 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 至 9 月 27 日

在北京唯实酒店举办了第 1 届 HotDC 学术研讨

会议。会议针对下一代数据中心的热点技术问

题和趋势，邀请到了来自微软的 Leendert van 

Doom、UC Berkeley 的 Martin Mass 等工业界

和学术界的专家进行了现场报告，吸引了学术界、

工业界约 150 人参加。

2、我所于 2016 年 12 月 17 日在中国科学

院大学举办了第四届开源操作系统技术年会，会

议邀请到包括 UCSD 的周源源等 40 多位嘉宾到

场报告，约 200 人参加会议。

图 1 第一届 HotDC 学术研讨会现场 图 2 在体系结构领域的顶级会议“2016 年国际
计算机体系结构大会”上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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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高效能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资源的优化组织与调度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20 with Grant No.61520106005.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issue is a bottleneck which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s and data centers. For solving the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issue of networks, we propose an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which simultaneously optimizes the network 
transmission delay and the energy efficienc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work are showed in detail as 
below. Firstly, we consider the network energy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problem from a global view, 
rather than merely considering the network device (such as switches, routers, or servers). Secondly, 
compared with existing researches about global network energy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our method 
does not need to obtain the global routing information. Instead, we only need to obtain routing 
information of the current node and its neighbor nodes. Thirdly, our method is a distributed solution, 
so each network node can make its routing decision independently without a centralized controller. 
Finally, we consider a bi-objective optimization problem which includes the reduction of network 
transmission dela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We can trade off these two objectives 
based on current network states.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our solution has high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flexibility, scalability, transmission delay and energy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This work 
“HDEER: A Distributed Routing Scheme for Energy-Efficient Networking” has been published in 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JSAC, May 2016, 34(6): 1713-1727).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Datacenter with High Efficiency – Optimizing 
Organization and Scheduling of Datacen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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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是基金委重点国际合作项目（批准

号：61520106005），起止时间是 2016 年 1 月

至 2020 年 12 月。

在本项目的资助下，我们提出了一种在兼顾

网络传输延迟的同时降低互联网络能耗的分布式

调度策略 HDEER。该策略从网络全局角度考虑降

低网络的能耗，而不是仅仅从网络设备（如交换机、

路由器或者服务器）角度考虑降低网络能耗。与

现有的从网络全局考虑降低能耗的思路相比，我

们的方法不需要集中收集网络全局路由状况的信

息，各个网络节点只需依据本节点的信息加上邻

居节点间的通信进行计算，就可做出优化的路由

选择和决策，从而免去了中心控制的环节。与此

同时，我们的路由调度策略不仅仅关注网络全局

的能耗优化，同时也关注网络在能效优化时的性

能损耗问题，通过将网络延迟性能引入优化目标

实现在网络能效优化的同时保证整个网络的高效

稳定性。我们进行了广泛的实验，包括实际网络

统计数据和实验和模拟生成的网络的实验，实验

结果显示我们的方案在实现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能耗、延迟等方面具有良好性能。

HDEER 的优势可以总结为以下五点：

（1）提出了兼顾网络能耗优化与网络传输

延迟优化的双目标优化问题，并基于帕累托最优

理论实现双目标的最优权衡，实现网络能效与性

能的同时兼顾；

图 1  A 节点路由表和网络流流向示意图

图 2  HDEER 与最短路径路由算法 SPT 在能效
与延迟优化方面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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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能效路由问题，分别考虑网络流

的无环路由和优化路径分配两个基础，提出一个

两阶段网络流路由策略 HDEER 解决网络能效路

由问题；

（3）设计了两个分布式路径搜索算法，保

证在网络流路由过程中不会产生环路，并对以该

算法构建的网络拓扑结构的无环性和连通性给出

了理论证明。

（4）基于 HDEER 路由策略，设计并提出

了两个全新的分布式路由算法，以解决路由节点

间的选择与分配问题，并有效的解决网络能效与

性能双目标优化问题。图 1 展示了利用路径搜

索算法和分布式路由算法构建的网络流流向图

和 A 节点的路由表，A 节点的路由选择仅与其

邻居节点属性相关，说明了算法的分布式特点，

同时网络流的流向是有规律的，避免了路由环

路的出现。

（5）在多种不同规模的真实网络拓扑中分

别验证网络流路由策略 HDEER 在仿真网络流、

真实网络流下的性能表现。图 2 展示了在真实网

络拓扑和流量下，HDEER 与目前在网络中广泛

应用的最短路径路由算法在能效和延迟方面的对

比，充分说明了 HDEER 在节能和低延迟两方面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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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动态可配置的压缩感知成像系统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7 with Grant No.61327013. In the project, we will develop a dynamically configurable 
imaging system to provide a general test and verification platform for the research of compressed 
sensing imaging in the real world. This device is enable to test the optical imaging effect for the 
arbitrary measurement matrices and achieve integration of compressive sensing image acquisition, 
reconstruction and display. We hope the device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compressive sensing 
imaging and accelerat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ompressive sensing imaging.

In the capture subsystem, the measurement matrix, in which the elements can be assigned to 
any value between 0 and 1, is realized by liquid crystal materials. So the imaging system can 
verify the effect of any measurement matrix in the optical imaging. In the recovery subsystem, 
th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adopts parallel hardware acceleration to achieve image acquisition, 
reconstruction and display in real time. The dynamically configurable imaging system based on 
compressive sensing will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ssive sensing imaging 
studies, and accelerate the compressed sensing imaging more and more practical. It will help the our 
researchers to catch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in compressive sensing imaging field 
even the whole compressive sensing field as an efficient scientific equipment.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Dynamically Configurable Compressed 
Sensing Imag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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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仪器基础

研究专项（批准号：61327013），起止时间是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前期得到中科

院装备研制项目的支持。本项目旨在面向压缩

感知成像研究的实际需求，提供任意值测量矩

阵的配置，用以验证不同的测量矩阵在光学成

像中的实际效果；实现图像采集、恢复、呈现

一体化，让研究人员高效快捷地验证自己的恢

复算法和成像效果。2016 年研究进展如下： 

1. 对光学系统部分进行了改进。重新设计

了光路结构，包括更加精准的机械结构和透镜

系统，使得 DMD 上的成像更加清晰，同时更

加精确了面阵的位置和单像素的位置，提高了

采样的信噪比。新的光路结构集成了可分离多

光谱的可见光和红外，使得成像装置的可扩展

性提高。

2. 改进了采样部分的硬件电路。在原有的

ADS1256 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信号放大装置，

使得原有的 10000 倍放大倍数改进为可动态配

置的 10^4-10^13 倍放大倍数，能够对更加复

杂的光线环境进行采集，提高了信号质量，同

时也提高了信号的采样速度，达到了 400Hz 采

样的项目目标。

 

3. 改进了数据交互的软件系统。由于系统

分为采集箱、重建服务器（GPU 和 FPGA）和

控制客户端，需要由控制客户端控制数据在各

个部分进行交互，升级的软件系统可以给采集

箱发送采集命令并接收回传数据，然后将数据

发送给重建服务器等待重建图像回传，最后将

重建图像显示在人机交互界面上。这一系列数

据流程实现了自动控制，提供了更加友好的交

互体验。

4. 提出了 一 种 基 于 DMD 互 补 光 路 压 缩

感知的采集方法。该采集方法利用了 DMD 的

成像原理，同时使用 DMD 的正向和反向光路，

对 信 号 进 行 采 集， 由 于 互 补 的 作 用 会 消 除 光

路 和 电 路 中 的 大 部 分 噪 声， 提 高 了 重 建 图 像

的质量。

5. 提 出 了 将 一 种 自 适 应 的 数 据 驱 动 紧 框

架（DDTF） 方 法 用 于 图 像 数 据 的 稀 疏 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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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TF 与传统固定基稀疏表示框架不同，它可

以根据数据自适应得到最优的稀疏表示框架。

另外 DDTF 相对于传统的非紧框架字典学习方

法具有更高的计算效率。训练样本数目是影响

字典学习方法计算效率的因素之一，我们进一

步提出了蒙特卡罗 DDTF 方法，通过样本对训

练结果的贡献大小对样本进行筛选，减少样本

数目，提高计算效果。近期，为了稀疏表达高

维的目标，我们还提出了张量 DDTF 方法，并

融合了方向选择性，提出了基于方向 DDTF 变换。

正向 反向 互补合成

跻身国际前沿 

         关注国计民生 

                  引领中国信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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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在线社会关系网络的挖掘与分析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7 with Grant No. 61232010. A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and on-line social network applications, complex on-line social relation networks emerged 
based on numerous rich-featured data with huge amount of users and user groups. The state-of-the-
art research findings and methodologies cannot be used to solve many scientific issue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ystemic research approaches of group behavior analyses and regular pattern mining.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are: Firstly, huge amount of heterogeneous, multi-dimensioned, rich-featured 
data exist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 Secondly, cross-networking group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undary fuzziness, and the complexity of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which cause great 
trouble on modeling. Finally, there are no systemic research work about the measure and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emergence and dissemination o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To seek the solutions of 
the aforementioned problems, we plan to proceed from the recogn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s, from heterogeneous group relationship analysis of on-lin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from the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f on-
lin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from analysis and monitoring of network group relationship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tc. Our goals are to dig rich-featured relation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and to propose fundamental research finds on the modeling of group behavior and the emergence 
analysis. Our work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control and early 
warning of emergency and crisis in network space.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Mining and Analyzing the Online Soci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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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项 目 为 国 家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批 准 号：

61232010），起止时间是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本年度在网络信息传播、基于深度学

习的信息检索、社交网络数据分析以及行为理解

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有国际学术影

响的研究成果。

1.	 网络信息传播方面

针 对 目 前 基 于 泊 松 过 程 和 基 于 自 激 励

Hawkes 过程的传播模型各有局限性的问题，提

出了一个基于中心用户的混合模型来建模流行度

的动态变化，利用自增强泊松过程来刻画中心用

户转发带来的激励，并将所有中心用户的激励累

加起来，来建模整体流行度的变化过程，提高了

流行度预测的有效性。针对社交网络中用户地理

位置的预测强烈被朋友数量影响的问题，提出了

基于随机游走的好友选择的时空预测模型来预

测用户的地理位置，使预测的正确率提高十个

百分点。研究成果发表在 WWW 2016 等互联网

技术领域国际会议以及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echnology 等 SCI 检

索国际期刊上。

2.	 基于深度学习的信息检索方面

针对典型的基于深度学习的文本语义匹配方

法是一种层次化的解决方案，未必适合于解决

序列化文本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端到端的

文本语义匹配模型，使用张量神经网络构建单

词和单词之间的交互特征，在真实问答数据上

的效果优于目前的所有深度学习模型。针对现

有工作将信息检索中的文档相关性匹配与自动

问 答、 对 话 系 统 等 的 语 义 匹 配 等 同 对 待 的 问

题，提出了一个新的深度相关性匹配模型，该

模型由匹配直方图映射网络、前馈匹配网络、

词门空网络组成，更好地解决了信息检索中文

档相关性匹配的需求。针对传统的信息检索词

袋模型只能建模词之间的精确匹配，会错失语

义相关的词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基于单词

分布式表达的检索模型，将查询与文档的匹配

看 成 是 一 个 非 线 性 的 词 运 输 问 题， 在 多 个 经

典的相关性匹配任务上的性能均大幅超越现有

模 型。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IJCAI 2016、CIKM 

2016 等人工智能领域和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

的国际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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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词运输问题下的语义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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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交网络数据分析以及行为理解方面

针对社交网络视频数据行人识别中存在的

光 照 条 件 变 化、 摄 像 机 运 动 和 背 景 杂 乱 等 挑

战，提出了一种基于判别式表达的行为识别方

法，通过挖掘输入视频数据的关键信息，进而

有 效 表 达 行 为， 提 高 了 识 别 任 务 的 准 确 度。

针 对 异 常 事 件 分 析 中 异 常 模 式 难 以 学 习 的 问

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高斯混合模型的检测

算 法， 增 强 模 型 的 表 达 能 力， 提 高 了 检 测 精

度。针对高光谱目标检测存在的复杂背景难以

准 确 表 达， 异 常 目 标 辨 别 性 较 低 的 问 题， 提

出 了 基 于 图 像 素 选 择 过 程 的 检 测 算 法， 将 流

形 学 习 与 图 模 型 相 结 合， 从 数 据 本 身 出 发，

不 需 要 背 景 统 计 分 布 假 设， 更 加 适 应 复 杂 场

景 中 的 异 常 目 标 检 测。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等 SCI

检索国际期刊上。

4.	 学术活动

1）项目负责人程学旗研究员作为 CCF 大数

据专委会秘书长，共同组织了 2016 年大数据学

术大会（BigData）、大数据技术大会（BDTC）

和 2016 年 CCF 大数据与计算智能大赛，在学界

和业界形成了很好的影响。

2）项目负责人程学旗研究员应邀在国内多

家科研单位做了关于在线社会关系网络挖掘与分

析的学术报告，扩大了本项目在国内的影响力。

3）项目负责人程学旗研究员组织和参加了

一系列大数据分析相关的学术会议和高峰论坛，

介绍了本项目的研究成果。

4）项目骨干成员沈华伟副研究员应邀赴韩

国首尔参加网络科学旗舰会议 NetSci 并做主题报

告 。

5） 项 目 成 员 在 国 际 学 术 会 议 SIGIR 2016

上 组 织 Workshop on Neur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Neu-IR)。

6）项目成员在国际学术会议 ICDM 2016

上 组 织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Analytics (DSBDA) 。

图 2 程学旗研究员在 2016 数博会上作特邀报告 图 3 大数据技术大会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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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项 目 为 国 家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批 准 号：

61332009），起止时间是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本项目旨在发展一种新型的微处理器

体系结构，用同一套控制和运算部件来同时支持

线程并行和数据并行，使其具有结构简单灵活、

片上资源利用率高、性能价格比高、性能功耗比

高等特点。在 2016 年度的工作中，我们通过研

发基于数据流的多模式计算支持了数据并行性和

线程并行合一的软硬件协同计算模式。主要工作

内容体现在以下三点。

1.	 多线程并行和数据并行上下文动态

切换机制

本研究实现了一种数据流图的流水执行模

式，将科学计算中的一次循环所执行的操作转换

为一个数据流数据流图，并映射到执行阵列上。

其中，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在本结构中首先运行

的是多线程的执行状态。为了增加硬件资源的利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数据并行与线程并行合一的
可伸缩处理器体系结构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8 with Grant No.61332009. In modern processors, the over-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low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re main reasons for the high power consumption.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completing multi-threaded parallel execution and vector data parallel computing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same set of control and computing components. Moreover, according to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the core can also switch between the two modes dynamically. The proposed new 
architecture can achieve better balance amomg high performance, low cost, 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generality.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Scalable Processor Architecture Combining Data 
Parallelism and Thread Paralle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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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本结构中的单个 PE（处理单元）可以映射

多个线程执行。在数据流图流水执行模式中，每

一个线程上下文的开始不需要等待上一个线程上

下文的结束，多个上下文以流水的方式进入执行

阵列，数据流图中的每一条指令在执行一次后会

立刻接收到下一个上下文的操作数，使执行单元

的利用率得到极大的提高。

 

2.	 高通量低延迟的数据通路结构设计

在本研究处理器中，多个 PE 通常通过二维

网络互连，所有 PE 同时执行同一个数据流图。

本项目所研究处理器结构中的路由有如下特征：

1. 多目的地；2. 高注入率；3. 性能对传输延迟敏感。

基于上述三个特征，本研究提出了一种面向本结

构的高效片上网络路由。该路由支持多个目的地，

从而实现一次传输多个带有同样数据的消息。同

时，该路由采用输出缓冲来最大化网络的吞吐率，

并且采用非分片（Non-Flit）方式最小化传输延迟。

从输入端口进入的消息包被分发到输出队列中，

对于每一个输入端口，有 P-1 个输出队列与其对

应，P 为输出端口数量，P-1 表示不包含该输入端

口方向。

3.	 软件指令映射算法优化技术

本研究提出了面向流水执行数据流结构的

LBC（Load Balance Centric）指令映射算法。

LBC 算法首先按照深度对所有指令进行排序，按

照深度顺序依次映射每条指令（第一层 FOR 循

环）。对于每条待映射指令，考虑执行单元阵列

上的所有 PE（第二层 FOR 循环），分别计算待

映射指令映射到此 PE 上的映射代价。计算映射

代价时，跳过无法放置更多指令的 PE。最后，从

所有 PE 中选出映射代价最小的 PE 作为最佳映射

位置。LBC 以执行单元负载为核心，同时考虑定

点浮点和网络拥堵的影响因素，将所有指令按照

一定规则映射到执行单元阵列上，提高了执行单

元和网络的有效利用率，从而提高了流水执行模

式的数据流结构的性能。

上下文切换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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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易编程的异构并行处理器结构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9 with Grant No.61432016. Deep learning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lligent techniques. However, deep learning can achieve good intelligence ability, which is based 
on the huge computing cost. There are multiple orders of magnitud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quirements of deep learning and the ability of traditional chips (including CPU, GPU, and FPGA), 
which cannot be solved solely by Moore's law. It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for Industry and 
academia to explore a new type of deep learning processor architecture.

There are three common requirements in deep learning in different scenarios: high performance, low 
energy consumption and low latency. The deep learning processor must be high performance, low 
energy consumption and low latency of these three requirements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solution. The idea of this project i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processing result allows appropriate 
relax the accuracy of the process,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 performance, low power consumption, low 
latency in deep learning processing.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Programmable Heterogeneous Parallel 
Processor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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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项 目 为 国 家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批 准 号：

61432016），起止时间是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深度学习是一类借鉴人类大脑的多层

神经网络处理模式所发展起来的智能处理技术。

这类技术已被微软、谷歌、脸书、阿里、讯飞、

百度等公司广泛应用于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音频识别与生物信息学等领域并

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基于深度学习的围棋程序

AlphaGo甚至已经超过了人类职业棋手的水平。

因此，深度学习被公认为是目前最重要的智能处

理技术之一。目前，从超级计算机、数据中心、

智能手机到嵌入式设备的各种不同场景下，深度

学习都已经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成

为其主要的运行负载。

然而，深度学习能取得很好的智能处理能力，

是建立在巨大的计算开销之上的。谷歌大脑曾经

用 1.6 万个 CPU 核运行数天来学习如何识别猫脸。

而 AlphaGo 和李世乭对弈时使用了超过 1000

个 CPU 和 200 个 GPU，每盘棋所需电费甚至达

到了数千美元。很显然，绝大多数企业和个人是

不可能拥有这么多计算资源来使用深度学习技术

的。更重要的是，手机等智能终端也不可能提供

如此之大的能量来运行深度学习应用。深度学习

的需求和传统芯片（包括 CPU、GPU 和 FPGA）

的能力之间存在多个数量级的差异，这是不可能

仅仅靠摩尔定律的发展能解决的。探索专门的新

型深度学习处理器体系结构已成为工业界和学术

界的迫切需求。

我们认为，深度学习处理器体系结构的探索

必须要从深度学习实际的应用需求出发。总体上

看，不同场景下的深度学习应用具有三个共性的

需求：高性能、低能耗、低延迟。要一体化地解

决深度学习处理器结构的三大需求，必须充分地

利用深度学习本身的特性。作为随机算法，深度

学习可以容忍计算过程中的非精确性。即是说，

深度学习处理过程中的每一步并不一定需要做到

图 1 深度学习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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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精确，只要最后处理结果能够满足应用的需

求即可。通过引入非精确性，我们可以显著地降

低深度学习的计算量和访存量。如图 2 所示的深

度学习图片识别任务中，我们可以将网络中权值

接近 0 的突触连接（图中红色虚线部分）视为 0，

在计算过程中剪切掉，从而降低计算量和访存量。

即便这给深度学习计算过程引入了一定程度的非

精确性，最终的识别结果仍然是正确的。事实上，

在前期的探索中，我们发现在一些特定的识别任

务上，如用 VGG-16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 [5] 完成

ImageNet[6] 分类识别任务，其中 92.5% 的突

触连接可以被剪切掉，而最终的识别准确度几乎

没有下降 [4]。

本项目拟解决三个关键科学问题是：

1. 深度学习处理过程的精确性和处理结果

的准确性之间有何关系？

2. 深度学习处理过程的精确性和处理的能

耗之间有何关系？

3. 如何抽象非精确深度学习处理的基本算

子和共性访存模式？

本项目从指令集、微结构、基础算法、系统

软件和应用示范等五个侧面开展研究，对上述三

大科学问题进行一体化的解决。

本项目的基本思路是：在允许深度学习处理

最终结果出现可容忍的误差的前提下，对深度学

习处理的过程中适当放松其精确性，从而实现高

性能、低功耗、低延迟的深度学习处理。本项目

基于非精确指令集，拟提出一套深度学习的算法

库。为达到此目标，本项目需要提出能刻画深度

学习处理最终结果的误差和处理过程的非精确性

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利用这套理论，有望实现出

面向非精确硬件的深度学习训练算法和识别算法，

并将其封装成一套可用的库。为了支撑上述指令

集，本项目也将发展处高性能、低功耗、低延时

的非精确深度学习处理器核微结构。这种微结构

将包括低能耗的深度学习运算器、支持稀疏化访

存的 DMA 以及缓存。这种微结构需要支持多核

乃至众核，因此有必要探索面向深度学习访存特

性的存储一致性模型。同时，本项目将为非精确

深度学习处理器的构建系统基础软件及工具链，

并为提高其编程开发效率，构建面向误差有界深

入学习算法的高级编程语言和编程模式，为提高

其程序运行时性能，研究误差动态调节的运行时

调度方法。最后，本项目拟面向健康管理构建误

图 2 深度学习具有差错容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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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有界的深度学习应用示范，在低延迟智能辅助

急救、低功耗慢病监护和高效能健康大数据分析

等方面从物端到云端形成一套完整的深度学习的

应用体系，演示非精确深度学习处理器能够给行

业应用带来的计算性能提升和运营模式的改变。

通过指令集、微体系结构、算法库、系统软

件以及示范性应用这五方面全链条式的研究，本

项目有望从结构层面上实现深度学习处理器速度

和能效的数量级提升，为国产深度学习处理器的

发展提供借鉴。

总体而言，国内外团队尚没有完全提出一套

完整的非精确深度学习处理器指令集、微架构、

系统软件、算法和应用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尤其

是在非精确深度学习处理器的基石指令集方面，

国际上还是空白。因此，本项目有望在领域做出

一些原创性的研究。

一流人才 

        一流管理 

                一流成果 

                        一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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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项 目 为 国 家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批 准 号：

61432017），起止时间是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本项目旨在结合集成电路以及计算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需求，针对 CPU/GPU/ 多核处理

器、神经网络加速器 / 视频编解码器、片上存储

器 / 新型存储器等计算相关器件，开展差错容忍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差错容忍计算器件基础理论与方法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9 with Grant No.61432017. Many conventional and emerging applications can be 
included into the area of approximate computing, which does not require exact computational results. 
By exploiting this phenomenon such that computational errors within a certain threshold are allowed, 
error-tolerant computing extends the capability of fault and error tolerance for computing systems. 
The research for error tolerant computing covers key problems from application level, algorithm 
level, architectural level, to circuit level. Considering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circuits 
(IC) and comput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applications, this project will study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of devices for error-tolerant computing, in all aspects of IC 
design, architectures, algorithms, design verification, and IC testing. With the precondition that the 
application’s quality is satisfied, there can be trade-offs between the computing accuracy and all 
kinds of characteristics of circuits and computers, such as power, performance, throughput, area, 
storage density, reliability, yield, etc.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of Devices for Error Tolerant Computing

计算器件的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在满足应用质

量要求前提下、通过合理降低计算的精确性而换

取芯片乃至计算机在能耗、性能、吞吐率、面积、

存储密度、可靠性、成品率等方面的益处，显著

降低设计成本，形成应用与系统、软件与硬件、

高层与低层相结合的计算方法学，为集成电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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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精度可控的深度学习加速器自动生成工具 DeepBurning

相关应用领域考虑差错容忍的计算提供创新方法

和关键技术。

本项目 2016 年发表 SCI 期刊论文 10 篇（含

IEEE/ACM Trans. 论文 7 篇），发表 EI 论文 25 篇（含

DAC 3 篇，ITC、DATE、ICCAD、ICCD 各 1 篇）。

2016 年度取得的重要技术突破如下：

在性能 / 精度可控的设计自动化方面，针对

深度神经网络加速芯片在图像识别、大数据分析

等差错容忍计算应用领域的广泛应用，提出了一

种深度学习加速器自动生成工具 DeepBurning

（如下图所示）。包含两项关键技术：1）基于模

板设计的深度学习模型自动解析技术，将神经网

络软件模型映射到神经网络处理器硬件的结构

化描述，同时根据硬件开销、计算精度需求确

定好硬件各项参数，从预先搭建好的神经网络

运算部件单元库中查找所需要的硬件部件。2）

自动指令生成技术，使用软件编译器协同生成

调度控制信号流，以指令的形式预先存放到文

件中，该指令控制流将在加速器的工作过程当

中，负责将目标网络模型，按照神经网络不同

层之间的先后关系，分时映射到目标硬件当中；

同时还要生成地址存取信号来同步层内运算划

分之间的数据流走向，使整个神经网络层划分

并行化且无缝的衔接起来。这两项技术大大降

低面向深度学习加速硬件设计与定制的开发门

槛，减少软件开发与硬件设计工作的协同开销，

使得算法与应用开发人员可以直接参与深度学

习加速处理器硬件设计。

在精度损失可控的电路设计方面，针对处理

器芯片的片上缓存，提出了一种面向深度学习与

神经网络的精度损失可调的有损压缩电路。技术

特点如下：1）根据计算精度需求，对深度神经网

络前向传播中用到的权重参数进行自适应压缩，

从而实现访存速度与计算精度的自动调节，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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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求 实 

              团 结 

                      高 效

计算效率。2）根据计算精度需求，选择不同编码

的定点数据表示方法，结合离线 Kmeans 聚类算

法，采用少量词条对静态权重数据进行编码，进

一步提升压缩比例，从而大幅度提升芯片的访存

效率与计算能效。

在多核处理器差错容忍设计方面：1）针对

新型低功耗处理器的提出了一种近阈值电压片上

存储器数据恢复技术，无需使用故障纠错码，利

用处理器存储层次内的天然数据冗余，结合低开

销的故障校验码，为近阈值电压条件下工作的低

功耗片上 SRAM 提供针对多位差错的检错与纠错

能力；2）针对高性能多核处理器中出现的粗粒度

计算与存储器节点级失效现象，提出了一种基于

多核节点利用率的地址重映射技术，该技术利用

多核处理器片上网络的请求转发能力，有效屏蔽

多核节点级硬件失效对上层应用的影响，同时最

小化失效引起的性能开销，使得多核处理器即便

在不稳定的工作状况下也能保持较高的工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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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项 目 为 国 家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批 准 号：

61432018），起止时间是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2016 年根据课题年度计划安排 , 在大

规模异构众核并行的建模理论与可扩展性方法、

重点应用领域共性算法的可扩展并行算法设计和

异构众核并行编程框架研究方面 , 取得了一系列

研究进展 , 相关成果在 CCF A 类论文 3 篇，CCF 

B 类论文发表 2 篇，CCF C 类论文发表 2 篇，

SCI 期刊发表 4 篇。 

1. 在几个重点应用领域的可扩展并行算法

设计研究方面，研究了几种底层基本算法构件

的优化方法，为上层大规模程序的优化奠定了

基础。

1.1 提出了一种基于空间填充曲线的 MPI_

Alltoall 集合通信算法。当前超级计算机硬件的发

展趋势是节点内具有大规模并行度，具有深度存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面向气候和湍流模拟的百万量级异构
众核可扩展并行算法与优化方法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9 with Grant No. 61432018.Progresses have been made on the large scale 
heterogeneous many-cores parallelization theory and scalable methods, parallel algorithms of typical 
common kernels in key application fields and parallel programming models. Three CCF class A, two 
CCF class B, two CCF class C and four SCI papers are published in 2016.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The Scalable Parallel Algorithms and Optimizations of 
Global Climate and Direct Turbulence Simulation 
Applications on Millions of Heterogeneous Many-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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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层次（包括 L1/L2/L3 以及 DRAM），具有不

同的内存布局，如 UMA 及 NUMA。节点内通信

本质上是 cache line 的传递。传统集合通信算

法主要是为了降低网络延迟及带宽开销，如何在

众核架构上最优化通信性能？我们的解决方案是

通过内嵌 Morton Order 空间填充曲线，来指导

数据拷贝顺序，提升数据局部性，cache 缺失

率从 P2B/L + P2 降为 P2B/L。进一步将空间填充

曲线平均划分，每个进程负责其中一段。该算法

具有缓存无关特性。我们在 Intel Xeon Phi 众核

架构上进行了性能测试，当消息长度小于 16KB

时，缓存无关算法相对于共享堆空间的简单实现

性能提升 40% 左右，长消息上性能持平；在全

部消息长度上，相对于最新 MPICH3 库性能提升

200%-300%。相关工作已被 PPoPP’17 录用为

Poster。

1.2 面向众核架构提出了一种 SpMV 解决方

案。稀疏矩阵向量乘的最大挑战在于 SpMV 的计

算密度低以及稀疏矩阵的非规则性。由于稀疏矩

阵的不规则，导致了访存不规则，负载不均衡等

问题。针对计算密度低的问题，我们主要可以采

用设计新的格式，来减少访存带宽消耗。针对访

存不规则问题，首先按块索引，块内填充零元素，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矩阵的非规则性。我们也

可以通过设计有利于充分利用硬件 cache 稀疏

矩阵存储格式来提高非规则内存访问的性能。针

对负载不均衡的问题，目前主要是两种方法，第

一种方法是通过填充零元素，使用冗余计算来均

衡负载。第二种方法是使用负载均衡的算法，如

片段归约，片段 Scan 等算法。由于 SpMV 本身

计算密度非常低，我们可以通过为 SpMV 定制

片段归约或片段 Scan 算法，来隐藏 SpMV 的计

算时间，从而实现一个高效的 SpMV 算法。进

一步的，我们对 BCCOO 格式进行扩展，支持

多种众核架构：同时支持 NVIDIA/AMD GPUs 

以及 Intel Xeon Phi 两种众核架构。通过启发式

算法对自动调优搜索空间进行剪枝，显著降低了

自动调优开销。在计算精度方面，同时支持单精

度及双精度。相关工作已发表在 CCF B 类期刊

TACO 上。

1.3 基 于 AVX 指 令 集 提 出 了 一 种 优 化 的

GEMV 向量化算法。为了充分利用 AVX 向量化

指令，首先对算法进行访存优化，包括数据对

齐已经数据预取等优化方法，其次进行 SIMD 优

化，包括利用 vhaddpd 以及广播指令等，最后

进行并行优化。与之前的 SSE 比较性能有较大提

升，相比 Intel MKL, GotoBLAS, ATLAS，我们实

现的 GEMV 算法能提升 5% 到 10%。相关工作发

表 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tabase and 

Theory and Application 2016 上。

2. 在两个重点应用领域的可扩展并行算法设

计研究方面，进一步在国产平台上对选取的两类

应用进行大规模测试，深入分析了大规模应用的

特征和瓶颈，为后续优化设计工作奠定了基础。

2.1 在 全 球 气 候 模 拟 应 用 方 面。 首 先， 在

上 年 度 工 作 的 基 础 上， 在 天 河 1 上 继 续 开 展

0.5° ×0.5°分辨率的 IAP AGCM4.1 的 AMIP

积分试验，共完成了 8 年（1991-1998）的积分

试验，对结果进行了初步的评估，结果表明，模

式积分稳定，无气候漂移，但计算速度仍有待提高。 

2.2 大规模 3 维 FFT 及直接法湍流模拟应用

方面，通过对 Parray 编程接口的数组类型进行扩

充，引入国产处理器的线程类型；以及对 Parray

编程接口生成代码进行扩充，直接生成国产处理

器的 Parallel C 语言代码，实现了高层并行编程

接口 Parray 在国产处理器集群的初步移植和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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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物理过程应用的初步实现。采用数组类型描述

众核集群上的数据存储、进程 / 线程分布，把通

讯、访存操作描述为数组类型间的拷贝或变换。

在神威太湖之光系统上实现了最大规模为 16384

的直接数值法湍流模拟并测试了相关的性能。

主要的测试性能数据如下 ,16384 规模时能达到

40.2Tflop/s。

2.3 在大规模应用的支持方面，扩展了 MPI

通信敏感的调度策略并增加了对非阻塞通信的

支持。从大气环球模式 IAP AGCM4.1 应用中

提 取 了 动 力 框 架 部 分 的 热 点 tend_lin， 并 在

多核平台进行了初步验证。在纯计算性能方面

AceMesh 是 OpenMP 的 1.94X（16 线 程 最

快配置下），L3 失效率平均降为 OpenMP 的

1/7；在包含构图时间的情况下，AceMesh 执

行时间比 OpenMP 快 22%。下一步我们将完

整评估该应用的 MPI 多进程版本，并向大规模

众核平台进行移植。

面向气候和湍流模拟的百万量级异构众核可扩展并行算法与优化方法

一流人才 

        一流管理 

                一流成果 

                        一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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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大数据结构与关系的度量与简约计算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9 with Grant No. 61433014. The project was well processed 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 
this year. We have published more than 20 papers in top journals including Nature Communication, 
JMLR etc. and important conferences including ICML, NIPS, AAAI etc. We report some representative 
results we got this year here.

1. Online algorithms of dynamic streaming data

We study the online learning of parameters of unknown market. We design polynomial time online 
learning algorithms of linear, Leontief and CES utility functions. Moreover, we generalize the Fisher 
market model to the Arrow-Debreu market model.

2. Small-world model and influence diffusion in social network.

We propose a new game theoretic model which can interpret the inverse power-law phenomena 
in real network. We also design an algorithm which can maximize the worst-case ratio between 
the influence spread of the chosen seed set and the optimal seed set, give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parameter input.

3. Importance measure and interaction prediction of network nodes.

We obtain a family of H-indices that can be used to measure a node’s importance. We analyzed 
millions of updating records of hundreds of articles in Wikipedia and found that the inter-update time 
distribution follows a double–power-law form for most articles.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Measurement and Parsimony Calculation of Large 
Data Structures and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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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项 目 为 国 家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批 准 号：

61433014），起止时间是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本年度研究工作按照项目申请书的

计划进行，围绕动态流式数据在线算法、网络

小世界模型及信息传播、网络节点重要性度量

和关联预测等问题展开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

有 国 际 学 术 影 响 的 研 究 成 果， 包 括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 JMLR 等权威期刊和本领域重

要国际会议 ICML, NIPS, AAAI 等发表论文 20 余

篇。代表性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1.	 动态流式数据在线算法

1）结合 Fisher 市场均衡模型研究了未知市

场在线参数学习问题，在该模型中所有市场参数

均为未知，需要通过算法调节价格，来学习每一

位买家的收益函数，进而求出市场均衡价格。针

对线性收益函数，Leontief 收益函数，以及更

一般的 CES 收益函数，分别设计了多项式时间

复杂度的在线参数学习算法，此外我们还可以将

Fisher 市场模型推广到 Arrow-Debreu 市场模型。

大数据结构与关系的度量与简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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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和证明中的创新点主要包括：通过构造一组

线性无关的多项式来刻画卖家的价格和收益参数，

利用多项式环上可以唯一分解的特性，给出了多

项式时间复杂度的参数学习算法。这一算法也适

应于只知道部分反馈信息的市场。

2）在组合在线学习方面，将概率激活随机

变量的概念引入在线学习中，并给出了在此条件

下组合多臂老虎机学习算法的后悔度上界的严格

理论分析。该模型可以被应用到组合随机模型中

有级联激活的模型，如社交网络影响力最大化问

题等。对组合多臂老虎机在另一个方向也加以扩

展，使得奖励函数可以不局限于依赖底层老虎机

的输出平均值，而依赖于老虎机输出的整个函数

分布。对于实际中常用的贪心算法，也给出了对

应的在线学习贪心算法，使得贪心算法的输入有

随机不确定性时，相应的边学习边优化的亚线性

后悔度保证。

2.	 网络小世界模型及信息传播

1）Kleinberg 提出的小世界模型是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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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常用的模型，我们一方面给出了新的博弈论

模型，解释了实际网络中为什么个体在远程连接

时会出现与距离成一种固定冪率反比关系的现象，

模型中提出的互惠关系第一次将互惠性和小世界

模型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对比 Kleinberg 的小

世界模型下提出的分散式路由，我们提出了复杂

传播路由模型，证明了即使在 α=2 并采用随机路

由算法，复杂传播在最坏情形下都有多项式量级

的下界，因此比简单传播（在 α=2 时仅需 log 量

级）显著困难，这一结果从理论上支持了复杂传

染病要比简单传染病更难传播的观点。

2）在社交网络影响力最大化方面， 集中研

究了具有鲁棒性的影响力最大化问题。提出了在

社交网络中相互之间影响力的学习结果不准确时

如何选择影响力最大化结点的问题，给出了在影

响力传播最大化方面的更实际的解决方案。针对

多实体传输中可能出现的竞争或互补情形，给出

了一般的传输模型，研究了在互补传输中模型的

性质和对应的新问题。在多步传输中研究了选择

最初内容供应商种子结点和社交网络辅助传播种

子节点两类种子时会产生的新问题，包括不能达

到常数近似比的难计算问题，以及在一些限定下

的常数近似算法。

3.	 网络节点重要性度量和网络协同

1) 网络是由节点和链路组成的系统，刻画网

络节点重要性对于理解网络结构、演化和其上的

动力学过程非常重要。我们将 H 指数引进网络节

点重要性的研究中，并进一步地定义了算子 H。

算子 H 作用在一个节点所有邻居的度上，就得到

了这个节点的 H 指数。我们证明了通过把这个 H

算子不断的进行作用，函数值会收敛到核数。因

此将各自独立的三个节点度量指标：度、H 指数

和核数通过算子 H 连接起来，分别对应初态、中

间态和稳态。我们进一步证明，在异步更新的条

件下 H 算子也会趋于这个值唯一收敛的核数，这

就使得分布式地计算动态增长网络的核数变得可

能。通过对大量真实网络上各种动力学（SIR 传播、

SIS 传播、Percolation 等）的实验表明，H 指数、

核数等都能够很好地刻画网络的重要性，其中 H

指数综合性能更优。

2）“在线协同工作”已经成为了近年来重

要的知识生产方式，其影响力逐年扩大，理解

这类在线协同活动背后的机制和规律成了学术

界广受关注的热点挑战。我们分析了数百万条

维基百科的编辑历史记录，发现了对于一个维

基百科的页面，相邻的两次编辑之间的时间间

隔服从一个双段幂律分布，即首、尾两部分都

可以用幂函数刻画。我们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机

制模型来解释以上发现，我们给出了这一复杂

混合过程的解析函数解，实验表明与真实数据

高度吻合。这一工作还给出了判别正常维基百

科页面与受政治和经济利益驱动而被少数编辑

者把控的不正常页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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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项 目 为 国 家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批 准 号：

61532017），起止时间是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集成电路安全隐患检测的理论与方

法研究中，分别从安全硬件模块、硬件木马检测、

软硬件协同的安全性三个角度开展了探索与研究，

取得了以下创新性研究成果：

	1.	物理不可克隆函数的攻、防、检方法

物理不可克隆函数是一种新型安全模块，因

其在制造前难以预测、制造中难以控制、制造后

难以克隆的优势，在集成电路安全领域有着广阔

的应用前景。为了实现安全无故障的物理不可克

隆函数，在攻、防、检三个方面都提出了相应的

关键技术。首先，针对物理不可克隆函数的攻击

方法研究，对于揭示其安全程度、决策应用场景、

改进电路设计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新型的基于非

线性电气特性的物理不可克隆函数，提出了基于

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与蚁群算法的复合启发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集成电路安全隐患检测的理论与方法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20 with Grant No. 61532017. The IC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are the major security 
threats to the information system. For addressing the two key scientific issues, effective testing theory 
for complex IC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and effective testing method under high integration and severe 
process variation, this project studies: (1) the testing theory of IC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2) pre-
silicon testing method, (3) post-silicon testing method, and (4) testing method of counterfeit chip. 
This project will propose innovation methods, critical techniques, and core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for 
effectively testing the IC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and improve the researches and applications of IC 
security vulnerability testing.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The Testing Theory and Method of IC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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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复合启发式攻击算法指导防护电路的设计与改进

式攻击算法，与国际上同类方法相比，将预测精

度提高了约 20%，揭示了两种新型物理不可克隆

函数未达到预期的安全性。其次，为了防御先进

的攻击方法、拓展物理不可克隆函数的应用场景，

防护设计同样十分重要。针对物理不可克隆函数

的激励响应对相关性高的核心难题，提出了基于

复合物理不可克隆函数和真随机数发生器的外围

防护电路，与国际上同类方法相比，将安全性提

高了约 25%。最后，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故障可

能发生在物理不可克隆函数中，因此通过故障检

测、发现失效物理不可克隆函数后通过诊断找到

引起故障的主要原因从而指导加速量产学习具有

重要意义。针对现有技术停留在发现故障而无法

定位故障的现状，提出了面向物理不可克隆函数

的诊断激励生成与故障诊断方法，实现了 100%

的诊断精度。

 

2. 基于统计学习算法的通用硬件木马

检测框架

针对硅后硬件木马检测通常需要黄金模型、

且易受工艺偏差影响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统

计学习算法的通用硬件木马检测框架。首先，提

出稀疏门级分析技术，将基于侧信道分析的硬件

木马检测问题转换为求解欠定线性方程组问题。

其次，在设计中嵌入工艺偏差测试电路，利用先

验分布和少量实测，通过贝叶斯推理最大后验估

计获得整个芯片的工艺偏差分布。最后，利用正

交匹配追踪算法求得欠定方程组的唯一稀疏解，

根据解的非零分量幅度判断是否存在硬件木马。

实验结果表明，与国际上同类方法相比，该方法

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精度，在平均每逻辑门测量次

数远小于 1 次的情况下，几乎到达 100% 的正确

检测率。

 

3. 基于能耗侧信道的代码追踪方法

软件代码追踪是攻击嵌入式系统的关键技术

手段，提出了一种基于能耗侧信道的代码追踪方

法，从硬件入手，实现了一种非侵入式的攻击方

法，也暴露了嵌入式系统的软硬件安全隐患。提

出隐式马尔科夫模型来表征代码执行情况和其对

应的侧信道的关系，并用它来恢复最有可能的指

令执行序列。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高效、

精确的识别出代码的执行流程，并且能够有效检

测到代码异常执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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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硅前模拟、硅后测量的硬件木马统计检测框架

图 3 基于能耗侧信道的代码追踪与攻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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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跨网互联视音频关联分析与搜索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20 with Grant No. 61532018. The amount of audio-video data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re growing very fast. This causes that audio-video data are becoming the majority component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in various web-based services. Audio-video 
information search has widely and important application potentials. Towards the great challenges 
of audio-video data under different web environments, such as complex and big data, various 
inter-connection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lack of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deficiency in 
intelligent search, this project works on the key techniques of audio-video connection analysis and 
search, aiming to solve the scientific problems of cooperativity of network connection, reliability of 
spatial-temporal effectiveness, consistency of content cognition. Key technologies will be developed 
including: audio-video contextual connection and fusion, hierarchical struc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content understanding, complex connected network modeling and evolution, query sensitive spatial-
temporal data alignment, efficient audio-video content index and search. Multi-layer and multi-
dimensional audio-video correlation model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with information reasoning 
will also be established.  This project will create a set of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of audio-video 
representation, correlation, understanding and search. A prototype system will be developed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methods.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Audio-video Connection Analysis and Search under
Different Web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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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视觉内容和多属性关联的概率图模型及应用

“ 跨 网 互 联 视 音 频 关 联 分 析 与 搜 索”

是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课 题 编 号：

61532018），起止时间是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2016 年度，在图像 / 视音频数据的多层面

属性的关联关系分析、上下文概念共生建模、场景

与物体的层次化关联与融合方法等方面开展了多

项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圆满完成了预期

目标。下面介绍本项目本年度取得的突出进展。

一．图像数据的多层面属性分析

跨网络平台的图像与音视频数据除了视听觉

内容，还存在不同层面的属性信息，对这些属性

信息进行多角度分析，对于视听觉内容的表示与

关联将起到重要作用。我们首先选取属性关系丰

富的食品图像作为样例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概

率图模型对地理位置、餐馆及菜品图像之间进行

关联建模。该模型可以建立以下三种关联：通过

菜单信息建模餐馆和菜品之间的关联；通过视觉

分类器建模视觉特征和菜品之间的关联；通过餐

馆位置建模用户位置和餐馆之间的关联。该模型

可以应用于菜品识别和餐馆识别等，从而更好支

持跨网互联的搜索。我们还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多

模态多任务深度置信网络同时建模食谱的视觉内

容，原料和多种属性信息，可以支持分类、跨模

态图片检索等任务。实验结果展示了多种信息关

联建模的有效性。相关成果有两篇论文被国际期

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接收。

二．应用于场景识别的概念上下文共

生建模

场景（图像或视频）中的视觉模式比较复杂，

某些物体或局部区域可共生于不同场景。因此，

某些图像场景预测过程中可能同时属于多种场景

的概率都较大，这种现象为概念共生，会导致场

景的类内差异性与类间相似性，从而影响场景识

别方法的性能。我们基于图像属于场景概念的概

率分布（即语义描述）表示图像，提出了一种基

于共生字典编码的局部共生建模方法，实现了对

语义描述中的概念共生建模。本方法首先训练局

部语义模型以学习局部语义描述，然后利用聚类

算法基于语义描述学习得到共生字典。最后根据

共生字典对语义描述做（稀疏）编码，再根据编

码重构得到新的语义描述。在编码与重构后，语

义描述中的稳定共生（可区分性模式）得到增强，

而噪音共生（导致类内差异性的部分）得到滤除。

应用重构后语义描述，识别性能提升明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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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发表在国际期刊 Pattern Recognition (SCI 

IF:3.399)。

 

三．场景与物体的层次化深度网络关

联与融合

场景图像 / 视频通常由不同物体构成，因此

场景识别需要物体特征和场景特征。我们研究了

卷积神经网络中受尺度影响的数据偏差以及如何

高效融合来自不同模型的特征。在面向物体的数

据集 (ImageNet) 中物体的尺寸较大；而在面向

场景的数据集中物体的尺度比较小，因此在不同

的模型 (CNN) 用于场景分类时有不同的性能。我

们提出了融合多尺度多模型的场景分类网络，如

图 1 所示。具有不同特性的面向场景的网络和面

向物体的网络对不同尺度的图像起作用，因此融

合不同尺度上的特征会有更好的性能。实验验证

了多尺度多模型融合网络的性能。通常的图像内

容自动描述方法只利用面向物体的 CNN 的视觉

特征，我们提出了融合物体信息和场景信息的图

像内容自动描述模型。实验证明两种信息的融合

具有更好的性能。相关成果发表在 CVPR 2016，

并 获 得 ACM Multimedia2016 Yahoo-Flickr 

Grand Challenge on Caption Prediction 竞

赛的第一名。

图 2 基于共生字典编码的共生建模框架

图 3 多尺度多模型的场景分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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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光子集成芯片原型验证系统

大规模光子集成芯片原型验证系统
Prototype Verification System for Large-Scale 
Photonic Integrated Chips

Project “Prototype Verification System for Large-Scale Photonic Integrated Chips” is supported by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rom July 2016 to June 
2021 with Grant No. XDB24050000. Photonic Integrated Chips (PICs) a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optical-electrical technology. This project will carry out the basic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PICs 
in HPC, includ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rchitecture implementation of hybrid optical-electrical 
computing. The project is divided into three tasks which are focused on exploring Tbps memory 
accessing system, massive optical switching network architecture and hybrid optical-electrical 
computing architecture respectively. Now we have established a special photonic computing 
laboratory and the testbeds for optical transmission and switching have been initially established.

“大规模光子集成芯片原型验证系统”为中

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B 类项目（批准号：

XDB24050000）， 起 止 时 间 是 2016 年 7 月 至

2021 年 6 月。

大规模光子集成芯片是未来光电子技术发展

的最前沿方向，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光子集成规模

是 2014 年实现的单片集成超过 1700 个功能器件，

本专项集中推进大规模光子集成技术攻关，将开

发集成器件数大于 2000 的大规模光子集成芯片。

计算所承担其中的“大规模光子集成芯片原型验

证系统”项目，将开展光子集成芯片在高性能计

算技术中的基础应用研究，完善光电混合计算理

论体系，构建光电混合计算系统结构并进行原型

验证，实现新型计算技术的前瞻性突破；将和西

光所、微系统所、半导体所一起建立国内首个面

向国际学术与产业界的开放性大规模光子集成芯

片公共研发平台。

本项目分为光访存、光交互和光计算三个课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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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施方案研讨会 图 2光子计算专业实验室测试平台

图 3基于 Polatis Optical Matrix Switch 的
光互连原型系统

题，分别就 T 比特访存系统和光交互网络、光电

混合计算模式开展研究。

课题 1 为 T 比特光访存技术研究及原型系统

验证（批准号：XDB24050100），将基于大规模

光子集成芯片构建单通道T比特带宽的访存通路，

研究光电混合计算机中访存子系统的电域匹配，

研究面向高速串行数据流的新型访存协议和访存

架构，使光电混合计算机系统的访存子系统能够

充分发挥底层光子集成器件的性能优势。

课题 2 为超高带宽光交互网络研究及原型系

统验证（批准号：XDB24050200），将基于大规

模光子集成芯片构建超高带宽光交互网络结构，

优化面向光网络的通信协议栈，研究无缓存条件

下的波长路由算法，发挥光互连的高带宽、低延

迟和灵活性优势，突破电域高性能计算机的互连

网络瓶颈。

课题 3 为光电混合计算模式研究及原型系统

验证（批准号：XDB24050300），将针对大规模

光子集成芯片的特性，构建面向通用领域的光电

混合理论、构建面向通用领域的光电混合体系结

构并研制原型系统发挥光计算技术的优势，进而

充分挖掘光计算在深度学习领域的计算潜力。

自 2016 年 7 月项目顺利启动以来，目前已

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成立了专门的光子计算实验

室，拥有多台高性能服务器、光空间交换机和

光波长交换机，并初步构建了光传输、光互连

科学研究和测试平台，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

可靠保证，未来将逐步完善并构建包含光访存、

光互连和光计算的光电混合计算机系统结构研

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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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大数据可计算性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研究

医学影像大数据可计算性科学问题
与关键技术研究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rom May 2014 to April 2017 with Grant 
No.KGZD-EW-T03-2. This project studies the computability of the key problem of big data on medical 
image information.Since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diagnosis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sharing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cal technology, we aim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those underlying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framework of big data on medical image information, 
as well as key technology of parallel storage and fast access to the technical bottlenecks.In this way, 
we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efficient storage and computing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thesis include:

(1) The research of a general-purpose parallel computing platform architecture system for large-
scale images, allowing synergies between the CPU and GPU. The research used to support the 
data processing and expression, mining algorithm, to make multimodal and multidimensional "big 
granularity" medical images are calculated more efficiently and faster;

(2) Research on the parallel storage technology for big images data and the new key value storage 
technology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of the large-scale images, in order to efficiently store 
and access to the multimodal and multidimensional "big granularity" medical images.

Research on the Computability Problems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Medical Image Big Data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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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是院重点部署项目“医学影像信息大

数据若干关键科学问题研究”的子课题（批准号：

KGZD-EW-T03-2）， 起止时间是 2014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旨在通过对医学影像信息大数据的

可计算性关键科学问题的深入研究，突破制约影像

信息大数据在临床诊治应用、医疗资源共享及医疗

新技术发展方面的底层高效计算框架、并行存储关

键技术和快速访问技术瓶颈，为医学影像大数据技

术的发展提供高效存储与计算框架的支撑。

2016 年度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存储系统和并行计算框架优化

课题在原有通用大规模并行计算平台架构体

系的基础上，基于 Spark 和 Tensorflow 实现了一

套支持数据并行及模型并行的大规模分布式机器学

习框架和任务调度算法。该处理框架发挥了 Spark

在调度任务和管理资源上的优势的同时，加入了协

同调度 CPU 和 GPU 共同处理任务的能力，将每

个图像计算任务分成小颗粒的任务单元，并行的在

CPU 和 GPU 上同时运算，既充分发挥了 GPU 处

理图像算法的能力，又有效利用了 CPU 的计算能

力，实现了大规模图像数据的协同并行计算。通过

测试，基于 Spark 的 CPU/GPU 协同并行处理架

构显著提高了图像处理算法的速度。

 

图 1 医疗图像大数据平台架构

图 2 基于 Spark 的 CPU/GPU 协同并行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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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内容的医学影像检索应用研究

课题在大数据并行处理框架上持续开展基于

内容的医学影像检索应用研究。

基于内容的医学影像检索（Content-Based 

Mdeical Image Retrieval，CBMIR）， 本 年 度

从影像内容表达和相似性计算两个维度进行了算

法优化，包括多模态的影像视觉特征组合，多条

件的并行化向量检索技术。在影像索引构建方面，

融合传统的灰度分布、纹理、形状和拓扑等底层

特征以及 Sift、Surf 描绘子特征，基于位置敏感

哈希构建高维索引，基于多字段、分布式策略，

支持加入医学影像 DICOM 的属性参数，进而得

到多模态、高维度的影像索引。

在影像检索方面，支持多条件、

并行检索，引入影像相似度计算

模块，进一步提高了检索的效率。

该应用可以实现影像内容的索引

化存储，支持“在线”索引、“离

线”检索，能快速有效地进行大

规模医学影像的接入和搜索，可

以广泛应用于医学辅助诊断系统。

图 4 影像检索应用示例

图 3 影像多模态特征示例

医学影像大数据可计算性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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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是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批准号：

KFZD-SW-407）， 起 止 时 间 是 2016 年 9 月 至

2017 年 12 月。

本项目针对当前虚拟现实产业在内容生产技

术方面的严重不足这一现实问题，面向文化创意

产业等应用，研究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高精度深

度图像获取与合成技术与装置、基于深度信息引

导的高效三维场景表示和重构技术、开发 VR 媒

体内容分析与合成软件系统、搭建 VR 媒体内容

在线体验技术服务平台，为虚拟现实内容制作与

生成提供技术支撑，并开展在网络直播、展览展

示领域中的示范应用。

面向文化创意的 VR 内容获取
装备研制及产业化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rom September 2016 to December 2017 
with Grant No.KGZD-SW-407.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develop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devices for efficient VR content creation.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will develop novel methods and 
devices for extracting precise scene depth information from images. Our method will fuse information 
from multiple sources to alleviate the adverse influence caused by uncontrolled lighting, lack of 
textures, and texture repetition, etc. We will also develop technologies for the efficient representation 
and realist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scenes. Based on these technologies, we will develop software 
system for VR content creatio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We will also seek to industrialize our 
technologies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VR Content 
Creation Technologies and Devices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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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文化创意的 VR 内容获取装备研制及产业化

经过近一年的研发，本项目已经取得了诸多

成果。在关键技术方面：

实现了高分辨率深度图的实时获取。获取

高分辨率的场景深度图是实现高精度三维重建的

关键问题，需要克服高分辨率图像带来的高计算

成本与实时性的矛盾，本项目采用分辨率达到

2048*2048 的相机，设计了融合红外图像与可见

光图像的深度信息获取装置（如图 1 所示），可

实现高分辨率深度图的获取。提出了基于深度学

习的双目立体匹配算法，实现了红外图像的深度

信息优化求解（图 2），并使用 GPU 实现算法并

行化，计算效率达到 3000fps。从而突破了高分

辨率深度图的实时求解的技术难点。在此基础上，

开发实现了多视角深度图的融合算法，实现了基

于多目深度信息的三维场景重建。

克服了纹理缺失问题。场景中的纹理缺失会

造成立体匹配错误，影响到深度信息的精度。为

解决这一问题，本项目引入了红外斑点光源增强

场景中的纹理信息（图 3），针对这种斑点图像

设计了立体匹配算法。并提出了融合可见光图像

与红外图像的深度信息全局优化算法，进一步修

正了视差图的误差与空洞。

提出了鲁棒的前景分割算法。为了减少场景

中的背景干扰、提高重建的精度与效率，需要把

前景目标与背景准确地分离。为此，本项目采用

背景幕布有效地减少了背景纹理的干扰，并提出

了融合红外与可见光图像的联合条件随机场模型

与推断算法，实现快速准确的前景目标分割。在

此基础上设计开发了基于多视角轮廓图像的三维

模型重建与纹理映射算法。

在系统设计方面：本项目集成了红外相机与

可见光相机以及红外光源，构建了一个深度图获

取装置（图 1）；搭建了约 25 平米的实验场地（如

图 4 所示），四周采用绿幕背景，实际采集的区

域约为 5 平米。可以实现 1-2 个人的表演捕捉。

开发了基于 WebGL 的三维模型展示与渲染客户

端、开发了 H.264 编解码程序用于实现三维动态

场景的压缩传输。

本项目的下一阶段，将重点完善和优化动态

场景的三维建模算法，进行大规模系统测试，并

积极开展示范应用。

图 1 深度图获取装置 图 2 深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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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采集场地

图 3 红外散斑效果

科
研
成
果
与
主
要
进
展 



63

面向可穿戴式行为感知的精准模型测试仪研制

面向可穿戴式行为感知的
精准模型测试仪研制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Research Equipment Development Project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7 with Grant No. YZ201527. Accurate recognition of human 
activit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fi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ajor chronic disease and behaviors. 
Despite the great progress made on the relation of those diseases and activities, it is still not feasible 
to perform early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because specific medical equipment is rare and limited. In 
addition, great challenges may arise for wearable alternatives as there are no large amounts of fine-
grained activity data available. We hereby propose the scientifically accurate modeling equipment 
for wearable activity recognition. Based on the big data theory, the equipment can imitate human 
natural movement using the full-correlated non-linear moving model via high-freedom mechanical arm 
system. Then, the multi-channel sensing system captures activity data in a wide range to accurately 
approximate the wearable devices.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can collaborate both original 
wearable data and diverse activity data provided by different people via manifold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s and sparse coding models. Finally, the equipment can simultaneously generate and validate 
accurate activity data. Our equipment can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avail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high-
precision activity sensing models.

Scientifically Accurate Modeling Equipment for
 Wearable Activity Recognition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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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可穿戴式行为感知的精准模型测试仪

研制”是计算所牵头承担的中国科学院科研装备

研制项目（批准号：YZ201527），项目起止时间

为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本项目以研制国内外首台套精准行为感知模

型测试系统为目标，针对重大慢性疾病领域的科

学问题，以大数据理论模型与方法为支撑，研制

一套面向可穿戴式行为感知的精准模型测试仪。

该仪器能生成行为科学研究所需的大规模精细多

样性个性化数据，同时在此大数据基础上，实

现对行为感知模型精准度的高效评估，最终实

现模型的高可用性与可信度，为重大慢性疾病

临床行为表征的新发现、新认知和高精准识别

提供重要支持。该仪器的建成和使用，将推动

重大慢性疾病早期诊断产生一系列世界一流的

科研成果，也将加快实现我国重大慢性疾病早

诊早治的国家需求。

2016 年本项目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了硬件设

备研制和相关理论方法的研究，主要的科研成果

如下：

1. 硬件设备研制

1）多自由度仿人机械臂研制

多自由度仿人机械臂是整个项目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本项目中，机械臂负责模拟人体相关运

动并产生运动数据的任务，为项目后续的人群差

异性行为数据的流形迁移学习生成技术的研究与

实现，基于稀疏编码的情境差异性数据生成技术

的研究与实现，以及全关联非线性人体动力学控

制模型研究与实现提供设备基础。整套系统实物

图如图 1 所示。

	2）高通量多模数据感知模块研制

多模数据感知模块是安置在机械臂特定位置

的微型数据传感装置，用于模拟可穿戴设备，采

集不同行为状态下的传感器数据。多模数据感知

模块具有以下特点：（1）多模集成传感；（2）

高宽频数据采样；（3）参数自定义；（4）无线

实时数据传输等。项目组自主研发了多模数据感

知模块，集成运动传感器、通信模块、主控芯片

和外围电路等单元，在实现模块高性能的同时，

尽量减小设备体积和功耗。图 2 展示了数据感知

模块样机图片。该模块将服务于后期大规模人体

动力学模型的数据采集。

  

2. 关键理论与算法研究

1）人群差异性行为数据的流形迁移学习生

成技术研究

充分利用人群差异性可以减少行为感知过程

中对标定数据的依赖。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利

用流形迁移学习技术，提出了分层迁移学习方法，

主要包括候选集生成、类间迁移和二次标定三个

阶段。我们将些方法应用于大规模人体行为识别

数据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为使得我们

的方法与多自由度仿人机械臂协同工作，我们提图 1 多自由度仿人机械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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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人 - 机器人运动数据映射方

法及系统，并申请了相关专利。

2）情境差异性数据生成技术研究

针对离线训练的静态行为识别算法识别能力

的不足，有监督增量学习方法需要大量的用户干

预，和无监督增量学习方法性能退化等问题，我

们提出了一种自监督增量学习行为识别模型 SS-

ARTMAP-AR，利用用户日常行为中周围的情境

信息（Bluetooth, Wi-Fi, GPS, GSM 等）更新模型。

我们利用 Self-supervised ARTMAP 模型在第一

阶段学习仅包含运动属性的有监督训练样本，在

第二阶段利用运动和情境特征融合的无监督训练

样本进行自我更新。图 3 展示了 SS-ARTMAP-AR

的算法流程图，实验标明我们的方法比现有的增

量方法在精度和鲁棒性上都有较大的提升。

 

3. 成果总结与展望

本年度，项目组严格按照本项目申请书中的

计划进行实施，在设备研制、算法创新方面都

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提前或超额完成中期目标。

项 目 组 在 UIC 等 知 名 国 际 会 议 及 期

刊上发表与本项目相关的学术论文 5

篇， 申 请（ 或 受 理） 专 利 4 项， 申

请软件著作权 1 项。在 2017 年度，

我们将利用已有平台和技术，继续进

行可穿戴行为识别方面更深层次的研

究。具体包括：继续研究全关联非线

性人体动力学控制模型，采集代表性

人群动作捕捉数据，继续研究基于稀

疏编码的情境差异性数据生成技术。

最后将进行设备的联合调试和性能测

试以及推广使用。

图 2 多模数据感知模块样机正反面实物图

图 3 SS-ARTMAP-AR 算法流程图

面向可穿戴式行为感知的精准模型测试仪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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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是扶贫开发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点

工作。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强调，

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为

响应习总书记号召，中国科学院发起了定点扶贫

项目“科教卫同屏互动服务平台”（批准号：

KFJ-FP-22），此项目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承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参与，起止时间为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主要任务是研制

科教卫同屏互动服务平台并在科学院扶贫点开展

平台部署示范，通过创新信息化服务模式，实现

科教卫同屏互动服务平台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rom July 2016 to December 2017 with 
Grant No.KFJ-FP-22.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key work that must be persist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k. And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stressed that more efforts should be 
taken in the precis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precision of getting out of poverty when he was 
surveying in Guizhou in 2015.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unched this fixed-point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undertaken by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wit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participating in. The goal of ICT is to 
customize the design of this platform and wearable mobile classroom for people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deploy them in poor areas. Using innovative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l and the experts, 
teaching courseware and other resources the USTC possesses, the project can help people in poor 
areas get access to rich quality resources without stepping out of the village. In this way, the project 
can raise the level of knowledge of people in poor area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poor areas.

Screen Interactive Service Platform in Science,
Education and Health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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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卫同屏互动服务平台

精准扶贫。该项目前期研发的技术有面向用户体

验的自适应传输技术、基于精准对象分割的虚实

融合视频合成技术、交互式鲁棒编码技术、基于

高能效接入点选择的低功耗定位技术和可穿戴增

量智能感知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 IEEE Trans. 

Multimedia、ACM Multimedia、IEEE ICIP、

IEEE ICME 以及 Ubicomp 等国际顶级期刊和会

议上，累计达到 80 篇以上，相关发明专利 10 余项。

 在前期的技术基础之上，2016 年该项目

的主要进展如下：

1.	 完成科教卫同屏互动服务平台及可

穿戴移动课堂各项核心技术的研发

科教卫同屏互动服务平台的通信基础是设备

互联互操作，互联的设备主要包括科教卫资源单

位 PC、监控统计决策平台，科教卫同屏互动服

务平台，可穿戴设备和智能手机。多屏互动的目

标是建立科教卫同屏互动服务平台和各种设备之

间的互联，在此基础上兼顾未来科教卫同屏服务

平台的应用功能扩展，实现异构物联协议的设备

互联互操作。

目前，科教卫同屏互动服务平台及可穿戴移

动课堂已完成，具体可实现如下 4 大功能和服务：

1）同屏互动功能及服务

科教卫同屏互动服务平台实现扶贫点和地方

扶贫办的视频交互功能，提高政策传达和工作汇

报的效率，同时实现农民与专家、扶贫人员与专家、

农民与扶贫人员间的交流，解决因地域问题导致

的互动不便问题，帮助扶贫人员提高服务水平，

帮助贫困农民技术脱贫。

2）视频广播培训功能及服务

科教卫同屏互动服务平台实现跨地区的大规

模培训。由于地域和交通限制，把农民集中在县

城进行农业培训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是不现实

的。使用本系统，可以将每个村落的农民集中

在扶贫点，地方扶贫办使用视频广播功能与所

有扶贫点连接，专家坐镇扶贫办给农民培训农

业种植的专业知识，向扶贫人员和农民提供专

家线上指导。

3）视频点播功能及服务

由于受地域和交通的限制，边远山区的农民

缺乏对外面世界的认识，更缺乏农业专业知识。

科教卫同屏互动服务平台提供大量关于农业技术

领域的专业知识，通过跨平台的远程视频点播服

务，帮助农民在不出村落的情况下获取丰富的知

识，扩充自己视野，进一步掌握农业技能。

4）音频陪伴功能及评估学习质量功能

边远山区的学生很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外面的

世界，课余生活单调枯燥。为了丰富和高效安排

学生的课外时间，可穿戴移动课堂提供休闲娱乐

音频陪伴服务和评估学习质量的功能。老师可在

终端下载学生喜欢的课外知识和学习资源，让学

生在课外时间进行休闲娱乐和学习。老师可根据

设备上的运动传感器分析学生行为，对其学习情

况做出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因材施教。

2.	 完成科教卫同屏互动服务平台系统

部署及试运行

在北京及中科院扶贫点搭建科教卫同屏互动

服务平台，在广西环江、贵州水城、内蒙古库伦

以及北京服务中心共部署 9 套科教卫同屏互动服

务终端，在贵州水城光炽希望小学部署 500 套可

穿戴移动课堂，系统部署图如图 1 所示。其中，

贵州水城设备部署如图 2 所示，内蒙古库伦设备

部署如图 3 所示，在科教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设备部署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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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部署图

图 2 贵州水城设备部署

图 3 内蒙古库伦设备部署 图 3 内蒙古库伦设备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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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高效网络安全测试系统研制项目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开放高效网络安全测试系统研制项目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7.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quirements of network security, we have been developing an open, scalable 
and efficient virtualized network security testing system.

The system will finally have the ability to test the performance and security of network application and 
security equipment. Compared with the hardware equipment, the network security testing system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cost will greatly enhance our academy’s strength of network security 
research, system development, optimized deployment and network security defense. In addition, 
it will hopefully be applied to relate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nd 
operators.

Open and Efficient Network Security 
Testing System Development

本项目是中科院科研装备研制项目，起止时

间 是 2016 年 1 月 至 2017 年 12 月， 在 2016 年

底完成了项目的中期验收工作。

项目的主要内容是：针对网络安全的测试需

求，研制开放、可扩展、高效的网络安全测试系统，

通过开放 API 与软件编程方式实现新型网络安全

攻击流量产生，通过测试系统分布式部署测试管

理集中式控制分析，实现端口与性能扩展性，通

过创新的多核并行数据包处理算法提升测试系统

性能。最终研制完成的高效低成本的网络安全测

试系统将提升我院网络安全研究、系统研发、优

化部署以及网络安全防御能力，支撑我院网络安

全的部署和研究工作的发展，并在相关科研机构、

设备厂商、运营商得到应用。

与传统的测试系统相比，本项目研制的测试

系统具有以下特征：

科
研
成
果
与
主
要
进
展 



70

2016
科研成果年报

图 1 测试场景

△ 高效：测试系统使用多核处理器和专用

数据包处理卡相结合的方案，采用软硬件高效技

术，支持海量客户端的访问模拟。

△ 高可扩展性：通过不同类型测试探针的

堆叠，生成具有更大规模、更多种类的流量，从

而对 DDoS 防护设备和其保护的主机产生真实的

压力，得到更有实际价值和意义的测试结果。

△ 开放性：针对新业务的攻击不断出现，

测试系统有完全的开放性，允许用户自行开发协

议和攻击，利用测试系统对新业务进行测试。

本年度完成了系统的架构设计和测试仪表实

例的开发工作（如图 2 所示）：基于通用 PC 架

构和通用 Linux 系统进行设计和实现，保证测试

仪表平台通用性，同时模块化的设计保证系统可

以方便移植和扩展到嵌入式、网络处理器以及分

布式环境中。

此外，在实现过程中，发现在虚拟化环境下，

由于数据包在物理机、虚拟机之间的多次内存拷

贝造成了严重的性能开销，和物理机相比，虚拟

化环境下的仪表实例性能大幅度下降。我们基于

PPDK SRIOV 技术对测试仪表实例进行了虚拟化

I/O 的优化工作。直接通过 VF 从物理网卡捕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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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测试仪表实例架构

回放数据包，绕过开销巨大的内核协议栈，实现

高性能的用户空间的网络 I/O，相较于 VM 原生

的基于网桥和 veth-peer 设备的虚拟网络有了很

大程度的优化，从而实现了虚拟化场景下高性能

的南北向网络 I/O。采用 DPDK 和 SRIOV 技术后，

虚拟机中的发包程序，在配置为 4 个核的计算资

源情况下，可以达到 64 字节的小包 20Gbps 线

速发送。对于 128 个字节的数据包，则需要 2 个

核达到线速，512 字节以上的数据包，需要 1 个

核就可以达到线速。测试结果显示，虚拟机中的

测试仪表应用的 I/O 能力可以满足需求。

 

开放高效网络安全测试系统研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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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A 类 - 李炼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7 
with Grant No.Y504141000. Software systems all suffer from bugs and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It 
has been a long term goal in both industry and academia,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security of existing software system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novel program analysis techniques 
to automatically find bugs and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in software systems. The research outcome will 
largely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security of software systems in practise. 

We have developed a static bug detection tool “wukong”, which can automatically report bugs 
and securities by analysing the source code of a software system. Our initial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wukong”  significantly outperforms existing commercial and open source tools: it can 
analyse 100,000 LOC in 2 minutes, and is able to find tens of new bugs and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from common open source software including Bash、Sed、httpd. We have also studied on how to 
reconstruct the system behaviour of distributed systems from their running logs, for the purpose of 
system behaviour monitoring and diagnose. We developed a prototype system for Hardoop.  In 2016, 
we have published 5 papers in total, including a CCF-A ranked prestigious journal, and two CCF-B 
rank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Reliability and 
Security of Softwar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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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A类 -李炼

本项目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A 类项目（批

准号：Y504141000），起止时间是 2015 年 1 月

至 2017 年 12 月。本课题针对如何有效提高软件

测试效率和效果这一问题，研究先进的程序分析

方法进行自动化地测试和验证，并构建原型系统、

为提高软件测试效率和效果提供有效的实际解决

方案。

2016 年度本课题按照预定计划开展了针对

C/C++ 程序的静态检错方法，以及针对分布式系

统的结合运行时日志的辅助调试方法研究，取得

了突破性的进展并构建了原型系统，完成了预期

目标。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C/C++ 程序的静态检错方法和原型

系统

静态分析检错通过静态分析源程序有效检测

出潜在的错误和安全漏洞，是能够有效提高软件

可靠性和安全性的重要手段。静态分析检错面临

的一个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是“如何高效精确地

分析指针别名关系”。当前各种静态检错工具和

方法并未能良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大大影响了其

检错的能力。

针对这一关键技术问题，本课题提出了一个

全新的解决办法：通过分析内存对象的不同状态

来区分该内存对象在不同状态时的指针和别名关

Wukong 静态分析检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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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既避免了昂贵的路径敏感分析，又有效地解

决了传统指针分析方法应用于静态检错时的误报

率过高的问题。基于这一方法，本课题实现了静

态分析检错工具原型系统 Wukong ( 如下图所

示 )。初步实验结果表明：Wukong 可以在 2 分

钟 内 分 析 10 万 行 代 码， 并 能 从 Bash、Sed、

httpd 等常见开源应用中检测到数十个已有工具

无法检测的严重错误和安全隐患。

2.	 分布式系统的辅助调试技术研究

本研究旨在检测分布式系统中服务质量低于

预期目标（如响应时间长、结果不正确）的用户

请求，并辅助用户检测诊断造成服务失效的原因。

本年度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通过运行时日志，在

不影响系统正常执行的前提下自动提取服务请求

的执行流。服务请求执行流也是分布式系统检测

和诊断的一个基本依据，目前用户服务执行流的

提取通常需要人工插桩，严重影响了分布式系统

的运行。

通过运行时日志提取执行流的关键难点在于

如何将分布式系统不同组件的日志关联到一个统

一的服务请求上。本课题提出了一种通过分析通

信代码分的方法来自动关联不同组件间的日志，

从而提取完整的执行流。目前将该方法已实现原

型系统并成功应用于常见大数据分布式处理系统

Hadoop+HDFS 上。

本课题 2016 年度的研究成果已发表论文（包

括 录 用）5 篇， 其 中 在 国 际 顶 级 期 刊（CCF A

类）TSE 发表文章一篇，在 CCF B 类国际会议上

ICCD2016 和 CC2017 上发表文章各一篇。

创 新 

       求 实 

              团 结 

                      高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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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于工业、农业、环保、旅游、家庭医

疗等行业的大规模物联网环境监测系统应用，推

动物联网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在故宫博物院世界

文化遗产监测平台项目的支持下，计算所开展了

通用复杂物联网环境监测系统关键技术的研究，

通过多模态智能设备、物联网基础软件和物联网

云数据服务三项核心技术的并行研发，形成了能

够支持智能感知、可靠传输、智慧支撑以及管理

应用等多层次物联网无线环境监测系统的技术体

系。其核心技术包括： 

1. 面向强动态复杂环境的物联网智能设备：

超低功耗的多模自适应通信的智能感知终端；

2. 面向物端设备和云端系统协同工作的低资

源占用物联网基础软件：资源敏感的操作系统、

超轻量级 Web 协议栈和应用执行引擎；

3. 可适应人机物三元互操作的云端智能数据

服务系统：多源异质信息的表达、融合和特征学

习以及多终端协同任务构建机制；

上述核心关键技术已在故宫博物院世界文化

遗产监测平台系统中进行了规模化的持续模应用，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无线环境监测系统技术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Key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Project of China and the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is research generates three core technologies: multi-radio intelligent sensor 
node, IOT Fundemental operating system and communication protocol stacks and the IOT oriented 
cloud data service. These technologies enable the large scale enviroment monitoring system to 
support intelligent sensing, reliable transmission and smart data&application management, which 
enlarge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monitoring under complex 
environments.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The Sensor-network-based Smart Monitoring System 
Technology for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76

2016
科研成果年报

科
研
成
果
与
主
要
进
展 

目前已覆盖故宫 120 余间地面宫殿和库房，为故

宫木质宫殿、书画、陶瓷、丝织物等珍贵文物提

供了可靠的环境数据监测服务，提高了故宫工作

人员在紧急事件处理和常规维护过程中的效率。

同时，该技术还作为故宫博物院国际合作展览的

监测系统，服务了多次国际顶级展览，受到来自

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的好评，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系统软件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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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是计算所 - 华为联合实验室的合作项

目之一，项目起止时间是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传统的视频监控中，难以从大量的

数据中自动检测复杂场景中的行人和车辆等目标。

本项目把视频分析和多种类目标检测识别作为视

频大数据管理的有效抓手，旨在解决混杂场景下

智能对象分析问题。具体来说，本项目将设计深

度学习算法，在给定图片内自动检测、定位多种

类候选对象，并识别类别。另外本项目也将构建

视频对象大数据库，覆盖行人，骑行，机动车，

车型，及组成部件等视频对象大数据收集和手工

标注。通过把深度学习算法设计和大数据构建结

合在一起，既构建算法，又构建高质、高量的视

频大数据库，旨在构建业界一流的多种类对象检

测与识别系统，从而显著提高智能视频分析的实

际应用水平。 

大规模视频对象数据库是完成项目的基础。

在数据准备方面，目前项目组已委托数据采集公

司专门采集了视频监控场景下的行人和车辆数据。

为了使数据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项目的数据均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视频大数据多种类对象检测
技术合作项目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ICT-Huawei joint lab from December 2015 to December 2017. In the 
traditional video surveillance, it is difficult to detect the target of pedestrians and vehicles in the 
complex scene automatically. This project will design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in a given picture 
to automatically detect, locate a variety of candidate objects, and identify categories. In addition, 
the project will also create a large database of video objects, covering pedestrians, riding, motor 
vehicles, models, and components. In the end, this project will create a first-class multiclass object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system.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Multi-object Detection Technology in Video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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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行人检测结果示意图 图 2 行人检测性能曲线

在多个场景下进行采集，例如，十字路口，学校

门口，商场，过街天桥，批发市场，各类展会 /

影院门口等。另外，数据的采集时间包含了一年

中的季节变化和一天中的早中晚等变化，这样使

得采集到的行人具有较大的表观差异。另外，数

据采集时的天气也涵盖了晴天、阴天、雨天、雪天、

雾霾天等常见的天气状况，这使得数据库能够尽

可能地包含各种条件下的行人和车辆数据。截止

至目前，项目组已经完成了第一期的采集和标注

任务，共采集和标注将近 10 万个行人框。为算

法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在算法方面，以 Faster-RCNN 为主要技术

路线，项目组已经实现了对真实采集到的监控图

像进行行人，车辆和骑行的检测。在 FPPI 为 0.1

时的行人检测准确率已经由原始的 35% 左右提高

到了 86% 左右，行人和骑行的检测也均能达到

85%。同时，算法能够实现对行人的多种属性进

行预测，例如性别，年龄。在 GPU 环境下，对

于尺寸为 2048*1536 的图像进行检测的时间约为

50 毫秒。图 1 给出了当前检测算法的检测结果，

图 2 给出了对于不同尺寸的行人的检测性能。另

外，基于项目的研究内容，已经申请专利一项，

投稿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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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和 GPU 上 深 度 学 习 算 法 库 开 发”

由中科院计算所和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主要针对旷世科技的深度学习产品在嵌入式平台

无法实时处理数据等性能瓶颈，开发的一套性能

可移植的高性能深度学习算法库。该算法库在

ARM、X86、GPU 等不同硬件平台上均取得了高

性能，有效推动了旷视科技深度学习产品的研发

和推广。主要合作内容包括两部分：DNN 算法库

开发和计算机视觉算法库开发。

DNN 算法库主要面向 NVIDIA Kepler GPU

以及 ARM v7/v8 等嵌入式处理器，研发高性能

深度学习检测平台。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中，卷

积层的计算开销是影响性能的瓶颈，而卷积层的

计算也可以转化为稠密矩阵运算。针对稠密矩阵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CPU 和 GPU 上深度学习算法库开发

The project is a collaboration project between ICT and Face++ cooperation.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the performance bottlenecks on embedded platform of Face++ cooperation’s deep learning 
products.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develop a high-performance and performance-portable 
library (contains DNN algorithms and computer vision algorithms) for deep learning application. 
Finally, we achieve high-performance on different platforms, (such as ARM, X86, GPU and so on) 
and greatl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Face++ cooperation’s deep learning 
products. Figure 1 shows the performance comparison between our implementation and cuDNN v3 
on NVIDIA TK1 GPU. The results show that our implementation outperforms cuDNN v3 by 25% on 
average. Figure 2 shows the performance comparison between PerfCV and OpenCV. Compared 
to OpenCV, PerfCV achieves an average of 30%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n different computing 
platforms.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Development of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Library 
on CPUs and G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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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与 cuDNN v3 的性能对比

乘法、稠密矩阵向量乘法、以及多通道卷积等深

度学习基础运算，进行了深度性能挖掘。在 ARM 

v7/v8 处理器的性能挖掘方面，由课题组成员开

发维护的 OpenBLAS 基础线性代数子程序库在

ARM 上的性能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采用的主要

优化技术包括高速缓存级划块、寄存器划块、预取、

访存开销隐藏等。在异构加速器 GPU 性能挖掘

方面，除了对基础数学算法进行优化之外，还将

针对决定总体性能的模块进行专门优化，如针对

卷积层的性能优化，采用的主要优化技术包括全

局存储优化、LDS 优化、寄存器优化以及指令级

优化等。此外，将卷积运算与矩阵乘法运算进行

融合，从而避免了卷积运算到矩阵运算的转化，

显著降低了访存开销。图 1 是 TK1 上与 NVIDIA

商业深度学习算法库 cuDNNv3 的性能对比。通

过在不同计算规模上卷积层的性能测试表明，优

化后的卷积层相对于 cuDNNv3 性能平均提升了

25%。

 

计算机视觉算法库方面，针对目前在 ARM

平台上缺乏高性能计算机视觉库，而应用广泛的

开源计算机视觉库 OpenCV 也存在过于庞大、

性能无法满足实际需求的情况，结合旷视科技的

实际应用场景，开发了可跨平台的高性能计算机

视觉库：PerfCV。PerfCV 充分借鉴了课题组已

有的计算机视觉库 OpenCVCL（基于 OpenCL

的高性能计算机视觉库，已经提交到 OpenCV

官方库中），采用与底层硬件架构特征深度融合

的自适应优化技术，从访存、计算、数据本地化

等多个方面对计算机视觉算法进行了深度优化，

不 仅 支 持 ARM V7、ARM V8、 X86 和 GPU 等

多个不同硬件平台，并且在所有硬件平台上均实

现了比 OpenCV 更高的性能。同时，PerfCV 可

根据用户需求针对应用场景，从算法、输入和实

现等方面进行高度定制。到目前为止，PerfCV

实现了颜色转换、形状变化、图像滤波、特征检

测等类别的图像处理算法的开发和优化，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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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erfCV 相对 OpenCV 在各个平台上的性能对比图

了对所有数据类型、边界类型和插值方式的支持。

最终，PerfCV 成功融合到旷视科技的实际产品中，

在功能性和实时性两方面较之前产品，均取得了

非常大的提升。图 2 显示了 PerfCV 中的几个算

法与 OpenCV 在不同计算平台上的性能对比。

从中可以看出，相对于 OpenCV，PerfCV 在不

同计算平台平均取得了 30% 的性能提升。

从 优 秀 到 卓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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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是企业合作项目“知识库自动构建技

术合作项目”， 起止时间是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旨在构建适用于开放垂直领域的知识库

自动构建平台，支持面向开放领域的百万实体级

知识库构建。为基于知识库的用户画像、数据变

现提供支持。

2016 年度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开放知识库自动构建框架

课题提出了一套开放知识库自动构建的框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知识库自动构建技术合作项目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ICT-Huawei joint lab from May 2016 to April 2017. It aims to study 
how to build knowledge bases concerning a specific domain, or a specific language from scratch 
automatically. The methodology supports the construction of a knowledge base with at least one 
million entities, and many related applications such as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etc. The main 
results of this projects are as follows:

1. It proposed an open and systematical framework of automatic knowledge base construction, which 
includes two phrases: knowledge extraction and knowledge fusion. The framework supports the 
automatic knowledge update.

2. It proposed a new entity alignment method by using the knowledge graph embedding technique. 
Specifically, to align two entities (e.g., two movies from different online video websites), it firstly learn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se two entities by representing them by two low-dimensional vectors. And 
then it turns the problem of entity alignment into the problem ranking, which aims to find the best 
answer among the candidate entities.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Automatic Knowledge Base Construction-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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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知识库的构建从逻辑角度讲，包括知识获取

和知识融合两个方面。其中知识获取的主要目的

是从开放网页、在线百科和核心词表等数据中抽

取概念、实例、属性和关系。知识融合的主要目

的是实现知识的时序融合和多数据源融合。下图

进一步描述了知识库构建的思路。具体来讲，知

识库构建过程包含两部分：(1) 存储众所周知的常

识性知识的通用基础库，这些知识可从维基百科

等在线百科中直接抽取获得。(2) 特定领域的知识

库，从左至右依次为领域 1 到领域 n。基于每一

个领域知识的特点不同，每一个特定领域知识库

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三部分：导出的通用基础库、

领域基础库和领域网络库。具体地讲，导出的通

用基础库是指从常识知识中选取的和领域相关的

知识构成的知识库。领域基础库是用来描述领域

相关的其他基本知识。领域基础库中的知识主要

来自领域字典、核心词汇表等。为了获取当前最

新最实时的领域知识，领域网络库用来从开放的

互联网网页中抽取领域相关的最新知识。在下图

中，橙色点和黑色点代表从网页中抽取获得的知

识，点之间的边代表知识间的关联关系。随着网

页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内容的不断更新，领域知识

库可实现自适应增长。上述这些知识库的构建共

同完成知识获取的全过程。此外，我们利用已有

的公开知识库，如 Freebase, YAGO 等实现了知

识融合。基于此框架，课题构建了百万规模的领

域知识库。

 

2.	基于表示学习的视频实体对齐方法

研究

课题基于视频网站的数据，对来源于不同网

站得视频实体进行对齐，即判断多个实体是否指

图 1 开放知识库自动构建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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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体自适应间隔示意

代同一个实体。如，“X 战警：天启”这部电影，

在不同的视频网站描述名称不同。例如在豆瓣电

影网站为“变种特攻：天启灭世战”、而在百度

视频网站则为“X 战警：启示录”。这就需要对

不同来源的视频信息进行对齐，即确定他们是否

描述的是同一个视频。

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自适应间隔的向量表

示方法来做视频实体的对齐，输入是一个以三元

组形式表示的知识库，和需要对齐的实体集合，

输出是对齐的实体对。具体包括 4 个步骤：第一

步，对输入的知识库预处理，生成正例三元组集

合和负例三元组集合；第二步，对知识库，计算

实体自适应间隔；第三步，迭代对基于间隔的损

失函数进行优化，同时迭代进行第二步，学习得

到知识库的向量表示；第四步，对给定实体生成

候选实体集合；第五步，对候选集实体进行打分；

第六步，选出分数最高的实体，作为给定实体的

对齐实体。

在计算实体自适应间隔方面，根据知识库中

特定实体的结构特性，计算特定实体的间隔。事

实上，对于特定的头实体（或尾实体），当实体

的向量表示使得所对应正例的尾（或头）实体聚

簇在一起，那些与他们之间为负例的实体之间伴

有一定的间隔，此时取得最优值。正例实体与 h（或 

t）具有相同的关系，负例实体与 h（或 t）之间

存在不同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优的实体

集间隔 M 就等于两个同心超球面体的超半径模长

的差，如下图 2 所示（这里以二维图形来表示）。

具有正关系的实体（图中使用空心圆表示）均位

于内侧球体，负关系的实体（图中使用空心正方

形表示）均在外部球体以外。最优间隔 等于内外

超球面体之间的距离间隔，该间隔把属于 Nr 的元

素与 h 分开，同时能够使得属于 Pr 的元素距离 h

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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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是计算所 - 华为联合实验室的合作项

目之一，项目起止时间是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项目内容主要包含人脸检测、面部特征点

定位以及人脸识别三个核心模块。

一．基于DCNN的人脸检测技术

为了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取得精度的大幅提

高，将传统方法与深度方法结合是一种有效实用

的方法。一个代表性工作 Cascade CNN，，将

CNN 与传统的 Cascade 框架融合，使用了三

个级联的 CNN 作为分类器，每一级 CNN 对候选

窗口判断是否是人脸，以及矫正人脸框。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人脸识别技术合作项目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ICT-Huawei joint lab from May 2016 to April 2017. Biometrics recognition 
technologies using face, fingerprint, and iris hav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recent year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se technologies to be applied into re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in contactless and nonintrusive operations, face recognition is becoming more popular 
in video surveillance, access control, and person authentication. However, different applications 
have varying requirements w.r.t. the recognition speed and accuracy, and the running platforms and 
environment, making it very difficult to address all these issues with a universal model. In this project, 
based on our advantages i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we hav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problems of universal model learning, modal adaptation, model compression and acceleration, and 
platform support for cloud computing servers and mobile devices, to meet the various requirements 
of applications by Huawei Co.,Ltd. At present, we have achieved more than ten times of improvement 
in face recognition speed and model compression with support to platforms like CPU and ARM, 
leading to a new generation of SDK consisting of face detection, alignment, and recognition.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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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L 课题组在 Cascade CNN 的基础上进

行了改进，将第一级的 CNN 替换成了全卷积网络，

显著提升了速度。同时在网络结构设计与训练上

进行了优化，在 FDDB 数据库上 100 个误检下

召回率达到 88%，性能显著高于原始 Cascade 

CNN。进一步，将分类网络与回归网络合并，形

成针对多任务的联合学习与优化框架，在 1080P

图像上达到 30FPS 的检测速度。

二．基于DCNN的面部特征点定位技术

特征点定位可以看作是从人脸表观到人脸形

状的复杂非线性映射过程，为此 VIPL 课题组采用

卷积神经网络来刻画这一非线性映射函数。该算

法包含两个核心模块，即人脸形状初始估计模块

和人脸形状预测改进模块，两个模块相互补充，

以达到更好的精度与更快的速度。人脸形状初始

估计模块采用轻量级的卷积神经网络来实现。该

网络可以快速、准确地预测出不同姿态、表情、

光照、遮挡等条件下的人脸形状。为了进一步提

升特征点定位模块的精度，设计了形状预测改进

模块，使用深度回归网络来预测当前形状的与目

标形状的残差。该定位方法定位精度高（在 IBUG 

300-W 取得国际最佳定位结果），且定位速度快（达

到 300FPS），定位模型小（小于 1M），可以很

好地支持手机上各种应用。

三．基于DCNN的人脸识别技术

针对人脸识别应用，VIPL 课题组设计了新

的网络结构进行人物身份信息的快速抽取，结合

Spatial Transformer Networks 设计出对姿态鲁

棒的人脸识别网络。深度神经网络通常需要大量

的数据进行预训练。基于已有的通用场景人脸图

像可以得到对多种场景均表现良好的深度网络模

型，VIPL 课题组采用样本迁移以及通用 - 特定的

迁移训练等方法，进一步提升人脸识别模型对于

老人、小孩、黑人的识别性能。深度网络模型在

诸多任务中均具有良好的性能，然而深度网络模

型较高的计算复杂度以及模型复杂度也给其在实

际场景下的应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满足手

机端人脸识别的需求，VIPL 课题组从网络二值化、

模型剪枝与压缩、参数矩阵低秩等不同层面对人

脸识别模型进行了简化与加速。

以上研究成果在华为荣耀 Magic 手机和华

为云相册中得到了成功应用，VIPL 课题组所在的

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也因此获得华为公司颁

发的优秀合作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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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是中科院计算所部署的所创新课题，

起止时间是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

我们正在迈入“万物互联”时代 , 万物互联

将人类社会与信息空间、物理世界有机的融合在

一起，形成了“人 - 机 - 物”三元一体的世界。

目前的“物端”软硬件基础架构并不适合“万物

互联”的时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应用

需求极度碎片化，从而导致了大量定制封闭的垂

直软硬件栈，解决方案难以复制，成本昂贵。二

是目前大多数所谓的“智能设备”并不真正的智

能，其上运行的大都是固定应用，功能单一。最后，

物端主要通过传感数据进入信息空间，而对多维

感知数据的理解是目前三元世界融合的主要鸿沟。

本课题将面向上述挑战和问题，研究物端的芯片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物联网平台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ICT Creative Project from May 2015 to Decmeber 2017. We are entering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era. IoE means the connection of human society, cyber space and physical 
world, forming a "human - cyber - things" ternary world. The current "end"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frastructure is not suitable for IoE, mainly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are 
extremely fragmented, 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custom closed vertical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ck, the solution is difficult to be generalized, thus the cost is high. Second, most of the so-called 
"smart device" is not really smart, most of them are running a fixed function. Finally, the physical 
world merge into the cyber world mainly through the sensor data,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multi-
dimensional perception of data is the main gap between the ternary computing. This project will 
provide a series of core key technologies from chip architecture, operating system up to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and to provide an open source HW/SW plat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oE. We expect to have an impact on IoE ecosystem.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HW/SW Plat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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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操作系统、应用开发和部署等一系列的核

心关键技术，打造开源开放的物联网基础软硬件

支撑平台，为物联网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一套整体

解决方案，并预期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首先，物端处理器芯片（ΦPU）是智能物体

和可穿戴设备的核心和基础。物端芯片面临的主

要挑战是“昆虫纲”现象，也就是物联网应用对

终端设备的需求差异很大，或者高性能，或者低

功耗，或者低成本，或者小尺寸，或者兼而有之

等等，诸如这些差异就导致了大量垂直集成的软

硬件栈。这带来的问题是单一产品的成本高，成

功的产品之间很难复制，直接影响了物联网的发

展和真正为大众所接受。

本项目研制的物端芯片正是面对这一挑战，

研究软件可定义的芯片架构，使得一种架构能够

满足多种不同的应用的需求，使得设计在不同应

用之间可复制。解决需求差异大的主要方法是在

硬件上提供异构的资源，并做到灵活可配置，让

应用觉得如何组合和使用硬件资源，以满足他们

的需求。

其次，微核操作系统（ΦOS）的研究内容主

要包括：（1）事件驱动的操作系统微内核：设计

可动态重构的内核架构，构建自学习型资源调度

器和受限多进程执行管理机制；（2）基于 REST

风格的资源受限 web 服务协议栈：研究在 K 级

科
研
成
果
与
主
要
进
展 

存储和内存条件下，通过动态协议资源最小化机

制和 web 服务基础软件设计方法来提供标准的

RESTful web 服务，并优化由周期性休眠和网络

强动态性引起的请求响应率和响应延迟问题；（3）

研究基于 web 服务支持第三方应用动态加载、

执行和运行时优化的 App 引擎：研究如何基于

多个资源受限的物联网前端设备所提供的 Web

服务构建高可靠性应用，研究面向资源的自适应

实例化应用编程框架，有效降低物联网应用开发

的难度，提高应用在物联网实际环境下的执行稳

定性。

最后，研究智能感知中间件（ΦDK），主要

任务是从物联网平台海量的分布式异构数据中获

取有意义的、高级抽象的知识以支持决策系统。

研究团队通过研究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抽

象共性功能模块，设计感知功能模块的组合方

法，实现构建可定制的智能感知中间件，并通过

wearable-hub 和智能地毯等应用来展现其对物

联网应用程序的支撑作用。

目前取得研究进展是 ΦPU 已近完成前端逻

辑设计，进入后端和投片设计阶段，含异构双核

结构和感知神经网络处理器 ，拟采用中芯国际

55 纳米低漏电工艺，整体功耗不超过 500 毫瓦。

项目还开发了智能无人机和智能随身雾霾表，用

于演示平台的特点。

图 1 ΦPU 芯片封装示意图 图 2 智能无人机（演示系统） 图 3 智能随身雾霾表（演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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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芯 CPU 新 一 代 微 架 构 研 究” 是 计 算

所 2016 年部署的所创新课题，研究龙芯新一代

TOCK 处理器核心 GS464V，在相同的 28 纳米

FDSOI 工艺条件下，通过微体系结构优化和物理

设计优化，使得 GS464V 的性能和工作频率均比

上一代处理器核心 GS464E 提高一倍，主频达到

2GHz，SPEC CPU2006 的分值达到 20 分，综合

性能与同主频的 Intel Ivybridge 架构的处理器核

心相当。

GS464V 处 理 器 核 心 实 现 了 兼 容 MIPS 指

令 集 的 LoongISA 指 令 集， 支 持 256 位 SIMD

指令和加解密指令，支持基于动态执行监控的

安 全 防 护 机 制， 提 供 虚 拟 化 和 X86 动 态 二 进

制翻译硬件加速机制，可二进制兼容现有龙芯

3A2000/3A3000 的 软 件。GS464V 处 理 器 核 心

在微结构设计上采用激进的超标量乱序执行技术，

总体微结构设计如图 1 所示：含有 4 个定点执行

部件、2 个浮点 / 向量执行部件和 2 个访存部件；

分支预测器性能大幅提升，达到市场主流同类

CPU 产品性能；集成 64KB 一级指令 Cache、

64KB 一 级 数 据 Cache 和 256KB 二 级 私 有

Cache，四个处理器核心组成一个处理器结点，

共享 12MB 三级 Cache，并在各级 Cache 存

储层次上均实现了激进的硬件预取机制。

	重点 / 重大科研任务进展

龙芯 CPU 新一代微架构研究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ICT Creative Project from Jan. 2016 to Dec. 2018, developing the 
new generation ‘tock’ core GS464V of Loongson processor. The goal of GS464V is to double the 
performance and frequency from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core GS464E, while using the same 28nm 
FDSOI process. Through micro-architecture optimization and physical design optimization, the 
expecting frequency of GS464V is 2 GHz, and the score of SPEC CPU2006 Benchmark is 20. Such 
performance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Intel Ivybridge processor core.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Research on Micro-Architecture of New 
Generation Loongson Proc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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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工作重点是 GS464V 处理器核心微

体系结构的设计和优化改进，完成了 GS464V 处

理器核心总体微结构的设计和关键模块的优化改

进，在相同主频下定点性能比 GS464E 提高 30%

以上。具体的设计与优化改进工作如下：

①完成了 GS464V 处理器核心新版浮点运算

部件的逻辑设计与功能验证。新版浮点运算部件

全面兼容 IEEE 754-2008 标准，与当前主流处理

器浮点标准保持一致，降低了用户应用移植时的

工作量；全面实现了硬件对于非规格化数的处理，

能够显著降低 GS464E 因频繁触发非规格化数例

外而引入的性能损失。

②完成了 GS464V 处理器核心向量部件的逻

辑设计和初步的功能验证。

③完成了 GS464V 处理器核心新版分支预

测器的逻辑设计与功能验证。新版分支预测器在

面积仅增加 1 倍的情况下，显著提升了分支预测

器的预测正确率，经硬件仿真平台实测，SPEC 

CPU2000 分支误预测率显著降低，定点性能平均

提升约 10%。

④完成了 GS464V 处理器核心访存部件的访

存延迟优化。改进后的 GS464V 在一级 Cache

不命中的情况访存延迟比 GS464E 减少 7 拍，经

硬件仿真平台实测，SPEC CPU2000 定点性能平

均提升约 10%。

⑤完成了 GS464V 处理器核心访存部件的访

存推测执行机制的优化，经硬件仿真平台实测，

SPEC CPU2000 定点性能平均提升约 10%。

GS464V 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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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向科研进展

研究方向科研进展

Progress of Various Research Areas

Compiling and Programming
In 2016, the compiler group made some 
progresses on programming and compiler 
optimizations for multicore procesors, and 
completed the related 863 grant and the first 
stage of cooperation project with Huawei 
(A-type). Professor Lian Li, the PI of a One-
hundred talent program, led his group making 
some progresses on program analysis. In 
particular, the representative progresses are 
highlighted below:

1) We proposed a programming framework for 
the programming and compiler optimization for 
heterogeneous datacenters. 

2) We proposed a runtime binary code re-
randomization system, namely ReRanz, to 
mitigate the memory disclosure attacks. ReRanz 
could re-randomize the code when the attackers 
have obtained the information of code layout and 
are about to upload the payload. 

3) We proposed a ‘full-stack’ memory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hybrid memory architectures, 
which include cache, channel, and DRAM-
NBM, to manage and optimize the memory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high-throughput and 
high-performance servers. Our group also 
developed a programming interface for NVM 
resource al location, i .e.,  NVMalloc, thus 
programmers can explicitly control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different memory resources. 
Related publications include IEEE TC-2016, 
ICCD-2016, and ISCA-2014.  

编译与编程

编译方向在多核编程和编译优化方面全面完

成了 863 课题和华为 A 类项目第一期的研发工作 ,

并顺利通过相关的验收；百人计划研究员李炼带

领团队在程序分析方面的研究进展顺利。此外，

在如下三方面，编译团队的科研工作也取得了突

出的进展：

1）围绕异构数据中心编程和编译方向，取

得两方面的进展。在可编程性方面，对 Hadoop

Progress of Various Research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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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park 两个编程框架提供了异构芯片的扩展接

口，提供标准的 API 允许用户将加速芯片代码以

插件的方式插入到 Hadoop/Spark 中，以适应多种

目标平台，并在运行时灵活根据申请到的资源启动

相应平台代码的执行。在有效性方面，我们构建了

资源与任务的亲和性模型，来衡量资源分配的有效

性，从而决策资源在多个应用间的分配策略，进一

步构建应用程序的弹性资源描述，允许数据中心应

用在运行时根据共生应用的情况调整自身的行为，

可将应用共生时的干扰降低约 40%。

2）在内构软件安全方面，针对目前破坏性

强的基于内存泄露的代码重用攻击，提出一种针

对二进制代码的持续随机化技术，通过持续地改

变代码的布局，使攻击者无法获得必要的信息，

从而不能实施攻击，所开发的 ReRanz 系统的架

构如图 1 所示。该系统具有四大特点：①直接作

用于二进制程序，具有很好的可部署性；②基于

共享内存机制的代码随机化方法，解决了运行时

代码变换破坏数据不可执行保护（DEP）的问题；

③随机代码时不突变代码指针，只在解引用跳转

时进行安全翻译，解决了运行时跟踪代码指针困

难的问题；④基于传输数据量积累的随机时刻选

择，解决了频繁随机导致高性能开销的问题。安

全和性能实验表明，ReRanz 能够保护大型应用

系统，并且性能开销控制在 9% 以内。

3）在面向包含混合异构存储的高通量、高

性能服务器的操作系统（OS）内存资源管理与优

化方向，本研究组首次提出了贯穿整个内存体系

Cache, Channel, DRAM-NVM 三个层次的“全栈

式”混合内存体系管理框架。该框架建立从“计

算需求”到“数据”，再到“存储资源”最佳映射，

在有效提高内存系统吞吐量和服务质量的同时，

也大幅提升了 NVM 的寿命，降低了其运行时能耗。

此外，本研究组还研发了针对 NVM 资源分配的

编程接口 NVMalloc，为程序员提供了控制异构资

源分配的有效手段。前阶段研究成果发表于 IEEE 

TC-2016, ICCD-2016, ISCA-2014 等领域内权威

学术会议和期刊。

Design & Test for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Fault Tolerance Computing
Targeting the challenging problems of reliability, 
security, power and energy in integrated circuits 
(IC) and computer systems, the research of the 
Integrated Circuit Laboratory is in the areas of 
IC design verification and test,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fault-tolerant and energy-efficient 
computer architecture, error-tolerant computing. 
The research outputs are innovative fault 
detection and reliable design techniques from 
chip level to system level, which provide effective 
technical supports to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of microprocessors and computer systems. 
With these contributions, the IC Lab has won 
the 2012 National Technology Invention Award 
(second prize) and the 2015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second prize) 
from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图 1 ReRanz 系统的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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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SI	测试验证、设计自动化、硬件安全和

容错体系结构

集成电路实验室围绕 VLSI 测试验证、设计

自动化、硬件安全和容错体系结构等开展深入研

究，取得的突出进展如下：1）在 VLSI 测试验

证方面，提出了一种模型检验的状态覆盖率评估

方法，纠正了以往近似计算方法中的覆盖率低估

问题，能够处理所有 CTL 公式，有效提高了状

态覆盖率评估的处理能力。2）在设计自动化方

面，提出了一种 FPGA 神经网络加速器的自动

生成方法 DeepBurning，面向机器学习或人工

智能应用，有效简化了基于神经网络加速器的设

计流程，针对不同神经网络模型自动生成硬件和

软件方案；3）在硬件安全方面，提出了面向物

理不可克隆函数 (PUF) 硬件安全模块的攻、检、

防方法，通过 PUF 安全性评估证实了若干新型

PUF 未达预期安全性，采用基于随机数发生器

的外围防护电路设计有效提高 PUF 的安全等级。

4）在容错体系结构方面，提出了一种基于核性

能等效的处理器性能优化方法 CoreRank，在缺

陷处理器核数少于 50% 时，能够有效隐藏处理

器核的性能降级。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DAC、

DATE、ICCAD、ITC、CCS、FPGA 等 国 际 知

名 会 议， 以 及 IEEE TC、TCAD、TVLSI 等 国

际知名期刊上。

集成电路实验室还组队参加了 2016 年 DAC

主会举办的 IEEE 低功耗图像识别竞赛，搭建了

原型系统，在深度学习算法层、体系结构层等多

方面进行联合优化，结合近似计算技术，在保证

图像识别算法满足规定的精度前提下、图像识别

速度相比传统解决方案高 2 个数量级，一举斩获

全部两项比赛项目的冠军。

Data Storage and Processing
We invest igated the s torage and query 
processing of tree-structured data, and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 tree-structured data 
management system, called Steed.  Examples 
of tree-structured data types include JSON and 
Google Protocol Buffers.  We analyzed record 
structures in representative real-world use cases 
of tree-structured data, including data feeds 
such as Twitter, JSON data used in Restful 
Web architectures, Google Protocol Buffers 
data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of distributed systems, public data 
downloading services (e.g., DBpedia, data.
gov), and sensor data in IoT.  We observed that 
while tree-structured data types are capable 
of expressing sophisticated nested, repeated 
structures, the majority of the sub-structures in 
real-world data are simple. In the schema tree 
representing the structure of a tree-structured 
data set, we observe over 90% of the root-
to-leaf paths are simple in all the real-world 
use cases. Based on this insight, we optimize 
storage structures, in-memory data layouts, and 
the column assembling algorithm for simple 
paths (while using the baseline solution for paths 
that are not simple). Compared to the state-of-
the-art systems that support JSON or Protocol 
Buffers, including PostgreSQL/JSON, MongoDB, 
Hive+Parquet, Steed achieves 10—1000x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for data analysis 
quer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ccepted and 
will be published in SIGMOD 2017 (CCF A-class 
conference).

Density Peaks (DP) is a data clustering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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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has recently become popular.  Compared 
to classical data clustering algorithms, DP does 
not require a-priori knowledge of the underlying 
data distributions, supports arbitrary cluster 
shapes, and provides a feasible solution to 
cluster high-dimensional data.  However,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of DP is O(N2), 
limiting its applicability to large-scale data 
sets.  We studied the parallelization of the DP 
algorithm.  We proposed, implemented and 
evaluated an approximate DP algorithm called 
LSH-DDP on MapReduce.  Experiments on 
the EC2 cloud platform show that LSH-DDP 
achieves 1.7-70x speedups over the baseline 
parallel DP algorithm. Compared to the state-
of-the-art EDDPC algorithm LSH-DDP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of DP by a factor of 2. The 
study was published in IEEE TKDE 2016, a CCF 
A-class journal.

数据管理研究

对树状结构数据的存储和查询处理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研发了一个树状结构数据管理系

统 Steed（见图 2）。树状结构类型的例子包括

JSON 和 Google Protocol Buffers 数据。对现实

中常见的树状结构数据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包括

Twitter 等数据服务的数据，Web 2.0 等 Restful

架构交互的 JSON 类型数据，分布式系统中通

信 协 议 采 用 的 Google Protocol Buffers 数 据，

许多公开的数据下载服务（例如 DBpedia, data.

gov），物联网传感器数据等。发现虽然树状类型

可以表达丰富复杂的嵌套、多值、缺值结构，但

是实际中大部分结构是简单的。把树状结构数据

表达为一棵树，那么在所有从树根到树叶的路径

中，有 90% 以上的路径是简单路径。针对简单路

径，优化了外存存储、内存数据结构、列组装算

法。与现有系统 PostgreSQL/JSON, MongoDB, 

Hive+Parquet 相对比，Steed 对于数据分析类操

作普遍有 10—1000 倍的性能提升。成果被 CCF 

A 类会议 SIGMOD 2017 录用。

图 2 Steed 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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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 Peaks (DP) 是一种近期提出并流行

的聚类算法。与其它聚类算法相比，DP 不需要

数据分布的先验知识，支持任意形状的聚类，并

可很好地解决高维聚类的问题。但是，DP 的计

算复杂性是 O(N2) 的，无法支持大规模数据的

聚类。对 DP 算法进行并行化的研究，提出并实

现了一种基于 MapReduce 平台的 LSH-DDP 算

法。在 EC2 云平台上的实验验证了 LSH-DDP 比

基础的并行化方法快 1.7-70 倍，比目前最佳方案

EDDPC 提高 2 倍性能。成果发表在 CCF A 类期

刊 IEEE TKDE 2016 上。

Operating System
In 2016 the OS group at the State Key Lab 
of Computer Architecture in ICT made some 
interesting progresses in pediatric machine 
doctor and large-scale log machine learning 
analysis in data centers. With respect to 
imbalance of number distributions of pediatric 
disease records, the traditional machine learning 
schemes would fail regrading of lack for training 
examples enough. However, that phenomenon 
is ordinary in the pediatric field, especially for 
some rare diseases. Therefore, we proposed 
an efficient new machine learning framework 
with some new effective various solvers, 
which improved the exactness of diagnosis 
for pediatric diseases.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successfully applied the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ies to accelerate online large-scale 
log analysis with the focus on scaling machine 
learning via faster iterative computing for those 
chosen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We first 
built a new such computing framework using 
memcache to implement a more efficient new 

real-time streaming processing scheme. Based 
on those work, we submitted three papers and 
four patent applications.

操作系统

2016 年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操

作系统组儿科医生思维和云操作系统大规模日志

两个方面的机器学习方面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进

展。针对儿科病例中不同病例数量分布上的不均

衡性，尽管传统机器学习方法由于缺少足够的学

习样本而导致失败，我们提出的 NIBUS 机器学习

框架和算法缺能够很好地克服这些挑战，从而能

够对传统机器学习方法处理不好的罕见疾病的小

样本机器学习算法的构建提出了很好的参考，从

准确率、召回率等综合指标衡量我们的方法是目

前文献中最好的，并已经申请了专利和撰写了论

文。另一个方面，云操作系统在层叠叠加模式下

打量复杂分布式开源软件和系统不断纵向叠架，

这种现象常常导致云 OS 内在行为和状态实时分

析的复杂化，例如为了更精准的收集信息构建云

OS 系统的状态空间会导致状态爆炸问题，为此，

为了实时监控云 OS 系统从而提供实时的故障、

安全和性能分析与评估，我们发展了面向大规模

云 OS 日志流分析的 RainbowML 系统，申请了

相关专利并发表了相关论文。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Mining
The Group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Mining 
is a technical team led by He Qing researcher, 
specializing in research areas such as data 
min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parallel data 
mining. The group in recent years published 
in the international important SCI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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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20 top conference papers. Bearing 
and completing 3 national 973 projects; 3 863 
projects; 5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projects were rated as excellent. Won the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and Wu Wenjun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ward. By the end of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rst cloud-based data mining tool 
platform PDMiner, for China Mobile TB level of 
actual data mining. The cloud-based parallel 
data mining technology and system of the 
research group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fields of telecommunication, national grid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1）提出基于大间隔子空间学习的在线贝叶

斯多视图学习算法

针对多视图数据的子空间学习问题，提出一

种将概率典型相关性分析降维方法和贝叶斯非参

数核学习结合起来的子空间学习算法，有效避免

核矩阵运算，并利用大间隔进行分类，实验表明

具有非常好的泛化性能。更进一步，针对大数据

场景，提出一种在线学习模型（见图 3），提高

了算法效率。该项成果发表在 IJCAI 2016。

  

2）提出线上线下行为关联模型

利用用户在搜索引擎中搜索的日志和这些用

户在线下的购物行为进行关联，最终进行更加精

准的营销。为此提出线上线下行为关联模型。在

北京某大型卖场进行了真实的部署和实验，消费

业绩提升了近 30%，该项成果发表在 KDD16。

 

图 4 线上线下行为关联模型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Th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Research 
Group at the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long been 
engaged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machine translation, the research group focused 
on machine translation research for more than 
10 years.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group 
has been contributing to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forefront of neural network 

图 3 在线贝叶斯多视图学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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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of machines, and published a series 
of high-level academic papers in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academic 
conferences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Related research papers are widely cited in 
international peers, and student papers have 
also won more than one best papers at domestic 
conferences. In the research filed of fundamental 
NLP technologies, the research group integrates 
a series of papers published at top conferences, 
and released a demonstration platform, which 
can respond quickly and robustly to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asks.

语言处理与机器翻译

研究组 2016 年在语言处理与机器翻译方面

的研究主要遵循两条主线：1）句法分析及其在机

器翻译建模中的应用；2）利用神经网络的知识表

示与学习能力综合多信息源提升任务性能。具体

的，针对句法分析任务本身，提出将子树作为分

解因子的依存句法分析模型（如图 5 所示），该

模型特别有利于提高在长句子上表现不佳的基线

系统。在翻译任务中，依存句法树可以被应用为

捕捉跨语言结构一致性的重要工具，其判别决策

可在一个迭代过程中通过渐进学习得到。另一方

面，为了进一步发掘深度神经网络的学习能力，在

机器翻译任务上，研究探索通过一个记忆内存与翻

译解码器进行交互，作为隐层向量存储的历史信息

的补充。在词性标注的任务上，通过多网络叠加研

究不同标注标准语料在学习过程中的融合。

 

Knowledge Grid

The Knowledge Gr id  research group is 
focused on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novel 
applications in semantics, data and intelligence. 
The main theoretic researches include: (1) 
Semantic link network；(2) Multidimensional 
resource space; (3) Cyber-physical Society. 
Based on these three theoretic frameworks, the 

图 5 依存树与基于依存边的转换翻译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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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group is developing novel applications 
in industry, economic and education areas.

信息物理社会语义计算

知识网格组在信息物理社会语义计算模型

研究中取得以下三项进展：（1）诸葛海研究员

对信息物理社会语义计算问题进行了系统性地概

述、归纳、抽象，将信息物理社会语义计算问题

凝练为一个高度、概括、统一的多维摘要问题，

并给出了信息物理社会语义计算的基本架构模

型，在 Elsevier 出版英文专著 Multi-Dimensional 

Summarization in Cyber-Physical Society；

（2）研究借助语法依存关系从新闻文本中提取

语义链网络，作为文档抽象语义，用于自动构建

抽象式文本摘要，在自然语言理解重要国际会议

COLING 2016(CCF B) 上发表论文两篇。（3）

研究异构科研文献网络上的排名方法研究，比对

大量最新排序算法在复杂、异构科研文献网络上

对节点进行排名时的特性，提出基于异构网络迭

代计算的异构多网络排名方法，在数据挖掘 CCF 

B 类期刊 JASIST 上发表论文一篇。

Graphics and Visualization
The research d i rect ion of  graphics and 
visualization is 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3D modeling and shape analysis，including the 
invariant feature of graphic and images, fast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phase contrast CT 
three-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etc..  A unified 
descriptive framework, called shape DNA, 
is established. A more concise and efficient 
invariant moment set and the invariants of the 
shape and color under the affine transformations 
are obtaine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pplied in 
healthcare, sports science and protein structure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etc.

The research team consists of 1 researcher, 5 
doctoral students, 2 postgraduates, and guest 
students.

图 6 信息物理社会语义计算的多维摘要模型和抽象摘要方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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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组

图像的特征一般认为包括了形状、颜色和纹

理等信息。这些特征的提取，传统方法一般是分

别提取，然后加权平均。但加权系数的选择是一

件困难的事情，因而使得所建立的模型与实际情

况差别较大，使得大规模图像检索等应用受到限

制。实际图像的采集可能同时包括了形状的扭曲

和颜色的复杂变异，寻找涵盖这些变换的方法为

学界所关注。已经有若干研究可以处理较为简单

的情况，如发生的变换是可以用对角矩阵表示的

情况。我们的研究扩展了已有的结果，获得了形

状和颜色同时发生一般线性变换或者仿射变换的

情况，在变换的表示上是一个满的矩阵，其形状

的变化包括了扭曲，颜色的变化包括了色彩空间

的的变化，这涵盖了应用中遇到的更广泛的情况，

是目前见到的最为复杂的模型。相关的成果已经

投稿到国际期刊在审。

Intelligence Science
The intelligence science research group mainly 
studies on mind modeling and brain-computer 
integration. Currently the group bears the subject 
2 "Brain-Computer Collaborative Cognitive 
Computational model", which is a part of 973 
project "Perception and Cognitive Computation 
Theory  and Method o f  Bra in -Computer 
integrat ion", focusing on brain-computer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 perception, brain-
computer cognitive modeling, motivational-driven 
joint intention and brain-computer collaborative 
action planning. A cognitive computational model 
of brain-computer collaboration is proposed. 
The core of the model is memory cognitive 
learning. In this model, we divide the memory 

into perceived memory, working memory, and 
long-term memory. Emergence of learning is a 
comprehensive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 to 
be sorted and transformed through clustering, 
classif ication,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result ing in a rat ional understanding. In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we use a variety of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including multi-
feature fusion deep networks,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etc., access 
to external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objects 
recognition.

智能科学课题组

智能科学课题组主要开展心智建模和脑机融

合的研究。目前承担 973 项目《脑机融合感知和

认知的计算理论与方法》中的课题 2《脑机协同

的认知计算模型》，重点研究脑机协同的环境感知、

脑机协同的认知建模、动机驱动的联合意图和脑

机协同的动作规划。提出了一种脑机协同的认知

计算模型，该模型的核心是记忆认知学习。在这

个模型中我们把记忆分为感知记忆、工作记忆和

长时记忆。在记忆认知学习中研究学习涌现问题。

学习涌现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通

过聚类、分类，形成概念，产生理性认识。在环

境认知中，我们采用多种机器学习方法，包括多

特征融合深度网络、极速学习机、支持向量机等，

获取外界环境的信息和目标识别。

Face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To explicitly deal with the occlusion problem 
in face alignment, a deep regression network 
coupled wi th de-corrupt  autoencoder is 
proposed.  The de-corrupt  auto-enc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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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in this work can recover the occluded 
appearance automatically, and can be further 
embedded in the deep regression network. 
This work is published in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 Jun. 2016.

To eliminate the complex (maybe even highly 
nonlinear) view discrepancy for favorable ross-
view face recognition, a multi-view deep network 
(MvDN) is proposed which seeks for a non-linear 
discriminant and view-invariant representation 
shared between multiple views. Specifically, the 
proposed MvDN network consists of two sub-
networks, view-specific sub-network attempting 
to remove view-specific variations and the 

following common sub-network attempting 
to obtain common representation shared 
by all views. This work is published in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 Jun. 2016.

人脸检测与识别

1）为了显式地处理面部特征点定位任务中

的遮挡问题，研究了耦合去遮挡自编码器的深度

回归网络，提出了去遮挡自编码网络可自动有效

地恢复遮挡预期的表观，并进而与深度回归网络

相结合，有效解决了遮挡场景下的面部特征点

定位问题。框架图如图 7 所示。该工作发表于

CVPR 2016。

图 7 遮挡鲁棒的面部特征点定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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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人脸识别中的模态分布问题，提出

了多视图深度判别网络，通过视图特性子网络与

公共子网络实现了视图差异的去除以及视图间共

性判别信息的提取。上述工作显著提升了跨模态

人脸识别的性能。框架图如图 8 所示。该工作发

表在 CVPR 2016。

 

图 8 多视图深度判别网络

 

Sign Language Recognit ion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Our group focuses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especially on gesture analysis and 
sign language recognition. We proposed iterative 
reference-driven metric learning (iRDML) 
method to tackle the signer-independent 
sign language recognition problem. On the 
DEVISIGN-L dataset (vocabulary size is 2000), 
we achieved 56.85% correct recognition rate. 
This work published on ECCV2016 and is the 

only one on sign language recognition. In a step 
further, we extended this distance metric with 
LSTM and verified the effectiveness on gesture 
recognition and activity recognition. The iRDML 
has been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into our demo 
systems for the robustness to different signers 
and low computational cost. 

Besides, we attended the ChaLearn LAP 
Large-scale Continuous Gesture Recognition 
Challenge and wan the first place in all the 50 
registered teams. A two-stream RNN gesture 
recognition strategy wa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idea of  hand detect ion,  temporal 
segmentation, and gesture recognition. We 
achieved the highest score for the recognition of 
4042 continuous gesture videos.

In terms of the system, we made a push into the 
Sign Language Instructor system and its web 
version, which provided a self-learning tool for 
both the deaf and sound people. In addition, at 
the gesture interaction aspect, we developed 
a system named gesture-controlled intelligent 
navigation on digital TV. Through the capture 
of the hand region, the system can realize the 
control to TV by recognizing the pre-defined 10 
kinds of gesture commands and 0~9 digitals.  

手语识别与人机交互

本年度课题组在人机交互方向继续围绕手

势、手语识别开展研究工作。课题组提出基于迭

代参照优化的方法用来解决非特定人手语识别问

题。在 DEVISIGN-L（2000 词规模）数据库上，

可以达到 56.85% 的首选识别率。这一工作发表

在 ECCV2016 上，是此次会议中唯一的一篇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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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方面的文章。课题组对此工作进行了扩展，

将该距离度量与 LSTM 框架融合，在手语识别、

动作识别等多个数据集上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该方法具有识别速度快，对不同的手语者鲁棒的

优势，因此，也成功的用于课题组的手语识别和

翻译系统，以及手势控制的数字电视智能导航系

统。此外，课题组参加了 ChaLearn 大规模连续

手语识别竞赛，提出了基于双流 RNN 的手语识

别策略，按照手部检测、时域分割、手语词识别

的技术路线，对 4042 个连续手语视频进行识别，

得到了最高的识别分数，在 50 只注册队伍中获

得了第一名。在系统方面，课题组进一步推动手

语教学系统的开发，完成了手语教学系统单机版

以及手语教学系统网页版的工作，这一系统可以

为聋哑人或正常人自学手语提供工具。另外在手

势交互方面，课题组开发了手势控制的数字电视

智能导航系统。通过实时获取手部区域并对预先

定义的十种手势命令和 0—9 数字进行识别，实

现通过手势对电视的控制。

Mutimedia Analysis and Searching
We conducted the research on the data biases 
caused by the scales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and exploited the efficient 
ways of combining multiple deep CNN features 
to obtain better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To 
this end, we proposed a CNN model for scene 
classification, combining multi-scale and multi-
CNN models. We also proposed a framework 
of category co-occurrence modeling for co-
occurrence noise filtering. In the proposed 
framework, the semantic multinomial (SMN) 
representations are extracted on local patches, 
then a co-occurrence dictionary is learned 

by a clustering algorithm, and the SMNs are 
denoised by sparse encoding with the co-
occurrence dictionary. Finally, the denoised 
SMNs are fed to the SVM classifier for scene 
recognition. The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n 
different scene datasets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Besides 
the visual content, there are rich and diverse 
attributes associated with the visual content 
from the Internet. We selected the food images 
with rich attributes as the samples for multi-
attribute analysis and explored them for audio-
video annotation and search. For the solution, 
we jointly modeled the visual content and its 
associated context information for effective 
visual recognition and analysis. Furthermore, 
we proposed a novel multi-modal multi-task 
deep belief network to simultaneously model 
visual content, textual ingredients and multiple 
recipe attributes together to enable various 
applications, such as image classification, cross-
modal retrieval and annotation. These work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cluding Pattern Recognition (SCI IF:3.399) 
and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SCI 
IF:3.509), and acce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AAI2017 (CCF A) and CVPR 2016 
(CCF A). Meanwhile, we won the champion in 
the competition of ACM Multimedia2016 Yahoo-
Flickr Grand Challenge on Caption Prediction.

多媒体内容分析与搜索

研究了卷积神经网络中受尺度影响的数据

偏差以及如何高效融合不同深度训练模型得到的

深度特征来获得更好的分类性能，建立了融合多

尺度多模型的场景分类网络，我们还提出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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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语义描述共生噪声滤波建模的方法得到各图

像块的语义描述，然后对其聚类得到语义共生字

典，利用训练分类器用于场景概念识别，在多个

公共数据集上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除了视

觉层面的内容信息外，对互联网中还存在与之关

联的不同层面的属性信息进行多角度分析，我们

选取属性关系丰富的食品图像作为样例进行分

析，研究各个属性的关联性，以及多层面属性对

视音频标注与搜索的作用。我们将食品图像丰富

的上下文信息和图像内容进行关联建模以便更有

效的识别和分析图像内容。还进一步提出了一种

多模态多任务深度置信网络同时建模食谱的视觉

内容，原料和多种属性信息，可支持多种应用，

包括图像分类，跨模态图片检索和标注等。以上

工 作 发 表 在 国 际 期 刊 Pattern Recognition (SCI 

IF:3.399)，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及

被 国 际 会 议 AAAI2017（CCF A 类 ），CVPR 

2016（CCF A 类 ） 接 收。 同 时 获 得 ACM 

Multimedia2016 Yahoo-Flickr Grand Challenge 

on Caption Prediction 竞赛的第一。

Virtual Reality
Virtual Reality team is an energetic group focus 
on basic and forward-looking technology in 
VR domain. Our present research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1) Physical-based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including 3D virtual 

avatar, various natural phenomenon and social 
behaviors. (2) Natural perception and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3) Fast modelling and 
rendering of virtual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done a lot of work on 
crowd and traffic simulation, especially under 
emergent situations. We also developed several 
applications which has been served to solve 
public security problem in Beijing Olympic 
Game, Shanghai World Expo, Beijing West 
Railway Station and etc..

虚拟现实

2016 年虚拟现实研究组围绕 VR 数据获取、

建模仿真两大核心问题开展研究，并注重研究成

果在公共安全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应用。在群体

运动建模与仿真方面，提出了支持本地群体实时

交互的虚拟现实系统自然人机交互方法，提出了

基于实例的车辆复杂换道行为建模方法，并获得

了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在数据驱动

的水面建模方面，采用深度相机捕获水表面三维

信息，提出了一种根据波浪表面速度信息联合波

浪表面的傅立叶频谱模型，实现水面建模的方法。

在数据获取方面，围绕奥视景展示系统提出了基

于特征点的三维旋转运动检测与旋转轴定位方法，

基于相机位姿估计和空间采样的 2D 全景视频生

成方法，以及面向虚拟视点绘制的空洞填补和弱

图 9 高度场及水表面建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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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场景三维重建方法。

Algorithm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for large-scale mass spectrometry data 
analysis
The proteome is the entire set of proteins 
expressed by a genome, cel l ,  t issue, or 
organism at a certain time. Recently, with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the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processing large proteome data 
becomes a challenging problem. The pFind 
team has focused on computational proteomics 
study since 2002 and proposed algorithms 
to solve important problems such as cross-
linking data analysis, detecting biological 
modifications, accurate quantitation of proteins 
and proteogenomics data analysis. More than 40 
research articles has been published by pFind 
team, including two articles about the pLink 
algorithm that published on Nature Methods. 
Furthermore, pFind Studio, including pFind, 
pQuant, pLink, pNovo and so on, has become 
the largest biological mass spectrometry data 
analysis platform in China. Now pFind and the 
related software have been downloaded nearly 
2,000 times and applied in more than 150 
biological studies.

规模化生物质谱数据分析与蛋白质鉴定算

法研究与软件平台研发

蛋白质组是生物细胞、组织、器官在一定时

刻和一定条件下表达的蛋白质的全体。近年来，

大规模蛋白质组实验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数据处

理和分析提出了严重的挑战。pFind 团队自 2002

年起，在该方向持续探索，系统性地解决了规模

化蛋白质鉴定中的一系列核心算法问题，如交联

蛋白质鉴定算法、蛋白质修饰的检测和鉴定算法、

蛋白质和肽段的准确定量算法和蛋白质基因组数

据分析技术等。pFind 团队至今在领域重要国际

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特别是交联蛋白质鉴定

引擎 pLink 相关工作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5 年连

续在 Nature Methods 期刊发表。同时，海量质

谱数据解析 pFind Studio 平台也逐渐成型，这也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生物质谱数据分析与蛋白质鉴

定 平 台， 包 括 pFind、pQuant、pLink、pNovo 

等核心引擎和 pXtract、pParse、pBuild、pLabel 

等配套软件。目前 pFind 系列软件国内外注册下

载累计近 2,000 套，并成功用于 150 多项实际生

物学研究。

Data Storage Research
Application demands on mass storage have 
increased tremendously in recent years. Current 
applications in large-scale cloud data centers 
and big data analysis environments demand high 
capacity, low redundancy, high IO throughput, 
and low latency. The center has developed 
a PB-scale SAN storage system--distributed 
network RAID. The system has mult ip le 
individual storage nodes working together to 
provide aggregate storage system bandwidth 
exceeding 10 GB/s. The cent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network RAID architecture and its key 
technologies, such as online expansion and 
fault-tolerance mechanism.

Hyper-scale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We are enter ing a  new era  o f  s torage, 
characterized by the need to manage ZB-scale 
data. To meet this challenge, the center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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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a prototype of hyper-scale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based on multiple metadata server 
architecture. Several core technologies of the 
prototype system have been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including distributed consistency, 
workload migration, high availability, and client-
side caching.

数据存储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方向简介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数据存储技术研

究中心是中科院计算所的数据管理和数据存储领

域的研究主体。数据存储中心致力于成为中国数

据管理与存储价值链研究的顶级研究中心，本中

心自主研发了面向大数据存储和云数据中心的多

项革新技术与解决方案。数据存储中心在研的项

目包括：面向下一代存储设备的存储系统，分布

式网络 RAID，超大规模分布式文件系统和广域

文件系统。数据存储中心的研究主要专注于以下

两个领域。

分布式网络 RAID

近年来，上层应用对大规模存储的需求迅猛

增长。大规模云数据中心与大数据分析的应用场

景对存储系统提出了高容量、低冗余、高 IO 吞吐

量和低访问延迟的需求。数据存储中心研发了一

种 PB 级的 SAN 存储系统 -- 分布式网络 RAID。

此系统是由多个存储节点协同工作组成的，其聚

合带宽超过 10GB/s。数据存储中心专注于网络

RAID 的架构和相关关键技术的研究，如在线扩

展和容错机制等。

超大规模分布式文件系统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管理 ZB 级数据为特征

的全新存储时代。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基于多

元数据服务器架构，数据存储中心研发了一种

超大规模分布式文件系统原型。在这个系统原

型基础上，数据存储中心开展了分布式一致性、

负载迁移、高可用和客户端缓存等多种核心技

术的研发。

Researching on High-Throughput 
Architecture and Applications
Nowadays, high-throughput applications such as 
internet data processing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enes of hign-end computing. 
However, traditional high-performance processor 
has showed some shortcomings when facing 
this kind of high-throughput applitions. In this 
context, the high-throughput computer research 
center launched researching on high-throughput 
applications and architecture. First, we analyz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throughput applications, 
researching benchmarks and evaluat ion 
criteria for high throughput microarchitecture. 
Second, we design high-throughput many-core 
architecture, including many-core topology, 
memory hierarchy, memory access data path 
and real-time scheduling policy based on 
hardware. Third, we design superconducting 
computer  archi tecture fac ing wi th h igh-
throughput applications, util izing the high 
processing speed and low power consumption 
of superconducting computer to futher improve 
the energy efficiency.

高通量处理器及应用

在未来的互联网发展中，以网络大数据处理

为代表的高通量应用将成为互联网技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高通量处理器面向高通量应用特征，弥

补传统高性能处理器在高通量应用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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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首先分析了高通量应用特征，提出了

以高通量处理器“制造、传输、消耗”数据为指

标的评价标准，依照此评价标准，在高通量处理

器设计中，采用了两级环状拓扑结构，提高了数

据传输的可预测性，保证任务执行的实时性；实

现了访存请求收集表，通过收集离散的访存请求

进行集中处理，提高了访存带宽的利用率；实现

了高密度片上路网机制，提高了网络链路的并发

传输效率；实现了多级全局拥塞监控网络，降低

了网络传输的拥塞程度；实现了基于硬件的实时

任务调度器，保证任务执行的实时性和服务成功

率。目前高通量处理器（DPU）原型芯片已流片

调试成功，目前在网络过滤、视频监控、云游戏

等领域开展示范应用。

图 10 高通量处理器

RTL 级系统架构 物理设计版图 晶圆 封装后芯片

从 优 秀 到 卓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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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服务的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与机制研

究”项目是计算所牵头承担的国家 973 计划项目

（批准号：2012CB315800），项目执行期限为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项目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通过课题验收，2016 年 10 月 31 日通过

了科技部组织的项目验收。

围绕传输与服务的动态复杂耦合、海量差异

化服务的透明映射以及可扩展服务路由与高效传

输等三个关键科学问题，项目在未来互联网体系

结构的理论模型、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的核心机

	结题验收的代表性成果

面向服务的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
与机制研究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Key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2 to 
August 2016 with Grant No. 2012CB315800.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pplications, such as Internet 
of Things and Cloud Computing, bring new demand to network technology. The current Internet is 
built on TCP/IP architecture and is faced with great challenges in scalability, mobility and security. The 
project researches a new architecture called service-oriented future Internet architecture. Based on 
the idea of service routing and service migration, the architecture can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e 
project gives new creative solutions in architecture design, high efficiency routing lookup algorithm, 
in-network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ransmission optimization.

So far, the project has published 489 highly-quality papers and applied 133 patents, including 2 
papers in Sigcomm. The project results can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Future Network 
Experimental Infrastructur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Research on Architecture and Mechanisms for Service-
oriented Futur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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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的验证与应用等三个方

面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一系列核心理论和机理

方法，超额完成了项目任务书的预期量化指标。

项目取得的关键创新成果包括：（1）提出

了面向服务的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为解决当前

互联网面临的可扩展性、移动性和安全性问题提

供了一条途径；（2）提出了一系列低存储开销、

可快速更新的高效路由查找算法，解决了多字段

查找、多转发表查找、海量表项查找面临的查找

效率低下等问题；（3）提出了网络内资源最优分

配、服务动态迁移等资源优化方法，减少了互联

网骨干网络流量，提升了服务获取效率；（4）提

出了基于网络上下文感知的传输优化机制和服务

定义传输框架，可满足不同类型服务的传输需求，

有效提升服务传输质量。

项目共发表学术论文 489 篇论文，其中国际

期刊论文 190 篇、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170 篇、国

内期刊论文 129 篇，包括 SIGCOMM 会议论文

2 篇；申请发明专利 133 项，其中 35 项获得授权；

提交标准草案 5 项，出版学术专著 3 本。项目实

施过程中重视人才培养，共培养博士毕业生 81 人、

硕士毕业生 279 人，培养了一批从事未来互联网

研究的青年学术带头人，建立了一支高水平的未

来互联网研究队伍。

验收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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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验收的代表性成果

面向多核 / 众核处理器的并行程序
编程技术、框架和语言支持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Hig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5 with Grant No.2012AA010902. It has passed its final 
inspection in the August of 2016.

To overcome the hurdle of programming wall, performance wall and power wall on multi- and 
many- core platforms, the project developed new languages or language extensions for parallel 
programming, designed new compilation frameworks to overcome the platform diversity, 
heterogeneous feature, the explosion of optimization space, and the power constraints, and put 
forward portable, high performance algorithm libraries for typical many-core platforms.

There published 34 technical papers, applied 16 patents of invention and received 7 software 
copyrights in the project. There are many innovations in the project, such as the Parray programming 
model based on new array types, the POMP programming model for mass programmers preventing 
users from concurrent errors, expert-guided compiling framework (EPOD), and low-power compilation 
techniques for heterogeneous FPGA platforms.

Som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real systems. A turbulent flow simulation 
written with Parray model ported to the home made, TaihuLight supercomputer, realizing the largest 
scale such simulation in the world. The POMP programming model and its interactive programming 
tools are now preliminarily used in the production stage in Huawei. A domain specific programming 
framework has also been applied to real aviation simulations improving both productivity and 
performanc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Parallel Programming Techniques, Framework and 
Language Support for Multi- and Many- core Pro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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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多核 / 众核处理器的并行程序编程技

术、框架和语言支持”是计算所牵头承担的国

家“十二五”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课题（批准

号：2012AA010902）， 它 是“ 新 型 多 核 / 众

核处理器编程与运行支撑环境”项目（项目编号

2012AA010900）的五大课题之一，计算所是该

项目的项目首席专家单位。本课题共有六家参研

单位，课题的起止时间为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8 月 18 日，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

发展中心组织专家在北京对该课题进行了现场验

收，观看了 Parray 新数组类型语言、UPC-H 统

一编程语言、POMP 编程语言和环境、数字媒体

领域的 COSTREAM 编程语言、航天领域的众核

编程接口 GPU-STM、可移植的 OpenCL 编译系

统、编译支持的低功耗计算等课题成果的演示，

审查了相关文件、资料，通过了课题验收，验收

结论如下：

1、课题针对在多核 / 众核上并行程序的开

发难度高、大量遗产代码移植难、并行程序的性

能优化难等问题，研制了两种面向领域的并行编

程框架、新型的并行编程语言和语言扩展、安全

的并行化编程语言，降低了用户并行编程和遗产

代码移植的难度；研发了专家协同的编译优化方

法、低功耗编译技术和自适应算法库，提高了程

序优化的效果和适应性。

2、课题在基于新数组类型的 Parray 编程模

型、安全的并行化编程语言 POMP 及其运行时支

持系统、领域专家协同的自适应编译优化方法、

面向 FPGA 平台的低功耗编译技术等方面有创新。

3、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已经应用到国产

申威处理器的并行程序综合优化系统中，利用

Parray 编程模型移植和优化的直接法湍流应用在

国产申威平台上实现了目前最大数据规模的模拟

计算；安全的并行化编程语言 POMP 及其交互式

集成开发环境，已经在华为公司的产品开发中使

用；面向航空典型应用的领域编程框架应用到航

空仿真计算的工作流计算中，缩短了开发周期，

提升了计算性能。

4、本课题发表论文 34 篇、申请 16 项发明

专利，获得 7 项软件著作权。

本 课 题 总 共 培 养 了 硕 士 生 49 人， 博 士 生

11 人。 本 课 题 的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PPoPP'13、

PPoPP'14、CGO'14、FPGA'13、FPGA'14、

FPGA'15、TPDS'12、JPDC'13 等 高 水 平 国 际 会

议和著名国际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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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编 程 虚 拟 化 路 由 器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及 系 统 研 制” 是 计 算 所 牵 头 承 担 的 国 家

“十二五”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课题（批准号：

2013AA013501），起止时间为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 2016 年 7 月通过科技部验收。

TCP/IP 在扩展性、动态性和安全性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研究新型的互联网体系结构是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的必经之路。未来互联网创新试验床

可为各种新型甚至未知的体系结构提供测试和部

署的环境，这就对试验床的核心设备路由器提出

	结题验收的代表性成果

可编程虚拟化路由器关键技术研究
及系统研制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Hig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5 with Grant No.2013AA013501. Network innovation 
testbeds should support the test of multiple innovative networking architectures or protocols 
simultaneously. Therefore, the router needs to provide flexible programmability, virtualization-based 
isolation and high performance packet processing. This project proposes an abstract hierarchical 
architecture to support many virtual devices running concurrently on one physical device with the 
strong isolation. For the programmability problem, we proposed OpenFlow multi-stage flow table 
conversion algorithm. Moreover, we proposed a bit-granularity programming method, and present 
a flexible meta packet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For the virtualization issue, we proposed flow table 
aggregation technologies among multiple virtual routers. For the performance issue, we proposed a 
high-efficiency flow counter and packet parser technologies. Finally, we implemented a prototype of 
programmable virtual router platform and evaluate our algorithms and models on this platform.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Programmable Virtual Router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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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要求，即灵活可编程、虚拟化和高性能。

灵活可编程特性支持新的体系结构和协议的方便、

灵活部署；虚拟化特性支持多个体系结构和协议

并行运行和隔离；而高性能特性为新体系结构测

试提供了真实环境，也为试验床与现有互联网的

互联互通奠定了基础。

项目以研制具有可编程、虚拟化和高性能特

征的新型路由器平台为目标，探索新型路由器体

系结构与功能层次划分方法，提出全新的支持虚

拟化与更加灵活可编程的路由器层次体系结构。

该结构将路由器硬件资源抽象为硬件设备层，之

后通过虚拟化平台层实现多个虚拟路由器并行

工作。在数据包灵活高效处理技术方面，提出

OpenFlow 多级流表灵活转换算法，将单级流表

拆分成对应的硬件所对应的多级流表的形式；研

究了面向可编程的数据包分类算法，归纳了决策

树算法的设计框架，将算法分解成不同的“元方

法”，通过组合不同算法的“元方法”，实现数

据包分类算法的可编程；提出了比特粒度可编程

算法。为了在单一物理设备上支持多个虚拟化路

由器，提出基于操作系统级的虚拟化技术，并提

出了基于 DPDK-SRIOV 的虚拟化网络架构，提升

数据包性能。而为了解决虚拟路由表规模膨胀问

题，将多张虚拟路由表聚合后存储在一块 TCAM

中以实现高速查找和快速更新。

应用上述关键技术，提出异构环境下的路由

器设计方法，以及层次化逻辑设计方法和基于虚

拟机的路由器软件控制方法，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众核数据包处理转发板（图 1），以及可编程虚

拟化路由器原型系统。测试结果表明，单台路由

器支持 128 个虚拟路由器实例，支持 IP 和非 IP

体系结构，整机 320 Gbps 以上的数据交换能力，

但板卡最高达到 20Gbps 数据包转发。可编程虚

拟化路由器原型系统已经在未来网络试验床等应

用部署。

在该项目的支持下，在 IEEE INFOCOM 等

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和 IEEE/ACM ToN 等网络领

域的著名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20 篇。申请国内发

明专利 10 项，申请国际 PCT 专利 2 项，参与制

定标准 1 项。10 余名青年骨干科研人员和 30 余

名研究生参加了该项目。相关技术已经应用于华

为实际产品中。

众核数据包处理板卡

科
研
成
果
与
主
要
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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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项 目 是 国 家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批 准 号：

61133015），起止时间是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随着网络向以万物互联、泛在移动、多网融

合等为特征的方向转变，以 IP 地址为核心、以传

输为目的而设计的 TCP/IP 互联网面临扩展性、

动态性、多态性以及可管可控等无法克服的问题。

而“打补丁”的方式，虽然能缓解部分问题，但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同时使得协议栈越来越臃

肿（7000+ RFC），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网络的创新。

本项目探索 IP 后的网络结构，抽象制约 TCP/IP

网络的本质原因，并按照变革（clean-slate）思

路研究新型网络体系结构，及其核心机理和实现

机制。本项目主要成果包括：

1．提出面向服务的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

（SOFIA）。SOFIA 以服务标识和网络标识为两

	结题验收的代表性成果

后 IP 网络体系结构及其机理探索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6 with Grant No. 61333015.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Internet usage is changing 
to ubiquitous connectivity, mobility. In this context, TCP/IP that is built with IP address as its core 
and with data transmission as its major purpose now suffers from problems in sever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scalability, dynamism, and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We propose a service-oriented 
future Internet architecture—SOFIA. The core idea includes: the separation of host’s identification from 
its location, the dynamic mapping of services to their locations. We made the following achievements: 
the layer model of the architecture, optimal cache capacity allocation in post-IP networks, smart 
congestion control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s among network, service and user. In 
addition, we design and implement the prototype of the SOFIA protocol layers, and the service router. 
We have also built a small-scale testbed for network innovation. In total, we have published 13 CCF 
A-rank conference papers, 19 IEEE/ACM transaction papers.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Service-oriented Future Internet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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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主要标识，解耦身份和位置耦合，为泛在移动

提供了最核心的支持。SOFIA 使用服务标识和网

络标识混合路由机制，解耦服务和位置，使得网

络融合存储、计算和传输功能，解决扩展性、多

态性问题。SOFIA 网络基于 SDN（软件定义网络）

理念实现，解耦控制和数据平面，解决网络的可

管可控问题。SOFIA 可通过隧道或者使用 IP 作为

网络标识两种方式实现从 IP 网络的过渡。项目实

现了协议栈原型及典型应用，验证了其对多播、

多路径和多宿主等网络基本功能的高效支持。

2．对 SOFIA 协议栈网络层、服务层以及传

输策略层的核心机理和实现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在网络层，针对多 FIB（转发信息表）压缩存储、

单 FIB 更新、多字段域 FIB 查找，提出一系列创新

算法与实现机制，查找转发达到理论性能逼近理

论上界；在服务层，提出可回退和路径分段服务转

发算法，并研究了网络内缓存资源最优分配、缓存

性能等若干重要问题；在传输策略层，解决应用层

多样化 QoE 需求和尽力而为的网络之间的适配问

题，提出丢包预测、智能拥塞等方法，大幅提升链

路利用率。此外，系统地刻画了网络性能、用户感

知的 QoE 以及服务资源部署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

机理，为新型体系结构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组发表 CCF 推荐

的 A 类 会 议 ACM Sigcomm 论 文 1 篇，IEEE 

INFOCOM 12 篇，IEEE/ACM Trans. 论文 19 篇，

ACM CoNEXT 等领域顶级会议 7 篇，申请国内

发明专利 17 项。培养 13 名博士生。部分成果已

经在华为等产品中得到应用。

图 1 SOFIA 体系结构

图 2 SOFIA 服务注册、请求和路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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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验收的代表性成果

多媒体内容分析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6 with Grant No. 61322212. Multimedia data, such as images and videos, has a 
bigger and bigger proportion in the data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various intelligent terminals. This 
trend presents new challenges to the analysis and retrieval of images. We need to develop image 
understanding and intelligent visual interaction techniques, combining the properties of contex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intrinsic properties of large-scale multimedia data.

This project is developed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first one is to propose innovative 
methods such as semantic manifold based multi-feature space context modeling, image recognition 
of multi-network model fusion, and conceptual co-occurrence modeling of scene recognition with 
joint local conceptual modeling and global semantic inference. The second one is to propose an 
adaptive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a probability graphical 
model based image recognition method. The third one is to study image re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sensor, such as RGB-D deep network and RGB-D hand-held object recognition 
based on heterogeneous feature fusion. Scene classification got the state-of-the-art performance at 
that moment, image recognition based 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hand-held object recognition 
are the first time to carry out and have a good innovation. The forth one is to develop multiple visual 
recognition and search systems: 1)a large-scale visual search and intelligent service system ISIA, 
which supports millions of image retrieval and specific concept identification, and provides online 
services and mobile retrieval;2) a hand-held object recognition system, which is presented in the 
ACM Multimedia conference;3) a dish image recognition system on mobile phone, which has great 
potential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For this project, the team has published a total of 28 academic 
papers, including 11 papers, published on IEEE/ACM Transactions, CVPR, AAAI, and ACM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Analysis of Multimedia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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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内容分析”是国家基金优秀青年基

金项目（课题编号：61322212），起止时间是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们根据研究计划，

从图像内容的视觉分析与语义理解方法、利用上

下文信息的图像识别、利用交互设备的多传感器

信息进行多媒体内容分析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

提出了基于语义流形的多特征空间上下文建模、

多网络模型融合的图像识别、应用于场景识别的

概念共生方法、基于地理信息的图像识别方法、

基于 RGB-D 的深度网络训练模型、以及基于异

质特征融合的 RGB-D 手持物体识别等技术，并

构建了大规模实例物体等多个数据库，同时开发

了视觉搜索与智能服务原型系统，并与联想公司

等开展了深入合作。本项目的所取得的技术创新

性成果包括：

◇ 提出了一种利用马尔可夫随机场对空间

和多特征上下文关系建模的方法 , 以增强图像语

义描述 , 并将该语义描述用于场景图像分类 , 在

大规模的场景公开数据集上得到了较好的分类正

确率。以该方法为基础的论文发表在国际会议 

CVPR2015 上。

◇ 提出了一种局部语义描述的共生建模方

法，该方法首先通过图像块的语义描述建立语

义共生字典，并将噪音的概念共生在编码和重

构的过程得到滤除，保留稳定共生，将滤波后

的语义描述融合到全局，还提出了一种应用于

语义空间的核函数编码，以提高在语义空间编

码的有效性，该工作发表在国际期刊 Pattern 

Recognition(SCI Impact Factor: 3.399) 上。

◇ 提出了一种多网络模型融合的图像识别

技术，研究了卷积神经网络中受尺度影响的数据

偏差问题，建立了多尺度多模型的图像分类网络，

以融合了来自不同模型不同尺度的特征 , 该方法

在 MIT67 和 SUN397上分别到达了当时最好性能。

该工作发表在国际会议 CVPR2016 上。

◇ 提出一种融合场景信息的图像自动语言

描述方法，现有图像内容自动描述方法只利用来

自面向物体的 CNN 的视觉特征。而对于图像的

内容自动描述 , 图像的场景信息也是一个很重要

的视觉特征，试验证明所提方法实验证明两种

信息的融合的有效性，该工作发表在国际会议

ACM Multimedia2016 上。

◇ 研究了利用多模态上下文信息的图像识别

方法，提出了基于地理模型的图像识别方法，并

进一步利用概率模型的方法对多种图像属性信息

进行建模表示，建立了利用外部信息和地理信息

的图像识别概率模型。此项工作有两篇论文发表

在国际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上。

◇ 提出了一种多模态多任务深度置信网络

同时建模视觉内容及多种属性信息。基于该模型

Multimedia, and issued 5 patents. This project participated in ACM Multimedia 2016 Yahoo-Flickr 
Grand Challenge on Caption Prediction and got the first place. Three datasets were established: 
instance-level image dataset INSTRE with complex scenes, hand-held object recognition dataset 
HOD based on multi-sensor and multi-modal food image dataset Geo-Food with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the project leader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Program for Special Support of Eminent Professionals and National Program for Support of 
Top-notch Young Professionals. He also won the Young Scientis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ward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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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面向食物图像的多种相关应用 , 包括菜肴

(cuisine) 分类 , 跨模态食品图片检索和标注。实

验结果展示了多种信息关联建模的有效性。此工

作被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接收。

◇ 提出了一种基于异质特征融合的 RGB-D 

手持物体识别技术，分别对多种特征的融合技术

以及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特征在 RGB 和 Depth 通

道上的适应性表示技术等问题上开展研究，提出

了有效的特征融合方法。相关工作在国际会议

ACM Multimedia2015 上进行技术展示，并发

表在期刊 Journal of Compu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上。

◇ 提 出 一 种 应 用 于 RGB-D 场 景 识 别 的

Depth CNN 训练方法，该方法利用深度训练模

型，将 RGB 和 depth 特征投影到同一空间，并

实现端到端的 RGB-D 网络融合及训练，利用该

方法在多个数据集上得到业内最好的正确率，该

工作发表在国际会议 AAAI2017 上。

◇ 提出了一个实例级视觉物体检索和识别

数据库 (INSTRE)，该数据库均衡的数据比例、

有更多的类内实例变化、包含复杂背景、含有物

体位置 的标注、具有多标签，并进行了广泛的

实验验证和测试。该工作发表在国际情况 ACM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上。该工作是我们

构建视觉搜索与智能应用系统的基础。

在项目执行期间，共录用发表学术论文 28

篇， 其 中 IEEE/ACM Transactions 和 CVPR、

AAAI、ACM Multimedia 等 重 要 学 术 期 刊 和

会 议 上 发 表 论 文 11 篇， 申 请 发 明 专 利 5 项。

学 术 获 奖 方 面， 参 加 ACM Multimedia2016 

Yahoo-Flickr Grand Challenge on Caption 

Prediction 竞 赛 的 第 一 名； 参 加 ImageCLEF 

2016 Natural Language Caption Generation

竞赛并获得第一名。人才培养方面，项目负责

人蒋树强获得 2014 年度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

尖计划支持；项目负责人与来自西班牙的 Luis 

Herranz 博士 2014 年 6 月共同获得中国科学院

青年科学家国际合作奖。共培养博士毕业生 3 名，

硕士毕业生 6 名。

从  优  秀  到  卓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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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楞纸生产线智能生产管理
与工艺支撑系统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5. At 
present,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domestic corrugated technician is short of the craftsman seriously, 
the skill level of operators, manufacturers of raw material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weather and 
other factors have a decisive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rate of finished corrugated paper, how to 
improve the corrugated paper manufacturing yield and reduce waste, has the vital significance to 
enterprises, state and society.

The system uses the network technology to remotely collect, transmit and store the real-time work 
data of corrugated paper production lines which distribute in the whole country, such as kraft paper 
manufacturers, moisture content of paper, tension index, corrugators speed, wrap angle, coating 
thickness,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temperature, pressure etc.. Using data mining technology to 
dig and analyze the data which was collected, forming a mature craft librar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paper,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mechanical operation speed, and curing the technology to 
terminal production line through the cloud. The system greatly reduces the restriction to the craftsman 
and other factors, and by combining with the scene management system, sends customer orders, 
material requirements, dispatching, craft and other production information to the production line 
directly, realizes the integration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hrough this system, the traditional corrugated production line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upgrade 
from the sale of equipment to the sale of services and craft packages.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Research Project of Intelligent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Process Support System for 
Corrugated Paper Product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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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是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项目，起

止时间是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 2016

年 7 月通过中科院验收。

广东省是包装大省，纸包装工业在广东包装

业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中，瓦楞纸板的生产

量和消费量都居国内同行之首、拥有的瓦楞纸板

生产线装备数量占全国数量的 1/3，原纸消耗量

占全国第一。因此，抓瓦楞纸板生产的节能降耗

和纸材消耗，提高瓦楞纸板装备的智能化控制水

平，是瓦楞纸包装业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是

带动纸包装业实现低碳发展、科学循环发展的最

有效的途径，对打造广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

链，实现智能化、低碳化、高附加值的新型广东

制造业有重要意义。

同时目前瓦楞纸制造行业共同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瓦楞纸的产品品质受到工艺、环境、纸张、

操作人员经验等因素影响极大，特别是瓦楞纸工

艺技师，人员水平对瓦楞纸生产成品率有决定性

影响。目前从事瓦楞纸工艺行业的技师越来越缺

乏，导致企业招人难，同时工艺技师的工资水平

也越来越高，对于制造企业来说人力成本不断提

高，而过于依赖于人员的技术水平，使瓦楞纸生

产设备品质更难以得到保障，生产也无法实现标

准化的管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

瓦楞纸制造企业普遍希望瓦楞纸生产线除了具备

高度自动化与柔性化外，还需要具备数据采集、

存储和挖掘的能力，形成智能化系统。通过智能

化的分析和管理，形成有效的工艺数据，减少人

为经验对生产的影响。

通过本项目的智能生产管理与工艺支撑系统

一方面可以解决行业高端工艺技师缺乏的瓶颈问

题，同时可提升瓦楞纸板生产线成品率，降低瓦楞

纸生产线设备能耗，降低瓦楞纸生产线原纸纸耗和

瓦楞纸生产线浆糊耗量，极大节约了纸张、电力和

粮食。加快实现瓦楞纸板生产线基础装备的创新，

实现智能控制瓦楞纸板生产线节能技术及装备的

产业化，带动区域包装产业的转型，带动区域经济

包装产业的高效、节能、减排，保障瓦楞纸板行业

图 1 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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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务院提出的单位能耗下降 20 ﹪的目标。

利用本项目研发的智能生产管理与工艺支撑

系统可以解决行业高端工程师缺乏的瓶颈。通过

数据挖掘把行业内少数顶级工程师的经验加以继

承，形成行业成熟工艺包，极大减少了对工艺师

的依赖，提高企业自身的生产过程标准化，使产

品质量更加稳定，同时有利于瓦楞纸包装机械装

备厂家快速响应下游客户生产线定制化和快速可

配置的需求，为自身和上下游创造更大的价值，

同时此模式可以在行业内得到快速推广与应用，

带动整个行业上下游的转型升级。

瓦楞纸工厂购买机器后再通过“云”购买工

艺进云制造的新模式颠覆了该行业传统的商业模

式。这种模式帮助装备制造企业实现从卖机器设

备产品到卖工艺服务的转变，形成新的盈利模式，

帮助传统制造型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应用本项目研发的系统，可提升瓦楞纸板生

产线 1.5% 的成品率，降低瓦楞纸生产线设备能

耗 1%，降低瓦楞纸生产线原纸纸耗 3%，降低瓦

楞纸生产线浆糊耗量 3%，极大节约了纸张、电力

和粮食，一方面为用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另

一方面为国家带来节能减排的结果。

图 2 系统应用

图 3 系统应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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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工业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仿真公共服务平台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rom May 2014 to December 2015. With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life cycle simulation has been an effective 
tool in the product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A full life cycle simulation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reg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constructed.  

This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the life-cycle simula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s has been built at 
3 levels, namely resource database, interface software and service capacity. Firstly, resource 
database, which was composed of model resources, software resources, hardware resources and 
human resources, is built to form the basis of the industrial product lifecycle simulation. Secondly, 
key technologies of interface software, such as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CAE)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for product design, rapid prototyping technologies for products 
manufacturing and virtual reality, are studied. Thirdly, service capabilities in the life-cycle simula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s are constructed. The platform is now widely used in mechanical, automotive and 
mold industry.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the Life-cycle Simula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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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是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项目，起

止时间为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主要任

务是通过搭建工业产品全生命周期仿真公共服务

平台，构建能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仿真公共服

务能力体系。本项目于 2016 年 5 月通过中科院

验收。

项目组搭建面向工业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仿真

平台，该平台在资源建设、工具开发以及服务能

力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图 1），详细描述

如下：

1．资源建设

本项目完成建设用于支撑工业产品全生命周

期仿真的公共资源池，包括数据资源、软件资源、

硬件资源以及人力资源四大部分。其中：

数据资源，包括：标准规范库、零件 3D 模

型库、仿真知识库、经典设计案例等数据资源。

软件资源，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

工程、人机工程分析、虚拟展示、虚拟体验等工

具软件。硬件资源，包括：专用高性能计算机、

3D 扫描设备、快速成型设备等。智力资源，整合

了国际、国内与工业设计相关的人力资源，为企

业的产品设计提供涵盖多领域、全过程的服务。

2.	工具开发

构建了面向工业产品设计的智慧仿真云并开

发了移动端入口（图 2），提供产品几何设计、

结构仿真与优化服务以及个性化定制设计、仿真

以及报告书的平台接口。构建了面向工业产品生

产的智慧工业云，智慧工业云用网络和云服务技

术，将社会化的制造资源与能力整合，对高端制

造设备服务按需分配，产业链上下游多用户、多

任务并行协同工作，提升制造资源的聚合、共享

和利用率。构建了面向工业产品运维的、支持多

终端访问的虚拟维修性分析、虚体体验接口程序，

仿真系统会依据维修方案的评价准则，给出误差

分析结果，并提出设计方案的改进意见。构建了

面向工业产品交易的“奥视景”三维虚拟展示系

统（图 3），通过拍摄系统让个人、商家、企业

能快速拍摄、制作产品全方位展示动画，通过“奥

图 1  工业产品全生命周期仿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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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移动互联网的入口：手机版界面

图 3 “奥视景”三维拍摄系统

视景”云服务快速对接现有移动互联网营销平台，

实现即时制作、快速分享，大大提升客户使用价值。

  

3.	服务能力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生命周期仿真的服务

体系，依靠搭建的全生命周期仿真技术平台服务

地方企业 100 家以上，并成立了行业联盟，进一

步促进仿真公共服务平台与地方具体产业结合，

推进产业化示范项目 52 个，确保平台为地方经

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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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验收的代表性成果

多核编程框架研究项目（第一期）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ICT-Huawei joint lab. Becouse of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prior project in 2015, HuaWei and ICT launched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parallel programming 
research project, and the project funding is a total of 2.7 million yuan. The project is mainly for 
the intelligent analysis of videos with deep learning techniques. The research subjects include: 1)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optimization methods for the deep learning applications; 2) conducting 
innovative studies on programming models and compiler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3) proposing 
a new programming model for deep learning applications. Image processing and deep learning 
applications heavily depend on accelerators to satisfy the demand on latency and throughput, 
such as multi-/many- core processors and vector processors. We hav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 high level domain programming model: ParaC, which can improve productivity and generate 
high performance programs. And experiment results on some important benchmarks proved: the 
language extensions based on domain applications can ease parallel programming and the domain 
knowledge driven compiler optimization can promise high performance on heterogeneous platforms. 
At present, we have extracted a benchmark from the real application of HuaWei. We are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characters and optimizing these applications, an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pproached in the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The vision of the project is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 
programming model to be used in the products development in Huawei, and it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in the futur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Parallel Programming Research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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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核和众核已经成为处理器的主要结构，越

来越复杂的硬件并行层次，给软件带来了巨大的

编程、优化挑战。针对上述问题计算所与华为公

司中央软件研究院在 2014 年 8 月签署了多核编

程模型项目，目标是以华为公司的典型应用场景

出发，为其提供新型的多核编程框架和技术方案，

以降低并行编程和优化的难度，在多核编程领域

开展创新性研究并取得技术突破。此项目是计算

所与华为公司的第二个 A 类合作项目，项目总金

额为 937 万。2015 年 12 月本项目验收通过，圆

满完成项目合同要求，共输出 10 篇技术专利，

其中两个被华为公司评价为高价值专利，本项目

成为首个直接落地到华为产品线的 A 类合作项目，

赢得了华为公司高度评价，分布式编程模型课题

直接在华为的存储产品线落地应用，已集成到华

为 IT 存储 OceanStorV5 产品中。

分布式计算是近些年最重要的软件技术之

一，是互联网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应用的基础，

其高速发展受益于分布式编程模型和框架的发展

和使用，业界的分布式编程框架能够极大的改善

分布式开发的生产效率，对系统的容错性、可移

植和易于部署、提供完备高效的异步通信机制等

方面提供了良好的支持。然而当前的分布式编程

模型并不能直接适配华为的软件产品。为此，我

们针对华为应用场景的特点，在吸纳业界先进的

分布式编程模型的优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新型的基于消息的编程框架 MOLA（Message 

Oriented Language Architecture）。MOLA

是基于 Actor 模型的微服务分布式编程框架，利

用编译和运行时系统来屏蔽分布式并发和并行编

程的细节。MOLA 根据华为程序员的传统的基于

消息流式的编程习惯设计了隐式 actor 模型，相

比业绩方案具备最小的学习成本，通过模块化抽

象，让用户只关心业务逻辑，并屏蔽 actor 创建、

销毁、迁移、任务分发、负载均衡调度、锁及同

步的分布式并行编程细节，使得普通程序员可以

轻松的开发分布式应用，从而提升产能。同时

MOLA 支持 actor 的自动多实例并行，自动异步

同步任务调度，部署位置自动优化，SG 高级并

行模式等编译框架，以及高性能的 IDL 消息处理

系统等先进技术和特性。使得 MOLA 获得了超越

业界标杆产能 2 倍以上，性能好 1 倍以上的突出

成绩，MOLA 的产能比微软的 Orleans 系统好 2.1

倍，性能好 6 倍；比 CAF 产能好 2.5 倍，性能好

3 倍。

鉴于 2015 年项目取得的巨大成功，华为与

计算所开展了《多核编程模型研究》项目的第二

期合作，项目经费 270 万人民币。本期项目主要

面向基于深度学习的视频智能分析类应用场景，

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设计和实现深度学习应用

程序的性能优化技术路线，从面向未来的角度进

行编程模型及编译优化技术的创新研究，最终设

计并实现支持该领域的自适应编程模型。图像处

理和深度学习领域的应用程序严重依赖于多核、

向量并行部件和众核等加速器来满足其产品在延

迟或者吞吐量上的严苛要求。为了提高上述应用

场景在加速器上开发高性能程序的生产效率，我

们设计和实现了高层领域编程模型，其利用基于

领域特征抽象出的高层语言扩展能够大大提高生

成效率，同时基于先验知识驱动的领域优化技术

能够生成高性能的程序。该项目的最终目标是设

计并实现能够应用在华为产品线的异构自适应编

程模型，并在开发面向未来的重要产品的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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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验收的代表性成果

千线程并行众核 CPU 体系结构
和支撑技术研究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High Performance IC (Shanghai) Design Cent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which corporates with Jiangnan Institute of Computing, is to research microprocessor 
architecture of thousands of threads and its supporting technology for bigdata applications. The 
major researching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we analyzed and abstracted algorithms from bigdata 
application and high performance application fields.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we completed 
SmartBD and SmartHPC Micro-Benchmarks. Second, we designed and evaluated many-core 
architecture for bigdata, which includes two-level ring network, thread core group, memory access 
collection table, high-density NoC and task scheduling mechanism based on hardware. The 
performanc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ratio of the designed many-core architecture are one order of 
magnitude better than general Intel processor. Third, we built a 256-core FPGA verification platform, 
which testified the efficiency and feasibility of our bigdata many-core architectur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Researching on Architecture and Supporting Technology 
of Thousand-thread Manycore Processor

本项目是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委托

的项目，旨在研究一种面向大数据应用的千线程

并行众核微处理器体系结构及其支撑技术。大数

据处理器的设计理念不是纯粹追求单个线程的执

行速度，而是通过多线程的方式来容忍延迟，使

的整个芯片在极高吞吐的情况下能保证实时性。

本项目在 2017 年 1 月份全部完成并顺利验收通

过，其研究成果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	 大数据/高性能Micro-Benchmark

分析及实现

本研究分别分析了大数据和高性能 9 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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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典型算法，其中大数据应用包括：大数据分

析、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网页搜索、社交网络、

电子商务、大数据多媒体、可视化、无线网络控

制协议；高性能应用包括：大气模拟，流体动力

学，核物理，材料科学，石油勘探，天体物理，

生物信息，密码分析，金融保险。在大数据应用

领域提取了 26 个代表性算法并实现大数据微体

系结构基准测试程序。在高性能应用领域提取了

19 个代表性算法并实现高性能微体系结构基准测

试程序。所实现的微体系结构基准测试程序提供

了三种不大小的数据集输入，满足基于模拟器或

者真实服务器上的性能评估的需求，并能在测试

结束后直观地输出被测试处理器的性能得分情况。

2.	 面向大数据应用的众核处理器结构

设计及性能评估

基于大数据应用对结构设计需求的分析，可

以得到较为适合于大数据应用的众核处理器架构

应具高吞吐、低延迟、易扩展、强实时等特点。

在结构设计方面，针对大数据应用需求，

采用了两层的环连接片上网络、基于同时多线程

技术的线程核组结构、基于硬件的访存请求收集

表机制、高密度片上路网结构、基于硬件的任务

调度器机制等。在结构有效性评估方面，除对以

上创新点进行有效性评估之外，对线程核组的

最佳线程数量进行了实验评估和趋势验证，对

Cache 存储层次和配置参数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和确定，对访存带宽的需求和满足情况进行了评

估和验证等。

通过对满足大数据应用特征的结构设计和充

分的实验评估，面向大数据应用的处理器结构为

256 核 16x16 的两级环状大规模众核处理器。其

在大数据应用处理方面的性能和能耗比相对于目

前主流的通用多核处理有一个数量级的提升。

3.	 大容量 FPGA验证平台

为了更好的评估大数据众核处理器体系结构

的有效性，搭建了 256 核大容量 FPGA 验证平台，

验证平台机柜展示如下图所示。  

通过提供的 API，主机使用 PCIe 将编译划

分好的代码及数据传送到 FPGA 中 DDR 的指定

位置，并通知 FPGA 开始工作，各个核取到各自

的代码和数据并执行完毕，主核检测各个核的执

行状态，并输出结果。

项目通过构建大规模 FPGA 验证平台，有效

验证了大数据众核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256 核大容量 FPGA 验证平台机柜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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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3.0 研究项目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ICT-Huawei joint lab from October 2015 to December 2016. Data centers 
(DC) have been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modern society. Over past decades, DC technologies have 
been evolving from DC 1.0 (conventional cluster based) to DC 2.0 (virtualization based), propelling 
the advances of Internet applications,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However, contemporary 
DCs are encountering new challenges such as low resource utilization, high cost of ensuring user 
experience.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CT and Huawei established a joint lab focusing on next 
generation DC 3.0, which we believe to be “software-defined”, including server architecture, CPU, 
memory, storage, networking etc.

So far, the DC3.0 project has published about 70 highly-quality papers and applied more than 300 
patents. More importantly, the project has built several prototypes to demonstrate several significant 
technical achievements, including (1) PARD (Programmable Architecture for Resourcing-on-
Demand) that is a software-defined data-center server architecture, (2) MIMS (Message Interface 
based Memory System) that improves memory-level parallelism by an order of magnitude, (3) UAS 
(Unified Access Storage) that integrates both volatile and non-volatile memories, (4) Dandelion that 
is a locally-high-performance and globally-high-scalability hierarchical data center network, (5) 
BigDataBench that is the first benchmarking for big data applications, (6) Venice that is a novel data-
center server architectures for efficiently consolidating and sharing resource, and (7) the first ARMv8 
SMT processor. Some of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integrating into Huawei’s products.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Data Center 3.0: A New Generation of Dat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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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数据中心 DC3.0 研究项目是计算所 -

华为联合实验室的战略合作重大项目之一，项目

起止时间是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针

对传统数据中心服务器体系结构与软硬件系统无

法高效地满足面向云计算与大数据的新一代数据

中心需求，本项目分别在服务器体系结构，内存，

网络，存储，以及数据中心评测与调优五个方面，

开展基础性研究与关键技术攻关。2016 年，本项

目在增强云计算用户服务体验 QoS、提高数据中

心利用率、降低运维成本、加速故障检测与恢复、

大容量混合内存、面向 SSD 优化的分布式存储、

以及数据中心性能分析与调优工具等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成果，完成了预期目标。

首先，在数据中心服务器体系结构方面，

本 项 目 提 出 的 支 持 QoS 的 软 件 定 义 体 系 结 构

（PARD）， 可 以 实 现 硬 件 支 持 细 粒 度 性 能 隔

离与资源管理，从体系结构层次支持 QoS。在

2016 年成功实现基于 FPGA 的 PARD 原型，可

运行真实的数据中心应用，支持 LLC 隔离，面向

ARM 芯片 QoS 支持完成优化建议。同时，实现

开源云平台 OpenStack 与 PARD 对接，完成软

硬件共同支持 QoS 保证。

其次，在数据中心网络方面，本项目针对丢

包网络的拥塞预测，为不同网络分别构建了网络

拥塞模型，并设计了机器学习机群与智能设备的

交互机制，通过集中式训练和分布式检测相结合

的方法，实现 shuffle 流量下对网络状态的分类准

确度最大提升 68%，平均预测错误率降为当前方

法的 50%。此外，针对软件定义网络中统一数据

包处理 API Open Dataplane，基于不同网络应

用 I/O 访存特征，实现缓存着色优化加速；并完

成 SDN 数据面算法优化，与已知最优算法相比，

实现平均性能提升 1.6-5.7 倍。

第三，在数据中心服务器内存系统方面，本

项目完成基于 DDR 总线传输的统一内存扩展访

问协议设计，包括访问时序、流控、错误处理、

请求优先级等关键技术，并基于 FPGA 实现原型

系统验证，在不修改内存控制器 PHY 前提下，支

持多优先级 Credit 控制访问，以及基于消息方式

的扩展访问。

第四，在数据中心存储系统方面，本项目基

于分布式对象存储系统 Ceph，针对 SSD 应用场

景，提出混合存储引擎，完成读写优化与元数据

服务器优化，与 Intel 最新成果相比，性能提升

50%。同时，完成 ARM 处理器对分布式存储系

统支持效率的分析与评测。

最后，在数据中心评测与调优工具方面，本

项目完成针对 x86 和 ARM 处理器设计评测的基

图 1 PARD FPGA 原型系统 图 2 基于 DDR 总线传输的统一内存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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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测试集。针对大数据处理系统，实现系统性能

分析与调优工具 BDTune，支持数据应用分析调

优的流程化与可复制，并在华为实际应用场景中

提升了 63% 的系统性能。

本 项 目 在 2016 年 中 分 别 在 ISPASS，

BigData，Computer Frontier, JCST 等 国 际 会

议与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篇，申请专利 25 项。

2016 年 6 月，在体系结构领域顶级会议 ISCA 上，

计算所与华为联合发布了《Ethernet+ 白皮书》。

上述研究成果的公布，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与工业

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图 3 Ethernet+ 白皮书发表

跻身国际前沿 

         关注国计民生 

                  引领中国信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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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mputer Architecture,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basic research of 
computer architectures and applications, was founded on October 13, 2011. It carries out basic 
research and high-tech frontier exploration on computer architecture, and the main goal is to make 
contribution for raising the level of national's research on computer architecture. Currently, it is 
undertaking big projects including the Foundation for Innovative Research Groups and National 
Grand Fundamental Research 973 Program of China. The main research area and recent research 
fields of the laboratory are as follows: Architectures of high-end processors; Micro-Architecture; 
Compiling and programming; VLSI and fault-tolerant computing; Non-traditional computer 
architecture. Our development goals is to establish the computer architecture research experiment 
platform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provide the basis for national research on computer architecture 
support, to contribute to raise the level of research on computer architecture in China as a whole. 
Build a team of high-level, cross-discipline, reasonable structure, academic backbone to becom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in which scientists, international on behalf of the 
highest domestic level, establishment of world-class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architecture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base.

The Scientific-Research Bases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mputer Architecture

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设立五个主

要研究方向，即高端计算机体系结构、微体系结构、

编译与编程、VLSI 与容错计算、非传统计算机体

系结构。围绕五个研究方向，结合实验室现有的

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下设四个实验室（先进

计算机系统实验室、微体系结构实验室、编译与

编程实验室、集成电路实验室）和五个研究组（操

作系统研究组、数据管理系统研究组、并行软件

研究组、物端系统研究组、未来计算研究组）。

实验室 2016 年共承担各类研究课题 10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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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增项目 25 项（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 1 项，课题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6

项，省部级项目 3 项，横向项目 2 项）。 纵向经

费总计 19199.69 万元，本年度实到经费 5869.46

万元；横向经费总计 3963.15 万元，本年度实到

经费 1319.83 万元。实验室择优设立和资助了 23

项自主研究课题，包括主任基金 2 项、集成创新

课题 5 项、人才引进课题 2 项、人才奖励课题 3 项、

重点研究课题 4 项、自由探索课题 7 项，批准金

额共计 695 万元，执行期两年。开放课题择优资

助了 10 项课题，在研课题进展良好。实验室发

表论文 122 篇，中文论著 1 部，其中 EI 收录 76 篇，

SCI 收录 41 篇。国内授权发明专利 23 项，国内

申请专利 50 项，国际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国际

申请专利 18 项，成果转化收益 13535.77 万元，

软件著作权 45 项。参与国际会议 70 人次，其中

参加 CCF A 类会议 22 人次，参加 CCF B 类会

议 22 次，公众开放 2 次，大中小学生及社会人

士参观访问共计 1000 余人。

在基于虚拟技术的新型网络服务器的研究

方面，“网络支付系统风险防控关键技术及其应

用”获得了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第三完成单位）。实验室集成电路团队在 2016

设 计 自 动 化 国 际 会 议（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 简 称 DAC） 的 低 功 耗 图 像 识

别 竞 赛（Low-Power Image Recognition 

Challenge）中一举斩获全部比赛项目的冠军。

实验室陈云霁研究员荣获第十四届中国青年

科技奖，李晓维研究员获得“第七届全国优秀科

技工作者”称号。陈天石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 ,

刘磊、刘少礼助理研究员晋升为副研究员，吕方

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本年度，实验室人员参与国际会议 70 人次，

其中参加 CCF A 类会议 22 人次，参加 CCF B

类会议 22 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报告 38 人

次，李晓维研究员应邀在第 14 届东方 - 西方设

计与测试会议上做题目为“Built-in Intelligence 

for Large-Scale Fault-Tolerant Processors”

的特邀报告。在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的顶级国

际 学 术 会 议 ISCA(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uter Architecture) 上， 张 立 新 研 究

员 做 了 题 为“Ethernet+: It’s Time to Extend 

Ethernet for Data Center" 的报告，详细介绍了

面向数据中心的新型以太网技术白皮书。该白皮

书围绕当前以太网技术在“数据中心即计算机”

场景中的挑战展开讨论，并对未来所期望的新型

以太网技术做出了详细刻画。相比于传统的以太

网技术，Ethernet+ 技术提出了智能区分服务的

融合网络技术，从而可以在数据中心内实现对不

同租户和应用的细粒度区分服务。另外，在兼容

传统以太网技术的基础上，Ethernet+ 可以提供

更高带宽、更低延迟和无丢包的网络服务，从而

可以满足未来应用对更高网络性能的要求。数据

中心 Ethernet+ 技术白皮书的发布获得了业界及

学界的积极反响，为未来的数据中心网络找到一

种可被广泛接受的解决方案，并制定相关的国际

标准来促进数据中心网络产业的发展。

实验室建成的面向计算机系统结构创新研究

的三大自研平台即HMTT系列内存访问分析平台，

SimICT 千核万线程模拟平台，BigDataBench 数

据中心基准测试程序集平台，这些设备构建成实

验室公共计算平台。各设备全年不间断工作，为

本学科多个研究方向的项目研究提供实验验证、

仿真和测试环境。

2017 年 1 月 16 日，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

点实验室召开了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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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重主任孙凝晖研究员以 2017 年国重评估为提

纲，从国重背景、国重建设、研究目标、国重特色、

代表性成果、国重影响力、成果产业化等方面

进行了汇报，常务副主任李晓维研究员就实验

室的运行管理、人才、教学以及 2017 年国重评

估的机遇与挑战等工作进行了汇报。此后，大

会听取了实验室三位骨干研究人员的学术进展

报告。参加此次会议的院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

委员们就国重评估、国重建设等一系列话题展

开讨论。

与会领导和专家合影留念

自  主  创  新 

             科  技  强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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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IIP),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 was 
established in 1987. Based on the support of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ICT), CAS,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e IIP laboratory include image understanding and intelligent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multimedia, knowledge grid, data mining, large-
scale knowledge processing, and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There are totally 54 faculty members of 
the lab, including 12 professors. The goal of the IIP laboratory is to achieve world-class research 
level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o propose forward-looking ideas, produce 
first-class research results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c theories, core 
technologies and key application prototypes to suppor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of the intelligent industry development. Recently, the IIP lab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60 papers in the top-level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 including IEEE T PAMI, IEEE T IP, 
AI, AAAI, IJCAI, ACL, ICCV, CVPR, ACM MM.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face 
recognition, knowledge processing, protein identification have been successfully industrialized, 
resulting in a good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e Scientific-Research Bases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 年是人工智能诞生 60 周年，经过长时

间跌宕起伏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外智能信息处理

技术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学术研究上各种新的

技术方法加速迭代，不同领域间的方法在不断融

合、快速收敛和趋同；产业应用上智能技术正在

深入融入各行各业，对关键技术与高端人才的需

求更加迫切。这些变化对中科院智能信息处理重

点实验室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 

中国科学院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的定位

是探索机器感知与认知的机理、理论、方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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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基础性研究以及相关的应用基础性研究，提

出新的概念与模型，解决核心技术问题，并构建

相应的系统，产出一流成果，培养基础人才，从

而为智能技术形成智能产业提供基础原理、核心

技术以及关键应用原型，为“人工智能”走向“人

工智能 +”提供技术支撑，为国家信息技术的长

期发展储备知识、创新技术和人才。

2016 年实验室共承担各项科研项目 37 项，

其中包括基金委重大项目 1 项， 973 课题 2 项，

863 课题 1 项，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在图像理

解与智能人机接口、自然语言处理、多媒体、

知识网格、数据挖掘、大规模知识处理、以及

智能应用上等方面开展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72

篇，其中国外刊物论文 22 篇。申请专利 9 项。

实 验 室 在 2016 年 获 得 ChaLearn LAP Large-

Scale Continuous Gesture Recognition 

Challenge(ChaLearn 大 规 模 连 续 手 语 识 别 )

第 一 名、ACM Multimedia2016 Yahoo-Flickr 

Grand Challenge on Caption Prediction 竞

赛的第一名以及第十五届全国计算语言学会议

（CCL 2016）最佳论文奖。

在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王石博士在

2016 年 2 月份被聘为副研究员，罗平副研究员

和曹娟副研究员被聘任为博士生导师，阚美娜副

研究员被聘任为硕士生导师，芮勇博士在 2016

年被聘为计算所客座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目

前实验室共有 20 人次担任国内外期刊的编委，

其中陈熙霖研究员新担任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编 委、 蒋 树 强 研 究 员 新 担 任 IEEE 

Multimedia 编委、常虹副研究员新担任 Pattern 

Recognition 编委。在 2016 年，李华研究员获

中国科协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16 年实验室共

培养博士毕业生 5 名，硕士研究生 10 名；在读

研究生中，有 12 名分别获得研究生博士生和硕

士生奖学金、国家奖学金、三好学生标兵、所长

优秀奖、华为博士奖和计算所曙光硕士生奖学金

等奖项。

在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方面，秦磊副研究

员刚结束为期一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的访学回国。孙瑞祥副研究员正在美

国威斯康星大学进行为期 1 年的学术访问，将于

2017 年 9 月回国。常虹副研究员正在比利时鲁

汶大学进行为期 1 年的学术访问，将于 2017 年

10 月回国。来自西班牙的 Luis Herranz 博士结

束了在实验室为期 5 年的研究返回西班牙，在实

验室工作期间前后承担 6 项中科院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的国际合作项目，并获得中科院青年

科学家国际合作奖。实验室研究人员在 2016 年

10 余 次 参 加 IJCAI、CVPR、ECCV、AAAI 等

国际学术会议，介绍研究成果，与学术同行进

行交流，其中王瑞平研究员在 ECCV2016 做题

为 Distance Metric Learning for Computer 

Vision”的 tutorial 报告，系统介绍了课题组在

相关方向近几年的系列工作进展。该项 tutorial

同时也是主讲者继 ACCV2014、CVPR2015 之

后，第三次在计算机视觉主流国际会议上组织同

一主题的专题报告。实验室先后 18 次邀请学术

同行来实验室讲学，同时实验室科研人员积极参

与各项学术组织与活动，20 人次参与国内外各

种学术组织 

在产业合作与技术转移方面，实验室核心技

术为依托的产业化公司正在拔锚远航。视觉处

理团队与华为公司在人脸识别方面开展合作，

2016 年获得华为北研所 2016 优秀合作成果奖。

罗平副研究员与腾迅微信在自动应答、问答系

统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在 2016 年取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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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多机理建模”的成果，合作成果被国际

会议 AAAI2017 录用。蒋树强研究员与联想公

司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在 2016 年共同申请两

项发明专利。

实验室在 2016 年取得的成绩和进步离不开

全体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离不开的中科院各

级领导与计算所技术研究所的长期大力支持，离

不开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各位委员的指导，在此一

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实验室将继续积极创新、砥

砺前行、扎实推进各项科研工作的开展，努力产

生出更多有影响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培养出

更多有创造力和发展潜力的优秀科技人才。

跻身国际前沿 

         关注国计民生 

                  引领中国信息产业



137

中科院网络数据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科
研
成
果
与
主
要
进
展 

	科研基地进展

中科院网络数据科学与技术
重点实验室

Key Laboratory of Network Dat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relying 
on the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was established in 2013. It is the first key laboratory 
which carries out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big data field. With the guidance of academic 
committee and support of the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it has made rich results i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eam building, personnel training, outcome transformation and foreign academic 
exchanges. Finally, it has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research base on big data field.

Relying on the advantages in technology of system, we take the data science as the main line , carry 
out basic research on new network architecture design, social network computing, big data learning, 
storage and management, help to solve the challenge on network data analysis engine construction,  
complete the national strategic demand on network data.

The Scientific-Research Bases

Key Laboratory of Network Dat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 年度，中科院网络数据科学与技术重

点实验室继续坚持已有定位：推动网络数据学科

发展，突破 ZB 级网络数据感知、传输、存储、管

理与分析体系架构，研究网络数据界的溯源、定位、

预测与控制方法，支撑安全大数据、情报大数据、

金融大数据、商业与媒体消费大数据等系列应用。

通过了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的重点实验室评估。

在基础研究、大项目争取、学术交流和推动大数

据研究与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获得中国电

子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第二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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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研究方面，围绕着网络数据研究，发

表论文 41 篇。其中，发表在 IEEE TKDE 等 A 类

期刊上的论文有 7 篇，发表在 WWW、SIGIR 等

A 类会议上的论文有 10 篇。同时我们组织了大

数据分析的国际 workshop，撰写了一系列与大

数据相关的前瞻性论文，完成了大数据学科的布

局与推进。

在重要项目争取方面，新增项目 45 项，其

中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国家 863 计划

子课题 1 项。

在网社会媒体计算方向，研究了学术影响力

传播的基本尺度，提出了以“著作关系”为基本

单位的学术影响力传播方法，克服了学术影响力

的度量偏差问题，相关论文发表在学术计量领域

的顶级 SCI 期刊 Scientometrics、综合性 SCI 期

刊 PLoS ONE 以及国际会议 WWW 上，应邀在网

络科学国际旗舰会议 NetSci 上进行了宣讲。

在网络数据科学和社会计算方面，研究了网

络信息传播的结构和时序尺度问题，提出了基于

混合自增强泊松过程的网络信息传播预测方法，

有效建模了网络信息的多中心传播现象。

在基于网络大数据的深度学习方面，提出了

面向三类匹配问题的深度学习模型，能够无需任

何人工特征达到最好的匹配性能，相关论文发表

于 ACM TIST、IJCAI 和 CIKM 上， 其 中 发 表 在

CIKM 会议上的论文被票选为本年度最受欢迎的

三篇论文之一。

在核数据导向的大数据约简理论与方法方

面，提出了稀疏化表达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存

储代价，同时提高核数据的计算效率和可解释性，

该工作发表于 IJCAI。在基于核数据的简约计算

方面，提出了基于网络表示学习的跨网络节点映

射方法，有效避免了网络结构变化对节点映射精

度的影响，准确率比现有方法提升了 37%。

在网络数据引擎与应用方面，对 MPP 海量

大数据仓库的功能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目前已

能提供千亿数据的在线分析能力，支持全量数据

的准实时 OLAP 分析，支持数据更新 + 实时短查

询 + 近实时长查询，支持单表千亿级存储和查询，

单库大于万亿级。此外，还研究了整合传统报表

与深度分析的下一代数据探索引擎 --- 自助建模及

融合分析平台。该平台融合了传统多维分析与深

度分析，采用了机器学习 / 数据挖掘 / 深度学习

等技术，面向业务人员，可实时建模，可轻量级

部署上线。提供的嵌入式分析功能，真正实现数

据分析结果实时闭环到生产环节，缩短数据变现

路径。

在大数据计算与分析平台方面，本年度完成

大数据分析系统 BDA 整体架构与 BDA Lib、BDA 

Task、BDA Studio、BDA Infrastructure、BDA 

Lang 等核心模块开发，发布 1.1 版。形成以下两

项技术突破。具体而言，在算法规模与性能方面，

与 MLLib 相比，PageRank 等算法处理数据规模

提升 10 倍以上，在相同数据量时算法运行速度

提升约 25%；在算法精度方面，在部分典型任务

上（如：协同过滤）推荐精度提高 5% 以上。

在推动大数据学科与产业发展方面， 牵头组

织了的国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的大数据领域技

术盛会——2016 中国大数据技术与学术大会（Big 

Data Technology Conference 2016，BDTC 

2016）。本次大会历时 3 天，以更加国际化的视野，

邀请众多国内外大数据专家齐聚一堂，从政策法

规、技术实践和产业应用等角度深入探讨大数据

落地后的挑战，与往届相比，本届大会更关注行

业应用最佳实践，突出应用和数据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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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首次将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等热点话题引入

大会，作为大数据产业界、科技界与政府部门密

切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吸引了数千名大数

据技术从业者与技术专家到场参会。为了更好地

探讨大数据技术生态系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交

流大数据技术实践经验，进一步推进大数据技术

创新与应用，展示国内外大数据领域的最新成果，

BDTC 2016 除第一天的全体大会外，主办方还精

心策划了 16 场专题技术和行业论坛，涵盖了大

数据分析与生态系统、大数据云服务、HPC 大数

据、推荐系统、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人工智能、

网络与通讯、政策法规与标准化、工业与制造业、

数据库、金融、精准医疗和生物医药大数据、交

通旅游与出行等主题、数据开放与政府治理高层

沙龙。超过 130 位技术专家，将奉上 100 多场精

心准备的技术演讲，与参会者聚而论道。

2016 中国大数据技术与学术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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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基地进展

移动计算与新型终端北京市
重点实验室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Mobile Computing and Pervasive Device is hosted by the IC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Laboratory was officiallyapproved by Beij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in 2011.Li Jintao is the director of the key laboratory andLi Guojie, academician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is the director of the laboratoryacademic committee.At present, 
the laboratory has 63 staff, and the team is over 200 people.The laboratory undertakes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activelyand hasmadea series of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 goalof the laboratory is to provide innovative methods and key technologi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obile computing and pervasive device fields and industries.

The laboratory focuses on the R&D of the mobile computing-oriented future intelligent green wireless 
devices, includingintegrated mobile terminal, key technologies for intelligent mobile traffic and 
broadband mobile computing systems. The laboratory aims to breakthrough the key technologies 
on low-power devices and experimental platforms, multi-mode intellisense and interaction and 
mobile cloud computing based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 to provide original key technologies and 
prototype systems for the developmentof new mobile device industries, and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upgrades.

The Scientific-Research Bases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Mobile Computing 
and Pervasive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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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计算与新型终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依

托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组建，2011 年

5 月由北京市科委正式认定。2016 年度，实验

室 在 研 课 题 51 项， 在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等期刊会议上发表论文 52 篇，新申请及新授权

专利共计 41 项。实验室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等奖项。本年度实验室

继续以移动计算与新型终端发展方向的引领性关

键基础理论与技术实现方法为核心开展研究，在

新型终端、智能应用和移动计算三个方向都凝结

出丰硕的成果。

1、新型终端方向

1.1	LTE 小型基站基带芯片

本年度实验室在算法参考模型功能和性能、

处理器的微结构和工具链设计方面做了进一步优

化，为芯片处理器设计、芯片架构设计和软硬件

设计提供重要的基准参考，为芯片提供了高性能、

低复杂度、低功耗的核心处理器部件。同时完成

两款芯片研制：LTE-A 软基带终端芯片，峰值速

率可达到 600M/300M；DX-S301 卫星终端芯片

已通过军方招标，各项性能指标表现优异。

1.2	新型终端开发平台

实验室从一带一路的实际需求出发，以卫星

终端模块与 LTE 小基站的融合设计技术、地面用

户接入的智能管控技术、节带化处理技术为核心，

融合富媒体呈现方法，研发出面向一带一路信息

服务系统建设与应用的超级终端核心装备。2016

年，实验室完成了 2 款超级终端产品的研发，其

中一款面向消费电子市场，集成了 WiFi 路由器和

富媒体呈现功能，并进行了小批量试制，获得了

一定的订单。另外一款产品则集成了 LTE 小基站、

卫星通信终端设备，在技术上实现了 LTE 与卫星

通信协议的协议融合，并对节带化传输的原理进

行了初步验证。

1.3	盲人人机交互技术

实验室针对汉-盲双向互译技术开展了研究，

研发了融合盲文特点的盲 - 汉翻译算法和基于统

计机器学习的汉 - 盲转换算法，双向翻译准确率

均达 90% 以上，效果优于已有方法。实验室构建

了汉盲翻译云平台，平台将汉盲转换系统部署在

云端服务器平台，该接口简便、通用，可被网页、

PC 端软件、手机端（Android/iOS）等多种客户

端调用。

2、智能应用

2.1	虚拟 3D展示

实验室主持研发了面向 3D 拍摄和虚拟展示

的应用系统 -- 奥视景，通过奥视景系统可以快速

实现对物品的 360 度全方位展示，用户一次拍摄

就可多场景、多平台应用。2016 年，奥视景系统

受到了北京 BTV 新闻频道的“北京您早”栏目的

报道，并参加了 2016 IEBE( 上海 ) 国际电子商务

博览会，荣获“2016 IEBE Awards 靠谱榜”奖项。

2.2	智能感知

随着大数据智能时代的进一步来临，可穿戴

智能感知进一步面临数据分布动态性、数据标签

难以获取、数据类别非平衡性等挑战。实验室针

对上述挑战在增量学习、迁移学习、非均衡学习，

以及情境计算方面，做了相应的研究工作。通过

在鞋内嵌入红外传感器用来测量双脚间的距离来

进行行为识别，比传统的智能手机、手环等设备

的加速度计、陀螺仪具有更高精度的识别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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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用机器学习算法相比，该系统准确率优于

贝叶斯、决策树、神经网络等分类模型，其无论

装在双脚上还是单脚上，其行为识别准确率都达

到 90% 以上。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普适计算

顶级会议 UbiComp 2016 上。

3 移动计算

3.1 超级基站原型研制

实验室提出的面向新一代移动通信的绿色高

通量超级基站，应用于未来信息通信网络无线接

入领域，是中科院“100 项重点培育项目”之一，

解决未来高速密集组网对数据传输、存储、处理

能力和性能功耗等技术需求。2016 年，实验室已

完成超级基站工程样机的研制，成功应用于我国

第一代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地面站中。2016 年 6

月，超级基站成果作为北京市三大重点成果亮相

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果展，彰显了“创新

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的展会主题。2016 年

7 月 12 日，超级基站作为专项支持的重要成果发

布在北京市举办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突破及

产业发展专项系列成果发布会”上，并成为发布

会重要展示内容。同时实验室面向高校、科研院

所等推出超级基站科研实训平台，供其完成新型

移动组网技术演示实验、科研算法性能仿真验证。

目前已经与北京科技大学、云南大学、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展开合作。

3.2 超级基站资源智能管控

基于超级基站，围绕未来网络架构、关键技

术以及业务应用的根本需求和演进方向，对超密

集网络场景、虚拟基站技术、视频业务应用等展

开了系统研究。首先，从全局资源分配的角度对

超密集网络中的频率复用方法进行重新定义，提

出了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基于资源分配的干扰

协调方法，通过基站间、基站与终端用户间的深

度协同有效控制小区间干扰，提升用户服务满意

度；其次，针对集中式基站处理池在虚拟基站技

术实现时存在的交换时延等问题，提出了一种高

效的虚拟化基站计算资源实时调度算法，在不同

的交换数量场景下，均能提高计算资源的使用效

率，从而优化虚拟基站的性能；第三，针对视频

业务井喷所导致的网络带宽问题，研究了一种基

于计算、存储与通信（3C）融合的节带化视频处

理架构，节带化系统能够高效地实现计算、存储

资源与通信资源的置换，通过对视频内容的深度

理解和智能缓存，能够节省大量的带宽资源。

3.3	GSM	Femto 网关

实验室研发的 GSM Femto 系统是在 3GPP

规 范 中 制 定 的 TD-SCDMA/WCDMA Femto 基

础架构上的一种 GSM 业务的应用，保留了 3G 

Femto 系统中无线资源管理迁移、公网回传加密、

系统网关汇聚转发、无线环境自适应等基本技

术及架构，并将其与 GSM 技术特点融合，使得

GSM 系统能够产生更多的应用方式，适应更多的

应用场景，形成更多的解决方案。GSM Femto

网关位于 Femto 基站与核心网之间，用于两者

之间的信令和数据的汇聚和转发，实现基站与网

关间接口协议到 A 接口和 Gb 接口协议的转换。

同 时，GSM Femto 网 关 除 了 完 成 Femtocell 

Gateway 基本功能外，还完成了部分核心网的

功能，包括：签约用户维护、基站信息维护、移

动性管理、重定位、呼叫控制等功能，可以进行

独立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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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术委员会会议现场

图 2 与会领导和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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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分级
Conference 

Level according 
to CCF

报告类别
Report 
Type

报告名称
Report Name

出访人员姓名
Reporter Name

AAAI A oral
Inside	Out:	Two	Jointly	Predictive	Models	
for	Word	Representations	and	Phrase	
Representations

程学旗
CHENG	
Xueqi

AAAI A oral Text	Matching	as	Image	Recognition 兰艳艳
LAN	

Yanyan

AAAI A poster
Locally	Adaptive	Translation	for	
Knowledge	Graph	Embedding

贾岩涛 JIA	Yantao

ACMMM A oral
Cross-modal	Retrieval	by	Real	Label	
Partial	Least	Squares.

王树徽
WANG	
Shuhui

ACMMM A oral

Image	Captioning	with	both	Object	
and	Scene	Information.	(	First	place	
of	Yahoo-Flickr	Grand	Challenge	on	
Caption	Prediction	)

蒋树强
JIANG	

Shuqiang

ACMMM A oral
Time	Matters:	Multi-scale	
Temporalization	of	Social	Media	
Popularity

张勇东
ZHANG	

Yongdong

CCS A oral
POSTER:	Attack	on	Non-Linear	Physical	
Unclonable	Function

叶				靖 YE	Jing

CVPR A poster

1.	Multiview	Deep	Network	for	Cross-
view	Classification
2.	Occlusion-free	Face	Alignment:	Deep	
Regression	Networks	Coupled	with	De-
corrupt	AutoEncoders

山世光
SHAN	

Shiguang

CVPR A poster
Deep	Supervised	Hashing	for	Fast	Image	
Retrieval.

王瑞平
WANG	
Ruiping

□	出访参会报告		External	Reports

学
术
活
动

Academic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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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PR A poster
Scene	Recognition	with	CNNs:	Objects,	
Scales	and	Dataset	Bias

Luis		
Herranz	
Arribas

FPGA A poster

DCPUF:	Placement	and	Routing	
Constraint	based	Dynamically	
Configured	Physical	Unclonable	
Function	on	FPGA

叶				靖 YE	Jing

HPCA A oral
Venice:	Exploring	Server	Architectures	
for	Effective	Resource	Sharing

董建波
DONG	
Jianbo

ICDE A oral
Exploiting	SIMD	for	Complex	Numerical	
Predicates

陈世敏
CHEN	
Shimin

IJCAI A oral

1.Match-SRNN:	Modeling	the	Recursive	
Matching	Structure	with	Spatial	RNN
2.Sparse	Word	Embeddings	Using	L1	
Regularized	Online	Learning
3.Predict	Anchor	Links	across	Social	
Networks	via	an	Embedding	Approach

兰艳艳
LAN	

Yanyan

IJCAI A oral
Browsing	Regularities	in	Hedonic	
Content	Systems:	the	More	the	Merrier

何				清 HE	Qing

IJCAI A oral
Online	Bayesian	Max-margin	Subspace	
Multi-view	Learning

庄福振
ZHUANG	
Fuzhen

INFOCOM A oral
Accurate	Recovery	of	Internet	Traffic	
Data:	A	Tensor	Completion	Approach

谢高岗
XIE	

Gaogang

INFOCOM A oral
Adwords	Management	for	Third-parties	
in	SEM:	an	Optimisation	Model	and	the	
Potential	of	Twitter

李振宇 LI	Zhenyu

INFOCOM A oral
Incentivizing	Spectrum	Sensing	in	
Database-Driven	Dynamic	Spectrum	
Sharing

高				博 GAO	Bo

ISCA A oral

CaaN	–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Usage	of	the	concept	of	“Computer-
as-a-Network”	with	Open-Sourced	
Platforms:	GEM5	and	FPGA

包云岗
BAO	

Yungang

ISCA A oral
Cambricon：	An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for	Neural	Networks

刘少礼 LIU	Shaoli

SIGCOMM A oral
CS2P:	Improving	Video	Bitrate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	with	Data-driven	
Throughput	Prediction

孙				毅 SUN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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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GRAPH A oral
Realtime	3D	Eye	Gaze	Animation	Using	
a	Single	RGB	Camera

夏时洪
XIA	

Shihong

SIGGRAPH A oral
Efficient	and	Flexible	Deformation	
Representation	for	Data-Driven	Surface	
Modeling

高				林 GAO	Lin

SIGGRAPH A oral
Data-driven	Inverse	Dynamics	for	
Human	Motion

夏时洪
XIA	

Shihong

SIGIR A oral
Modeling	Document	Novelty	with	
Neural	Tensor	Network	for	Search	Result	
Diversification

徐				君 XU	Jun

SIGKDD A oral
From	Online	Behaviors	to	Offline	
Retailing

何				清 HE	Qing

UbiComp A poster

1.	OCEAN:	A	New	Opportunistic	
Computing	Model	for	Wearable	Activity	
Recognition
2.	AIR:	Recognizing	Activity	through	IR-
Based	Distance	Sensing	on	Feet
3.	ProCom:	Designing	a	Mobile	and	
Wearable	System	to	Support	Proximity	
Awareness	for	People	with	Autism

陈益强
CHEN	
Yiqiang

BigData B oral
BDTune:	Hierarchical	Correlation-based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Rule-based

詹剑锋
ZHAN	

Jianfeng

BigData	 B oral
A	Case	Study	of	Optimizing	Big	Data	
Analytical	Stacks	Using	Structured	Data	
Shuffling

李				伟 LI	Wei

CIKM B oral

1.A	Deep	Relevance	Matching	Model	
for	Ad-hoc	Retrieval
2.Ease	the	Process	of	Machine	Learning	
with	Dataflow

郭嘉丰
GUO	

Jiafeng

CIKM B oral
Ensemble	of	Anchor	Adapters	for	
Transfer	Learning

庄福振
ZHUANG	
Fuzhen

CIKM B oral
Ease	the	Process	of	Machine	Learning	
with	Dataflow

程学旗
CHENG	
Xueqi

COLING B oral
A	subtree-based	factorization	of	
dependency	parsing

赵秋野
ZHAO	
Qiuye



147

出访参会报告

学
术
活
动

会议名称
Conference 

Name

会议分级
Conference 

Level according 
to CCF

报告类别
Report 
Type

报告名称
Report Name

出访人员姓名
Reporter Name

DAC B oral

1.DeepBurning: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FPGA-based	Learning	Accelerators	
for	the	Neural	Network	Family		
2.DISCO:	A	Low	Overhead	In-Network	
Data	Compressor	for	Energy-Efficient	
Chip	Multi-Processors	

王				颖
WANG	
Ying

DAC B oral

Approximate	C-Brain:	Eliminating	the	
Computation	Redundancy	in	Energy-
efficient	Approximate	Deep	Learning	
Accelerator

韩银和 HAN	Yinhe

DAC B oral
BaGu:	Partial	Computation	Reuse	for	
Approximate	Computing

胡				瑜 HU	Yu

DATE B oral

Going	Dark	or	Dim:	Frequency	
Scheduling	For	Resilient	Chip	Multi-
Processors	Operating	at	Near	Threshold	
Voltage

李华伟 LI	Huawei

ECCV B oral
MCG-ICT-CAS	Object	Detection	at	
ILSVRC	2016

唐				胜
TANG	
Sheng

ECCV B oral
Distance	metric	learning	for	computer	
vision

王瑞平
WANG	
Ruiping

ECCV B oral
Iterative	Reference	Driven	Metric	
Learning	for	Signer	Independent	
Isolated	Sign	Language	Recognition

柴秀娟
CHAI	
Xiujuan

ECML	
PKDD

B oral

Learning	beyond	Predefined	Label	
Space	via	Bayesian	Nonparametric	
Topic	Modelling;
Aspect	Mining	with	Rating	Bias

庄福振
ZHUANG	
Fuzhen

ECML	
PKDD

B oral
Attribute	Conjunction	Learning	with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常				虹
CHANG	
Hong

ICCAD B oral
Rearchitecting	the	On-chip	Memory	
Subsystem	of	Machine	Learning	
Accelerator	for	Embedded	Devices

王				颖
WANG	
Ying

ICCD B oral
Extending	On-Chip	Server	Node	
Interconnections	for	Rack-Level	Remote	
Resource	Access

张				科 ZHANG	Ke

ICCD B oral
Inter-Socket	Data	Sharing	via	a	
Common	DIMM	Channel

常轶松
CHANG	
Yi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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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D B oral

Memos:	A	Full	Stack	Framework	for	
Hybrid	Heterogeneous	Memory	
Management	in	Modern	Operating	
System

刘				磊 LIU	Lei

ICCD B oral
HS-BAS:	a	Hybrid	Storage	System	Based	
on	Band	Awareness	of	Shingled	Write	
Disk

刘振军 LIU	Zhenjun

ICDM B oral
Communities	in	Preference	Networks:	
Refined	Axioms	and	Beyond

刘兴武 LIU	Xingwu

ICME B oral
A	Novel	Obstacle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Distortion	of	Laser	Pattern

刘				宏 LIU		Hong

ICME B poster
Crowd	Video	Retrieval	via	Deep	
Attribute-embedding	Graph	Ranking	

秦				磊 QIN	Lei

ICNP B oral Transparent	Flow	Migration	for	NFV 李振宇 LI	Zhenyu

ICPP B oral

AccuracyTrader:	Accuracy-aware	
Approximate	Processing	for	Low	Tail	
Latency	and	High	Result	Accuracy	in	
Cloud	Online	Services

韩				锐 HAN	Rui

IMC B oral
Mobile	Cloud	Storage:	A	File	Hosting	or	
a	Backup	Service?

李振宇 LI	Zhenyu

IMG B oral
Building	an	Autotuning	and	
Composable	AMG	Solver	for	Exascale	
Computing

谭光明
TAN	

Guangming

IPDPS B oral
PACM：A	Prediction-based	Auto-
adaptive	Compression	Model	for	HDFS

查				礼 ZHA	Li

PPOPP B oral
Articulation	Points	Guided	Redundancy	
Elimination	for	Betweenness	Centrality

吕				方 LV	Fang

ACML C oral
Deep	Approaches	to	Semantic	
Matching	for	Text-Part	I

郭嘉丰
GUO	

Jiafeng

ACML C oral
Deep	Approaches	to	Semantic	
Matching	for	Text-Part	II

兰艳艳
LAN	

Yanyan

ASP-
DAC

C oral
ACR:	Enabling	Computation	Reuse	for	
Approximate	Computing

鄢贵海
YAN	
Guihai

CASES C oral
Cambricon:	An	Instruction	Set	for	Neural	
Networks

杜子东 DU	Zi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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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RID C oral
A	High-efficient	Hardware	Inter-node	
Link	in	ARM	Server	for	Remote	Memory	
Access.	

常轶松
CHANG	
Yisong

GLOBECOM C oral
EasiTMC:	Transportation	Mode	
Classification	with	A	High	Accuracy	
Trajectory	Detection	Method

石海龙 SHI	Hailong

HPCC C oral
ACCC:	An	Acceleration	Mechanism	for	
Character	Operation	based	on	Cache	
Computing	in	Big	Data	Applications

马丽娜 MA	Lina

ICPR C oral
Two	Streams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for	Large-Scale	Continuous	Gesture	
Recognition

陈熙霖 CHEN	Xilin

ISAAC C oral
On	the	Optimality	of	Tape	Merge	of	Two	
Lists	with	Similar	Size

孙晓明
SUN	

Xiaoming

ITC C oral
An	Accurate	Algorithm	for	Computing	
Mutation	Coverage	in	Model	Checking

李华伟 LI	Huawei

KSEM C oral
A	Practical	Method	of	Identifying	
Chinese	Metaphor	Phrases	from	Corpus

符建辉 FU	Jianhui

LCN C oral
Multipath	Bandwidth	Guarantees	for	
Multi-Tenant	Cloud	Networking

孙				毅 SUN	Yi

VTS C oral
Path	Constraint	Solving	based	Test	
Generation	for	Observability-enhanced	
Branch	Coverage

李华伟 LI	Huawei

WASA C oral
Stackelberg	Game	Based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Data	Transmission	in	
Mobile	Opportunistic	Networks

黄建辉
HUANG	
Jia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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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
Report	Title

报告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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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1-4
Shang-
Hong	Lai

Image	and	Point-Set	Registration	Based	
on	Fourier	Moment	Matching

University	of	
Florida

2 2016-1-6
Chun-Hua	

Shen	
Deep	Structured	Learning

University	of	
Adelaide

3 2016-1-27
陈恺

(Chen	Kai）

Perplexed	Messengers	from	the	Cloud:	
Automated	Security	Analysis	of	Push-
Messaging	Integrations

中科院信工所
（IIE,CAS）

4 2016-2-18
David	

Woodruff
Beating	CountSketch	for	Heavy	Hitters	
in	Insertion	Streams

IBM	Almaden	
Research	
Center

5 2016-3-2
王井东
（Wang	

Jingdong）

Big	Media	Data:	Search	and	
Understanding

微软亚洲研究院
(MSRA)

6 2016-3-2
梅涛

（Mei	Tao）
Video	Captioning:	Bridging	Video	and	
Language	with	Deep	Learning	

微软亚洲研究院
(MSRA)

7 2016-3-10
Kathleen	
Carley

Dynamic	Network	Analysi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8 2016-3-16
Adit	D.	
Singh

The	Case	for	Targeting	Open	Defects	
instead	of	Transition	Faults	during	IC	
Testing

Auburn	
University

9 2016-3-18
H.	Vincent	

Poor
Anomaly	Detection	in	Large	Data	Sets

Princeton	
University

10 2016-4-18 Jie	Wu
Optimizing	Roadside	Advertisement	
Dissemination	in	Vehicular	CPS

Temple	
University

11 2016-4-21
郭斯杰

(Guo	Sijie）
Twitter	Messaging	at	Scale Twitter

12 2016-4-28
Xiao-Hui	

Bei	
Efficient	Algorithms	for	Unknown	
Market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来访所内报告		Invited	Reports

学
术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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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6-5-17
Serge	G.	
Petiton

Hierarchical	Distributed	and	Parallel	
Programming	for	Auto-Tuned	Extreme	
Computing,	toward	Intelligent	Linear	
Algebra

Habilitation	
à	diriger	des	
recherches

14 2016-5-24
Xiao-Ming	

Liu
Estimating	2D	and	3D	Facial	Shape	from	
Unconstrained	Photo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5 2016-5-24
Shi-Teng	
Chen

Depth	reduction	for	composites
清华大学
(Tsinghua	
University)

16 2016-5-26
Peter	

Steenkiste	
Information	Centric	Networking	in	the	
eXpressive	Internet	Architecture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17 2016-5-30
Silvia	

Giordano
Smartphones:	Human	Centric	or	
Pervasive	Machine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Arts	of	Southern	
Switzerland

18 2016-5-31
鲍虎

军 (Bao	
Hujun)

混合现实技术——挑战，进展与展望(Mixed	
Reality	Technology	--	Challenges,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浙江大学
(Zhejiang	
University)

19 2016-6-1 Jing	Gao Mining	Truth	from	Multi-Source	Dat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20 2016-6-2
Juan	

Carlos	San	
Miguel

Anomaly	Object	Detection	for	Long-
Term	Video	Surveillance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 西班牙
马德里自治学府 )

21 2016-6-2
Álvaro	
García	
Martín

Post-Processing	Approaches	
for	Improving	People	Detection	
Performance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 西班牙
马德里自治学府 )

22 2016-6-2
Luis	

Herranz	
Scene	Recognition	on	the	Semantic	
Manifold	and	Scale-Specific	Networks

中科院计算所
(ICT,CAS)

23 2016-6-2
张天柱
(Zhang	
Tianzhu)

Robust	Visual	Tracking
中科院自动化所

(I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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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6-6-2 Jun-Biao	Fu
Finding	a	Needle	in	a	Haystack:	
Discovering	and	Describing	Web	Topics	
from	Noisy	Multimedia	Data

北京工业大
学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5 2016-6-2
闵巍庆
(Min	

Weiqing)

Joint	Attribute	and	Multi-Modal	Content	
Modeling	for	Image	Exploration

中科院计算所
(ICT,CAS)

26 2016-6-3
Xian-He	
Sun

Memory	Sluice	Gate	Theory:Have	we	
found	a	solution	for	memory	wall?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7 2016-6-6
顾研

(Gu	Yan)
Models	and	Algorithms	with	Asymmetric	
Read	and	Write	Cost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8 2016-6-8
Hywel	
Morgan

From	Smartphones	to	
Diagnostics:programmable	droplet	
microfluidics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29 2016-6-12
周熠

(Zhou	Yi）
Symbolic	AI	reconsidered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30 2016-6-14 Jie-Bo	Luo 视频和语言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31 2016-6-22

Khin	Mi	
Aung	&	
Quang-
Qing	Xu

Hyperscale	and	Intelligent	Data	Center	
Technologies

A*Star	Data	
Storage	Institute	

32 2016-6-22 Steven	Hoi
Machine	Learning	for	Cognitive	
Analytics	and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Schoo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SIS),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MU)

33 2016-6-23 Gang	Qu
	IP	Fingerprinting: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34 2016-6-23
Mark	M.	

Tehranipoor
The	IC	security	and	reliability	research	
of	Florid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Florida

35 2016-6-24
Yin-Qian	
Zhang

Cache-Memory	Attacks	in	Clouds	and	
Mobile	Devices

Ohio	State	
University

学
术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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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16-6-29
Sun-Yuan	
Kung

Machine	Learning	for	Compressive	
Privacy	of	Big	Data

Princeton	
University

37 2016-6-30 Jin-Yi	Cai
Is	the	FKT	Algorithm	Universal	for	Planar	
Sum-of-Product	Compu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38 2016-7-1
胡晓波
（Hu	

Xiaobo）	

Exploiting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Beyond-CMOS	Transistors	for	Spatial-
Tempo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39 2016-7-1
陈子仪
（Chen	
Ziyi）

Computational	Medicine	with	Deep	
Learning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40 2016-7-4
陈长汶
（Chen	

Changwen）
Socialized	Mobile	Photograph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41 2016-7-5
陈长汶
（Chen	

Changwen）

在移动设备上浏览非结构化社交媒体
（Browsing	unstructured	social	media	
on	mobile	devic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42 2016-7-12
黄光燕
（Huang	

Guangyan）
Mining	Big	Stream	Data

Deakin	
University

43 2016-7-15
Guo-Liang	

Xing

Smart	Mobile	Health	Systems:		
Unobtrusive	Sensing	and	Wireless	
Privac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44 2016-7-20
张正友
（Zhang	

Zhengyou）

Emotionally	Intelligent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微软亚洲研究院
（MSRA）

45 2016-7-21
Sheng-Yu	
Zhang

Assignment	and	Pricing	in	Roommate	
Market

香港中文大学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6 2016-8-12 Anind	Dey
Understanding	Human	Behavior	with	
Everyday	Technology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47 2016-8-17
司枚

（Si	Mei）
Autonomous	Virtual	Humans	and	Social	
Robots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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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2016-8-18 Ivo	Bolsens	
Differentiating	in	the	Industry	
Megatrends

Xilinx

49 2016-8-18
李晓宁

（Li	Xiaoning）

Building	a	Fundamentally	Improved	
Malware	Analysis	Sandbox	without	
Virtualization

英特尔实验室
（Intel	China	

Lab）

50 2016-9-7
王思轩	
（Wang	
Sixuan）

云平台与微服务在科研与企业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cloud	platform	and	
micro	servic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nterprise）

Qlik	Tech	

51 2016-9-12
Li-Qiang	

Nie
Multi-Modal	Learning	towards	Micro-
video	Analytics	

School	of	
Comput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52 2016-9-13
You-Ming	
Qiao

Quantum	Matching	Problem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53 2016-9-24

Alexey	
Moiseenkov	
&	Nikolai	
Oreshkin

Prisma	and	Its	Story：When	Arts	Meet	
Deep	Learning

Prisma

54 2016-9-30
梁彬

（Liang	
Bin）

Mining	More	Bugs	by	Reducing	Noise	
Interference

中国人民大
学（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5 2016-10-24
Tian-Wei	
Zhang

Security	Detection	and	Protection	in	
Multi-tenant	Cloud	Comput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56 2016-10-25
Kirk	W.	

Cameron
The	Law	of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in	HPC	Systems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57 2016-11-4
Si-Yao	
Guo

The	Power	of	Negations	in	
Cryptography

New	York	
University

58 2016-11-9
Wei-Feng	

Liu
Scalability	Analysis	of	Sparse	Matrix	
Computations	on	Many-core	Processor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学
术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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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2016-11-10 Tao	Xie
User	Expectations	in	Mobile	App	
Securit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60 2016-11-11 Jian	Li
Pure	Exploration	in	Stochastic	Multi-
armed	bandit	Problems

清华大学
(Tsinghua	
University)

61 2016-11-17
叶通

(Ye	Tong)
Modular	AWG-based	Interconnection	
for	Large-Scale	Data	Center	Networks

上海交通大学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62 2016-11-22
王刚

(Wang	
Gang)

Regulating	Information	Flow	in	Neural	
Network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63 2016-11-23
Christos	
Faloutsos

Anomaly	Detection	in	Large	Graph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64 2016-11-29
李洋

(Li	Yang)

Probabilistic	Topic	Model	for	Hybrid	
Recommender	Systems:	A	Stochastic	
Variational	Bayesian	Approach

长江商学院
(CKGSB)

65 2016-12-2
Emine	
Yilmaz

New	Ways	of	Thinking	about	Search	
with	New	Device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66 2016-12-2
Xiong-
Feng	Ma

From	Quantumness	to	Security
清华大学
(Tsinghua	
University)

67 2016-12-13
Cheng-

Xiang	Zhai

Interface	Compting:Computationally	
Optimizing	the	Design	of	Interactive	
Search	Engine	Interfac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68 2016-12-14
汤思宇
(Tang	
Siyu)

Graph	Decomposition	for	Multi-person	
Tracking,	Pose	Estimation	and	Motion	
Segmentation

Max	Planck	
Institute

69 2016-12-14
Jean-
Francois	
Monin

Applications	of	Coq,	a	Proof	Assistant	
based	on	Type	Theory

University	
Joseph	Fou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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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2016-12-16
Wei-Qi	
Yan

Intelligent	Navigation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71 2016-12-16
黄铠

(Huang	
Kai)

Cloud	Big-Data	Analytics	for	Cognitive	
Deep	Learning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72 2016-12-16
李涛

(Li	Tao)

Innovating	Next	Generation	Computer	
Architecture	in	Big	Data	Era:Think	Big	
,See	Small

University	of	
Florida

73 2016-12-20 C.	Jay	Kuo
Deep	Learning	Networks	–	
Architectural	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74 2016-12-22
Zhang-Xi	

Tan
RISC-V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ure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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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网络与计算科学融合》第三届全球

华人香山学术研讨会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Computing 
Science Convergence"--The third Global 
Chinese Xiangshan Symposium

Date: Oct 27~28,2016
City: Beijing
Meeting Size: 50(people)

1. 举办时间：2016 年 10 月 27 日 -28 日

2. 举办地点：北京市

3. 会议规模：约 50 人

以人、机、物三元组合互联为特征的 IT3.0 

时代正向我们走来，它需要未来通信网络不但能

覆盖更为广阔的空间，更需要提供超过现有系统

1000 倍的数据传输和业务分析服务能力，不但

要传得快，更要传得多和服务得多。为此，首先

需要从空天地一体化的角度统一考虑网络覆盖能

力，其次充分吸取计算、控制等多个领域的技术，

并基于此重新设计融合计算、智能控制与业务高

效服务功能的未来信息通信网络体系结构。面向

上述主题，本次研讨会在前两届已讨论计算与通

信融合的绿色移动通信系统架构、科学理论与关

键技术的基础上，开放式地探讨满足 IT3.0 时代

通信需求的网络体系结构、关键系统设备及系统

软件。

为了促进通信网络和计算科学领域科研人

员的交流合作，同时为推进国际合作交流的进

程，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主办，北京

中 科 晶 上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赞 助 的《 通 信 网 络 与

计算科学融合》第三届全球华人学术研讨年会

于 2016 年 10 月 27-28 日在北京香山杏林山

庄成功举办。27 日上午 9 点会议正式开始，

会议分别由北京大学宋令阳、中科院计算所田

霖、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李文宇主持。大会主

席李国杰院士和中科院计算所徐志伟总工分别

致辞，欢迎各位领导专家的到来，并希望通过

此次会议的交流讨论，碰撞通信网络思维与计

算科学思维，探索 IT3.0 时代的 3C 融合科学

前沿技术。随后，中科院计算所无线中心主任

石晶林研究员对会议主题进行了介绍，研讨会

拉开帷幕。会议中，国内外通信与计算机领域

的知名专家学者就面向 IT3.0 时代的计算、通

信、控制 3C 融合进行了技术交流，深入探讨

了在 3C 融合的背景下，通信网络与计算科学

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和融合的思路和技

术路线，并对 IT3.0 时代的科研方向、产业发

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		举办学术会议

						Hosting	/	Orgnazing	Academic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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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计算蛋白质组学研讨会

CNCP-2016,  China 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Proteomics

Date: Aug 10~11,2016
City: Dalian, Liaoning
Meeting Size: 200(people)

1. 举办时间：2016 年 8月 10 日 -11 日

2. 举办地点：辽宁省大连市

3. 会议规模：200 人

2016 年 8 月 10 日 至 11 日， 第 四 届 中 国

计算蛋白质组学研讨会（CNCP-2016，China 

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Proteomics）在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盛大召开，200

多位代表参加了本届会议。

随着蛋白质组学的兴起，特别是质谱技术的

快速发展与精准医学的开始，蛋白质组学研究中

产生的质谱数据规模越来越大，依靠简单的计算

处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问题的需求，通过先进的

计算机算法与软件工具来自动处理大规模的蛋白

质组数据已经成为蛋白质组学研究的重要分支，

这 就 是 " 计 算 蛋 白 质 组 学 "（Computational 

Proteomics）。

计算蛋白质组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蛋白质

鉴定、翻译后修饰、蛋白质定量、蛋白质相互作

用、蛋白质定位、蛋白质结构或蛋白质动力学等。

我国的计算蛋白质组学与国际基本处于同步的发

展态势，特别是最近十年内在中国蛋白质组学项

目的驱动下，计算蛋白质组学的研究发展迅速。

为了推动计算技术在中国的蛋白质组研究中

发挥出更加切实的作用，更好地促进国内的学术

交流，计算所生物信息学实验室 pFind 团队发起

并分别于 2010 年 11 月、2012 年 11 月和 2014

年 11 月在计算所成功举办了前三届 " 中国计算蛋

白质组学研讨会 "（CNCP-2010，CNCP-2012，

CNCP-2014， 详 细 内 容 请 参 见：http://cncp.

ict.ac.cn/。

CNCP 会议的特色是办成 " 小人物 " 的学术

盛会。所谓“小人物”是指会议邀请的报告人暂

时还是一个年轻的 " 小人物 ", 比如一个刚毕业的

博士、在站或刚出站的博士后、刚回国的年轻 PI

等等，但在较短的时间内已经取得了高水平的研

究成果，比如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未来的发展

具有成为“大人物”的高潜力；另外，报告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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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主体上都是最近一到两年内由报告人亲自完成

的工作，包括未发表的最新内容。CNCP 的办会

方针是“学术优先、其他从简”，办会方式是不

征文、不收费，只设邀请报告、只设一个进程，

学术平等、每个报告的总时间严格控制在 30 分钟

内（25 分钟报告 +5 分钟提问与讨论）。 CNCP

的报告人是由领域内的资深学者与往届的报告人

共同推荐产生，新人优先。

CNCP-2016 会议共邀请到 26 位报告人，其

中包括来自美国的华人学者 3 位，来自欧洲的华

人学者 1 位，国内 22 人。在 8 月 9 日会议还安

排了一整天的会前技术培训，邀请到了来自美国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黄岚教授、来自美国明尼苏

达大学的陈悦博士、来自中科院计算所的迟浩博

士、来自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胡应巍博士、南方

科技大学的田瑞军博士、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刘

凡博士给 90 多位注册报名的学员带来了精彩丰

富的技术培训报告。

在 8 月 10 日早上的大会开幕式中，来自中

科院大连化物所的张丽华研究员为研讨会致欢迎

辞。首先，她指出：“中国计算蛋白质组学研讨

会在业界享有很高盛誉。每次会议的演讲嘉宾都

是由会议发起者和主办方—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贺思敏研究员、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徐

平研究员、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董梦秋研究员等

资深学者以及往届会议报告人鼎力推荐的。本次

研讨会的 26 个报告将由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

顶级专家和奋战在科研第一线的青年才俊精彩呈

现。相信在这两天的会议中，大家不仅能够收获

知识，也能收获友谊。”

8 月 10 日和 11 日两天的大会报告中，报告

人绝大多数是首次登上 CNCP 讲坛。CNCP 会

议特别鼓励邀请新的、年轻的一线优秀科研人员

( 从事具体的研发工作 ) 作大会报告。会议讨论内

容涉及但不局限于质谱数据分析新方法、蛋白质

鉴定新技术、翻译后修饰、蛋白质组定量技术、

蛋白质交联技术与结构解析、蛋白质基因组学等

方面。在最后经过参会听众的投票统计中，黄岚

和陈悦分别获得 8 月 10 日和 11 日两天的最佳报

告人。

在 8 月 11 日下午的闭幕式上，来自中科院

计算所的孙瑞祥博士为本届研讨会致闭幕辞。孙

瑞祥博士首先代表所有参会者感谢中科院大连化

物所张丽华老师团队为会议提供的精心安排与服

务。孙瑞祥博士将会议的简短开幕和闭幕仪式比

作会议报告的“假阳性时间”，本届会议的“FDR( 错

误检出率 )”极低，CNCP 今后也将延续这一风格。

另外，孙瑞祥博士还表示，第五届 CNCP 计划在

2018 年的下半年召开，并向大家发出报告嘉宾推

荐邀请。最后，孙瑞祥博士祝愿我国的科研人员

在国际计算蛋白组学领域能做出更出色的成绩。

第一届下一代数据中心热点研讨会

The	 first	Workshop	on	Hot	 Topics	on	

Data	Centers

Date: Sep 26~27,2016
City: Beijing
Meeting Size: 150(people)

1. 举办时间：2016 年 9月 26 日–27 日

2. 举办地点：北京市

3. 会议规模：150 人

我所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9 月 27 日在北

京唯实酒店举办了第 1 届 HotDC 学术研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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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Workshop on Hot Topics on Data 

Centers）。 会 议 针 对 下 一 代 数 据 中 心 的 热 点

技术问题和 趋 势， 邀 请 到 了 来 自 微 软、IBM、

Google、 百 度、ARM、 华 为、Memblaze 以

及 UC Berkeley 等工业界和学术界的专家进行

了现场报告。其中，来自微软的 Leendert van 

Doom，IBM 的 John Carter 以 及 Google

的 Xiao Zhang 分别介绍了各自数据中心的现

状、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Google

的 Xiao Zhang 还特别介绍了 Google 数据中

心中的大规模资源管理系统。来自百度的 Jian 

Ouyang 和 ARM 的 Geraint North 分 别 介 绍

了 FPGA 加速器和 ARM 处理器在数据中心中的

应用与技术方案。来自 Memblaze 的 Zhongjie 

Wu 和 华 为 的 Chunzhi He 则 分 别 介 绍 了 高 速

固态盘和以太网在云计算数据中心中如何提升

应用性能的技术方案。此外， UC Berkeley 的

Martin Mass 介绍了 Berkeley 在数据中心管理

系统方面的研究探索工作 FireBox。本次研讨会

上，计算所先进计算机系统研究中心的侯锐、张

科老师和卢天越、高婉玲等博士生还分别介绍了

各自在数据中心上的研究工作。本次研讨会吸引

了学术界、工业界约 150 人参加，与会人员就数

据中心的发展、设计管理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充

分讨论。

 

2016 年协同设计国际研讨会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design 
2016

Date: Oct 27~29,2016
City: Xi-an, Shaanxi
Meeting Size: 179(people)

1. 举办时间：2016,10 月 27 日 -29 日

2. 举办地点：陕西省西安市

3. 会议规模：179 人

2016 年协同设计国际研讨会的召开聚集了

一大批在高性能应用领域的世界顶尖学者，回顾

了在过去一年中各自的优秀工作，并且邀请了一

些硬件厂商，共同探讨了应用程序，软件基础件，

以及硬件发展中的协同设计问题。会议的召开让

不同行业的研究人员获得了新的视角，并探索得

到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保证软硬件协同设计，最

优发展。

第二十二届全国信息检索学术会议

（CCI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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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2nd  Ch in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Date: Nov 11~14,2016
City: Guangzhou, Guangdong
Meeting Size: 200(people)

1. 举办时间：2016 年 11 月 11 日 -14 日

2. 举办地点：广东省广州市

3. 会议规模：200 人

2016 年 11 月 11 日 至 14 日， 第 二 十 二

届 全 国 信 息 检 索 学 术 会 议（The 22nd Chin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简 称

CCIR2016）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本次会议由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和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CIPS）联合主办，华南理工大学承办，中国科

学院网络数据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作为会议主

办方执行单位。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从

事信息检索理论与应用研究的 76 所高校和科研

机构，共 220 余人，既有享誉国内外学术界和产

业界的资深专家，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华

南理工大学校领导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中

国中文信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孙乐研究员、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信息检索专委会主任白硕研究

员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

组委会特别邀请了阿里巴巴 iDST 研究员 / 资

深总监华先胜博士，现任华为美国研究所技术副

总裁常毅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多媒体工程研究中

心主任、电脑科学系终身教授李青教授，现任搜

狗公司 COO 茹立云博士等人做大会特邀报告。

大会在第一天上午还举行了“信息检索的未

来之路”的主题 panel，中科院计算所的郭嘉丰

博士、常毅博士、白硕研究院、华先胜博士与清

华大学刘奕群博士等就主持人中科院计算所的兰

艳艳博士提到的若干信息检索的焦点问题阐述了

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激发了与会者

对信息检索未来发展方向的更深入的思考。

会议期间，大会举办了青年学者论坛和专题

讲习班。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青年学者们在青年

学者论坛报告了主流的信息检索学术会议在 2016

年的发展情况及相关研究趋势。中科院郭嘉丰博

士和徐君博士共同主持了专题讲习班，就文本深

度语义匹配的专题展开综述，系统地介绍了近年

来在文本处理领域基于深度学习的语义匹配模型

的发展与现状，以及深度语义匹配所面临的挑战

性问题，并讨论了文本语义匹配算法的应用场景

和未来方向。

全国信息检索学术会议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关注国内外信息检索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对本领域面临的挑战性科学问题和关键性技术难

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次会议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不仅促进了相关学科领域与 IT 界的学术交流，而

且增进了同行之间的学术友谊。我国信息检索领

域的研究要走向国际，还需要对今后面临的关键

性、挑战性问题进行艰难的探索，还需要不断加

大研究的力度和深度。让我们共同努力，使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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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领域的研究迈向世界，再创辉煌。

BDTC	2016 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

Big Data Technology Conference 2016

Date: Dec 8~10, 2016
City: Beijing
Meeting Size: 500(people)

1. 举办时间：2016 年 12 月 8日 -10 日

2. 举办地点：北京市

3. 会议规模：500 人

2016 年 12 月 8 日， 作 为 大 数 据 领 域 规 模

最大、最具影响力的 IT 盛会，2016 中国大数据

技术大会（Big Data Technology Conference 

2016，BDTC 2016）在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盛大开幕。本次会议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

主办，大数据专家委员会承办，中国科学院网络

数据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协办，大会历时三天，

以更加国际化的视野，邀请众多国内外大数据专

家齐聚一堂，从政策法规、技术实践和产业应用

等角度深入探讨大数据落地后的挑战，与往届相

比，本届大会更关注行业应用最佳实践，突出应

用和数据的深度融合，并首次将人工智能、高性

能计算等热点话题引入大会，作为大数据产业界、

科技界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大

会吸引了数千名大数据技术从业者与技术专家到

场参会。

第四届大数据学术会议

CCF BigData 2016

Date: Oct 11~13, 2016
City: Lanzhou, Gansu
Meeting Size: 500(people)

1. 举办时间：2016 年 10 月 11 日 -13 日

2. 举办地点：兰州市

3. 会议规模：500 人

2016 年 10 月 11-13 日， 中 国 计 算 机 学 会

（CCF）主办的第四届 CCF 大数据学术会议（CCF 

BigData 2016）在甘肃省兰州新区隆重召开。会

议由中国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兰州大

学和甘肃兰州新区联合承办。中国科学院网络数

据科学与技术重点室为主办方执行单位。中国工

程院李国杰院士担任大会名誉主席，大数据专家

委主任、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梅宏院士和兰州大

学校长王乘教授担任大会共同主席，兰州大学胡

斌教授，中科院计算所程学旗研究员、清华大学

王建民教授和南京大学黄宜华教授担任大会程序

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数据领域专

家、学者、企业代表和学生等 500 余人出席了本

次会议。梅宏院士在代表 CCF 和大数据专家委

员会致辞中指出，目前我们要面对大数据对信息

技术体系带来的挑战，管理、挖掘、分析、应用

好大数据；我们还要推进相应的学科建设，满足

社会对大数据人才的需求。希望大家能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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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术盛会，共同面对未来。会议还组织了丝

绸之路西北大数据高峰论坛、类脑与生物医学大

数据、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智能、大数据系统、大

数据与机器学习、优秀青年学者论坛等 6 场专题

论坛，分别由国内知名学者担任论坛主席，并邀

请相关领域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 19 场专题演讲。

 

第四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分析

Workshop(DSBDA-2016)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Analysis 2016
Date: Dec 12, 2016
City: Barcelona, Spain
Meeting Size: 100(people)

1. 举办时间：2016 年 12 月 12 日

2. 举办地点：西班牙巴塞罗那

3. 会议规模：100 人

2016 年 12 月 12 日，由中国科学院网络数

据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在数据挖掘领域的国际

顶级会议 ICDM-2016 上组织的“第四届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分析 Workshop（DSBDA-2016）”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

本届 Workshop 内容涵盖了：大数据的采集、

表示、索引、存储管理；大数据处理与预处理；

大数据挖掘与理解的模型、算法和方法；大数据

知识发现与语义挖掘；大数据可视化分析与组织；

网络大数据内容挖掘；基于网络大数据的社会计

算；大数据挖掘的工业和科学应用。

本届 Workshop 共收到论文 50 余篇，录用

11 篇。所有被录用文章的作者都到场做了报告，

每个报告包括提问的 30 分钟都很充实。参加本

届 Workshop 的学者学生共有 50 多人，大家在

交流讨论中畅所欲言，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宽了

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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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计算所国内专利申请 162 项，国际 PCT 申请 22 项，获得国内专利授权 108 项，

获得美国专利授权 1 项，软件著作权 27 项，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奖 1 项，北京市发

明专利奖 1 项。

在专利布局和组合申请方面加强规划和深度挖掘，改变单点申请的局面，在智能加速芯片

方向新增 5 项专利组合申请，在高通量计算方向布局 12 项专利申请。申请国际 PCT 申请 22 项，

加强重点产业知识产权海外专利布局，以提高知识产权海外风险防控能力。在标准制定方面，

全年主导 1 项信息编码国家标准、1 项通信行业标准、参与 3 项定位技术国家标准。

继续在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方面狠下功夫，苦练内功，深入推进专利价值分析和分级分类管

理工作，通过专利评价、评级，科学合理判断专利使用价值，找出适合市场需求主体的专利，

为促进专利转移转化进行有益尝试，成功转让专利 13 项，获得 215 万元现金收益，此外还转

让软件著作权 2 项，获得 6 万元现金收益。

Patents Applications and Authorised

In the year of 2016, the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reinafter ICT) filed 184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obtained 109 granted patents.  
ICT has already have over 2,000 patents in total.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patent portfolio focused on strategic research directions,  
eighteen applications centred on the technology of intelligent acceleration chip, and 
twelve applications around  the technology of high throughput computing were mined and 
protected.

Besides,  ICT  has practiced many effective attempt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s of 
achievements .Thirteen patents and two software copyrights were transferred, also more than 
twenty patents were licensed in 2016. Meanwhile,ICT presided four draft national standards  
and one  industry standard formulation.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wenty-two PCT applications were  filed in 2016, which would 
provide overseas protect . And  the “China-Australia-NewZealand Worksho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was held in ICT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 
between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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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发明专利列表		Patents	Authorised

序号 授权号 专	利	名	称 发明 /设计人

1 ZL201110400302.4
多址中继接入信道下基于软信息的
网络编码系统方案

周恩；周一青；石晶林

2 ZL201110156613.0
一种利用 Femtocell 及专用网关技
术构建应急通信系统的方法

黄亮；石晶林；张玉成；
胡金龙

3 ZL201110122771.4
桌面虚拟化系统性能测量方法及工
具

陈援非；吴元昆；朱珍民；
鹿晓文

4 ZL201210078068.2
一种用于人体重现检测的人体表观
模型的学习方法及系统

王亮；李浩；常虹；曾炜；山世光；
陈熙霖

5 ZL201210153862.9 多根 I/O	虚拟化共享方法和系统
曹政；刘小丽；安学军；张佩珩；
孙凝晖；王展；苏勇；刘飞龙

6 ZL201210461238.5
一种能智能化响应用电需求的充电
系统及方法

王云芝、张博宁、王向东、
钱跃良、罗海勇

7 ZL201210380531.9
一种传感器网络中分组丢失和错误
的原因识别方法和系统

黄庭培；陈海明；张招亮；
崔莉

8 ZL201210406330.1
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智能配置系统
及其方法

方远；刘强；赵泽；崔莉

9 ZL201210549517.7
一种支持多点触摸手势的人机交互
戒指

张博宁 ; 钱跃良 ; 陈益强 ;
王向东

10 ZL201210316345.9
一种开放式蛋白质鉴定的分布式加
速方法及其系统

张文力；迟浩；路远征；王乐珩；
赵晓芳；贺思敏

11 ZL201210451907.0
开放式蛋白质鉴定的数据库搜索方
法及其系统

迟浩；孙瑞祥；王乐珩；张文力；
贺思敏

12 ZL201210352776.0
一种物联网计算任务调度系统及其
方法

石海龙；李栋；邱杰凡；崔莉

13 ZL201210395366.4
基于深度传感器的在线视频分割后
的处理方法及系统

黄美玉；陈益强；纪雯

14 ZL201210397255.7
基于异构数据融合的传感器协同手
势识别方法及系统

黄美玉，陈益强，纪雯

15 ZL201210436545.8
一种自动检测非手势模式的手势分
割识别方法及系统

黄美玉，陈益强，纪雯

16 ZL201210501813.X
一种基于 HCD与 ETD 质谱图的肽
段从头测序方法及系统

迟浩；陈海丰；孙瑞祥；董梦秋；
贺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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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ZL201310035131.9 一种人体的检索方法和系统
常虹；李浩；王亮；刘国盟；
山世光；陈熙霖

18 ZL201310120312.1
一种自动伸缩的在线视频服务质量
保障方法及系统

冯超，刘泓，刘淘英，李伟

19 ZL201310033687.4
一种 BWT	实现方法中对后缀进行
排序的方法及系统

俞健康；侯锐；张继璠；龙冰洁 ;
李冰

20 ZL201310080244.0
一种多设备间文件同步的重命名处
理方法及系统

刘立坤	王一帆	张立新

21 ZL201310049461.3
一种多终端文件间的文件同步方法
及系统

王一帆、刘立坤、张立新

22 ZL201310091759.0
一种文件同步中向量时钟的实现方
法及系统

李旭、刘立坤、王一帆、张立
新

23 ZL201310146080.7
一种并行的垂直交叉网络数据采集
方法及系统

敖翔、何清、庄福振

24 ZL201310144152.4
一种面向微博客系统中未来意见领
袖的创建方法及系统

程学旗、李静远、邢国亮、
王元卓

25 ZL201310143846.6
一种面向微博客的话题流行范围评
估方法及系统

程学旗、李静远、李佳、王元卓、
刘悦

26 ZL201310131986.1
数据中心数据分析类基准测试程序
的应用选取方法及系统

贾禛、王磊、刘文宝、詹剑锋、
张立新、周润林、杜翠兰

27 ZL201310102224.9
一种区分蛋白编码基因和非编码基
因的方法及系统

赵屹、孙亮、罗海涛

28 ZL201310135154.7
基于 PMIPv6 域内业务流切换的移
动管理方法及系统

王煜伟；秦晨翀；刘敏；周安福；
虞航仲；宋云龙

29 ZL201310134852.5 一种虚拟机内存映射方法及系统
高云伟	邬小龙	孙毓忠	詹剑锋	
张立新

30 ZL201310221333.2
一种无线传感网双因子认证方法和
装置及其网络

王飞、徐勇军、吴现斌、刁博宇、
黄晁

31 ZL201310320211.9
一种无人系统分布式一致性编队控
制方法及其系统

李超、徐勇军、安竹林、唐宏

32 ZL201310143350.9
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时间同步方
法及系统

赵登昌、徐勇军、安竹林、
黄晁

33 ZL201310152729.6
一种面向业务区分优化的移动管理
方法及系统

虞航仲、王煜炜、刘敏、
宋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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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授权号 专	利	名	称 发明 /设计人

34 ZL201310221673.5
一种基于优化中继选择的自适应协
作多播方法与系统

周一青、刘航、焦惠芳、
田霖	黄伊、石晶林

35 ZL201310240608.7
实现分布式 I/O资源池化的方法及
装置

刘小丽、曹政、安学军、张佩珩、
孙凝晖、王展

36 ZL201310320221.2
一种分布式负载发生器的实现方法
及其系统

陈兴振、贾禛、王磊、詹剑锋、
张立新

37 ZL201310425109.5
一种单向和双向时延抖动测量中修
正时钟漂移的方法及系统

张骏、张广兴、谢高岗、徐川

38 ZL201310298425.0
一种基板多芯片集成的大端口互连
类芯片及实现方法

沈华、曹政、孙凝晖、张佩珩、
元国军、安学军、游定山、杨佳、
解利伟

39 ZL201310395408.9
面向蜂窝通信网络的低功耗多信道
频谱感知方法及其系统

周一青、沈志举、刘玲、黄伊

40 ZL201310221353.X
一种网络攻击检测中指纹库的提取
方法和系统

姜海洋、张广兴、谢高岗

41 ZL201310258435.1 芯片内部压降测量装置及测量方法 张译夫、秦石强、崔明艳

42 ZL201310206533.0
一种异构多核线程调度方法、系统
及异构多核处理器

王磊、陈云霁、陈天石、
陆超、李梦竹

43 ZL201310267669.2
一种降低处理器软错误率的方法和
系统

尹一笑、陈云霁、胡伟武

44 ZL201310233401.7
一种降低多线程程序功耗的方法及
系统

尹一笑、陈云霁、胡伟武

45 ZL201310259441.9
一种用于全向连接的金属电容及布
图方法

张昊、杨丽琼

46 ZL201310269957.1
基于确定性重放的并行系统弱一致
性的验证方法和系统

冯晓雪、陈云霁、李磊、
李梦竹

47 ZL201310504532.4 一种内存垃圾回收系统及方法
王亚楠、陈荔城、崔泽汉、
陈明宇

48 ZL201310344221.6
一种认知无线网络中的无线接入方
法和系统

周一青、刘玲、田霖、石晶林

49 ZL201310232749.4
一种降低多线程程序功耗的方法及
系统

尹一笑、陈云霁、胡伟武

50 ZL201310641681.5
一种磁盘阵列数据分布与重建方法
及系统

岳银亮、熊劲、贾士博、
陈明宇、张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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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ZL201310544315.8 一种网络安全态势预测方法及系统 金舒原、庞依、张亚星

52 ZL201310541306.3 一种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方法及系统 金舒原、张亚星、庞依

53 ZL201310487641.X
一种基于谓词论元结构的层次机器
翻译方法及系统

刘凯、姜文斌、吕雅娟、刘群

54 ZL201310641674.5
HTTP 主动测量中仿真真实用户负载
的方法及系统

张骏、张广兴、谢高岗、徐川

55 ZL201310606932.6
一种 Linux 系统下程序执行路径监
测系统及其方法

陈英超、田昕晖、孙毓忠、
潘涛

56 ZL201410014426.2
一种基于环境认证的文件安全存储
方法与系统

黄超、陈晓、刘敏、王煜炜

57 ZL201410064466.8
一种相变存储器写加速方法及其系
统

李冰、胡瑜、单书畅、李晓维

58 ZL201410400159.2
面向车辆群组动画的路网语义建模
方法及系统

王华、毛天露、王兆其

59 ZL201010148712.X
一种检测 LTE 系统双工方式的方法
和装置	

王剑、黄守俊、周恩、刘来增、
寇振涛、张秀丽、王佩、
石晶林

60 ZL201110252748.7
一种面向分布式工作流的数据流初
始调度方法和系统

王桂玲、张鹏、刘晨、徐学辉、
季光、韩燕波

61 ZL201110336561.5 自适应多播传输机制选择方法
关娜、周一青、田霖、刘航、
石晶林

62 ZL201210591061.0
机群文件系统分布式元数据一致性
保证方法及系统

郑彩平、邵冰清、张军伟、
刘振军、王利虎、张浩

63 ZL201210592795.0
一种从单记录网页中抽取规律噪音
的方法

程学旗、李海燕、	郭岩、	万圣贤、	
郭少华、	刘悦、	余智华

64 ZL201210587319.X
一种为可移动智能终端设备提供扬
声服务的设备与方法

傅川、谢健清、张国清

65 ZL201310674521.0 一种社交网络数据采集方法及系统
程学旗、王元卓、刘强、李静远、
邢国亮

66 ZL201110263798.5
社会标签自动标注的方法以及社会
标签自动标注器

刘盛华、程学旗、郭嘉丰、刘悦、
廖华明、朱亚涛

67 ZL201210222279.9 图像显著区域检测方法 毛震东、高科、张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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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ZL201210144379.4
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数据收集和发
布装置及方法

王子健、赵泽、侯陈达、石海龙、
崔莉

69 ZL201210151488.9
一种智能电子标签信息系统及其信
息交互方法

陈益强、	陈振宇、	王双全、
	赵中堂

70 ZL201210576811.7
用于电子书籍的信息检索系统和方
法

朱珍民、唐熊、叶剑、陈援非、
姚昱旻、肖灿

71 ZL201210585960.X
提供与视频播放内容相关信息的系
统和方法

王向东、钱跃良、	张虹、
	李新辉

72 ZL201310204314.9
一种 eMule 网络上关联资源的发
现方法

程学旗、冯凯、刘备、田红志、
王元卓、陈雷、刘悦

73 ZL201310206651.1
基于网络数据流的HTTP 僵尸网络
检测方法及系统

李可、刘潮歌、崔翔、王帅

74 ZL201310258025.7
一种OFDM系统中的多普勒变化
率估计方法和系统

周一青、侯占伟、田霖、姚彦斌、
苏泳涛、石晶林

75 ZL201310403344.2 一种智能移动终端功耗管理方法
鄢贵海、	韩银和、李雪亮、
	李晓维

76 ZL201310413628.X
用于融合多个语音识别系统的识别
结果的方法及系统

王向东、杨阳、钱跃良

77 ZL201310182978.X
微博消息中命名实体识别方法及系
统

程学旗、伍大勇、李静远、王
元卓、刘倩

78 ZL201110312235.0
基于遥控器的智能电视人机交互方
法、装置和系统

刘宏、钱跃良、王向东

79 ZL201310222726.5 支持混合基DFT 的计算装置及方法
苏泳涛、姚彦斌、黄守俊、
石晶林、周一青

80 ZL201310222692.X 一种运动风格重定向方法和系统
夏时洪、马万里、王兆其、
王从艺

81 ZL201310204527.1
一种用于 eMule 网络的文件资源
信息采集方法

程学旗、冯凯、刘备、田红志、
王元卓、陈雷、刘悦

82 ZL201210037460.2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移动多播路由方
法

李培培、徐勇军

83 ZL201210084297.5
传感器网络中动态切换目标跟踪方
法的系统及方法

肖克江、王睿、	崔莉、	刘新宇

84 Zl201310070486.1
一种 eMule 网络上特定资源的发
现方法和装置

程学旗、冯凯、刘备、田红志、
王元卓、刘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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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ZL201410141138.3 室内电子地图的构建方法及系统
罗海勇、邵文华、赵方、林长海、
周辉、林震东

86 ZL201310204529.0 一种用户查询意图识别方法
熊锦华、公帅、	程学旗、廖华明、
王元卓

87 ZL201310230682.0
基于用户评价的域名访问控制方法
及系统

孟绪颖、王淼、邵正阳、张玉
军

88 ZL201310232849.7
一种 BitTorrent 和 eMule 下载文件
的关联方法

冯凯、程学旗、田红志、王元卓、
刘备、陈雷、刘悦	

89 ZL201310241691.X
一种集中式基站架构中的处理资源
分配方法与系统

田霖、翟国伟、	周一青、
石晶林

90 ZL201310276346.X 一种三维卡通人脸生成方法和系统 刘军发、陈益强、陈涛

91 ZL201310298119.7 一种微博信息采集方法及系统 吴波、曹娟、张勇东、李锦涛

92 ZL201310283875.2 一种台标检测方法
刘菲、	张曦珊、	刘毅、	张冬明、	
张勇东

93 ZL201310298326.2 去碎片化方法及系统 严得辰、刘立坤

94 ZL201310382781 一种路由攻击的检测系统和方法 梁伟、景全亮、许刚、毕经平

95 ZL201310403402.1
一种面向虚拟机群应用的虚拟节点
配置方法

查礼、林健、鲁小亿、王锐坚、
程学旗

96 ZL201310407167.5 一种广域网虚拟平台的构建方法
杨鹏斐、孙毓忠、杨庆林、
何振学、宋莹、赵霞、潘涛

97 ZL201410575694.1 盲人避障提示装置及方法 钱跃良、	刘宏、王喆、	王向东

98 ZL201410009439.0 干扰对齐预编码方法及系统 周一青、马亚男、石晶林

99 ZL201410183644.9 一种基于加速度传感器的计步方法
赵方、罗海勇、李信然、
尹家宝

100 ZL201410406562.6
串联质谱数据母离子检测模型训练
方法及母离子检测方法

邬龙、曾文锋、袁作飞、刘超、
孟佳明、贺思敏

101 ZL201110312134.3
基于定位遥控器的智能电视人机交
互方法、装置和系统

刘宏、钱跃良、王向东

102 ZL201310460457.6
一种在多方间构建令牌关联关系的
系统

傅川、谢健清、张国清、康鹏

103 ZL201310556540.3 一种自认证服务系统和方法 傅川、张国清、谢健清、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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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ZL201310190225.3
一种微博流行趋势预测方法、装置
及系统

张国清、边建功、程学旗、傅川、
许洪波

105 ZL201110188509.X 一种视频编解码中去块滤波方法
云晓春、包秀国、颜成钢、代锋、
马宜科、张勇东

106 ZL201310134433.1
社会媒体事件的动态观点演变的可
视化方法及设备

程学旗、刘盛华、朱亚涛、
王元卓、刘悦、朱文君

107 ZL201310298246.7
改善缓存预取数据局部性的方法和
系统及缓存访问方法

严得辰、刘立坤

108 ZL201310377540.7
一种面向移动智能终端的协同下载
任务调度方法及系统

黄超、陈晓、刘敏、王煜炜

109 US9411778 一种多处理器系统及其同步引擎
孙凝晖、陈飞、曹政、王凯、
安学军

正  气 

          大  气 

                    骨  气

授权发明专利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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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登记列表		Software	Registration

序号 登记号 软件全称 软件设计人

1 2016SR030371
基于特征过滤的爆发性微博事件快速检测系
统

季志远、杜攀、笱程成、
刘悦、程学旗

2 2016SR014454 VIPL 人脸识别软件
吴望龙、刘昕、山世光、
阚美娜、陈熙霖

3 2016SR014574 VIPL 面部特征分析软件
张杰、山世光、阚美娜、
陈熙霖

4 2016SR014564 VIPL 多姿态人脸检测软件
邬书哲、	阚美娜、	山世光、
陈熙霖

5 2016SR014569 联合波粒二象性的CT 仿真系统
李海洋、曹伟国、刘瑞、
李华

6 2016SR014677 新闻视频手机端用户登录授权管理软件
舒文杰、陈益强、邢云冰、
纪雯

7 2016SR014560 基于 Android 的远程视频通信系统软件 邢云冰、陈益强、纪雯

8 2016SR030374 数据中心服务器运行数据统计平台软件 姜志颖，操江峰

9 2016SR029325 适于相衬成像的CT 仿真与三维重建系统
李海洋、曹伟国、刘瑞、
李华

10 2016SR030378 面向新闻人物的人脸检测及识别软件
张静、陈益强、纪雯、邢
云冰

11 2016SR030381 面向新闻视频的海量用户后台管理系统
张晓艺、纪雯、陈益强、
邢云冰

12 2016SR218916 蛋白质质谱分析的完整糖肽鉴定软件
曾文锋、张晓今、吴建强、
孙瑞祥、贺思敏

13 2016SR218920
蛋白质质谱分析的肽段色谱保留时间预测软
件

涂慧君、刘超、迟浩、贺
思敏

14 2016SR219380 分布式通用图运算系统 牛颂杰，陈世敏

15 2016SR218993 基于 Spark 云计算的数据挖掘软件系统

何清，敖翔，黄明，罗平，
庄福振，闫肃，左罗，王
浩成，罗丹，何佳，曹逸轩，
李宏伟，张钊

16 2016SR219125 通用深度学习可视化系统 王朝尉，周可人，谭光明

17 2016SR219060 基于事件驱动的大数据平台流量发生器
曹政、郭嘉梁、邵恩、许刚、
谢震、王展、臧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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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6SR298478 树形结构数据处理系统 陈世敏	王智义

19 2016SR299996 电子侦察数据入库软件 姚萍	莫志峰	邓力

20 2016SR299989 遥感影像数据入库软件 姚萍	邓力	东科

21 2016SR299992 基于深度相机的物体或场景三维扫描系统 夏时洪、王志勇、苏乐

22 2016SR329832
针对可观测性分支覆盖的路径约束激励生成
软件

周艳红，李华伟，李晓维

23 2016SR329821 基于路径约束求解的半形式化激励生成软件 周艳红，李华伟，李晓维

24 2016SR329571 蛋白质质谱分析的交联鉴定软件
尹吉澧、孟佳明、刘超、
迟浩、陈镇霖、孙瑞祥、
董梦秋、贺思敏

25 2016SR330683 基于肽质量指纹谱数据的蛋白质鉴定软件
牛秀南、迟浩、贺思敏、
孙瑞祥

26 2016SR329827
基于运动捕捉数据的人体运动数据分析及转
换软件

陈益强、胡春雨、王晋东、
张宇欣

27 2016SR329461
基于 Spark 和 Azkaban 的大规模数据挖掘
云服务平台系统

何清，黄明，敖翔，李宏伟，
左罗，曹逸轩，张钊，何佳，
庄福振，罗平

□	标准列表		Standards	Issued

序号 标准号 中文名称 标准范围 起草属性

1 GB/T	20090.16-2016
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		第 16 部分：广
播电视视频

国家标准 主导

2 YD/T	3049-2016 IPv6 技术要求	基于代理移动 IPv6 的组播 行业标准 主导

3 20100413-T-469
信息技术	实时定位系统接口	第 3部
分 :433MHz 空中接口协议	

国家标准 参与

4 20080559-T-469	
信息技术	实时定位系统接口	第 2部
分 :2.45GHz	空中接口协议	

国家标准 参与

5 20081395-Z-469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	实时定
位系统设备符合性测试方法	2.47GHz 空中
接口通信测试方法

国家标准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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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性论文列表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会议论文  Conference Papers

1.  Yi Sun, Xiaoqi Yin, Junchen Jiang, Vyas Sekar, Fuyuan Lin, Nanshu Wang, Tao Liu, Bruno 

Sinopoli, CS2P: Improving Video Bitrate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 with Data-Driven 

Throughput Prediction, ACM SIGCOMM 2016, Florianópolis, Brazil, Aug 22-26, 2016

2.  Dong Wang; Zhenyu Li; Gaogang Xie; Mohamed-Ali Kaafar; Kavé Salamatian,Adwords 

Management for Third-parties in SEM: an Optimisation Model and the Potential of Twitter,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INFOCOM), San Francisco, 

CA, USA, Apr 10-15,2016, 1-9

3.  Bo Gao, Sudeep Bhattarai, Jung-Min Jerry Park, Yaling Yang, Min Liu, Kexiong Zeng, Yanzhi 

Dou, Incentivizing spectrum sensing in database-driven dynamic spectrum sharing,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INFOCOM), San Francisco, CA, 

USA, Apr 10-15,2016, 1-9

4. Jianfeng He, Bingpeng Ma, Shuhui Wang, Yugui Liu, Qingming Huang . Cross-modal 

Retrieval by Real Label Partial Least Squares,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 ACMMM . 2016

5.  Xiangyang Li, Xinhang Song, Luis Herranz, Yaohui Zhu, Shuqiang Jiang . Image Captioning 

with both Object and Scene Information .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 

ACMMM . 2016

6.  Y Zhang, L Qin, Q Huang, K Yang, J Zhang, H Yao . From Seed Discovery to Deep 

Reconstruction: Predicting Saliency in Crowd via Deep Networks .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 ACMMM . 2016

7.  Ping Luo, Su Yan, Zhiqiang Liu, Zhiyong Shen, Shengwen Yang, Qing He . From Online 

Behaviors to Offline Retailing . 20th ACM SIGKDD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 2016

知
识
产
权



175

	 代表性论文列表

8. Jia He, Changying Du, Fuzhen Zhuang,Yin Xin, Qing He, Guoping Long. . Online Bayesian 

Max-margin Subspace Multi-view Learning, .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6

9.  Ping Luo, Ganbin Zhou, Qing He . Browsing Regularities in Hedonic Content Systems: the 

More the Merrier? .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2016

10.Haomiao Liu, Ruiping Wang, Shiguang Shan, Xilin Chen . Deep Supervised Hashing for Fast 

Image Retrieval .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 2016

11.Jie Zhang, Meina Kan, Shiguang Shan, Xilin Chen . Occlusion-free Face Alignment: Deep 

Regression Networks Coupled with De-corrupt AutoEncoders .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 2016

12.Luis Herranz, Shuqiang Jiang, Xiangyang Li . Scene Recognition with CNNs: Objects, Scales 

and Dataset Bias . 2016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13.Meina Kan, Shiguang Shan, Xilin Chen . Multi-view Deep Network for Cross-view 

Classification .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 2016

14.Yuankai Qi, Shengping Zhang, Lei Qin, Qingming Huang, Hongxun Yao, Jongwoo Lim, and 

Ming-Hsuan Yang. . Hedged Deep Tracking .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 2016

15.E Chen, G Zeng, P Luo, H Zhu, J Tian, H Xiong. . Discerning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shared 

interests for social user profiling . 25th International World Wide Web Conference World 

Wide Web . 2016

16.Jing Ye, Yu Hu, Xiaowei Li,POSTER: Attack on Non-Linear Physical Unclonable Function,ACM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CCS),2016,pp. 1751-1753

17.Lei Wang,Fan Yang,Liangji Zhuang,Huimin Cui, Fan Lv, Xiaobing Feng,Articulation points 

guided redundancy elimination for betweenness centrality,PPOPP ,2016:7:1-7:13

18.Shaoli Liu, Zidong Du, Jinhua Tao, Dong Han, Tao Luo, Yuan Xie, Yunji Chen, Tianshi 

Chen,Cambricon: An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for Neural Networks,ISCA,2016:395-405

知
识
产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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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Shijin Zhang, Zidong Du, Lei Zhang, Huiying Lan, Shaoli Liu, Ling Li, Qi Guo, Tianshi Chen, Yunji 

Chen,Cambricon-X: An accelerator for sparse neural networks,MICRO,2016:1-12

20.Yiqiang Chen, Yang Gu, Xinlong Jiang, Jindong Wang, "OCEAN: a new opportunistic 

computing model for wearable activity recognition",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ACM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Pervasive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UbiComp Adjunct 

2016, Germany, Sept. 2016, pp.33-36

21.Jinhua Gao, Huawei Shen, Shenghua Liu, Xueqi Cheng. Modeling and predicting 

retweeting dynamics via a mixture process.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WWW 2016), pp. 33-34, April 2016, Montreal, Canada.

22.Qingyao Ai, Liu Yang, Jiafeng Guo, W. Bruce Croft, Improving language estimation with the 

Paragraph vector model for Ad-hoc retrieval, SIGIR 2016

23.Tong Man, Huawei Shen, Shenghua Liu, Xiaolong Jin, Xueqi Cheng. Predict anchor links 

across social networks via an embedding approach.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JCAI 2016), pp. 1823-1829, July 2016,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A

24.Shengxian Wan, Yanyan Lan, Jun Xu, Jiafeng Guo, Liang Pang, Xueqi Cheng. Match-

SRNN: Modeling the Recursive Matching Structure with Spatial RNN.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JCAI), pp. 2922-2928, July 2016,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A

25.Fei Sun, Jiafeng Guo, Yanyan Lan, Jun Xu, Xueqi Cheng. Sparse Word Embeddings Using 

ℓ1 Regularized Online Learning.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JCAI 2016), July 2016,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A

26.Long Xia, Jun Xu, Yanyan Lan, Jiafeng Guo, Xueqi Cheng. Modeling Document Novelty 

with Neural Tensor Network for Search Result Diversif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39th 

International ACM SIGIR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SIGIR 2016), pp. 395-404, July 2016, Pisa, Italy

27.Hui Du, Xueke Xu, Xueqi Cheng, Dayong Wu, Yue Liu, Zhihua Yu. Aspect-Specific 

Sentimental Word Embedding for Sentiment Analysis of Online Reviews.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mpanion on World Wide Web (WWW Companion), pp. 

29-30, April 2016, Montréal, Québec, Canada



177

	 代表性论文列表

知
识
产
权

28.Hao Jiang, Chang Gao, Tianlu Mao, Hui Li, Zhaoqi Wang. Groupnect: Integrating Group 

Interaction into Large Display System,IEEE Virtual Reality 2016. Greenville, SC,USA,19-23 

March 2016,191-192

29.Zhiwei Jin, Juan Cao, Yongdong Zhang, Jiebo Luo, News Verification by Exploiting 

Conflicting Social Viewpoints in Microblogs,AAAI, Arizona USA, 2016.02.12-17

30.Fandong Meng, Zhengdong Lu, Hang Li , Qun Liu . Interactive Attention for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2016

31.Lei He, Wei Li, Hai Zhuge . Abstractive News Summarization Based on Event Semantic Link 

Network .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2016

32.Qiuye Zhao, Qun Liu . A subtree-based factorization of dependency parsing .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2016

33.Wei Li, Lei He, Hai Zhuge . Exploring Differential Topic Models for Comparative 

Summarization of Scientific Papers .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2016

34.Biao Zhang, Deyi Xiong, Jinsong Su, Qun Liu, Rongrong Ji, Hong Duan, Min Zhang . 

Variational Neural Discourse Relation Recognizer .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 2016

35.Hongshen Chen, Yue Zhang, Qun Liu . Neural Network for Heterogeneous Annotations .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 2016

36.Mingxuan Wang, Zhengdong Lu, Hang Li, Qun Liu . Memory-enhanced Decoder for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 2016

37.Wenbin Jiang, Wen Zhang, Jinan Xu, Rangjia Cai . Automatic Cross-Lingual Similarization 

of Dependency Grammars for Tree-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 .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 2016

38.Fang Yin, Xiujuan Chai, Xilin Chen . Iterative Reference Driven Metric Learning for Signer-

Independent Isolated Sign Language Recognition .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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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Fuzhen Zhuang, Qing He . Ensemble of Anchor Adapters for Transfer Learning . the 25th 

ACM International o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 2016

40.Changying Du, Fuzhen Zhuang, Jia He, Qing He, and Guoping Long . Learning beyond 

Predefined Label Space via Bayesian Nonparametric Topic Modelling .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Knowledge Discovery . 2016

41.Kongming Liang, Hong Chang, Shiguang Shan, Xilin Chen . Attribute Conjunction Learning 

with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 European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 2016

42.Yanhao Zhang, Lei Qin, Sicheng Zhao, Rongrong Ji, Xiusheng Lu, Hongxun Yao, Qingming 

Huang. . Deep attribute-embedding graph ranking for crowd video retrieval .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and Expo . 2016

43.Changying Du, Changde Du, Guoping Long, Qing He, Yucheng Li. . Online Bayesian 

Multiple Kernel Bipartite Ranking . The Conference on Uncertaint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2016

44.Huina Chao,Huawei Li,Tiancheng Wang,Xiaowei Li,Bo Liu,An accurate algorithm for 

computing mutation coverage in model checking,IEEE InternationalTest Conference, 

2016,1—10

45.Ying Wang；Huawei Li；Xiaowei Li,Frequency Scheduling For Resilient Chip Multi-Processors 

Operating at Near Threshold Voltage,Design Automation and Test in Europe (DATE) , 

2016,1164-1167

46.Ying Wang, Jie Xu, Yinhe Han, Huawei Li, Xiaowei Li,DeepBurning: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FPGA-based Learning Accelerators for the Neural Network Family,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

47.Ying Wang, Yinhe Han, Jun Zhou, Huawei Li, Xiaowei Li,DISCO: A Low Overhead In-Network 

Data Compressor for Energy-Efficient Chip Multi-Processors,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

47.Lili Song, Ying Wang, Yinhe Han, Xin Zhao, Bosheng Liu, Xiaowei Li,C-Brain: A Deep 

Learning Accelerator that Tames the Diversity of CNNs through Adaptive Data-level 

Parallelization,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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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Ying Wang； Huawei Li； Xiaowei Li,Re-architecting the On-chip memory Sub-system of 

Machine-Learning Accelerator for Embedded Devices,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ided Design

50.Xueqi L i ,  Guangming Tan, Chunming Zhang, Xu L i ,  Zhonghai Zhang, Ninghui 

Sun,Accelerating Large-Scale Genomic Analysis with Spark,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informatics and Biomedicine

51.Lei Liu,Hao Yang,Yong Li, Mengyao Xie, Lian Li, Chenggang Wu,Memos: A full hierarchy 

hybrid memory management framework,The 34th International Conf. on Computer Design 

(ICCD),2016

52.Ke Liu,Jack Y. B. Lee,Zhuang Wang,Mingyu Chen,Lixin Zhang,Adaptive Rate Control 

over Mobile Data Networks with Heuristic Rate Compensations,IEEE/AC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Quality of Service (IWQoS),1—6

53.Yisong Chang, Ke Zhang, Sally A. McKee, Lixin Zhang, Mingyu Chen, Liqiang Ren and Zhiwei 

Xu,Extending On-Chip Interconnects for Rack-Level Remote Resource Access,Proceedings 

of 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Design (ICCD),pp：59-63

54.Liu Yang, Qing yao Ai, Jiafeng Guo, W. Bruce Croft, aNMM: Ranking Short answer texts with 

attention-based neural matching model, CIKM2016

55.Jiafeng Guo, Yixing Fan, Qingyao Ai, W. Bruce Croft. A Deep Relevance Matching 

Model for Ad-hoc Retrieval.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ACM International o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CIKM 2016), pp. 55-64, October 2016, 

Indianapolis, Indiana, USA

56.Jiafeng Guo, Yixing Fan, Qingyao Ai, W. Bruce Croft. Semantic Matching by Non-Linear 

Word Transportation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ACM International 

o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CIKM 2016), pp. 701-710, 

October 2016, Indianapolis, Indiana, USA

57.Huikun Bi,Tianlu Mao,Zhaoqi Wang,Zhigang Deng. A Data-driven Model for Lane-changing 

in Traffic Simulation, Proceeding of ACM SIGGRAPH/Eurographics Symposium on Computer 

Animation 2016, Zurich, Switzerland — July 11 - 13, 2016 ,14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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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Shuhan Qi, Kyaw Zawlin, Hanwang Zhang, Xuan Wang, Ke Gao, Lin Yao. Saliency Meets 

Spatial Quantization: A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Large Scale Product Search, ICME, USA, 2016

59.Xiujuan Chai, Zhipeng Liu, Fang Yin, Zhuang Liu, Xilin Chen. . Two Streams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for Large-Scale Continuous Gesture Recognition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tern Recognition . 2016

60.Shishi Qiao, Ruiping Wang, Shiguang Shan, Xilin Chen . Deep Video Code for Efficient Face 

Video Retrieval . 13th Asi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 2016

61.Sixue Gong, Hu Han, Shiguang Shan, and Xilin Chen . Actions Recognition in Crowd Based 

on Coarse-to-Fine Multi-Object Tracking . Asi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CCV) 

Workshops . 2016

62.Wen Wang, Ruiping Wang, Shiguang Shan, Xilin Chen . Prototype Discriminative Learning 

for Face Image Set Classification . 13th Asi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 2016

63.Xuesong Deng, Bingpeng ma, Hong Chang, Shiguang Shan, Xilin Chen . Deep Second-

order Siamese Network for Pedestrian Re-identification . Asi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 2016

64.Yuheng Lu, Ruiping Wang, Shiguang Shan, Xilin Chen . Multiple-shot Person Re-identication 

via Riemannian Discriminative Learning . Workshop of 13th Asi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 2016

65.Huayang Wang, MinWeiqing Min, Xiangyang Li, Shuqiang Jiang . Where and What to 

Eat: Simultaneous Restaurant and Dish Recognition from Food Image . The Pacific-Rim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 2016

66.Xiangyang Li, Luis Herranz, Shuqiang Jiang . Heterogeneous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Visual Recognition . The Pacific-Rim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 2016

67.Xue Li, Shuqiang Jiang, Xiong Lv, Chengpeng Chen . Learn to Recognize Hand-held 

Objects from Scratch . The Pacific-Rim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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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H Ma, M Jia, X Lin, F Zhuang . Tag correlation and user social relation based microblog 

recommendation . 2016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eural Networks

69.Changde Du, Changying Du, Shandian Zhe, Ali Luo, Qing He ,and Guoping Long . Bayesian 

Group Feature Selection for Support Vector Learning Machines . PAKDD 2016

70.Jing Zheng, Jian Liu, Chuan Shi, Fuzhen Zhuang, Jingzhi Li, Bin Wu . Dual Similarity 

Regularization for Recommendation. Advances i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 

The Pacific-Asia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PAKDD) . 2016

71.Yingxin Qiu；Huawei Li；Tiancheng Wang；Bo Liu；Yingke Gao；Xiaowei Li,Property 

Coverage Analysis Based Trustworthiness Verification for Potential Threats from EDA 

Tools,IEEE 25th Asian Test Symposium, 2016,43-48

72.Xin He, Guihai Yan, Yinhe Han, Xiaowei Li,ACR: Enabling Computation Reuse for 

Approximate Computing,Asia and South Pacific 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643-648

73.Yanhong Zhou, Huawei Li, Tiancheng Wang, Bo Liu, Yingke Gao, Xiaowei Li,Path Constraint 

Solving based Test Generation for Observability-enhanced Branch Coverage,IEEE VLSI Test 

Symposium (VTS),2016

74.Qingli Guo, Jing Ye, Yu Hu, Xiaowei Li,Efficient Attack on Non-Linear Current Mirror PUF with 

Genetic Algorithm,IEEE Asian Test Symposium (ATS),pp. 49-54

75.Weina Lu, Yu Hu, Jing Ye, Xiaowei Li,TeSHop: A Temperature Sensing based Hotspot-Driven 

Placement Technique for FPGAs,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eld Programmable Logic 

and Applications (FPL),pp. 1-4

76.Yuqiong Qi, Lina Ma,Wenming Li,Xiaochun Ye,Da Wang,Dongrui Fan,Ninghui Sun,ACCC: 

An Acceleration Mechanism for Character Operation based on Cache Computing in Big 

Data Applications,The 18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HPCC)

77.Chenxi Wang,Ting Cao,John Zigman,Fang Lv,Yunquan Zhang,Xiaobing Feng,Efficient 

Management for Hybrid Memory in Managed Language Runtime,NPC2016,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pp 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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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Zhuang Wang,Ke Liu,Long Li,Weiyi Chen,Mingyu Chen,Lixin Zhang,A Novel Approach for 

All-to-All Routing in All-optical Hypersquare Torus Network,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ing Frontier (CF),2016,250-258

79.Long Li,Ke Liu,Binzhang Fu,Mingyu Chen,Lixin Zhang,Isolating Bandwidth Guarantees From 

Work Conservation in the Cloud,IEEE Symposium on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 

(ISCC),926 – 931

80.Zhuang Wang,Ke Liu,Yifan Shen,Mingyu Chen,Lixin Zhang,Intra-host Rate Control with 

Centralized Approach,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uster Computing (CLUSTER), 

2016,384- 387

81.Long Li,Ke Liu,Binzhang Fu,Mingyu Chen,Lixin Zhang,Guarantee-Aware Cost Effective Virtual 

Machine Placement Algorithm for the Cloud,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ing 

Frontier (CF),347-348

82. 潘 锋 烽 , 岳 银 亮 , 熊 劲 ,Workload Shifting Contention-Insular Disk Arrays for Big Data 

Systems,The 11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tworking, Architecture, and Storage

83. 潘 锋 烽 , 岳 银 亮 , 熊 劲 ,dCompaction Delayed Compaction for the LSM-tree,The 13th IFI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twork and Parallel Computing

84.D. Qu, Y. Zhou, L. Tian and J.L. Shi, “User-Centric QoS-Aware Interference Coordination for 

Ultra Dense Cellular Networks”, IEEE GLOBECOM2016, Dec. 2016, pp. 1-6

85.C. Liu, L. Tian, Y. Zhou, J.L. Shi, J. Liu, S. He, Y. Pu and X. Wang, “Video Content Redundancy 

Elimination Based on the Convergence of Computing, Communication and Cache”, IEEE 

GLOBECOM2016, Dec. 2016, pp. 1-6

86.Linghui Li, Sheng Tang, Jianshe Zhou, Bin Wang, Qi Tian,Category Aggregation Among 

Region Proposals for Object Detection. PCM 2016: Advances in Multimedia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PCM 2016 pp 210-220, 2016

87.Gang Wang, Ke Gao, Jintao Li. Efficient Perceptual Region Detector based on Object 

Boundary, MM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Modeling), USA, 2016

88.Chuan Shi, Bowei He, Menghao Zhang, Fuzheng Zhuang, and Philip S. Yu . Expenditure Aware 

Rating Prediction for Recommendation . 2016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

知
识
产
权



183

	 代表性论文列表

知
识
产
权

89.Qingsong Ma, Fandong Meng, Daqi Zheng, Mingxuan Wang, Yvette Graham, Wenbin 

Jiang, Qun Liu . MaxSD: A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Evaluation Metric Optimized by 

Maximizing Similarity Distance . The Fifth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Chinese Computing . 2016

90.Zhihong Miao and Qing He . A Fast Algorithm for Sparse ELM via a New Clipping Scheme .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s . 2016

91.Keyurkumar Patel, Hu Han, and Anil K. Jain . Cross-Database Face Antispoofing with Robust 

Feature Representation . The 11th Chinese Conference on Biometric Recognition . 2016

92. 张金超 , 孟凡东 , 王明轩 , 郑达奇 , 姜文斌 , 刘群 . Is Local Window Essential for Neural Network 

based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 . The Fifteenth China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2016

93. 陈 宏 申 , 刘 群 . 依 存 边 转 换 翻 译 规 则 生 成 器 . The Fifteenth China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2016

94.Jingqiang Chen, Hai Zhuge . Summarization of Related Work through Citations .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mantics, Knowledge and Grids . 2016

95.Leixian Qiao,Xue Li, Shuqiang Jiang . RGB-D Object Recognition from Hand-Held Object 

Teaching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et Multimedia Computing and Service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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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优博论文摘要

In 2016, there are 175 new masters and 75 doctors graduated from ICT. Among 

them, 53 percent of the docters went into academia, and 83 percent of the 

masters went to enterprises. Two doctors won the Excell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Award from CAS and CCF respectively.

2016 年计算所有 175 人取得硕士学位，有 75 人取得博士学位。2009 级硕博连读生

崔振完成的题为《移动视频检索关键技术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获 2016 年中科院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奖。2011 级硕博连读生杜子东完成的题为《神经网络加速器研究》的博士

学位论文，获 2016 年 CCF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6 年计算所博士毕业生 53% 进入

学术界，其中 39% 毕业生进入科研单位工作。硕士毕业生进入企业工作的比例为 83%，

其中去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作的比例为 4.9：1。

作者姓名：刘武

论文题目：移动视频检索关键技术研究

作者简介：刘武，男，1987年 12月出生，2009年 9月师从于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李锦涛研究员，于2015年7月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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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移动视频检索技术是视频检索领域中一个

前沿的研究课题。近年来，移动设备的飞速发展，

改变了互联网上视频内容的产生，以及人们检索

和观看视频的方式。移动设备的便携性和无处不

在的网络接入能力使其逐渐成为主要的视频访问

和查询入口，而移动设备上丰富的传感器原件，

也使得移动视频检索过程更加自然、有效。因此，

移动视频检索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前景。

但是，现有移动视频检索相关工作大多沿袭了传

统桌面视频检索技术，忽略了移动视频检索的特

有挑战和需求。不同于传统的桌面视频检索，移

动视频检索主要面临如下挑战：1）查询视频受

拍摄环境影响产生严重图像形变和音频噪声；2）

移动设备计算性能有限；3）移动网络带宽限制；

4）移动用户更重视视频检索体验。

针对移动视频检索的特点与挑战，本文对移

动视频检索中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在移动设

备上，我们主要研究了移动视频签名快速生成与

传输技术；在服务端，我们研究了针对大规模视

频数据进行快速检索的音 / 视频分层哈希索引与

渐进式匹配技术。为提升用户搜索体验，我们还

针对移动视频检索的结果展示研究了基于视觉 -

语义深度嵌入的查询相关视频缩略图生成技术。

在此基础上，我们研发了一套新颖的实时移动视

频检索系统。本论文的主要贡献总结如下：

1.	基于多模态融合的视频签名快速生

成与渐进传输方法

移动视频检索的特有挑战要求移动视频签

名具有计算简单、存储高效、区分性强、易传输

和易索引等特点。针对现有视频签名计算复杂、

区分能力差且传输数据量较大的问题，本文提出

了一种基于多模态融合的紧凑视频签名生成方法

和一种基于 Hessian 显著度加权融合的渐近式

视频签名传输方法。该哈希签名方法融合了视觉

哈希码和音频指纹特征，充分挖掘了不同模态特

征之间的互补性，可以有效应对查询视频在拍摄

过程中导致的图像形变和音频噪声，提高了检索

精度。同时渐近式传输方法能大幅减少网络传输

数据量，从而显著提高移动视频检索效率和识别

比特率。经实验验证，该算法每秒只需要传输

0.88KB 的特征，与已有最好方法相比，在提高

查准率的情况下，减少了 33.5% 的查询延迟。

2.	音 / 视频分层哈希索引与渐进式视

频匹配方法

针对现有二进制哈希索引方法只能处理单

模态特征且检索精度不高的问题，本文提出了

一种音 / 视频分层哈希索引与渐进式视频匹配方

法。该方法通过充分挖掘多模态特征之间的相互

关联，建立了基于多哈希索引的音 / 视频分层索

引策略，高效地融合了视觉和音频两种互补的模

态特征，并显著提高了视频检索的精度。针对移

动视频检索中子序列匹配问题，我们提出了利用

二分图转换和最大匹配算法实现查询视频与源视

频的渐进式匹配。该算法可对查询视频进行精确

定位，并伴随查询视频录制过程，实时动态更新

视频匹配结果，自动结束视频查询过程。在提高

查询准确率的基础上，显著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

验。为验证本文所提算法的性能，我们构建并发

布了一个包含 600 小时源视频、1400 个真实用

户查询视频的移动视频检索评测数据集。在该数

据集上的评测结果显示，本文算法获得 91.59%

的查询准确率，比现有最好方法提高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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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视觉 - 语义深度嵌入的查询相

关视频缩略图生成方法

视频缩略图能集中展现视频的主要内容。而

由于移动网络带宽的限制，在移动视频检索结果

展示阶段选择有效的视频缩略图对于帮助移动用

户快速浏览、发现目标视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现有视频缩略图生成方法没有考虑视频语义

信息，因而无法根据用户的查询意图生成查询相

关的视频缩略图。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

任务学习策略的视觉 - 语义深度嵌入方法，将不

同模态的文本信息和视觉信息映射到同一个隐含

语义空间，直接度量两者之间的相似度，以挖掘

文本查询和视频缩略图之间的语义关联，使得最

终生成的缩略图能充分反映用户的查询意图。该

方法不受训练过程中语义类别的限制，能够有效

应对互联网中不可预测的多种类别查询和视频。

除此之外，通过多任务深度学习技术，该方法可

在大规模带有用户点击信息的视频 / 图像数据集

上充分挖掘用户查询与视频缩略图之间的关系。

在亚马逊标注平台上 191 个标注人员参与标注

的 17,480 个查询 - 缩略图集合上的评测结果显

示，本文算法的缩略图生成效果比已有最好方法

提升了约 6%。

关键词：移动视频检索，音 / 视频联合的

紧凑视频签名，渐进式传输，音视频分层哈希索

引，查询相关视频缩略图生成，多任务学习，视

觉 - 语义深度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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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video search is a frontier research topic 
in video search communities. The proliferation 
of mobile devices is producing a new wave of 
applications that enable users to sense their 
surroundings with smart phones. While on the 
go, users always prefer mobile devices as their 
principal video search and browsing tools. 
The advanced built-in cameras have made 
video search very natural—mobile users can 
now discover videos by simply capturing a 
few seconds of what they are watching. As a 
result, mobile video search—searching similar 
or duplicate videos by a mobile device—has 
a huge application prospect and commercial 
value.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much effort on 
mobile video search, it is observed that most of 
them rely on the computing power of the cloud 
by simply sending the original query to server, 
while neglecting the increasing computing 
capacity of mobile client. Besides, unlike 
traditional desktop video search, mobile video 
search also has its unique challenges: 1) large 
aural-visual variance of query video; 2) stringent 
memory and computation constraints on the 
mobile devices; 3) network bandwidth limitation; 
and 4) instant search experience.

In this paper, we have designed an innovative 
mobile video system that represents one of the 
first attempts towards instant and progressive 

Study on the Research on Key Techniques 
of Mobile Video Search

Wu Liu

ABSTRACT

video search, by leveraging the light-weight 
computing capacity of mobile devices. In 
particular, the system is able to index large-
scale video data using a new layered audio-
video indexing approach in the cloud, as well 
as generate light weight joint audio-video 
signatures with progressive transmission and 
perform progressive search on mobile devices. 
Furthermore, the query-dependent video 
thumbnails are selected by multi-task deep 
visual-semantic embedding to help users quickly 
find the interesting videos.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e thesi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  V i d e o  S i g n a t u r e  G e n e r a t i o n  a n d 
Acceleration with Progressive Transmission

For the purpose of fast computation, memory 
efficient, robust and highly compacted, we 
extract the visual hash bits with progressive 
transmission and landmark-based audio 
fingerprinting as the video and audio signatures, 
respectively. As the complementary nature of 
the audio and video signals, the proposed joint 
audio-video signatures are more robust to the 
large variance of query videos, especially for 
complex mobile video capturing conditions. 
Furthermore, a competitive hash function is 
used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bits to transfer 
from mobile to server. In particular, we propos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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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ed Hessian response based progressive 
transmission to support varying signature scale in 
one second query video, which further decreases 
the number of video signatures needed to be 
transferred and searched. Consequently, we 
only require transmitting less than 0.88 KB/s 
audio and video signatures, which can reduce 
33.5% retrieval latency with very little decrease 
in retrieval accuracy.

2.  Layered Audio-Video Indexing and 
Progressive Query Process

Even though matching between binary codes 
is efficient, indexing search speed and audio- 
video combination for a large video dataset 
is still a bottleneck in real-time mobile video 
search. To improve the effect, we propose a 
novel layered audio-video indexing scheme to 
holistically exploit the complementary nature 
of audio and video signals for more robust 
video search. The index effectively employs the 
hierarchical decomposition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visual features search speed, and exploits 
the complementary nature of audio and video 
signals in two fusion stages. Furthermore, 
we propose a progressive query process to 
support varying lengths in the query video, 
where in most cases the length is much shorter 
than those in any existing mobile applications. 
The design of the search process via a bipartite 
graph transformation and matching algorithm 
makes the video search progressive—the 
search can stop anytime once a confident 
result is achieved. Thi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recognition bitrate and thus improves users’ 
search experience. On a 600 hours video 
dataset, the system can outperform the state-
of-the-arts by achieving 91.59% precision when 

the query video is less than 10 seconds.

3 .  Mu l t i -Task  Deep  Visua l -Semant ic 
Embedding for Video Thumbnail Selection

Given the tremendous growth of online videos, 
video thumbnail, as the common visualization 
form of video cont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influence mobile user's browsing 
and searching experience. In this paper, we 
have developed a multi-task deep visual-
semant ic embedding model ,  which can 
automatically select query-dependent video 
thumbnails according to both visual and 
side information. Different from most existing 
methods, the proposed approach employs 
the deep visual-semantic embedding model 
to directly comput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query and video thumbnails by mapping them 
into a common latent semantic space, where 
even unseen query-thumbnail pairs can be 
correctly matched. In particular, we train the 
embedding model by exploring the large-scale 
and freely accessible click-through video and 
image data, as well as employing a multi-task 
learning strategy to holistically exploit the query-
thumbnail relevance from these two highly 
related datasets. Finally, a thumbnail is selected 
by fusing both the representative and query 
relevance scores. The evaluations on 1,000 
query-thumbnail dataset labeled by 191 workers 
in Amazon Mechanical Turk have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proposed method.

Key words: Mobile Video Search, Compacted 
Audio-Video Signature, Progressive Transmission, 
Layered Audio-Video Indexing, Query-Dependent 
Video Thumbnail Selection, Multi-Task Learning, 
Deep Visual-Semantic Emb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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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得益于神经网络算法研究的进步，神经网

络在许多场景下的精度表现优异，被广泛应用在

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广告推荐

乃至计算机围棋中。神经网络本身具有数据密集

和计算密集的特性，传统的处理平台上如通用

CPU/GPU 上难以高效处理神经网络。因此本文

对新型的专用神经网络加速器结构进行了探索。

具体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贡献：

神经网络算法硬件化的比较：目前，神经

网络加速器研究者所关注的神经网络算法来自两

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机器学习领域和神经生物

学。这两类神经网络算法具有极其不一样的特

性，哪类神经网络算法更加适合实现成为硬件加

速器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我们首次从硬件

角度系统地比较了这两类神经网络算法的研究，

实现了两类神经网络算法的硬件逻辑设计，并完

成后端布局布线工作，在此基础上比较这两类方

法的硬件相关参数，如能耗、速度、面积开销、

精度和功能性。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同样的

精度需求下，神经生物学启发的神经网络（如

SNN+STDP）的面积开销显著大于机器学习启发

的神经网络（如 MLP+BP）。另外，我们也发现，

对于非常大规模的神经网络和对于精度要求不高

的应用，SNN+STDP 相较于 MLP+BP 的硬件开

销更小。

CNN 加速器：传统认为神经网络加速器的

能效和性能受到内存访问的限制。为规避此限

制，我们专门针对图像识别领域中处在领先地位

的 算 法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 设 计 了 一 款 加 速 器， 名 为

ShiDianNao。卷积神经网络具有一个重要的性

质：突触连接的权值被多个神经元共享，这大大

的减少了神经网络的权值数量，从而大大的降低

了卷积神经网络的内存占用。这使得片上 SRAM

能够容纳下整个 CNN，从而消除掉所有对权重

的 SRAM 访问。进一步，将 ShiDianNao 放置

在图像传感器的旁边，也即能够消除剩余的所

有由输入图像引起的内存访问。在 65nm 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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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们完成单核设计直至后端进行评估，得

到 ShiDianNao 的 面 积 为 5.94 mm2， 功 耗 为

336 mW， 比 高 端 GPU（Nvidia K20M） 快 约

30 倍。对于实时处理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和帧率

的视频流，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多核 ShiDianNao

（ShiDianNao+）来提升性能。

非精确神经网络加速器：对于许多能够容

忍一定结果误差的应用程序来说，非精确计算

（inexact computing）被认为是降低能耗最

有效的手段之一。但过去的研究中，非精确加速

器应用范围狭窄且对不精确度的耐受性往往是固

定的，缺乏灵活性。为应对此问题，我们提出将

非精确计算与硬件神经网络相结合，从而设计出

非精确神经网络加速器，从而扩大应用范围，提

高错误恢复能力和资源节约的规模。得益于我们

的重训练方法，我们的非精确神经网络加速器相

比于精确的神经网络加速器，可以实现 42.82%-

62.55% 的能源消耗节约（延时和面积分别节省

18.70% 和 31.51%），同时精度损失的代价则

很小（均方误差 MSE 平均从 0.14 增加到 0.20）。

关键词：神经网络；硬件加速器；神经生物

学；机器学习；嵌入式系统，非精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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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to the rapid process made in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s which achieve the state-
of-the-art performance on accuracy in many 
aspects of application, e.g., image recognition, 
voice recogniti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Ds recommendation and even computer Go.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s are computation-
intense and memory-intense, thus traditional 
CPUs/GPUs cannot manage the processing 
highly efficiently. In this thesis, we focus on three 
main topics about hardware neural network 
accelerators:

Neuromorphic  Accelera tor :  The main ly 
considered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s are 
coming from two largely separate domains: 
machine-learning and neuroscience. The 
quest ion about  which approach should 
b e  c o n s i d e re d  a s  p o t e n t i a l  h a rd w a re 
implementation raised while these networks are 
very different and yet few researchers compare 
them directly from a hardware perspective. 
Here, we implement both approach down 
to layout and compare about the hardware 
characteristics, e.g., energy, speed, area 
cost, accuracy and functionality. In this study, 
for current neural networks inspired from 
machine-learning and neuroscience, with best 
effort at hardware implementation and same 
workload, our study helps dispel the notion that 
neuroscience inspired neural networks, such 

Study of Hardware Neural Network Accelerators

Zidong Du (Computer Architecture)
Directed by Yunji Chen

as SNN+STDP, are current comparable with 
neural networks inspired from machine-learning, 
such as MLP+BP: not only in accuracy, but also 
in hardware overhead. We report that for very 
large scale neural networks and application 
require only moderate accuracy, SNN+STDP 
can be more efficient than MLP+BP, thus be a 
more attractive option.

CNN accelerator ShiDianNao: It is shown 
that for a broad application scope neural 
networks accelerators can achieve both high 
performance and high efficiency. However, 
both performance and efficiency are still limited 
by memory accesses. In this study, we focus 
on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 of application 
in recognition and mining area, i.e., image 
applications.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 have been proven to be the state-of-the-
art algorithm for these applications and they have 
a very important property that synaptic weights 
are shared by many neurons which reduce the 
total storage significantly. It allows storing a whole 
CNN within only on-chip SRAM while elimination 
most possible DRAM accesses. Further placing 
this accelerator closer to the sensor, it can 
eliminate remaining memory accesses (inputs and 
outputs).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ShiDianNao, 
a CNN accelerator which can be placed close 
to a CMOS/CCD sensor. With all possible DRAM 
accesses eliminated, carefully d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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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d pattern of data accesses, ShiDianNao 
is a highly energy-efficient accelerator. With 
TSMC 65 nm technology, we implement a 
single-core design down to layout and report a 
5.94 mm2 modest footprint and only 336 mW 
in power, but still about 30× faster than high-
end GPUs. For visual processing with higher 
resolution and frame-rate requirements, we 
further present ShiDianNao+, a multi-core 
implementation with elevated performance.

Inexact Neural Network Accelerator: For many 
applications which can tolerant a certain 
degree of error, inexact computing are drawing 
increasing attentions and regarded as the most 
promising approach for saving energy. By trade 
some accuracy for significant resources (energy, 
critical path delay, silicon area), this approach 
has been limited to ASICs with the driven of 
such principle. Current ASICs have very limited 
application scope and are crucial to error which 

determines the amount of potential resource 
savings. In this study, we achieve broad 
application scope, error resilience together 
with energy savings by combining inexact 
computing with hardware neural networks. 
For heterogeneous mult i-core platforms, 
hardware neural networks are emerging as 
future promising accelerators with flexible 
error resilience achieved by training. With 
TSMC 65nm technology, we implement inexact 
hardware neural network down to layout and 
results show 42.82%-62.55% savings in energy 
consumption, 18.70% savings in corresponding 
delay and 31.51% savings in area respectively, 
with a small accuracy loss (MSE increases from 
0.14 to 0.20 on average) when compared to 
baseline neural network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Neura l  Networks ;  Hardware 
Accelerator; Neuroscience; Machine Learning; 
Embedded System; Inexact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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