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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长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通讯》主编

秋风送爽，硕果飘香。金秋九月，在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出版工作委员会和秘书处的积极筹备下，在学

会各分支机构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通讯》正式跟大家见面了。《通讯》作为学会成立以来

的又一份刊物，不仅饱含了学会出版工作委员会和秘书处的辛勤汗水，也凝聚了图像图形领域专家学者的关

心和支持。我谨代表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向所有关心、支持本刊工作的同仁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如果说以蒸汽技术驱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延伸了人的肢体，拓展了人类的力量，那么，以新一代人工智

能技术为驱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则致力于拓展人类的智能，提升人类智力所能创造的价值。图像

图形技术作为人工智能领域一项基础性、普适性的使能技术，在未来的科技创新中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发展

前景非常美好。在此背景下创刊的《通讯》，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图像图形科技前沿，以科技创新为

驱动力，以基础研究为先导，以应用研究为落脚点，展现中国图像图形领域的时代风采。

《通讯》作为学术与技术应用相结合的学术性会刊，其目的是让图像图形科技工作者和关心图像图形发

展的各界人士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图像图形及相关学科和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趋势。《通讯》通过介绍和探

讨图像图形领域的最新理论、技术和观点，传播图像图形技术的新知识和新进展，加强图像图形领域的科技

创新与应用，促进国内图像图形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的发展，推动图像图形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交流。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生命有限，真知无限。我们要把有限

的人生放在对无限真知的求索上。我们要坚持“科学、严谨、务实”的办刊原则，以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

努力将《通讯》打造成广大科技工作者交流创新思想的园地。《通讯》为季刊，主要栏目有特约专栏、特约

专题、学者专访、演讲实录、科技前沿、学者风采、学会动态等。热烈欢迎广大会员读者踊跃投稿，我在此

也向《通讯》第一期贡献稿件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创刊初期不足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希

望《通讯》编委会全体同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努力提高办刊水平，提升稿件质量，开启刊物发展

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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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研制什么”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长王耀南

王耀南教授长期致力于机器人感知与控制技术研究和工程应用。围绕我国高端制造的重大需

求，开创机器人自主加工动态感知规划与决策控制技术体系，提出系列高速高精视觉鲁棒感知方

法，突破多机器人高效协同制造的技术难题，发明机器人灵巧精准作业控制技术。率先研制出工

业移动作业机器人、精密检测分拣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机器人自动化加工柔性生产线，并成功应用

于航空、舰船、汽车、电子、医药等 620余家国内外企业，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创建了

机器人国家工程实验室，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针对我国重大工程建设的需求，提出大型多

机组高效运行控制与优化智能调度方法，发明系列电力特种作业机器人，研制出高可靠自动化成

套控制系统，成功应用于西电东送电站、南水北调泵站等国家重大工程，实现了大型电站和泵站

安全可靠的稳定运行。

2022年 4月 29日，受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宣传工委会委托，宣传工委会副主任方乐缘教授线

下采访了理事长王耀南院士，以下为访谈的主要内容。

中国工程院院士尧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长王耀南

学会通讯 特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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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王院士，您之前一直都是在计算机专业学习，是什么契机让您放弃了计算机专业转而

投向自动化呢？自动化专业有什么吸引您的地方呢？

王耀南：我的专业选择说起来是个挺有意思的

故事，我高中的时候对无线电、电子信息十分感兴

趣，当时考大学就想读电子信息专业。

我本科是在东华理工大学 （原华东地质学院），

它是一所核工业的学校。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国家

需要研制和生产大型计算机为核工业服务，当时急

需人才，于是学校来我们专业选人，通过考核，我

以专业最好的成绩留校研制大型计算机。后来安排

我去了凯里，到当时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厂进行学习

和研制，大概过了两年多，我们研制出了大型计算

机，于是我毕业的时候专业就顺理成章变成了计算

机专业。

在这之后，我们研制的计算机送到了九院，我

也一直在九院从事计算机维护和修理工作。随着时

代的进步，那台计算机用了五年就被淘汰了，于是

我从一名计算机设计制造和维护工程师变成了一名

计算机专业讲师。

到了 1984年，我与东华理工大学的一些老师一

起创办了电子计算机系，我担任了系副主任，给学

生上 C语言、汇编语言、计算机、数字电路、计算

机原理、操作系统、编译系统、数理逻辑等课程。

那时候就是边学边上课，也是那时候，我深刻领悟

到主动学习和不断提升自己的重要性。

等到 1988年学校政策变化，允许教师考研究生

了，我就琢磨着考什么专业，我教过电路、数理逻

辑、自控原理这些专业课，与自动化专业考核内容

也符合，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报考自动化，最后如

愿以偿考上了湖南大学自动化专业的研究生。

考上研究生之后，凭借之前的累积，已经大致

领悟到最前沿的东西了，一门心思想做智能控制，

当时导师也很支持我，这一切都为之后的研究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问：我们了解到，您曾获得德国洪堡学者基金在不来梅大学从事科研工作。能否跟我们介

绍一下您当时开展的什么研究工作，这一段经历对您后面工作发展的影响，包括对我

国无人系统、机器人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有哪些帮助？

王耀南：我是 1997 年从国防科技大学博士后

出站以后获得的德国洪堡学者基金。当时，我了解

到了这个基金项目，送了五篇代表作到德国，提供

给同行评议、合作导师选择。那时的研究方向是视

觉伺服反馈控制系统 （简称视觉控制），主要通过

视觉感知、图像特征提取对系统进行控制，应用在

控制机器人运动和卫星姿态调整。当时合作导师对

我的研究方向十分感兴趣，于是就一起申请并获得

了德国洪堡学者基金。

获德国洪堡学者基金后，我去了德国不来梅大

学自动化研究所，开展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轮椅机

器人的控制系统。这个项目主要研究的问题是轮椅

机器人如何辅助残障人士进行日常生活，比如使用

者需要拿一个苹果吃，轮椅机器人首先要识别是否

是苹果，然后要考虑怎么抓起这个苹果。放在今

天，使用脑机接口控制能够直接解决，但是当年没

有脑机接口，我们用的是机器视觉进行识别、声音

进行控制，通过多传感器融合的形式控制轮椅机器

人。

我开展的第二个项目是工业生产线的高速高精

学会通讯 特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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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视觉分拣系统和自动驾驶混合动力邮车研发，

因为德国人每天有很多物流邮包，需要将各种各样

的物品分拣出来以后送到混合动力邮车上。我们第

二个项目研制了一个物流分拣机器人，邮车驶入车

间后，两台机器人通过视觉来分拣各种邮包，然后

将分拣好的邮包装载到邮车上。这两个项目涵盖了

移动机器人本体结构、多传感信息融合技术、移动

机器人路径规划和控制，我将这四个技术总结为

“感”、“算”、“传”、“控”。

这两个项目锤炼了我从事大项目的能力，开拓

了我在特殊服务机器人方面的研究。同时，我在德

国认识了德国工程院院士 Selzer 教授，他觉得我是

德国杰出洪堡学者，项目做得很好，邀请我一起申

请了欧盟第五框架国际合作重大项目。我们当时做

的是基于机器视觉的青光眼辅助诊疗，我负责机器

视觉图像识别和仪器制造。

经过这三个科研项目之后，我就把机器视觉图

像和机器人结合的比较好了。当时国内做机器视觉

和机器人的研究者还比较少，我也算是开创了机器

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问：您牵头的项目“智能图像信息处理方法及其在工业系统中的应用”曾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这应该是国内工业视觉领域开创性工作，能否介绍您当时为什么将视觉引

入工业制造领域，未来工业视觉将怎么发展？

王耀南：我的“智能图像信息处理方法及其在

工业系统中的应用”项目获得了 2004年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这是我第一次报奖，从德国回来以后，

2000 年到 2004 年我一直带领团队在做之前提到的

欧盟第五框架国际合作项目，积累了很多在机器视

觉图像处理方面的知识。我回来以后也做了很多工

业视觉方面的应用项目，我带的研究生做的就是高

速饮料和高速医药生产线的机器人检测识别。

我们一开始申报的项目名称是“智能图像信息

处理与控制技术方法及其在复杂工业系统中的应

用”，当时评审专家觉得我们的题目太大太长了，就

给我们改成了“智能图像信息处理方法及其在工业

系统中的应用”。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包括三个模

块、两个核心技术和四个应用案例：三个模块是高

速成像模块、图像识别模块和控制模块，两个核心

技术是机器视觉检测技术和基于机器视觉的控制技

术，四个应用领域是饮料工业高速检测、医药工业

检测识别、交通监测系统和星载遥感监测系统。

这个项目是我们国家最早将机器视觉引入工业

应用的，主要解决了当时工业领域算法速度慢与实

际应用中高速、高精度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我们采

用的是软硬件结合的方式，通过用 DSP来实现图像

处理，采集处理也都是用的硬件。关于未来工业视

觉的发展，我认为是要推动多光谱、红外、可见光

等多模态的高速高精度成像技术。

Communications of China Society of Image and 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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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您所在的团队领衔研制了医用紫外消毒机器人、医用喷洒

消毒机器人、医用物资配送机器人等系列防疫机器人。在这之中，视觉图像处理起到

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您当时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王耀南：我多年来的科研工作都是基于国家重

大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也成了刻在骨子里

的习惯。

如 1976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在农村的时

候，突然地震，农村没有预警装置，于是我开始做

简易的预警仪器，那是我第一次把知识应用到群众

需求上。第二次就是在 2008 年湖南大雪冰灾的时

候，我也带领团队研制出一系列电力除冰机器人巡

检高压输电线，替代人工作业。

又如 2020年的正月初疫情突发，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我知道事态严重了，立马

返程回长沙，通知团队成员将我们之前做的物流机

器人转成医用救援防疫机器人，研发成消毒、测温、

送餐和做核酸的四种防疫机器人。前三种我们都做

出来了，第四种要跟人打交道较为复杂。我当时觉

得防疫机器人主要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是用机器人

替代人繁重的劳动，第二是避免二次交叉感染污染，

因为机器人它是不怕被传染的，可以在封控区、方

舱医院之类的防疫比较危险的地方用机器人。做好

之后我们把这些机器人送到了湖南的医院以及深圳

的校友会，给医务人员减轻负担。

在研制这些机器人当中，难度最大的一是材料，

当时全国停工了，没有人研制材料，只能手工来做。

二是图像处理，医疗服务机器人需要具备识别人脸、

识别场景和避开障碍物能力，机器人在室内外要建

立一种三维地图，导航时能很快完成避障，对地图

定位同步创建，图像处理技术最大的作用就是识别

障碍物、避开障碍物，然后指导机器人的路径规划。

这其中涉及到图像检测、图像识别、图像目标跟踪，

这些对机器人的图像处理能力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三维的地图，花了我们很长

时间去研究。

问：人才培养方面，您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学生。您能分享下如何培养一个团队，如何最大

限度的挖掘学生潜力？

王耀南：这是个大的、且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因为学生的个性不一，带博士生更是一个相互交流

的过程。

我从 1995 年开始带博士，到今天快 30 年时间

里，我带了 70多个博士。我的体会第一点就是选好

方向，给学生选择的研究方向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科技前沿、面向科技主战场，使学生可长期从

事宽广的科研领域。

第二点就是在确定的方向下，要与学生的研究

背景和兴趣结合起来。比如我这里有做机器视觉图

像识别的，有做工业自动控制的，都是根据他的个

性及兴趣由学生自己来选。

第三点就是要大力提倡学生自主学习和开拓创

新，导师要做好引导和指导，还要督促和启发，要

让学生感兴趣，主动担当、主动研究、主动学习、

主动作为。我认为第三点十分重要，学生可以先学

习实践一个科研课题，对这个课题要充分的了解，

了解以后，针对你要去做的任务和目标，学习国内

外的好的文献，然后边读文献边开展科研实践。开

始的时候做的不要太难，逐步来从简到中到难，逐

学会通讯 特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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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南：我作为学会理事长，要有使命担当，

要把前任学会理事长打下的基础做得更好，接力棒

传到了我这里来，我就要把学会推上更高的一个层

次，发展好。

我对学会年轻人的第一点寄语是要扩大眼界。

因为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新兴学科的发展，各行

各业跟我们图像图形学息息相关，特别是机器深度

学习，机器视觉，自然语言翻译，还有包括机器人

都跟我们学会有关联，都跟图像处理有关。

第二是青年人投入到我们这个事业当中来，要

大有作为，要认识到这个领域是能大有作为的，要

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你的发展空间很大，学会

的未来是青年人的，青年强则国强。

第三点对青年人来说，就是要多和前辈同行交

流，在学会里多承担任务，为学会做贡献，广泛地

进行学术交流，做科普，做学术报告，做成果产业

应用。

第四点是希望青年人钻研科学学术，为学会多

投稿添砖加瓦，以上就是我对投身于图像处理研究

的青年人寄予的希望，希望他们有担当有作为，为

学会多做贡献，学会发展，你有发展。

问：王院士，您作为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的理事长，请问您对投身于图像图形学领域研究

的年轻人，有什么寄语呢？

责任编辑院 方乐缘尧 邹征夏尧 欧阳立韩尧 唐崎

宣传工委供稿

王耀南，中国工程院院士，机器人技术与智能控制专家，湖南大学教授，机器人

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协委员、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理

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会士、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全国智

能机器人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中国自动化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监事、教育部科技委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委员会委

员、湖南省自动化学会理事长等。曾任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机器人学

院院长、国家“863计划”智能机器人领域专家、欧盟第五框架国际合作重大项目首

席科学家。

长期从事机器人感知与控制技术教学科研工作，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项、国际 IEEE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工业应用最高奖”，省部

级一等奖 11项。发表 IEEE等 SCI论文 200余篇，出版机器人感知与智能控制等著

作 15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90余项，培养博士 70余名（含 IEEE Fellow、长江、杰青等）。荣获国家百千万工程人才、德

国杰出洪堡学者、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创新争先奖、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

人、湖南省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王耀南院士介绍

步推进。第一篇论文做的东西要具体严实一点，哪

怕简单一点，没有关系，锻炼和增加学生的自信心，

这个很重要。我经常教导学生写论文有三步曲的，

第一你要把课题背景和需求、需解决的难点和系统

研究清楚、系统硬件掌握清楚；第二要把解决问题

的算法推导出来，编好软件程序；第三要做出实验

后，即时写出论文来。

Communications of China Society of Image and 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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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铁军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类脑视觉专委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1 记录光

光是宇宙中最快的物理过程，是生物视觉的来

源，自古以来，记录和表达“白驹过隙”的光过程

就是人类最大梦想之一。

照相术无疑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开启了

记录光的时代。1827 年，法国人约瑟夫·尼埃普斯

采用他发明的“日光蚀刻法”，在白蜡板上敷上一层

薄沥青，然后利用阳光和小孔成像原理，曝光八小

时，拍摄下窗外的景色，得到了人类第一幅照片。

1839 年，法国人 L·达盖尔发明银版摄影法，把镀

银铜板暴露在碘或溴蒸气里，产生一层均匀的卤化

银感光表面，通过半小时左右的曝光，光的空间强

弱分布转化为卤化银保留的多寡，再利用水银蒸汽

对银盐涂面进行显影。为了缩短曝光时间，拍摄运

动过程，人们进行了不懈探索。1888 年美国柯达公

司生产出了新型感光材料“胶卷”，将银盐（主要是

溴化银 AgBr） 感光材料附着在塑料片上作为载体，

有效缩短了曝光时间，实现了胶片相机的普及化。

电影电视的发明实现了光动态过程的记录和回

放。1895 年法国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路易斯·卢米

埃尔兄弟发明电影摄影机，内有使 35毫米片孔胶片

间歇运动的牵引机构和遮光器的转动机构，以每秒

12 幅的频率摄影。电视发明的历史比电影还早。

1883 年俄裔德国工程师保罗·戈特利布·尼普科夫

（Paul Gottlieb Nipkow） 发明了一种机械扫描装置，

在圆盘上按螺旋形开若干小孔，圆盘转动时便对图

像进行顺序扫描，并通过硒光电管进行电转换，实

现了图像到电信号的转换。1907 年英国 Windsor 杂
志设想通过上百根电报线路远程传输视觉影像，首

次使用了 television这个词 （可能源于之前出现的法

语词 t佴l佴vision）。1908年英国肯培尔·斯文顿、俄国

罗申克夫提出电子扫描原理，奠定了电视技术的理

论基础。1925年，英国约翰·洛奇·贝尔德采用尼普

科夫圆盘发明了机械扫描式摄像机和接收机，实现

了图像在隔壁房间的传输。1935年， video （视频）

一词登上历史舞台，1937 年 The Michigan Technic
首次把 video 用做名词，意思是“显示在 （电视）

屏幕上的 （事物）”。1939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开始播

送全电子式电视，从此电视脱离胶片和机械的束缚，

脉冲视觉：冲破图像的幻相

幻相，是指虚幻的形象或现象。《心经》言“诸法空相”，《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

妄”，说的是世间万物都是幻相。“图像”是 19世纪化学技术塑造的幻相，已经成为禁锢视觉技

术发展的巨大障碍。冲破这重幻相，视觉信息处理就会进入超高速的全新境界。

学会通讯 特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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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采用光电技术，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就在电视发明的 1930年代，前苏联科学家库别

茨基 （Kubetsky） 发明了能够探测单光子的光电倍

增管。1948年，艾伯特·罗斯（Albert Rose） 使用自

己研制的扫描光电倍增管记录光粒子累积成图像的

过程[1] （图 1），图中(a)到(f)是曝光时间从短到长（相

当于光强从极弱到很强）， (a)图的总光子数为

3伊103，光点分布的随机性十分明显；(c)图光子数达

到 9.3伊104，人物影像轮廓已经出现，光点随机性仍

然明显；(f)光子数 2.8伊107，图像已经很清晰，基本

看不出随机性。

回顾历史，照相术和电影的发明发生在化学和

机械主导技术革命的时代，因为所用化学技术的限

制，只能采用固定曝光时间来获得各空间位置的累

积光强，从而得到反映光强空间分布的静态照片，

这也是今天“图像”概念的根源。然而，那个时代

自然而然的选择，并非记录光过程的必然选择，更

不是最佳方案。虽然 1930年的光电倍增管已经能够

记录高速光子过程，但同时代发明的电视仍然采用

数十赫兹的图像序列，没有发挥出电信号的高速潜

力。

2 数码相机没有完成数字化革命

从 1960年代到 1990 年代，CCD/CMOS的出现

开启了相机的数字化革命。1995 年到 2005 年是数

码相机突飞猛进的十年，1998年胶片相机年产量接

近 4 000 万台的历史顶峰，2005 年几乎被数码相机

完全替代，2008 年数码相机年产量超过 1 亿台，

2016年手机数码相机年产量超过 15亿台。

因为数码相机的巨大成功，胶片相机退出历史

舞台，很多人因此认为，数码相机完成了相机的数

字化革命，这是一种错误认识。问题出在数码相机

继承了胶片相机曝光成像的记录方式，继续使用图

像表达视觉信息，错过了重新定义视觉信息表达方

法的历史机遇。

CMOS传感器的每个像元都是独立的光探测器，

可以独立地记录光的高速变化过程，可惜的是，由

于固守图像和视频概念，数码相机的所有像元按照

胶片相机的模式同步工作，未能发挥 CMOS像元阵

列可以异步记录高速视觉过程的能力。

数码相机沿用胶片相机的定时模式，按固定曝

光时间对光电流进行累积，再对得到的累积值进行

图 1 光粒子累积为图像的过程

（注：图像为艾伯特·罗斯 1948年的实验结果[1]，转引自[2]）

Communications of China Society of Image and 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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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直接得到数字图像。

采用定时累积方式的静态成像模型存在固有的

“两难困境”：若曝光时间短，光电流累积不充分，

形成的图像动态范围窄；若曝光时间长，因无法反

映光电流变化，会产生运动模糊。

摄像机拍摄视频，每幅视频帧都相当于静态相

机拍摄一幅图像，除了上述“两难困境”仍然存在

外，还存在新缺陷：为了控制运动模糊，每帧图像

的曝光时长 子往往小于连续两帧的实际时间间隔 子'，
这意味着 子'-子 时段的光过程根本没有采集，完全丢

失了，因此视频不是对光过程的完整记录。

传统胶片相机和摄像机存在的缺陷，归根结底

来自定时曝光累积方式。CMOS数码相机简单继承

定时曝光模式，没有冲破“图像”幻相，因此继承

了原有缺陷，停滞在低速时代，没有真正完成从光

子流到比特流的数字化革命。

3 脉冲视觉模型

我们认为，图像和视频只是胶片时代记录光过

程的一种方式，并非视觉信息表达之必须。彻底抛

弃图像和视频概念，回归相机记录光过程的“初

心”，CMOS传感器能够实现在时间灵敏度上远超传

统定时模式的全新视觉表达。

CMOS传感器的每个像元都是独立的光探测器，

可以独立地记录光的高速变化过程。采用脉冲调制

的方式，像元从清空状态开始积累电荷，压差达到

指定阈值时自动复位，重新开始积累，并产生一个

最简单的脉冲，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就是后面

这个脉冲的累积时长（称为它的脉宽），这样每个像

元都把收到的极高速光子流转换成超高速脉冲流，

脉冲在时间轴上形成的序列就是对光电流过程的数

字化表达，各像元产生的脉冲序列按照像元空间排

布构成脉冲序列阵列，就是对像面入射光流的数字

化表达，是比图像和视频更接近光物理过程的视觉

信息表达，这就是脉冲视觉模型 （Spike Vision

Model, SVM）。按照这种方式工作的相机称为脉冲

相机 （Spike Camera）。

脉冲视觉模型不以成像为目的，而是用脉冲序

列直接表达光强变化过程，是更基本的视觉信息模

型。因为至简，所以内涵最丰富，可以从中获得任

何时刻的图像，也可以直接用于目标检测、跟踪、

识别等各类智能视觉任务。

图 2 展示了脉冲视觉模型原理。(a)是像元产生

的光电流，从中等强度升高再降低。(b)是光电流的

脉冲序列表达，脉冲 1 所在时刻是第一个脉冲累积

图 2 脉冲视觉模型原理图

学会通讯 特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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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时刻，从起点到这个时刻的时长就是脉冲 1

的脉宽；之后光电流强度保持稳定不变，因此之后

的脉冲 2 至脉冲 4 的脉宽都与脉冲 1 相同；脉冲 5

的脉宽缩短了袁 因为累积过程中光电流在脉冲 5 累

积期间突然提高；脉冲 6至 11的脉宽相同，因为它

们累积期间光电流未变，又因为这段时间光电流强

度是脉冲 1-4 期间的 2 倍，因此脉宽变窄为一半；

脉冲 12累积期间光电流变弱，因此脉宽变长；脉冲

13 和 14 的脉宽比脉冲 1 至 4 长一倍，因为累积期

间光电流比脉冲 1-4 期间弱一倍。(c)是用脉宽的倒

数估计该时段光电流强度，脉冲 1-4、6-11、13-14

的估计与原始光电流强度一致，脉冲 5 和 12累积期

间光电流发生突变，因此估计值是突变前后电流强

度的中间值。

实际光电流波动更为复杂，从脉冲序列估计的

平均值组成的分段过程，能够较好地逼近光电流变

化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脉冲 5 和 12未能准确

逼近原始光电流，它们仍然是很有意义的：位于两

个平稳段之间而且脉宽介于两者之间，说明该脉冲

累积期间发生了光强变化，这个信息可以用于运动

目标检测等视觉任务。

4 脉冲相机及其输出“视象”

脉冲相机是按照脉冲视觉模型工作的新型相机，

采用成熟的 CMOS光电器件和芯片工艺，能够显著

提升对光子流过程表达的时间灵敏度，充分发挥光

电探测器件的物理能力，解决了定时模式不可解决

的困境，实现了对光过程的连续记录和表达。

图 3 是用我们研制的百万像素脉冲相机的实拍

结果。这款相机每秒最多产生 4 万个脉冲 （单位时

间 25滋s），六幅图像分别是用 2、5、10、50、200、

800 个单位时长的脉冲累积得到的结果。对比图 1

光粒子累积成图像的过程，可以看出脉冲流一定程

度上刻画了光子流的随机性，或者说脉冲可以视为

大粒度光子。

脉冲相机输出的是脉冲流不是视频 （video），

我为它取了专门的名字：视象 （viform）。视象是比

图像视频更为基本的视觉信息表达，从视象中可以

计算出任意时刻的图像。具体来说，任一像元在任

意时刻的光强值的计算方法为 i = (2n-1)/子，其中 子为
该时刻所在脉冲的脉宽。实际系统时间计量总是有

限精度的，即 子 是一个整数值。子 =1，也就是系统

图 3 脉冲相机实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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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的脉宽，意味着该时段内光强最强，i =2n-1，
也就是用 n 个 1 表示。子 =2n-1 时，意味着经历了

子=2n-1个单位时间才积累出一个脉冲，因此这段时

间内的光强估计为 i =1。子> 子 =2n-1 时，i <1，若直

接取 i =0，则意味着系统可生成位深为 n 的图像；

若允许 i取小数，或者增大 n，则可以生成动态范围

更宽的图像。

图 4 展示脉冲相机对典型高速过程的连续清晰

成像。

脉冲相机，往往会让人联想到另一种非传统相

机———事件相机 （Event Camera），两者存在根本差

别。事件相机相关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80年

代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教授 Caver Mead开启的神经形

态工程 （Neuromorphic Engineering），从 1988年开

始，Mead教授的学生研制了多种模拟生物视网膜的

神经形态芯片或相机，多名学生毕业后加入苏黎世

大学和苏黎世理工联合神经信息学研究所，开启了

神经形态视觉传感器在欧洲的发展，开发出来了一

系列称为 DVS（Dynamic Visual Sensor） 或事件相

机 （Event Camera） 的新型相机，其共同特点是对

光强变化敏感：在光强增加一个单位阈值时发放

ON事件，降低一个单位阈值时发放一个 OFF事件。

对光强变化敏感，而不是对绝对光强敏感，这

是生物视网膜对光信号编码的一个基本特点。事实

上，典型情况下，视网膜一个视感受器背后是两条

信号通路，分别称为 ON通路和 OFF通路，相应的

神经元细胞分别称为给光细胞和去光细胞：前者在

光线增强时敏感，后者在光线减弱时敏感。因此，

从加州理工大学 Mead 教授团队到苏黎世神经信息

学研究所，事件相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模拟生物视

觉膜的 ON/OFF编码功能，事件相机输出的事件也

就分为 ON和 OFF两种类型，或者说事件具有两种

极性。这种方案的优点是能够大幅降低事件数量：

只有光线变化时才产生事件，光线不变时没有事件

发生，这也是上述团队长期沿用这种编码方式的关

键理由。但是，事件相机适合高速目标检测，并不

能用于目标识别，因为 ON/OFF本质上是信号的差

分，从编码结果并不能恢复原信号。部分事件相机

图 4 脉冲相机（10 万像元）拍摄的高速过程

（a）相对时速 700公里 /小时的高铁（拍摄距离约 2米）

（b）飞行中的无人机（拍摄距离约 200米）

（c）温度降至 -60℃时液态金属及周围水的相变过程 （颜色为伪彩色）

（d）六马赫高超声速静风洞中气流和激波产生（拍摄距离约 1米）

（d）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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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增加了常规视频，但是视频帧

率远低于事件变化，这种二合一方案不可能匹配、

同步。

脉冲相机也受生物视网膜脉冲编码的启发，采

用脉冲表达光强过程，但没有僵化模仿 ON/OFF。

我们认为，视觉传感器的首要任务是完整、准确表

达光强过程，因此脉冲视觉模型采用积分模式，能

够完整恢复光强物理过程（在定量阈值精度下），重

构任意时刻图像。

5 结论与展望

照相术和电影的发明，开启了人类记录光的历

史，也固化了人们的思维，把图像和视频做为视觉

信息表达的基础。CMOS光电器件允许各像元独立

记录和表达光过程，但数码相机仍然固守图像和视

频概念，“剪掉了头上的辫子，没剪掉心中的辫

子”，因此并未真正完成数字化革命。

脉冲视觉模型冲破图像和视频的幻相，直接用

比特流表达光子流，能够以极高的时间灵敏度表达

光子流过程，实现高速连续成像。脉冲相机产生的

脉冲流也天然适合脉冲神经网络 （Spiking Neural

Network） 处理，实现超高速视觉[3]，从而开启基于

脉冲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新时代。

这正是：

诸相皆是空 何况图像帧 面壁图破壁 光子转脉冲

光启世界启 感生万物生 眼睛接大脑 宇宙映其中

时间即编码 电路作神经 脉冲相机出 视象逐流星

视觉疾如电 智能快似风 赛博元宇宙 灵境侠客行

后记

需要指出的是袁 本文打碎的是 野图像冶袁 是 野偶
像冶 的 野像冶袁 不是 野大象无形冶 的 野象冶袁 这再次

印证了 野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冶 成立时名称采用

野图象冶 而非 野图像冶 的前瞻性袁 籍此为 叶中国图象

图形学学会通讯曳 发刊志庆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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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耀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长，湖南大学教授

高光谱机器视觉感知技术应用与

发展趋势

视觉是生物获取信息、感知世

界、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随着科

技的发展，高光谱成像的目标是获

得包括从可见光到长波、红外光谱

的精细光谱“指纹”，高光谱图像能

够精确反映物质独特的光谱特性，

在遥感空间信息研究和工业技术研

发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下面报告主

要分为四个方面：首先介绍高光谱

机器视觉感知技术研究背景；然后

介绍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三是

关键技术应用；最后介绍技术的发

展趋势与展望。

一、高光谱视觉感知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高光谱机器视觉作为智能机器人的“高精密眼

睛”，主要包括成像与分析，从传统成像到多光谱

成像，从计算智能到认知智能，其发展对机器人的

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RGB相机逐渐发展为光

谱相机，目前高光谱相机及其相关技术已成为智能

机器视觉领域研究的前沿方向。但是由于高光谱成

像不仅要获取空间信息、图像信息，还要同时分析

三维光谱数据，导致需要处理的数据量非常大，这

是机器视觉领域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近几年来随

着边缘计算的兴起，机器视觉硬件的发展，我们可

以将数据处理的工作下沉到边缘端进行计算，使高

光谱视觉应用到工业检测中。

受不同生物的感光细胞具有差异启发，高光谱

成像与感知可将丰富的、不同波段的图像信号映射

学会通讯 CCIG2022 演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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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数字世界，是机器智能的重要支撑技术。机器人

的高光谱视觉研究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成

像感知，另一部分是自动的光谱信息分析 （图 1）。

成像技术实质上是感光元件把光信息转化为数字图

像信息，最早的光谱成像来自感光设备，目前低成

本、小体积、高速率、低功耗的感光元件成为发展

趋势。近年来高光谱机器视觉的发展态势从感知智

能进入到了认知智能，从过去的 RGB 图像变成今

天的光谱图像，已经进入到一个计算智能成像的时

代。目前高光谱相机及其相关技术已成为智能机器

视觉领域研究的前沿方向。

分析与认知能力是机器人能否对环境中的有效

信息加以处理与理解的重要标志，是智能化发展的

必经途径。高光谱机器视觉分析与认知面临着三大

挑战：1） 图像特征提取，2） 语义知识理解，和 3）

自主适应学习。只有通过成像获取信息，从感知发

展到认知理解，未来才能满足智能机器人的视觉需

求，实现自动的目标探索。

围绕这三大挑战，使高光谱机器视觉具备多模

态成像系统并提供智能分析处理算法，是当前机器

视觉前沿领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近几年，高光谱

视觉传感器的发展突破了两项关键技术。第一项技

术面向成像系统。成像系统围绕复杂的目标，能够

解决在多空间、大尺度下的成像问题，可以同时捕

捉三维空间和光谱维度的成像。第二项技术面向三

维光谱数据分析，比如空间-光谱联合分析、大数

据分析和处理等。快速突破这两项关键技术，有助

于实现高光谱机器视觉技术的广泛应用。高光谱机

器视觉是发达国家科技争夺的制高点，将改变现有

机器视觉应用场景，其研究代表一个国家机器视觉

前沿发展水平。为了促进机器视觉技术的发展，我

国多次发布报告，计划将机器视觉列为主要技术领

域，以加快该领域技术的发展速度。

二、高光谱视觉感知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几年来，在工业 4.0 的推动下，除了传统机

器视觉以外，高光谱机器视觉是一个前沿领域的主

要方向，涵盖了信息论、高分子材料、微电子、人

工智能等多学科领域。高光谱机器视觉研究的重要

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1）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高

光谱机器视觉是集光学、人工智能技术、电子信息

于一体的前沿科技；2） 面向经济主战场。高光谱

成像与分析技术广泛应用于医药、视频、遥感、农

业等领域；3）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高光谱视觉检

测技术具备检测速度快、无损检测特点，能够保障

银 图 1 高光谱机器视觉研究的主要内容

目标

滤波薄膜
准直透镜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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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生产安全。高光谱视觉感知的国内外研究体系

见图 2。

高光谱机器视觉核心技术主要包括精准成像

（成像方案设计、光学系统搭建） 和智能检测分析

（图像识别、光谱分析）。近几年发展最迅速的就是

高光谱精准成像系统，可以分为时间光谱扫描成像

（凝视型）、空间光谱扫描成像 （摆扫式和推扫式）

以及快照式光谱成像。目前通过这些方式实现光谱

成像后，凭借“图谱合一”的技术对物质进行发现

识别、分类筛选、定量分析等。

随着高光谱成像技术以及精准医学的迅速发

展，将高光谱成像技术应用于医学诊断成为新的研

究趋势。高光谱成像技术为医疗诊断提供更精细的

光谱特征。同时由于高光谱机器视觉技术快速化、

灵敏化、非接触、无损伤等优点，其在医药领域的

应用成为热点，在鉴别药材成分、品质、工艺等方

面提供了精准的技术鉴定。高光谱遥感的空间分辨

率和光谱分辨率为对地观测提供了精密详实的图谱

数据，波段多而窄，提供了分析精度和可靠性，在

海洋探索、农林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军事应

用中，高光谱成像实现了对目标和伪装物、覆盖物

与周围正常环境之间的光谱特征微弱变化的检测并确

定目标位置，已成为军事侦察的一种新型重要手段。

虽然高光谱机器视觉已成熟应用到各领域，但

仍面临光谱成像数学模型复杂多样、异常目标检测

识别分析困难、跨场景结构化信息挖掘能力不足等

多方面应用挑战。

三、高光谱视觉感知关键技术及应用

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围绕计算成像机理，目标

识别与异常检测和跨场景部署自主学习三大关键问

题，面向医药检测、工业检测、食品检测、医学分

析开展了众多研究。

（一）高光谱计算成像技术

高光谱成像是在获取图像时得到每个像素的光

谱信息，因此成像性能将直接影响后续检测任务的

完成效果。我们团队在计算成像方向开展了两项主

要的创新研究。

第一项工作将传统的点扫描成像和线扫描成像

过渡到快照式高光谱成像。过去高光谱成像数据量

比较大，使用机器学习技术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

今天从计算光谱这个角度解决了数据量大的问题

（图 3）。比如，为了解决模型驱动的压缩感知方法

重构精度低、数据驱动的方法泛化性能不佳的问

题，我们提出了基于深度低秩分解与深度去噪网络

融合的压缩感知成像技术。

第二项工作围绕光谱成像的数据分析，开展了

两方面的细致研究。一个是编码孔径快照式高光谱

成像技术。另一个是阵列窄宽带分光的光谱感知技

术。编码孔径快照式高光谱成像技术中的一个关键

问题，是在光谱成像过程中如何进行重建。针对现

有的压缩感知重构技术速度慢、重构精度低、重构

质量无法满足需求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基于先验图

片引导的计算重构方法，提高了光谱计算重构精度

与速度。阵列窄宽带分光的光谱感知技术的研发

中，针对基于阵列窄带分光相机中滤光片选择难，

造成光谱成像质量低的问题，我们提出了阵列式可

学习窄带滤光片分光成像技术，提高了光谱图像成

像的质量。

从光感成像到光谱计算成像，通过计算模型把

两方面的特点都结合起来，即高光谱计算成像。它

主要面向模型优化，并根据优化后的模型设计矫正

策略，光谱成像中有很多非线性问题需要解决。比

银图 2 高光谱视觉感知的国内外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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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图 3 高光谱计算成像技术挑战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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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针对缺少医药高光谱高质量图像先验知识的问

题，我们提出了基于深度先验网络的高光谱图像生

成器，增强了高光谱非线性特征的提取能力，有效

提高了重建图像的质量。在解决了非线性问题后，

我们需要实现成像机理、成像光谱和空间信息之间

的精准匹配，也就是像素对应的位置和对应光谱要

实现精准匹配，同时还要解决重构问题以及传感器

失位抖动带来的干扰等问题。当这些问题都被解决

后，我们就可以实现自主的高光谱成像的硬件设

计。

（二）高光谱目标识别与异常检测技术

高光谱目标识别与异常检测广泛应用于药液异

物检测、药物成分分析等医药场景，存在异常光谱

未知、数据体量庞大、场景复杂多变等多种问题。

我们团队基于高光谱目标识别与异常检测的研究主

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 跨场景高光谱目标识别与

筛选技术和 2） 复杂受限环境下高光谱异常检测技

术。

在这一领域，中国学者取得了大量的突出成

果，本报告将汇报我们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与挑

战。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复杂背景下如何实现

精准识别？在既有光谱又有空间信息的情况下，我

们提出了一种有效的光谱合一新型特征提取网络，

并利用特征融合的方法来解决复杂背景的难题。第

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充分利用光谱信息来提升

目标分析精度。因为高光谱信息属于三维数据，第

三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对三维数据的快速处理，解决

实时性分析的难题。只有提高分析速度，才能更好

地应用到高精、高速、高可靠的工业机器视觉领

域。第四个问题是如何通过模型学习实现对目标物

体的特征分析。比如新药研发，通过光谱分析不同

物质的信息，得出物质的特征用于新药的配置。第

五个问题面向异常检测，通过高光谱成像解决形态

复杂的异物质量检测等难题。

（三）高光谱机器视觉的工业应用技术

针对高光谱成像设备图像捕获环境变化大等问

题，我们开展了模型领域自适应、边缘 Al 加速等

工作，促进工业现场高光谱技术的高效应用。在应

用高光谱机器视觉技术时，第一个需要关注的是处

理速度的问题。高光谱传感器的目标识别任务和异

物探测算法任务对实时性要求很高。第二个需要关

注的是运动问题。物体是运动的，探测器有些时候

也是运动的，我们需要解决运动过程中的目标识别

和跟踪。第三个需要解决的是成分问题。光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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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一个成分分析，比传统的图像分析多了一维信

息，它面向物质的特征，我们叫做“指纹信息”。我

们团队围绕这三个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和研究。

针对速度的提升，我们通过硬件实现了视觉边

缘计算。在处理复杂的光谱信息和图像信息时，如

果使用传统的软件算法去实现，对于高速运动的机

器视觉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开展了边缘视觉智能

算法加速工作，对神经网络进行轻量化压缩，同时

利用 FPGA在数字逻辑层面对算法进行硬件优化加

速，实现了集图像采集、图像处理于一体，可实时

输出处理结果；加入计算成像部分后可进行高光谱

图像的快速检测和光谱图像的嵌入式快速实时处理。

在实现了算法硬件化之后，高光谱在制造业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传统 LED分选工艺存在线

性增量问题，严重制约 LED产业产能提升，我们通

过线扫描高光谱相机获取整板 LED光谱数据，可实

现整板 LED波长一致性分析。高光谱在虚拟现实显

示技术制造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显

示、探测、分析数据，最后将结果反馈给设计者，

设计出不同的光源，绘制出不同的光谱，产生不同

的发光效果。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计算光谱成像与空

谱特征融合技术可以提升机器人对疫苗的感知识别

能力，研制具备主动检测与分析能力的智能机器人

能有效保障疫苗的生产质量。我们团队在已有的无

菌化高端医药自动化生产线基础上，加入高光谱成

像机构进行进一步改造，形成了高端医药光谱成像

与智能检测分析仪器样机，未来有望应用于新冠病

毒疫苗快速质量检测。

高光谱仪器设计首先考虑整个仪器的拟人化操

作，以避免人工操作带来的污染。第一步先研制拟

人化的机器，之后在机器人中加入高光谱仪器，以

获取目标的光谱信息。如何有效获取光谱信息呢？

我们通过不同成像，高速动态捕捉与定位信息来获

取光谱信息，获取到信息后还需要针对光和谱进行

融合。我们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把双目视觉的机器

学习方法变成光和图像融合的方法来做感知研究。

总结一下我们设计的高光谱机器视觉成像仪器

的五个主要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解决了

如何成像的问题，第三部分是获得图像信息以后利

用硬件处理数据，第四部分是使用边缘端和云端实

现实时数据分析，第五部分是仪器精密控制系统。

同时我们还需考虑运动的问题，在运动过程中实现

对仪器控制，能够更好地获取信息，顺利完成成

像。

目前我们已自主研制出不同型号的高速高精度

医药、疫苗异物识别检测和质量分析机器人，已研

发疫苗制造-检测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成功应用

于国药集团、北京科兴中维有限公司，实现了疫苗

研发与安全生产。我们提出了多传感器融合反馈控

制和精密机械多参数协同控制方法，研制了整机协

同控制系统，提高了疫苗自动化生产线的准确性、

稳定性和可靠性。我们成功研制了国内首条智能制

药工厂自动化柔性生产线，实现无菌化医药、疫苗

的制造。我们研制出的高端无菌化医药装备自动化

生产线，已经成功应用于楚天科技、千山药机等装

备企业，并推广应用于哈药集团、同仁堂药业等药

企。

四、发展趋势与展望

在研制出高光谱仪器设备后，可以把它连成一

个自动化的生产线，通过自动化控制系统，形成一

个可以高速、高可靠、无人化的生产线。但是未来

依旧还有很多挑战性的工作，比如数据传输，光谱

成像分辨率问题和仪器小型轻量化等。下面总结高

光谱仪器的发展趋势和展望 （图 4）。

目前研究碰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传输与

处理的问题。工业互联网络的时代，我们生产的医

疗数据、教育数据等要实现远程传输。这么庞大的

数据量，很多都是光谱信息和图像信息，因此要充

分利用 5G 技术和 6G 技术，保证数据通信传输顺

畅。第二个问题是光谱成像当中高分辨率问题。因

为高光谱最大的弱点就是分辨率比较低，不像可见

学会通讯 CCIG2022 演讲实录>>

18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通讯 |

光成像的分辨率比较高。合成孔径雷达图像的分辨

率也比较低，但是它的探测精度比较高。每一种传

感器都有优点和缺点，因此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

向就是新的成像方法和机理探索。第三个问题是所

有的高光谱成像仪器都需要小型化和高可靠性，能

够装载在不同的设备上。

围绕这三个挑战，未来我们要做的工作：第一

个方面是随着成像要求的不断提高，单一传感器的

高光谱成像系统难以满足需求，发展多传感器、多

物理信息融合系统是未来趋势。第二个方面要融合

光谱信息和人的经验知识来驱动分析，解决高光谱

大数据图像处理问题。融合物理特性的模型驱动方

法自适应提取高光谱图像的最优先验，且无需建立

大型训练样本。第三个采用的思路是更新，过去我

们采用的是模型驱动，现在机器学习采用数据驱

动。未来的驱动应该像人一样，要把模型驱动和数

据驱动结合起来，能够真正完成人类的认知智能的

知识驱动。模型、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能够有效克

服模型驱动和现有数据驱动方式的瓶颈，成为未来

高光谱图像处理的主流方法。未来仪器的设计也要

像人一样能够利用知识来驱动，这就是我们未来发

展方向，即提升高光谱视觉感知技术。

渊本报告根据录音整理冤

银 图 4 高光谱仪器的发展瓶颈和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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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赖剑煌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教授

柔性视觉检测技术及其工业应用

今天的报告分三大部分做介绍。

一、前言介绍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柔性视觉检

测的背景情况。目前在工业外观质量

检测方面，3C、锂电池、面板、太阳

能和钢铁等行业客户有大量需求，而

我们主要靠传统方法检测难以准确高

效地识别出缺陷产品，不能满足客户

需求。虽然已经有深度学习的方法用

于辅助识别，但总的来说应用不够。

同时，产品生产质检成本高，质量不稳定也是一大

问题。由于检测是劳动密集型工作，人员需求量较

大，但是新入职人员需要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周期

较长；另外，由于检测对人眼需求较大，许多质检

员无法长时间进行相关工作，人员流动率较高。基

于以上情况，行业内将传统视觉和深度学习以及自

动化技术相结合，从而降低质检成本，提高质检优

良率，方便企业弹性拓展业务。

第二，在国家政策方面，国家鼓励用机器辅助

或代替人工，解决制造业外观检测自动化的瓶颈问

题。智能制造的相关政策有 《中国制造 2025》 等，

同时各个省也都有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在人工智能

政策方面，国家已出台了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

技产业发展报告 （2022）》 等政策，在互联网方面，

国家已发布了中国“互联网 +”战略。这些政策都

促进了柔性检测的发展。

我们在此梳理了近三年国家相继出台的多项政

策，这些政策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突破，推

动工业领域企业智能化转型进程。其中， 《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指出，要加强人

工智能领域标准化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技

术研发和标准制定，促进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到

2023 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标准体系。 《“十四五”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为智能制造提出“两步走”战

略。第一步，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大部

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实

赖剑煌

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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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业领域智能检测行业市场空间分析

现智能化；第二步，到 2035 年，规模以上制造企

业全面普及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基

本实现智能化。现阶段重点推动的是数字化和网络

化的工作，打通信息流。其他有关政策， 《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行动实施方案》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2021-2023年）》 《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 在此不做详细介

绍。

第三，我国工业检测处于劳动密集型发展阶

段，急需实现智能检测系统应用落地。从图 1 可以

看出 2016到 2020 年间工业智能检测市场规模年复

合增长率一直在增高。由于之前体量较小，增长率

达到了 31%左右。到了 2020 年之后，发展受到了

制约，主要原因是工业生产资料和最终产品的差异

性较大，智能检测系统难以实现快速落地，导致中

国智能检测行业发展受限。从 2020 年到 2025 年，

中国智能检测行业市场规模增长速度预计放缓。

2025 年，中国智能检测行业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

5 745.2亿元，同比增长 10%。不论如何，2025年，

预计质检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5 000 亿左右，市

场规模较大。互联网公司已经在抢先布局，包括阿

里云的 ET 工业大脑、腾讯云的工业超级大脑、百

度云 ABC战略微亿制造、华为云的工业制造体和阿

里巴巴的“犀牛智造”平台等等，都在抢占先机。

第四，在基于深度学习

的表面缺陷检测方面，大体

上，从 2015 年开始将深度

学习逐步应用到工业视觉检

测领域。早期的算法还是传

统的卷积神经网络、稀疏模

型、相似度排序的方法。后

面出现新的方法，包括生成

对抗网络、自编码度量学习

以及教师-学生网络等无监

督、轻量级的方法。我们在

今年也做了两项工作，一项

工作是轻量级的工作：轴向

分解的自注意力机制网络，即线型复杂度的网络工

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另外一项工作是自适应特

征重构的方法，该方法可使缺陷的刻画更为鲁棒。

我们以 MVTec AD 数据集举例说明现在的领域研

究进展。该数据库为表面异常检测数据库，含有

5 000 多张不同对象和纹理类别的高分辨率彩色图

像。从 2017 年开始不断有新的方法对缺陷检测方

法进行改进，这些方法使用的技术包括生成对抗网

络、自编码器、变分模型等。通过计算检测

AUROC的面积和分割 AUROC的面积，我们可以看

出，检测效果越来越好，代表着技术在不断进步。

表面缺陷检测任务方法大致分为五类：1） 基

于单分类方法，2） 基于自监督方法，3） 基于特征

嵌入方法，4） 基于图像重构方法，和 5） 基于生成

网络方法。在数据库方面，目前存在较多常用数据

集，其应用场景包括重工业：钢铁、轨道、建材；

精密制造业：印刷电路板、显示面板、晶圆和汽车

电子等；传统制造业：布匹、磁瓦；以及新能源：

光伏电池等。完成任务的方法也分有监督方法、无

监督方法和弱监督方法等。数据库中图像规模一般

为几千张。对于初学者或研究生想跟进这个领域，

我们推荐一些来自期刊和会议的综述文章。例如，

Image Anomalies: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Detection
Methods。该综述回顾了 2018 年之前的图像异常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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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方法，分析了背景模型的 5种结构假设，并比较

了 6种最具代表性的算法。其他文章包括 A Review
on Industrial Surface Defect Detec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A Unifying Review of Deep and
Shallow Anomaly Detection， Deep Learning for
Anomaly Detection: A Review，A Review on Recent
Advances in Vision-based Defect Recognition towards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Surface Defect Detection
Methods for Industrial Products: A Review， GAN -
based Anomaly Detection: A Review 等，推荐初学者

阅读。

二、外观检测与深度学习

计算机视觉外观检测在生产线上的应用案例包

括机器人码垛，喷码检测、装箱检测、读码追溯和

外观检测等。我们实验室的工作聚焦于产品终端的

外观检测。从方法上来说，工业外观检测应用机器

学习的方法，对异常样本进行检测，并基于机器学

习的方法进行分类。从视觉上来说，它属于图像检

测问题，检测出与正常样本不同的异常样本。

工业视觉缺陷异常分为两类，包括污渍、缺

失、变形等方面的结构异常和内容、模式、划痕、

裂纹等方面的表观异常。很早以前，此方面的研究

就已经开展，且已有大量应用成果。传统的计算机

视觉方法主要靠边缘定位、斑点分析、模板匹配以

及以上方法的组合，其中还用到了颜色直方图、

SIFT、HOG、HAAR、LBP等技术及其结合。传统

的方法基本上只能一种方法处理一种产品的一种缺

陷，无法通用。比如手机面板的缺陷视觉方法不能

应用于其他物品的检测，这是传统方法的缺陷。同

时，传统机器视觉方法也存在瓶颈，很难对复杂场

景或待检测对象通过既定规则的情况进行量化描述。

在深度学习方法出现以后，该问题得到了解决。

从 2021 年开始，深度学习的方法应用到了工

业视觉领域，该方法在产品表面检测方面可做到柔

性、精准和扁平化。具体来说，1） 柔性：适应复

杂产品和工艺状况，适合多种类型的缺陷定位和识

别。也就是说，它适合小批量、多规格的生产，适

合各种各样缺陷的检测和定位；2） 精准：准确区

分真正的缺陷和产品固有的特征以及环境引起的干

扰特征；3） 扁平化：深度学习方法的一个特点是

同一个算法面对不同的数据训练，可以获得适应数

据检测的结果，深度学习将算法设计问题转化为数

据标定训练问题，大大降低了使用门槛。

外观检测的任务包括图像分类、目标检测和语

义分割。从方法上来说，数据充足时可应用有监督

的方法，数据不足时可应用无监督的、半监督的和

自监督学习方法。在生产过程中，我们需要进行迁

移学习，在一条生产线上得到训练结果迁移到另一

条生产线；当出现新产品，即出现新分类，我们可

以进行增量学习的工作。

工业检测场景的视觉算法挑战，大致可分为四

个方面。首先，小批量多规格的生产产品种类繁

多，如何做到泛化推演比较困难。第二，在训练检

测方法时，我们可以得到的合格样品很多，但异常

样品稀缺，如何在此种情况下做到精准稳定的检测

也非常具有挑战性。第三，面对小样本学习的问

题，如何在小样本情况下获得较高精度的检测结

果，例如 99.5%，并且可重复率小于 10%，是异常

困难的。最后，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线的高速检

测，例如每分钟检测 800 包产品，是非常有难度的

任务，所以我们的检测需要应用轻量化的网络设计。

以柔性包装封口白边检测为例。柔性包装白边

检测要求误报率不大于 0.5%，漏报率不大于 2%，

且速度要达到每分钟 130 包。在此方面我们做了一

些工作并布局到了生产线上。对生产线的检测可以

反映到屏幕上，在检测到次品时，我们可将它剔除

出来并做统计。在生产中存在很多缺陷需要进行检

测，比如档位偏移、两边开口等。具体来说，计算

机视觉目标检测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小样本、数据非平衡问题。我们

在一条生产线上进行深度学习训练需要做表面检测

的时候，往往缺陷样本很少，大量的样本都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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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同时缺陷种类五花八门，但通常在训练时我

们往往无法得到某种缺陷。例如在卫生纸包装上，

一开始缺陷只有十几种，然而正常的样本种类非常

多，好样本远远多于坏样本，而且不同类别的缺陷

数据差异较大。在此方面，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数据

增强和数据重采样。我们首先解决的问题是数据的

平衡，需要生成次品样本，比如由光照因素、对比

因素、模糊噪声产生的次品样本，同时通过镜像、

旋转、人工处理等手段增加数据。对每种缺陷，我

们通过 SMOTE 的方法进行重采样，使数据基本上

达到平衡。

实际上，在缺陷样本生成工作上已有很多方

法，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实用的方法：集成缺陷样本

生成的多任务学习模型。该方法可同时进行表面缺

陷的检测和分割。它的特点是集成缺陷样本的生成

模块和缺陷区域的检测模块；采用多任务学习方

式，利用分割任务辅助检测任务；仅需使用边界框

标注，无需使用逐像素标注。具体来说，对于某种

缺陷，我们先找出缺陷的边缘纹理，利用边缘纹理

寻找它在每一个同一类表面样本上最适合的插入位

置，随后将缺陷进行各种变形并插入该位置，合成

一个缺陷样本。用此方法与检测算法结合，特别是

与多任务的学习方法结合，可以提高该方法的效

果。

另一种解决方法是将此问题看作一个好样本建

模的问题。因为在生产过程中我们得到的是大量的

好样本，缺陷样本是比较少的。利用大量的好样

本，通过机器学习我们可以找出好样本分布的空

间。基于此思路，我们提出了基于二部图的大规模

谱聚类和集成聚类方法，提出了无监督正样本学习

的缺陷检测框架。我们利用大量好样品建立好品模

型，基于好样本和坏样本在好品模型上的表达特征

建立差别准则。只要学习一个好样本的分布模型，

就可以用此模型去检测不在此分布上的其他样本，

我们把它当做坏样本。此时我们可以不需要缺陷样

本，或者只需要很少的缺陷样本就可以发现新类型

的缺陷。在此方法中，我们也做了如下的工作。我

们发现在生产过程中大量的用来检测的样本输入时

位置不对齐，同时由于光照影响，样本颜色也不对

齐。如何克服匹配样本不对齐的问题，充分利用好

样本去获得坏样本的特征刻画，在此我们提出了一

个方法。该方法充分利用好样本获得缺陷样本的鲁

棒特征表达。该方法的主要步骤包括：1） 使用孪

生网络分别提取两路样本的深度特征 （可以降低参

数量）；2） 使用自注意力机制启发的特征重构模块

分别重构两路特征；3） 融合重构后的特征用于缺

陷预测。该方法应用到了自注意力机制去做自适应

特征的融合表达，它较直接剪辑的方法能够取得更

好的效果。

第二个挑战是缺陷尺度变化广，弱小目标检测

难的问题。例如，在大尺度图像下的小缺陷问题，

在低质量图像下的弱缺陷问题，同时还存在缺陷类

别有限，但每类缺陷的样式众多的问题。对于这些

问题我们提出了基于小波引导的“提升-抑制”自

注意力模型。此模型主要解决缺陷的区域、边缘不

规则，难以挖掘的问题，以及缺陷易与图片中噪声

混淆，难以区分的问题。我们做了两步工作，第一

步，在提升阶段，利用 Haar 小波刻画边缘特征，

引导 Transformer 模型增强高频感知能力，使边缘

更加清晰。第二步，在抑制阶段，将同属于高频成

分的噪声特征进行抑制，仅关注缺陷部分。在第一

步中，由于感知能力增强，信息中的噪声也被增

强，所以第二步，我们通过抑制网络根据缺陷的非

一致性和衰减性将缺陷与噪声分开。

第三个挑战是面向跨场景、多 SKU 的模型快

速迁移问题。当训练好模型，如何快速应用于其他

生产线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该问题实际上是域自适

应的问题，已经存在一些解决方法。我们主要应用

基于正则化约束的深度域自适应方法以及基于生成

对抗的深度域自适应方法。我们的方法，是用比较

多的样本训练模型，再将此样本与其他颜色样本混

合训练一个较大的模型，通过不同颜色的样本微调

就可以做到较快的迁移。

第四个挑战是推理速度需要跟上生产线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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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生产线上如何对高分辨率

图像进行快速推理的问题。在

实际生产中，往往有玻璃、纸

张等分辨率高的样本，且要求

快节奏生产，所以解决此问题

需要轻量化算法，我们提出了

可解耦卷积方法。同时，我们

也提出了轴向分解的自注意力

模型的方法。在该方法中，我

们将自注意力机制所要计算的

矩阵中的点积运算变成了纵轴

横轴的位置感知相似性。将 n2

的复杂度变成了 n 的线型复杂度。我们还通过教

师-学生网络，通过迁移的方法，利用高复杂度指

导低复杂度来解决迁移速度问题。

三、落地应用案例

工业质检中的多项难题不仅仅是算法的问题，

检测难、对齐难的问题，还包括全检难、成像难的

问题，例如高光金属的成像和多点检测的问题。我

们的解决方案是打造具备行业可复制价值的系统及

设备，开展示范应用 （图 2）。我们在 2017 年推出

了一个人工智能质检的软件，目前我们已开发了可

翻转的外观检测仪，能够提供多面检测。同时我们

也研发了灵动外观检测仪。我们面向 3C外观检测

的一体化通用检测平台集成了光学技术：标准化光

学模组，可适应 80%的检测需求；运动控制：高速

多轴联动插补，精准、柔性控制；以及智能检测：

数据驱动的智能学习模式及策略，驱动的后处理有

机融合等等。

我们从 2014 年开始，经过八年的更新迭代，

开发了灵动外观仪 3.0 产品。该产品的第一个特点

是高速多角度检测，完全取代人工目检。在产品的

研发过程中，最早我们只是做多个角度的拍照，以

及光学镜头的集成及一体化控制。经过迭代到多工

位柔性高速外观检测仪，在五轴联动的基础上融合

了多种光照的检测，使其可以从几个面进行快速地

拍照识别。之后根据需要，我们做到了八轴高速联

动的控制。该产品的第二个特点是柔性组合结构

光，可适应多种材质及表面，不同的柔性组合照明

可检测出不同的缺陷。灵动外观仪的第三个特点是

柔性智能算法框架，集成低代码开发平台，省却人

工编码的烦恼。工作步骤包括实时取像，缺陷标

记，学习训练和测试运行。在软件平台上，我们可

以实时录入缺陷，做训练和分析并生成报表。

我们将产品应用到了柔性包装白边检测，可做

到误报率小于 0.5%，漏报率小于 10%。我们也将产

品用到了摄像头支架外观的检测，可以检测 58 个

点位，达到缺陷漏检 0%、过杀率 15%以下的较好

的效果。其他应用案例包括光隔离器外观检测，通

过偏振技术将缺陷刻画出来；圆形、环形磁体外观

检测；汽车连接器外观污点检测；硬质合金棒材端

面检测；PCB板载 LED灯缺陷检测；手机 Type C

连接器元件缺陷检测；手机中框缺陷检测等，我们

的技术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渊本报告根据录音整理冤

图 2 课题组开发的柔性视觉检测产品和系统及应用

学会通讯 CCIG2022 演讲实录>>

24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通讯 |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在杭州师范

大学 VR 与智能系统研究院工作时我们

团队承担的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首先我将给大家介绍虚拟现实 / 增强现

实的概念，然后讨论体感交互，VR/AR

应用等方面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最后介

绍我们团队的虚拟实验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包括一些典型案例。

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VR） 的

概念是在 1965 年开始提出的，它是指采用以计算

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科技手段生成逼真的视觉、

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一体化的虚拟环境，用

户从自己的视点出发，借助特殊的输入输出设备，

采用自然的方式与虚拟世界的物体进行交互，相互

影响。它是在计算机中创造出一个三维的环境，环

境和人可以进行互动，互动方式有传统的语音、手

势等，还有头显交互的方式。举一个虚拟现实的列

子。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跑步机联网后的虚拟环境，

可以实现跨地区运动，比如不同的人在南京、成都

和上海，可以组成一个马拉松小分队，在网络上进

行锻炼。

与虚拟现实相类似的概念有增强现实。增强现

实 （Augmented Reality，AR），是既有虚拟又有真

实，通过手持显示器等设备实现交互。例如 2008年

中国科技馆委托我们做的一个虚拟实验项目。因为

实验中有试管容易破裂、试剂有的有毒、实验有危

险等因素，这个项目不适合科技馆参观人员进行真

实的实验，所以中国科技馆委托我们采用增强现实

的方式搭建虚拟实验环境。用户通过手持显示器识

别桌面上纸片上的文字或二维码，如演示视频中卡

片是真实环境，在头显中显示的手中的滴管、试管

是虚拟环境，虚实相结合，这就是增强现实。

下面我介绍一下人机交互和体感交互。人机交

文 / 潘志庚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常务理事，数字文化遗产专委会主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VR和体感交互在实验仿真中的应用

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的概念

报告提纲

01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的概念

02 VR/AR 的应用

03 AR 虚拟实验项目

数字文化遗产专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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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的核心是提高人使用计算机的效率，基于体感的

人机交互是一种高效的自然人机交互方式。计算机

可以感知人体的运动、生理、情感以及心理等方面

的信息。通过这些感知到的身体信息，人们可以与

计算机实现对话。因为在虚拟实验中很多是人体的

动作，叫做人机交互，国内外现在对其研究较多，

比如如何提高人使用计算机的效率，如何实现基于

体感的人机交互等。比如元宇宙讲的脑机交互，接

口带在头部如此重要的位置就需要考虑如何减少设

备可能带给人的负面影响，如何为用户提供舒适的

使用体验。另外，脑机交互设备价格也比较昂贵，

我不赞同元宇宙里全部通过脑机交互，而是以语

音、手势等自然交互方式为主，脑机交互作为一种

辅助交互的方式比较好。

那么人作为一个智能体，为什么能够思考？如

何让机器人像人类一样拥有“智能感知”？计算机

要和人实现信息交互要进行三个步骤：感知处理，

认知处理和信息呈现。1） 在感知处理步骤，视觉、

听觉、触觉等通道信息进行融合 （多通道融合机

制）；2） 在认知处理步骤，解决体感交互意图的多

义性，提高交互效率 （交互意图理解）；3） 在信息

呈现步骤，系统输入要符合人的自然动作，系统输

出要符合人的认知特点 （体感交互机理）。我举一

个简单的例子。有个人给我打招呼，首先我的大脑

会判断我是否认识这个人，认识的人打招呼比较热

烈，比如拍我一下，拥抱我一下，不过我觉得无所

谓，我知道这个人大大咧咧的性格；不认识的人，

拍我一下，我就会不舒服，我本能会觉得这个人是

不是喝醉酒了。这就是感知，理解体感的行为。

二、VR/AR的应用

VR/AR的应用非常广泛。例如 VR可以应用在

数据和建筑可视化、城市规划 （主题公园）、虚拟

设计、虚拟制造、教育 （VR实验）、虚拟装修、虚

拟体育仿真、虚拟剧场、数字文化遗产等方面。再

比如应用于幼儿园儿童的 VR 虚拟学习环境软件，

对于现代社会关注的霸凌现象，用心理学中的移情

作用让儿童在虚拟环境中知道被霸凌的感受，从而

不再去实施这样的行为，幼儿园霸凌现象因而得以

改善。AR 可以应用在虚拟旅游、虚拟出版、虚拟

维修、游戏(口袋妖怪)、医疗和虚拟手术、虚拟装

修、虚拟配戴和装饰、购物行业体验，维修过程记

录、虚拟实验等方面。

三、AR虚拟实验项目

下面我将重点汇报本人牵头完成的 AR 虚拟实

验，将从研究内容、关键技术、云平台、多模态交

互技术、虚实融合呈现技术、探究性实验行为引导

与评估、智能化实验组织与管理等方面进行汇报。

首先是研究内容 （图 1），整个项目是由杭州师

范大学牵头，18家单位参加。整个课题架构设计分

为三层：技术方法层、教学评价层、平台应用层。

技术方法层第一部分内容是多模态交互技术研究，

由杭州师范大学牵头，南京大学、济南大学、浙江

理工大学等几家单位，研究包含人机对等交互模

式、中学生认知的实物交互原语、实物交互套件、

虚拟实验语音识别与笔交互技术、触觉交互模型和

算法；第二部分内容是实时仿真方法研究，由上海

交大牵头，浙江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单位参与，

研究如何把实验效果模拟出来，包括仿真引擎、虚

实融合呈现方法、多感知通道融合呈现方法、多通

道融合的实验仿真等方面。教学评价层为学习模型

与交互行为分析，包括构建探究式学习模型与评价

体系、智能识别学习过程与结果和个性化实验的精

准推荐和引导。平台应用层，第一部分内容是云端

融合环境与工具研发，包括云端融合开放式支撑平

台、普适性互动实验教学资源制作工具、基于构件

的知识建模工具以及未来课堂教学活动协同组织；

第二部分内容是教学应用平台及示范，包括高沉浸

与多模态交互课堂环境、行业规范与技术标准、虚

拟实验救学内容资源库，在 500 家中学示范应用；

通过给平台使用的老师提供更多的创新方法，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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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R 虚拟实验项目研究内容

更多的实验。

通过前后三年多的十几家单位的联合攻关，

2022年的一月，项目顺利通过验收。我们开发了一

个教学实验云平台，包括多模态交互、虚实融合呈

现、探究式实验行为引导与评估、智能化实验组织

与管理四项技术，总共开发了 400多个实验，其中

包括七八十个代表性 VR互动虚拟实验。

实验教学云平台是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环境里

创建的，有些特别复杂的计算我们通过并行计算的

方法提高计算、仿真的速度，并通过云平台实现实

验设备的共享，包括实验模型的检索等。构建云平

台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构建互动实验教学环境的云端

融合开放式支撑平台，我们的思路实现云平台上实

验教学 AR/VR 资源、管理与检索、实验教学资源

推荐、云端融合显示架构。我们提出三维模型检索

新方法，实现一套分布式 VR 内容存储服务系统。

实现在全屏、窗口以及浏览器中的云端融合交互显

示功能（图 2）。

多模态交互技术主要包括手势交互套件、触觉

交互套件、笔式交互、实物交互套件几种方式。因

为实验需要操作体验，通过不同操作看到不同的结

果，我们首先实现了一些手势交互的套件，建立了

10种典型手势、 6 个中学实验工具套件、 7个中学

实验、4 种交互范式，用户行为的过程监控，通过

用户不同操作看到不同的结果，使用真实感量化交

互方法，实现了操作行为感知、关键节点真实感体

验建模、多路径试探模型与算法和交互反馈与增强

呈现等。通过触觉交互套件来解决虚拟化学实验温

度感知平台问题，我们建立了实验器材模块、虚拟

场景模块、动画模块、粒子特效模块、音效仿真模

块、温度仿真模块、人机交互模块和通讯模块，使

学生能够完成相应的化学仿真实验，并感受到温度

的变化，实现传统中学化学实验难以表征温度变化

的科学现象。通过笔式交互来挑战低交互成本下实

验教学内容的高探究性和高自主性，通过建立典型

笔式交互场景、手写中英文及数字识别引擎、基于

语音与笔交互的几何命令解析和执行框架，实现数

学学科读写题与图形生成的同步，化学学科实验信

息记录和展示平台。实物交互套件包括磁感线套件

和显微镜套件。磁感线套件用于实物交互件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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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学实验云平台

测、识别与姿态估计问题，利用相机参数、对象几

何特征等进行实物对象 DOF优化求解的核心算法

与系统，经第三方检测，条形磁铁实物交互角度、

位移相对精度高于 90%。可触实物交互无认知负荷

及交互负载、投影增强呈现虚拟现象与实物交互件

軗融合显示、交互级的 实配准。显微镜套件结合云

端实现多种生物切片视图库，实现了模拟显微镜的

细准焦螺旋、粗准焦螺旋、载玻片移动这几种功

能，真实模拟了传统显微镜的功能，且使用上与传

统显微镜相类似，能完成虚拟显示的功能。

虚实融合呈现技术包含 1） 虚实融合算法，2）

多感知通道融合呈现，以及 3） 多学科中学实验仿

真引擎三个方面。1） 虚实融合算法利用实时的三

维注册与物体追踪技术和虚实融合的实验过程仿真

呈现，要解决虚实融合实验仿真中的关键技术：三

维注册、虚实遮挡和多模态交互。我们的思路是开

发实时的三维注册与物体追踪技术，在虚实融合的

实验过程中进行仿真呈现。实验结果是解决了虚拟

空间遮挡关系一致性问题，同时考虑虚实之间的半

透明物体的遮挡；解决自然手与虚拟的虚实对齐和

碰撞问题。2） 多感知通道融合呈现要解决如何采

用虚拟方式个性化地呈现中学实验中可能发生的典

型实验结果和现象。我们通过研制气味发生装置解

决嗅觉通道的仿真，研制热触装置，解决触觉特别

是酒精灯等热源的仿真，研究多感知通道融合呈现

方法实现多感知一致性呈现。3） 多学科中学实验

仿真引擎开发面临的挑战是实验仿真的科学性、可

探究性。我们的思路是基于各学科原理，提供科学

计算，面向探究需要，支持实时交互仿真。我们开

发了基于位置动力学的力学仿真框架，同时支持流

体、柔体、刚体的统一仿真；开发了基于化学动力

学的化学反应仿真计算，提供可视化和实验流程指

引；开发了生物和数学典型实验仿真功能；实现了

函数可视化、神经系统仿真。

探究式实验行为引导与评估包括 1） 行为评估

研究与建模，2） 探究式学习模型的评价系统环境，

学会通讯 CCIG2022 演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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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3） 探究式学习评价三个方面。1） 行为评估研

究与建模遇到的挑战是缺乏对中学实验行为的自动

评估方法，我们从融合多模态信息、探测人体的关

键骨骼点、提出利用时空卷积图评估模型，充分挖

掘的动作关节点对行为质量的影响等方向来评估中

学生实验的操作顺序规范性，探测不规范动作，错

误的操作，为整个实验行为进行自动评分，反馈给

教师评估结果。2） 探究式学习模型的评价系统

环境构建的挑战在于如何及时对实验过程做出学

习效果评价，我们通过搭建探究式学习系统环境

来解决。以化学实验为例，我们通过进行实验过

程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实验评价计算，构建探究

式学习过程数据采集知识图谱与数据资源目录，以

完成仿真数据采集平台、探究式学习过程图谱的分

析方法，部分评价效果的计算。3） 探究式学习评

价。由于缺乏成熟的探究式实验评价模型，我们通

过构建任务 - 证据 - 行为结构模型，设计技术使能

的形成性评价方案，分通道伴随式收集多模态数

据，实时分析、评价并反馈结果来构建评价模型。

我们开展了虚实融合环境中探究式学习模型的研

究，初步构建了基于多模态学习数据的探究式学习

评价体系。

最后我介绍智能化实验组织与管理，包括 1）

自主式互动实验教学资源制作工具，2） 知识图谱

工具和 3） 实验仿真情景构建三个方面。1）自主式

互动实验教学资源制作工具是一种虚实融合实验自

主设计与规范化工具，要求对知识要素、交互模

式、展现样式进行规范化表示，开发多模态交互和

教学资源之间的协同功能，进行基于数据驱动流程

引擎的实验设计。我们开发的工具实现了教学资源

与实验环境的自适应匹配，资源制作流程的标准化

和工具化，虚实融合实验的所见所得设计。2） 知

识图谱工具是多学科知识建模工具，也是基于知识

图谱的教学资源评价。我们考虑从条件随机场与词

典结合的知识点识别、基于特征分类的知识点关系

抽取、获得知识 -实验技能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

最终形成了中学实验的知识结构体系、构建了知识

图谱的本体、分析高中化学必修知识点 278 个，技

能 78 个，实验 54 个。3） 实验仿真情景构建。我

们面临的挑战是研究中学数理化生等学科的虚实融

合实验的用户需求模型，重点针对实验失败导致的

需求和辅助支持问题，构建实验的仿真情境，实现

实验过程的智能式辅助支持和交互式实时指导。我

们构建了实验仿真情境的规则脚本与错误内容库，

形成用户需求调查问卷，开发实验老师的虚拟仿真

模型。以高锰酸钾制氧为例，完成情境构建的文本

及程序工作，还可控制虚拟教师的部分肢体动作、

脸部表情及嘴型表达。

总之，随着元宇宙概念的兴起, VR/AR技术的

快速发展及应用将驱动人类向元宇宙迈进。虚拟增

强现实行业的快速发展对于虚拟现实技术研究者而

言提供了很好的新机遇！

渊本报告根据录音整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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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卢策吾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行为认知与具身智能

认知学研究表明人类智能需要与

实际场景交互迭代形成，这种智能获取

方式被称为“具身智能” （Embodied

AI）。具身智能成为近期人工智能的前

沿热点之一，被认为走向通用智能的

技术路线之一。本报告将讨论行为认

知和“具身智能”相关概念，介绍团

队在具身智能方向的初步工作、PIE架

构 （Preception-Imagination-Execution）

的初步探索结果，以及刚刚发布的开

源系统 Robotflow。

行为认知是智能科学中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

行为认知的两个角度，一个是第三视角，另一个是

第一视角。从机器人的角度来说，第三视角是看懂

人类行为，第一视角是机器人自己行动。围绕机器

如何理解行为，我们需要回答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1） 从机器认知的角度：如何让机器看懂行为？2）

从神经认知的角度：机器认知语义与神经认知的内

在关联是什么？从具身认知的角度：如何将行为理

解知识迁移到机器人系统？

首先，如何让机器看懂行为？在深度学习的框

架下，物体检测识别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行为识

别技术还有待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语噪比

的问题。行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在图像中抓

捕行为相关要素。语噪比即支撑语义判断区间与全

图像区间之比。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在 800 张图

像中计算语噪比，物体识别的成功率是 0.724，但行

为识别的成功率只有 0.122，我们因此得出的结论

是机器成功理解行为需要在极大语义噪声中提取行

为理解要素。因此，我们提出两步法，从感知到推

理两步。第一步推理是从一个图像推出行为的原

语，推理出行为的语义空间，因此构建人类行为知

识引擎 HAKE（Human Activity Knowledge Engine）

一、行为认知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卢策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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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区别于一般的直接深

度学习“黑盒”模式，我们团

队构建的 HAKE 系统框架探

索可泛化、可解释、可扩展

的行为识别方法，克服行为模

式和语义间的模糊联系、数据

分布长尾等问题。开源网站 :

http://hake-mvig.cn/home/）。

我们通过收集原语来积累行为认知的要素，邀

请七百多名参与者来做原语实验。我们已经建成的

HAKE原语知识库包括 67.3万人体实例细粒度行为

数据，2 640万人体部位标签，4 000条行为逻辑规

则。相比 COCO数据库只有 1.6万的物体、行为数

据，Stanford Action数据库只有 9 000 条行为数据，

HAKE原语知识库规模目前最大。

在积累了原语知识库后，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编

程。但是如何让规则可以学习？HAKE 可根据少量

人类行为-原语的先验知识进行逻辑规则的自动挖

掘和验证，即对原语组合规则进行总结，并在实际

数据上进行演绎验证，以发现有效且可泛化的规

则，发现未知行为规则，如图 2。我们的结论是

“行为原语 + 规则搜索”的技术路线可以逼近人类

的行为识别极限。

下面我们看下 HAKE 行为理解机理“图灵测

试”：机器与人一起挑选“决定行为语义”的区间。

让机器 （HAKE） 和人类抹去部分像素使得无法理

解图中行为，图灵测试表明，

HAEK的“抹去手法”和人类

十分相似。我们的项目是完全

开源的，包括我们有知识库、

行为理解还有三维重建等等，

相关的产品也得到了使用。

可能大家对我们实验室比

较了解的是我们做的姿态估计

工作。 基于我们在姿态估计

上的已有成果，我们开发出首

个高精度实时人体姿态估计系

统 AlphaPose。这是一个姿态估计的开源系统，欢

迎大家使用。这项工作被广泛应用，与其他相类似

工具相比该系统更为鲁棒。

现在我讲的是一个通用范式，如果大家觉得深

度学习方法无法直接使用的话，可以考虑其他思

路，原语是深度学习可以学习到的，通过推理器进

行端对端的学习，这样的话有可能会有效果。我们

近期会开源一整套可编程、可推理的逻辑知识系统。

那么从神经认知角度，机器认知语义和神经认

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行为标签和

脑神经信号是否存在稳定映射关系？我们选择小鼠

实验（图 3）。我们用侵入式的实验同步检测小鼠的

行为，然后采集它的信号，建立一个映射模型。我

们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这种关系的确存在。我们遇到

了很多挑战，比如说多只小鼠定位存在遮挡、小鼠

群跟踪存在交叉互动、行为语义类型方差太大。但

我们克服了困难，我们的结论是：1） 通过实验发

现机器学习得出行为从模式到脑神经信号存在映射

图 1 HAKE系统框架

图 2 学习未见行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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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具身智能的学习模式

关系，并建立了稳定模型；2）

我们构建了一套基于机器学习的

行为相关的神经回路发现系统；

3） 成功解析了“小鼠社会等级”

行为的神经回路。该项目的意义

是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定量阐释

了机器视觉行为理解与脑神经的

内在关联，并首次建立了其稳定

映射模型。形成计算机视觉行为

分析发现行为神经回路这一运用

人工智能解决神经科学基础问题

的新研究范式。

二、具身智能

量子领域有只很出名的猫———薛定谔的猫，人

工智能领域也有一只很出名的猫———图灵的猫。

1963年的一个试验中，将一只猫绑起，让它观察另

一只猫的动作，结果发现被绑起的猫丧失了行动能

力。“具身智能”的概念随即产生。该领域的研究

者认为，人工智能如果想要获得和人一样的智能，

它必须有人一样的身体。在旁观式人工智能学习模

式中，学习者像看电视一样认知物体（我们称之为

“盒子”），学习者可以说出“盒子”标签。但在具

身智能学习模式中，学习者亲

自感知物体，亲身体验学习。

在这种模式中，盒子之所以成

为盒子，是因为我们打开它，

它才是盒子 （图 4）。具身智能

的概念对于通用人工智能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就像基础力学

奠基了物理学领域，驱动了后

续科学的发展，具身智能有望

成为人工智能的驱动力，催生

通用智能与概念论的形成。

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具

身智能是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

国内外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和开发工作。2019 年和

202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联合多个政府部门发布

两次机器人计划，旨在推动具身智能的应用。2020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投资 2.2 亿用于新一代人工

智能研究，并提出“智能系统通过具身化作用于世

界”。各大国际会议也越来越开始关注具身智能相

关工作，美国顶尖高校开始形成具身智能研究社

区。比如斯坦福大学开设了“交互与具身学习”新

课程，CVPR国际会议设置了具身智能相关主题的

研讨会，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具身智能学术讨论社

区。具身智能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比如，谷歌的

Everyday Robots就是一个具身智能的项目，希望机

图 3 小鼠社会等级神经发现与解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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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能真正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三、PIE方案

我们提出了 PIE 方案，其中 P 是 Perception

（具身感知），I是 Imagination（具身想象），以及 E

是 Execution（具身执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具身

感知是行为依据，具身想象是行为决策的过程，具

身执行是行为执行的过程。首先我们来看具身感知

（P），包括全感知和交互感知。

全感知就是我们最近推出的大规模真实世界关

节体知识库 AKB-48。该知识库从人类认知的角度，

构建了 48类真实世界关节体知识库，共 2 037个物

体建模，从外形、结构、语义、物理属性进行全面

的记录。所有关节体都通过扫描真人部位录入数据

库，我们标注关节体每个部件的质量、体积、惯

性、摩擦系数等数据，记录真实世界物体操作力反

馈与仿真操作力反馈，在物理属性知识加持下，物

体力反馈曲线可以基本拟合。我们以具身智能的视

觉想象为基础，构建了从关节体视觉感知到操作的

深度学习框架。数据集的语义知识包含部件级语义

和物体级语义。部件级语义由人为标注定义，类内

共享；物体级语义链接至 WordNet，呈现层级

（taxonomy） 语义结构。在真实世界物体数据集中，

AKB-48拥有两个数量级的规

模优势，与仿真物体数据集

对比，AKB-48提供了更加丰

富的真实世界的物体知识。

接下来我们来看交互感

知。交互感知指的是机器人

行为能力与模型理解能力联

合学习 （即边执行行为，边

提高纠正感知），相关工作是

发表在 ICRA 2022 会议上的

论文。比如一个物体与周围

环境的交互，这个交互就是

该物体通过它的行动产生一

个模型。理论上来说，如果你的模型构建合理，那

么结果跟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模型不正

确，行为就会受阻，我们也正是通过行为的反馈来

使模型越来越准确。通过交互操作之后，我们对物体

的模型检测会越来越准确。为此我们建立了本体行为

操作树，即基于 Unity3D的具身机器人物理仿真环

境，支持 7种物体、87种原子操作的仿真 （RFUni-

verse）。该仿真引擎和其他的仿真环境对比，在对

材质理解方面可实现较高的准确率。

四、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

除了人工智能的大脑之外，具身智能还需要有

指挥动作的小脑，以及执行动作的肢体。我举个小

脑学习的例子。比如建立一个通用的抓取知识库，

我们需要收集所有可能的姿态动作。我们的做法是

先把一个个物体扫描，扫描之后我们把这些物体摆

在一起，把它们放到仿真引擎里面，再把它们的所

有的姿态迁移过去，我们通过这种半自动的方法生

成大量的姿态数据 （图 5）。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

了通用物体抓取框架 GraspNet（https://graspnet.

net/anygrasp.html），实现了任意场景下刚体、可变

形物体、透明物体等各种类型的未见物体的抓取。

物体抓取是机器人操作的第一步，为该项目打下了

图 5 建立通用抓取知识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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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侯淇彬 1，胡瀚 2

计算机视觉中的 Transformer模型

摘 要：Transformer模型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已扮演重要角色，其自注意力机制可有效建立任意两位置间的

长程依赖关系，有效弥补了传统卷积神经网络仅能捕捉局部信息的缺陷，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计算机视觉任务

中，如图像分类、物体检测、语义分割、目标跟踪、姿态估计等。本文主要针对当前计算机视觉中较为流行

的 Transformer模型，从模型架构设计、视觉大模型、下游任务中的应用以及自监督学习等方面对其进行介

绍，同时也对 Transformer模型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Transformer；神经网络；模型设计；自监督学习；视觉大模型；计算机视觉

1 Transformer 基础

近年来，基于 Transformer结构的神经网络 （以

下简称 Transformer 网络） 推动了深度学习技术的

快速发展。不同于仅专注提取局部特征的卷积神经

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 Trans-

former网络中的自注意力机制可有效建立输入数据

任意位置间的长程依赖关系。这一特性使得 Trans-

former网络非常适用于需要全局信息的各种自然语

言处理以及计算机视觉任务，如机器翻译[1]、图像

分类[2-4]以及语义分割[5]等。本小节将主要介绍 Trans-

former网络的基础模块，同时对 Transformer网络如

何处理视觉图像做简要介绍。

最早期的 Transformer 网络出现在自然语言处

理领域的机器翻译任务中[1]。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自注意力模块 （self-attention, SA） 以及编码通道间

信息的前馈神经网络 （feedforward network, FFN）。

网络的输入是一个长度为 n 的标记序列 X （token

sequence），其中每个标记 X i 是由词映射来的长度为

d 的一维向量。SA首先以线性映射的方式将输入标

记序列映射为查询、键和值（Query, Key, Value）：

Q = XWQ，K = XWK，V = XW V， （1）

其中：Q，K，V 分别表示查询、键和值，WQ, WK，

W V 为线性映射的参数。SA的功能是计算不同标记

间的相似性并以加权平均的形式输出结果。具体如

式 （2）所示：

Attention（X）= AV， （2）

其中，A 为相似性矩阵 （或称为注意力矩阵），可表

示为式（3）：

A = Softmax（QKT

d姨 ）. （3）

自注意力机制计算的相似性权重 A ij 只依赖于 Qi

和 K j 间的相关性，并未考虑输入信息的位置信息。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通常需要加入位置编码信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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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正。另外，自注意力机制可进一步扩展为多头

注意力机制 （multi-head self-attention） [1]，通过将输

入特征映射到多个空间中进行信息交互。

2020 年，来自谷歌团队的 Dosovitskiy 等人首

次将 Transformer网络应用于大规模图像分类任务中，

提出了视觉 Transformer（vision transformer, ViT）的

概念。从功能的角度出发，ViT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图像子块编码 （patch embedding），Transformer主干

网络以及分类预测模块。图像子块编码的作用是将

给定图像 I切分成大小均匀的图像子块，并将每个

子块线性映射到一维空间得到一个一维向量，通常

被称为标记 （token）。Transformer 主干网络主要由

多个 Transformer结构组成，以标记序列为输入并输

出具有高级语义的标记特征。分类预测模块通常包

含一个全连接层，其作用在于将 Transformer主干网

络输出的标记特征映射到 C维空间，同时输出预测

结果，其中 C是类别集合中类别的个数。

由于 Transformer能够建立长程依赖关系，它已

被成功应用于计算机视觉的多个领域中。本文主要

针对 ViT在机器学习以及计算机视觉中的应用，围

绕 Transformer 网络架构设计、Transformer 在视觉

任务中的应用以及基于 Transformer的自监督学习三

个方面展开介绍。

2 Transformer 网络架构设计

自第一篇 ViT 论文发表以来，Transformer 网络

架构设计已成为研究热点。Dosovitskiy等[2]工作的

实验结果表明在有大量数据 （数千万张图像以上）

支撑的情况下，ViT 的分类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

CNN网络[6-9]，但其主要缺陷在于对数以千万计图像

数据的依赖。DeiT[10]进一步改进了原始 ViT 模型的

优化方法，通过引入更强的数据增强方法使得ViT在

ImageNet 数据集[11]上取得较好效果。受 DeiT启发，

越来越多的工作针对 Transformer网络的结构设计开

启了一系列探索。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Transformer 模

型设计、局部信息的引入以及视觉 Transformer大模

型。本节将围绕以上三个方向介绍 Transformer网络

在架构设计发面的发展情况。

2.1 Transformer 模型设计

自注意力机制的主要作用在于编码标记序列的

空间信息，但其一主要缺陷在于计算量与图像尺寸

成二次方增长。随着图像尺寸的增大，Transformer

网络的分类能力会得到增强，但所需的内存容量也

将不断增长。这一缺陷严重限制了 Transformer网络

的性能。因此，如何改进自注意力机制使其减少内

存消耗的同时保持原性能已成为研究热点。

针对上述问题， ICCV 2021 最佳论文 Swin
Transformer[3]提出了在局部区域内使用自注意力机制

结合平移窗口的策略，实现了捕捉全局特征的功能，

在 ImageNet分类、COCO物体检测[12]以及 ADE20K

场景分割[13]任务中达到了最佳效果。DeiT[10]首次在

ViT 网络中使用蒸馏策略，进一步提升了 ViT 模型

的分类性能。T2T-ViT[14]从网络的子块编码入手，说

明了在 ViT 网络初始阶段引入局部信息的重要性。

LV-ViT[4]从模型优化的角度，提出了全标记监督的

概念。CSwin[15]以及 Focal Transformer[16]分别提出了

交叉窗口编码以及分层级窗口编码的思路，在 Swin

Transformer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网络性能。

MViT[17]、CrossViT[18]以及 Zhang 等[19]从多尺度的角

度入手，在自注意力机制中引入了多尺度的概念。

XViT在自注意力机制的基础上计算查询向量和键向

量间的互协方差矩阵提升 ViT 网络的表达能力。

DynamicViT[20]以动态的方式丢弃部分标记，在减少

网络计算量的同时保证性能的稳定。PVT[21]在原始

ViT 的基础上引入了金字塔结构并通过将部分空间

信息转移到通道信息中以减少计算量。TNT[22]提出

在 Transformer 结构中嵌入 Transformer 结构，实现

网络性能的提升。CaiT[23]引入了类别注意力机制保

证了深度 ViT 网络的性能。Shuffle Transformer[24]通

过以置换图像像素位置的方法重新思考了划分图像

小块的方式，保证了 ViT 提取全局信息的能力同时

简化了计算量。Autoformer[25]采用神经架构搜索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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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搜索最佳的 ViT网络架构。

2.2 局部信息

虽然全局信息在视觉任务中扮演重要作用，但

其主要作用在于提取高级语义特征，缺乏捕捉局部

细节特征的能力。局部特征能够更清楚地刻画物体

的边缘细节，进而提升网络处理物体识别以及精细

分割任务的能力。

作为在 Transformer 网络中引入局部信息的代

表性工作之一，Twins[26]在原注意力机制内引入局部

注意力机制的概念，实现了全局和局部注意力机制

的有效结合。LocalViT[27]以及 DeepViT[28]则分别在每

个前馈神经网络中以及自注意力机制中引入可分离

卷积，实现局部信息的引入。CoatNet[29]、CeiT[30]以

及 CVT[31]深入讨论了如何在 ViT 网络中引入局部的

卷积算子，并以可分离卷积的方式提取查询向量、

键向量和值向量。Xiao等[32]详细分析了在 ViT 网络

的浅层中引入更多卷积层的优势并重新设计了以卷

积和 Transformer 为主的新型网络框架。VOLO[33]提

出了用于捕捉局部信息的 Outlook 注意力机制，首

次证实了 ViT网络可以超越 CNN网络。Wu 等[34]详

细研究了不同位置编码对 ViT 网络性能的影响并对

查询向量和相对位置编码的关系进行建模，在无需

增加过多计算量的同时提升模型的性能。不同于上

述方法，Coat-Lite[35]在多层级局部特征的基础上引

入自注意力机制，实现了多尺度信息的交互。另外，

BoTNet[36]在原始卷积网络的基础上引入自注意力机

制用于编码高级语义特征。MobileViT [37]则在原始

ViT的基础上插入用于捕捉局部信息的卷积模块以

减轻网络模型的量级。

2.3 视觉 Transformer大模型

过去三年，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展很大程度上

源自模型容量的显著提升。三年的时间，从 BERT[38]

的亿级别模型到 Megatron-Turing[39]的千亿级别稠密

模型，以及万亿的稀疏模型 Switch-Transformer [40]，

模 型容量扩大了几千倍。这些模型不仅在各种语言

评测集上实现了性能显著提升，而且也推进了各种语

言相关任务上零样本和小样本学习能力的巨大进步。

目前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的工作已经证明

Transformer能被不断扩大，然而，视觉领域大模型

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欠缺。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研究机

构受到计算资源的限制难以开展相关工作；另一方

面是目前的视觉大模型训练依赖于海量的图像标注

数据，例如谷歌闭源的 JFT-300M 数据集。也正是

因为这些限制，目前视觉大模型的研究主要由谷歌

公司展开，例如[29, 41, 42]等。

为了降低对于标注数据的依赖，微软的 Swin

Transformer V2[43]通过引入自监督学习模型，利用相

比 JFT少 40倍的标注数据训练了一个至今最大的视

觉稠密模型，其拥有 30亿参数，并在 4个标志性的

评测集上取得了新的记录，包括 ImageNet-1K V2图

像分类评测集，COCO物体检测集，ADE20K 图像

分割数据集，以及 Kinetics-400动作识别数据集等。

3 基于 Transformer 解码器的通用头

部网络架构

除了作为计算机视觉的基本骨干网络用于图

像和视频特征提取外，Transformer 中的解码器

（decoder） 部分也由于其通用建模能力而作为头部

网络架构广泛应用于各种视觉问题中。

3.1 DETR 模型、相关视觉应用以及改进

最早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工作是脸书团队在

2020年 6 月份提出的 DETR模型[44]。该模型将物体

检测问题用 Transformer解码器来重新看待，其中物

体用查询向量来表示，图像像素用键向量来表示，

从而将物体检测问题转变成一个从图像像素到物体

的查询解码问题。DETR 证明了这一新范式在物体

检测和全景分割任务中的可行性。

推广到其它视觉任务。很自然，这一查询解码

范式也可以用于其他的视觉任务。具体来说，从任

务粒度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视觉任务：图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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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物体级别和像素级别，而这些不同粒度视觉元

素间的关系建模也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视觉任务。它

们都可以用这一查询解码的范式来建模。除了 DETR

所涉及的物体和像素关系建模外，学者们此后陆续

将这一范式推广到各种各样的视觉关系建模和视觉

任务中，包括语义分割[45,46]、实例分割[47]、人体姿态

估计[48]、三维物体检测[49]、单目标跟踪[50]、多目标跟

踪[51]等。

DETR 的改进。另一些工作则尝试改进 DETR

本身，使其收敛更快或者效果更佳。例如，De-

formable DETR[52]通过引入可变形卷积，以及将候选

点作为查询等策略大大加快了 DETR 的收敛速度，

并提 升了物体检 测性能。条件 DETR [53] 以及

Mask2former[54]采用了改进的注意力策略以及多任务

学习等方法大大提升了物体检测、实例分割和全景

分割的性能。

3.2 其他相关工作

早期基于注意力的工作。在 Transformer解码器

流行以前，学界已有许多工作将 Transformer解码器

中的注意力机制用于各种各样的视觉任务中。例如，

关系网络[55]将注意力机制用于实现首个端到端的物

体检测器；区域特征学习器[56]首次将 Transformer 解

码器中的跨注意力 （cross-attention） 机制用于物体

和像素间的关系建模，并在后续工作[57]中进行了拓

展；时空关系网络[58]探索了注意力机制在多目标跟

踪中的应用等。这些早期探索验证了注意力模型的

强大通用建模能力，而其后“Transformer”这一术

语的引入，更进一步激发了各领域对于这个方向探

索的热情。

基于 Transformer的新框架。除上述工作外，部

分工作进一步探索了基于 Transformer的头部网络新

框架，例如 YOLOS[59]和 Pix2seq [60]。YOLOS [59]将查

询标记和图像块标记等同对待，这些标记经过同样

的 Transformer编码器，并在查询标记的位置输出各

个检测框。这样的设计使得整个检测框架去掉了显

式的解码器部分。Pix2seq则提出了一种基于自回归

的物体检测框架。与 DETR 并行输出检测框不同，

这一框架串行输出每个检测到的物体 （类似于自然

语言处理中的语言模型），从而有望将物体检测这一

复杂的视觉任务与序列到序列的语言任务统一起来。

与其它模态的结合。Transformer 架构在计算机

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中均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自

然使其成为一种融合不同模态信号的不二选择。最

早用 Transformer将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两种模态

有机融合起来并取得广泛关注的是一系列多模态

预 训 练 工 作 ， 包 括 ViLBERT [61]、 VL-BERT [62]、

UNITER[63]以及 OSCAR[64]等。它们都是将两种模态

的信息输入到同一个 Transformer编码器中，实现了

视觉和语言信号的深度融合。

从 2021年初开始，另一类浅度融合方法引起了

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代表性工作是

OpenAI提出的 CLIP 模型[65]。这一方法实现了零样

本图像分类里程碑式的突破，将 ImageNet-1K 的零

样本识别率从 11.5%提升到了 76.2%，也将图像信

号首次和几乎所有的语义联系起来。几乎同一时间，

OpenAI发布了 DALL-E模型，首次实现了从任意文

本到图像生成的新范式。这些工作也进一步启发了

基于多模态 Transformer 的大模型研究，如谷歌的

BASIC模型，微软的 Florence 模型，智源研究院的

悟道-文澜模型和 CogView 模型，阿里巴巴的 M6

模型以及华为的盘古模型等。

4 Transformer 网络架构下的自监督

学习

4.1 基于 CNN的自监督学习方法

基于 CNN的自监督学习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

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最早的自监督学习方法

AutoEncoder就极大地推动了深度学习的进展。在过

去十几年中，学界涌现了大量自监督学习预置任务

（pretext task），例如灰度图像着色 [66]、拼图解谜[67]、

裂脑自动编码[68]、旋转预测[69]、聚类学习[70]等。在这

些任务中，过去三年的主流方法是基于对比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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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71-75]，这些方法通过区分每个图像来实现视觉表

征学习，在多个下游视觉任务中超越了此前表现优

异的基于图像分类的表征学习方法。

Transformer架构在视觉任务中的流行，给自监

督学习领域提供了新的机遇。通常来说，自监督学

习能更好地挖掘出数据中蕴含的信息，非常适合大

容量模型的预训练，而 Transformer正好相比于此前

的 CNN 模型拥有更强大的表示容量，因此可将二

者紧密结合起来。

4.2 基于对比学习的方法

随着 Transformer 架构在视觉领域越来越流行，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表现良好的基于 CNN 的

对比学习方法在 Transformer架构下的表现如何，以

及是否需要调整以适应这一新的结构？MoCo v3[76]、

DINO[77]和 Swin-SSL[78]对这一研究方向进行了早期探

讨。MoCo v3发现视觉 Transformer在采用基于对比

学习的训练策略时会变得不稳定，并提出了固定第

一层进行学习的策略。DINO 发现视觉 Transformer

相比 CNN有显著的好处，能学到物体的分割信息。

Swin-SSL 则首次评测了视觉 Transformer 架构下对

比学习自监督学习方法在下游任务，例如物体检测

和分割上的迁移性能。

4.3 基于掩码图像建模的方法

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主流方法是基于掩码或自回

归语言模型的方法。近来，研究人员发现类似方法

也同样适用于计算机视觉。这一类方法我们称之为

掩码图像建模，也就是通过训练神经网络预测掩住

的输入图像区域来进行特征学习。在 Transformer架

构下最早的探索是 Image-GPT 模型[79]。这一工作将

自然语言处理中的 GPT模型应用到图像特征预训练

中，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其性能离主流的对比学习

方法仍有较大差距。在 ViT 一文[2]中，作者对视觉

Transformer架构下掩码图像建模方法进行了初步尝

试，但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最早将这一方法带入主流视野的工作是微软提

出的 BEiT方法[80]。该方法提出了块掩码机制和标记

化表示，在预训练-微调范式下，取得了超过对比学

习的性能。此后，MAE[81]和 SimMIM方法[82]证明采

用随机掩码策略和原始像素值回归方法也能取得同

样好的性能；MaskFeat[83]提出了采用 HOG特征作为

预测目标能提升表征学习的性能；PeCo[84]提出了一

种更高效的标记化方法； iBot [85]、SplitMask [86]和

data2vec[87]通过将掩码图像建模方法与对比学习结

合，期望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另外，Swin Trans-

former V2[43]首次证明了在数十亿模型参数下，掩码

图像方法 （SimMIM） 能大幅减少训练大模型所需

要的数据量，在比此前方法少用 40倍数据量的情况

下，取得了更优的性能。

5 未来研究展望

人工智能的目标之一是使计算机具备和人脑一

样的通用建模和学习能力。Transformer的出现，特

别是视觉 Transformer的流行推动了人工智能迅猛的

发展。下面，将从四个方面展望 Transformer结构未

来的发展方向。

统一建模：视觉与其他模态的互动。人的大脑

几乎采用相同的结构处理所有的智能任务。

Transformer 目前已成为视觉和语言处理的主流

模型，然而视觉和语言如何联合建模还有待进一步

探索研究。

统一学习方法。人的大脑被认为是一种通用学

习机器。在 Transformer架构下，基于掩码信号建模

的方法在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均成为了

最主流的学习方法之一，然而如何更进一步促进不

同领域学习方法的统一，仍待进一步解决。

大模型。人的大脑拥有千亿级的神经元和百万

亿级的连接，这巨大的神经网络构成了人类智能的

基础。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模型已经到达了万亿

级别，但是在视觉领域，目前最大的模型只有 30亿

左右，如何进一步扩大视觉模型的规模，以及能否

带来质的飞跃，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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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样本学习。人类可通过少量数据完成学习，

而现有的 Transformer 模型仍需依赖大量的训练数

据。如何利用少量数据完成训练任务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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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嘉枫，冯旭东，许威威 浙江大学

可微物理仿真研究进展

摘 要：近年来可微物理仿真技术成为了计算机图形学、机器学习和机器人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并取得了广

泛应用。物理仿真的经典范式是给定初值或边界条件，根据反映物理规律的微分方程进行推演，以模拟各种

物理现象的演变过程。而作为经典物理仿真的延伸和拓展，可微物理仿真的核心思想是结合自动微分技术，

将优化目标梯度信息沿时间反向回传，用于对物理系统中的材料参数、结构设计和控制信号等进行优化提

升，以实现特定的设计或控制目标。得益于可微物理仿真，优化目标与优化变量之间的关系能够以梯度的方

式更为直观地表达并计算。因此，研究可微物理仿真对物理系统建模和控制有着重要意义，在计算设计、机

器人运动控制、材料参数估计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可微物理仿真；物理仿真；自动微分；深度学习

1 引言

近年来可微物理仿真技术成为了计算机图形

学、机器学习和机器人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并取得

了广泛应用。物理仿真的经典范式是给定初值或边

界条件，根据反映物理规律的微分方程进行推演，

以模拟各种物理现象的演变过程。而作为经典物理

仿真的延伸和拓展，可微物理仿真的核心思想是结

合自动微分技术，将优化目标梯度信息沿时间反向

回传，用于对物理系统中的材料参数、结构设计和

控制信号等进行优化提升，以实现特定的设计或控

制目标。得益于可微物理仿真，优化目标与优化变

量之间的关系能够以梯度的方式更为直观地表达并

计算。因此，研究可微物理仿真对物理系统建模和

控制有着重要意义，且在计算设计、机器人运动控

制、材料参数估计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以机器人运动控制器的优化为例，传统方法是

通过遗传算法、粒子群优化或强化学习等无梯度法

进行优化[1]。此类方法不依赖梯度信息，但需进行

大量采样，且具有相对较低的收敛率，因而优化得

到稳定、鲁棒且灵活的机器人控制器是一项耗时的

任务。而利用可微物理仿真技术，可实现应用基于

梯度的方法对物理过程进行优化和控制。

在计算机图形学中，最早的可微物理仿真思想

可追溯到 Witkin 等[2]对关节角色运动的时空约束优

化研究。该方法将角色运动生成问题建模为包含物

理约束的优化问题，并通过计算物理约束方程的梯

度来求解，从而获得具有较强物理真实感的关节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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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动画。然而应用该方法需提前规划好角色运动轨

迹，这要求使用者对角色运动有较好的理解和相对

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可微物理仿真不断发展，实现

了将优化目标与运动轨迹规划解耦，使用者不再需

要介入运动轨迹规划而可以专注于设计优化目标，

可微物理仿真系统可以自动根据优化目标和仿真结

果计算梯度，大大简化了优化的流程。

最近，可微物理仿真与深度学习的结合成为了

热门的研究课题。深度学习在机器视觉、自然语

言处理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基于梯度

反向传播的优化方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利

用梯度回传可以很自然地将可微物理仿真与深度

学习结合，形成端到端的仿真与控制系统，完成

更为复杂的优化或控制任务。例如，斯坦福大学的

Werling等[3]开发了可微多刚体仿真系统 Nimble，允

许使用者将仿真函数方便地嵌入到深度学习框架

PyTorch 中以利用可微物理仿真的梯度信息训练机

器人运动控制器，降低了控制器的开发和训练的复

杂程度。

目前，可微物理仿真技术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如何正确且高效地计算发生碰撞和摩擦时的梯度以

及提高其计算和存储性能。由于对碰撞处理往往会

导致状态突变，使得梯度回传计算产生较大数值误

差，严重影响结果准确性。因而对于碰撞和摩擦的

处理正成为可微物理仿真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同

时，在一些优化任务中，采用低阶导数往往导致较

低的收敛率，而计算高阶导数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

又会随着阶数呈指数上升。即使采用低阶导数，由

于计算梯度时需要将每一仿真时刻的系统状态存储

在内存中，对于系统状态变量较多的仿真场景，例

如对超过一百万粒子进行仿真 "，内存的消耗量也

会成为限制导数计算的瓶颈之一。

本文围绕其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展开介绍和分

析，对当前的技术难点和现有解决方案进行调研综

述，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期对相关科研人员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推动可微物理仿真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和应用。

2 背景

2.1 可微物理仿真范式

本节我们将以仿真对象的类别为区分，从刚

体、弹性体、流体三个方面，简要介绍传统物理仿

真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引出可微物理仿真的形式化

定义。

刚体仿真：图形学中通常用刚体来表示不能发

生形变，或者形变可以忽略的物体。Baraff等[4]利用

牛顿欧拉方程对单个刚体进行建模，通过对该方程

进行时间离散化后求解，完成单个刚体的仿真。而

对于多个刚体组成的刚体运动链，研究人员通常使

用基于广义坐标的拉格朗日动力学进行建模 [5]，如

下列刚体的动力学方程（1）：

（1）

其中：M为质量矩阵，q, q, q 分别为广义坐标、广

义速度和广义加速度，C 为惯性矩阵，Q 为刚体系

统所受到的合外力 （包括接触力、重力等），c 为刚

体系统的材料参数或所受的控制力。和基于牛顿-
欧拉方程的表示法相比，基于广义坐标的表示方法

更加紧凑，计算量更小。

弹性体仿真：和刚体不同，弹性体是可以发生

局部形变的物体。工程领域中，研究人员常采用三

角/体网格来表达二/三维弹性体，例如二维布料和

三维可变形几何体等。连续介质力学采用超弹性本

构模型对系统的非线性弹性形变势能进行建模，形

变势能对顶点位移求导即为弹性内力。因此，根据

牛顿第二定律，我们可以获得弹性体的动力学方

程，如式（2）：

（2）

其中，M 为质量矩阵，q表示网格顶点的状态。fext
和 fint 分别表示弹性体所受外力和内力，c 为材料参

数或系统所受的控制力。针对二维弹性布料，

Baraff等[6]用后向欧拉法对式 （2） 进行离散化，并

以单步牛顿法进行求解。得益于后向欧拉法的离散

化准则，该方法具有较高的数值稳定性，能够支持

长时间步长下的高效求解，对二维布料仿真研究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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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较大影响。为了提高弹性体的仿真鲁棒性，

Teran等[7]提出了一种准静态假设下的弹性体仿真方

法，该方法采用牛顿-拉弗森迭代求解动力学方程，

在强压缩、单元反向的奇异情况下，仍能保证系统

矩阵的正定性。近年来，基于投影动力学 （projec-

tive dynamics，PD[8]）的一系列方法获得了研究人员

的广泛关注。该类方法采用了类似于 ADMM 的交

替优化求解方法，将弹性势能和碰撞处理为局部约

束方程，避免了刚度矩阵的直接求逆，同时局部约

束方程求解结果能够被有效整合为包含惯性信息的

全局解，提升了弹性体仿真的效率。

流体仿真：流体仿真中常见的是对不可压缩流

体进行物理仿真。不可压缩状态下的流体动力学可

用纳维-斯托克斯 （Navie-Stokes） 方程及不可压缩

条件描述，见式（3）：

（3）

其中：u 为速度场，p 为压力场，籽(c)，淄(c)分别

为密度和黏度，fext(c)为流体所受外力，c 为流体

系统的密度、粘度或所受的控制力。根据速度场

和压强场的表示方式的不同，流体仿真方法可以

分为基于粒子的拉格朗日法 [9,10]，基于体网格的欧

拉法 [11,12]和混合拉格朗日与体网格的物质点法 [13]或

FLIP法[14]。

总结：尽管不同物理现象的动力学方程 （式

（1）、 （2） 和 （3）） 具有不同的形式，但它们均可

以表示为以 q, q, q自变量的非线性方程的形式：

（4）

其中，流体动力学方程 （3） 中广义坐标定义为 q=
[u, p]。通过时间、空间离散化，并设定系统初始广

义坐标 q0 和广义速度 q0，可以获得系统的离散动力

学方程（5）：

（5）

其中：c 为抽象的系统参数，在不同仿真过程中，

该系统参数对应的控制信息含义不同。

许多可微物理仿真的应用都依赖于对目标函数

L(qt; q0, q0, c)的优化。例如在运动轨迹生成问题中，

目标函数 L衡量了当前仿真轨迹和目标轨迹的相似

程度；在材料参数估计中，L 衡量了当前仿真结果

和真实材料形变之间的差距。由此，可微仿真的问

题可被建模为约束优化问题 （6）：

（6）

其中：为时间步索引，L为优化目标函数，为等式

约束形式的离散动力学方程（5），其余变量的含义

和上文相同。基于这一表达，本文尝试给出可微物

理仿真的定义：可微仿真是一种能够计算梯度

dL
dqt

， dL
dq0

， dL
dq0

， dL
dc ，并利用该梯度优化目标

函数的物理仿真技术。可微仿真技术及应用的流程

见图 1。

根据优化目标梯度的表达与计算方式的差别，

可微物理仿真方法可以分为基于微分方程约束的方

法、基于神经网络逼近的方法和基于可微编程语言

和框架的方法。本文将在第三节中总结这三种方法

的最新研究进展。

2.2 基于微分方程约束的可微物理仿真介绍

与基于可微编程语言或框架和基于神经网络逼

近的可微物理仿真方法相比，基于微分方程约束的

方法的特点是能够获得优化目标梯度的显式公式表

达，计算准确性更高。研究人员通常采用自动微分

或伴随法计算优化目标梯度公式。本节将首先对自

动微分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伴随法对自动微分方

法进行解释。

自动微分方法是一种通过应用链式法则计算优

化目标梯度的公式表达的可微仿真方法。通过对优

化问题 （6） 的目标函数应用链式法则，可以计算

出 L 对参数的梯度，其形式如式 （7） 所示：

（7）
dqk
dc =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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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偏导数 和 的计算只依赖于目标函数的

L(q2,…, qN, qN+1, c)结构。而 dqk
dc 的计算涉及不同时

间步之间系统状态的依赖，需要进一步应用链式法

则进行计算。

根据系统动力学方程 （5），t + 1 时刻系统状态

受到 qt，qt-1 和 c 的共同影响。此时可以将 （5） 写

成下列形式：

qt + 1 = qt + 1 (qt , qt-1, c).
将式 （5） 对控制参数 c 求导，可以立即得到

系统状态qt + 1对系统参数 c的梯度st + 1的表达式：

（8）

将 t=1, 2 ,… N时刻的方程（8）联立组成方程，

并通过矩阵求逆计算得到 st 并代入到式（7）中，就

可以计算得到优化目标对系统参数的梯度表达式。

伴随法 （adjoint method） 是一种专门针对含微

分方程约束的优化问题的求导方法[15]。该方法以微

分方程约束的导数为基础，定义伴随向量并通过将

伴随向量代回目标函数梯度的方法，避免求导过程

中的直接矩阵求逆。Haug[16]指出，和自动微分方法

相比，伴随法可以简化目标函数梯度的计算复杂

度。该方法起源于最优控制，并广泛应用于系统设

计[16]领域。本节首先给出伴随法的计算过程，并用

伴随法对自动微分方法进行解释。

伴随法和自动微分法都根据式 （7） 实现对目

标函数梯度的计算，但在伴随法中，st = dqt
dc 是通

过对约束求导并定义伴随向量获得的。

根据式 （6），计算 t 时刻的约束对系统参数的

全导数：

（9）

将式（9） 写成矩阵的形式：

将上式在 t = 1, 2,…N 方程的联立起来并写成矩阵的

形式，可以获得式（10）：

（10）

其中， ，由此可

知，系统状态对系统参数的梯度 S为：

在伴随法中，通常并不直接根据矩阵求逆计算

梯度，而是将上式代回到式 （8） 中：

（12）

并进一步令伴随向量 ；由于 是一

图 1 可微仿真的流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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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带对角矩阵 （band diagonal matrix），通过递归求

解线性系统 （13），可以计算得到伴随向量 姿。

（13）

将伴随向量代入式 （10），就可以计算得到目

标函数的梯度。通过定义伴随向量，伴随法将矩阵

的直接求逆变换为线性系统的求解过程，降低了算

法的时间复杂度。

自动微分和伴随法本质上都是根据动力学方程

计算优化目标梯度的方法。如 2.2.1 节的式 （8） 所

述，自动微分法实际上计算了下式的梯度：

qt + 1 = qt + 1 (qt , qt-1, c).
而在伴随法中，动力学约束函数 Ft 可以定义为

上式的重新排列：

qt + 1, qt , qt-1, ct = qt + 1(qt , qt-1, ct) - qt + 1 （14）

通过对伴随法中的梯度定义式（9） 进行重新排列：

并将（14）代入式（9）中，就可以得到式（15）：

（15）

我们可以发现，式（15）和式（8）的形式完全

相同。即伴随法和自动微分法求解的结果是相同的。

对机器人运动控制、运动过程反馈调节等可微

仿真应用，每一时刻的控制信号都需要根据系统

状态进行调节，此时式 （6） 中的常控制量 c 需表

示为 t 时刻下控制量 ct，式 （13） 中的伴随向量 姿
将被扩充为伴随矩阵。但这并不影响上述论证的有

效性。

3 国际研究现状

根据实现方法的不同，当前国际上主流的可微

仿真研究可以分成：基于微分方程约束的可微物理

仿真、基于神经网络逼近的可微物理仿真和基于可

微编程语言与框架的可微物理仿真。本节将对这三

种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3.1 基于微分方程约束的可微物理仿真

在基于微分方程约束的可微仿真方法中，研究

人员通过对物理系统的动力学方程进行分析，解析

给出物理系统或优化目标的显式梯度表达，并利用

该梯度实现优化计算。和基于网络的可微仿真方法

相比，该方法计算得到的梯度精度高 [18]，但其实现

比较繁琐。

通过对公式 （6） 的方程组应用链式法则进行

直接求导，可以求得 t时刻优化目标梯度的封闭解。

例如 Liang 等[19]通过将布料的碰撞约束建模为二次

规划问题，直接给出了系统的闭式梯度公式。De A.

Belbute-Peres等[20]通过直接对线性互补问题 （linear

complementary problem，LCP） 求导，实现了纯刚

体的可微仿真。针对高斯-牛顿法求解逆向设计问

题的过程，Zehnder[21]充分利用了梯度的稀疏性，简

化了拟牛顿矩阵的构造成本，对直接求梯度法进行

了改进。

伴随法在可微仿真中应用广泛。McNamara

等[22]基于伴随法计算了流体仿真过程的梯度，并利

用该梯度实现对流体仿真终态的效果控制。该方法

扩展了 Fedkiw[23]的工作，既支持基于密度场表达的

烟雾仿真，也兼顾了基于层集 （level set）表达的液

态流仿真。

在图形学的流体仿真中，接触点通常只需要满

足简单的 Dirichlet边界条件或 Neumann边界条件。

而在刚体、软体仿真中，接触点的状态必须满足复

杂的线性互补条件，其求导过程更为复杂。

在刚体和软体仿真中，为了解决接触约束导致

的伴随法的复杂性，研究人员开展了许多工作。

Werling等[24]首次提出了一种包含线性互补约束的刚

体可微仿真框架。根据前向仿真中所给出的 LCP问

题的解，该方法将接触点分为三类 （滑动摩擦、静

摩擦、粘滞），在三种不同情况下将复杂的互补约

束简化为等式和不等式约束的组合，从而解析给出

了闭式的梯度计算公式。但是，该方法仅限于纯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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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DiffCloth框架实现的布料仿真控制，摘自[27]

体仿真。

Geilinger 等[25]提出了一种基于伴随法的、适用

于刚体和软体的可微仿真框架。与基于互补约束的

接触建模不同，该方法使用基于惩罚力的方法对接

触进行建模，并通过硬约束巩固静摩擦状态，能够

在运动路径规划等逆向问题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尽

管该方法的应用范围较为广泛，但每次求解时需要

多次牛顿迭代，并配合线搜索准则保证收敛性，难

以高效处理大规模问题。Xu[26]将该方法提出的接触

模型应用在机器人设计上，利用伴随法计算优化目

标梯度，完成了针对特定任务设计最优机器人架构

的任务。

近年来，由于其求解过程的高效性，以 Bouaziz[8]

的投影动力学为基础的软体仿真受到了研究人员的

充分重视。Du等[18]提出了一种为投影动力学设计的

可微仿真框架。该方法对传统伴随法进行改进，将

求解伴随向量过程中的线性系统进行拆分，提高了

该线性系统的收敛率，进一步提高了可微仿真的求

解效率。该框架率先提出了一种针对互补约束的可

微接触处理方法，但该方法仅限于对静摩擦进行建

模。Li等[27]提出的 DiffCloth框架将该方法扩展到了

动摩擦的情况下，并且支持了布料的自碰撞可微仿

真。图 2是 DiffCloth框架实现的可微布料仿真和控

制效果。

在某些应用场景下，软体仿真可以不涉及接触

的求解。在这种情况下，伴随法发挥了良好的效

果。在不处理接触的情况下，Hahn等[28]利用伴随法

计算材料仿真结果对粘弹性材料参数的梯度。该工

作从视频中抽取柔

性材料的变形过

程，并利用伴随法

计算的梯度，在仿

真器中针对材料参

数进行迭代优化，

使得仿真结果与真

实形变相同，实现

对材料参数的准确

估计。

3.2 基于神经网络逼近的可微物理仿真

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研究人员

尝试使用神经网络学习物理系统的动力学规律，从

而代替基于微分方程求解的物理仿真前向计算过

程。由于神经网络具有可微的特性，利用网络的梯

度回传可近似计算得到物理仿真的梯度信息。

基于神经网络逼近物理过程的微分方程求解的

思想最早是由 Grzeszczuk等人在 1998 年提出的[29]。

作者提出了名为 NeuroAnimator 的基于神经网络的

可微物理仿真和控制的系统。NeuroAnimator 应用

神经网络拟合刚体和软体的动力系统，实现了利用

网络代替微分方程的求解过程。同时，作者基于神

经网络的梯度训练了虚拟角色的运动控制器网络，

可根据当前的系统状态计算得到关节驱动转矩或肌

肉收缩长度。相比于传统数值求解微分方程的方法，

神经网络带来了 1 到 2 个数量级的计算性能提升。

然而随着物理场景和控制任务的复杂度不断提升，

需要更多的数据，更复杂的网络结构以及更强大的

算力才能使得神经网络满足物理仿真和控制的精度

的需求。因此，直到近年来深度学习相关的软硬件技

术不断取得突破，这一方法才再次受到了广泛关注。

基于神经网络逼近的可微物理仿真的关键问题

是如何让神经网络更好地逼近系统中物体的运动。

一些学者提出使用深度神经网络来学习基于粒子表

达的流体的运动方程求解过程。Schenck与 Fox等在

2018年提出了 smooth particle networks（SPNets）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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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设计了两个新的神经网络层，分别是用于计

算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的 ConvSP和用于计算粒子

与场景中其他物体的相互作用的 ConvSDF。SPNets

利用这两个网络层实现了 Position Based Fluid

（PBF） 算法[31]，并基于网络的梯度实现了流体操控

任务，包括使用水杯倒水和接水等。基于神经网络

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数据驱动方法，而经典的基于

微分方程求解的仿真方法则是物理知识驱动的方

法。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可以提高网络的学习效

率。例如，内嵌物理知识神经网络 （physics

informed neural network，PINN） 是 Raissi 等[32]提出

的用于物理过程的微分方程求解的神经网络。PINN

利用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构造数据集用于训练提升网

络，同时 PINN 将微分方程约束的残差也作为网络

训练的目标之一，实现了物理知识和数据共同驱动

提升网络效果。

DeepMind公司的研究科学家 Battaglia等[33]提出

了基于图神经网络 GNN 的 interation network（IN）

来预测复杂系统中的物体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图神

经网络[34]是一种基于图结构的机器学习模型，主要

用于处理非欧几里得空间下的数据，如社交网络

图，计算机网络拓扑图等。图神经网络擅长挖掘和

推理图上节点之间的联系，经常被应用于推荐系

统、计算生物学、金融风控等领域。IN可以分别执

行以物体为中心的和以关系为中心的推理得到物体

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ation），并根据相互作用的结

果预测下一时刻的系统状态。IN 在 N 体问题，刚

体和非刚体的碰撞问题中都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运

动结果。因此产生了许多基于 IN 的图神经网络的

物理方程预测方法[35-41]。其中，Li等[38]观察到 IN 仅

考虑了图上物体的局部信息而无法处理力的瞬时传

导，并提出了通过多步的消息传递方法来解决这一

问题；同时，Li等[39]提出了基于粒子系统 DPI-Nets、

通过动态空间传播、层次化粒子结构和动态网络交

互等三种针对粒子系统的图神经网络改进方法，提

高了对粒子动力系统预测的准确度。作者还基于

DPI-Nets网络的梯度训练了控制器，可控制机器人

实现复杂的任务，如对流体和软体操作等。

应用深度神经网络逼近可微物理仿真的梯度，

可充分利用网络的可微特性且实现难度较低。然

而，该方法所得到的数值准确性相对较低[1,18,42]。因

此，如何提高神经网络求解微分方程及其梯度计算

的准确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3.3 可微物理仿真编程语言与框架

相比于基于伴随法推导梯度计算公式并手工编

写计算代码的方法，应用可微物理仿真编程语言或

框架可自动生成梯度计算程序从而减少实现可微物

理仿真的工作量。一方面，应用此类框架或编程语

言时，使用者只需关注如何正确实现前向仿真和优

化目标的计算，而无需手动实现梯度计算，简化了

可微物理仿真的应用流程；另一方面，使用伴随法

实现可微物理仿真过程时，修改正向计算仿真代码

的同时其相应的梯度计算代码也需一并修改。而基

于此类编程语言或框架实现可微物理仿真，使用者

只需修改正向仿真代码，因而仿真程序的灵活性和

可维护性得到极大提高。此外，瑞士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的 Coros等[43]还提出，可微物理仿真专用的

编译器可以在生成梯度计算代码时进行领域特定的

优化以提高计算效率。

目前，用于实现可微物理仿真的编程语言或框

架主要有两种技术路线：一是利用基于计算图的深

度学习框架进行前向物理仿真和反向梯度计算；二

是用采用源程序转化方法自动生成梯度计算代码。

计算图 （computation graph） 是一种有向图，

可用来表示和计算数学表达式。基于计算图表示的

自动微分方法是当前深度学习框架的基础，如

PyTorch[44]，TensorFlow[45]和 Jax[46]等均采用了计算图

作为实现自梯度计算的底层工具。计算图用单独的

节点表示数据，带有输入边的节点表示一个数学操

作、边表操作的依赖关系。使用计算图描述物理仿

真过程可以在图上进行反向的梯度计算获得仿真的

整体梯度信息。

目前，应用深度学习框架实现可微物理仿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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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计算图进行梯度计算是一个常见方法。这样做

不仅可以自动获取梯度信息，还有利于将可微物理

仿真与深度学习模型相结合，从而形成端到端的物

理仿真与控制系统。例如，Degrave等[47]使用深度学

习框架 Theano[48]实现了可微的刚体仿真系统，并结

合深度神经网络训练机器人运动控制器，相比于无

梯度优化方法，该可微物理仿真系统仅需 3.6%的迭

代次数即可达到相同的控制效果，显著提高了优化

效率；Jax MD是 Schoenholz等[49]提出的基于 Jax实

现的集成了分子动力学的仿真计算环境的可微物理

仿真框架，可结合深度学习模型实现蛋白质结构预

测等复杂任务。

然而直接应用深度学习框架实现可微物理仿真

存在一定问题。首先，深度学习框架通常重点考虑

张量操作，而物理仿真的计算经常用到空间划分、

碰撞处理、迭代优化和非线性方程求解等基于深度

学习框架较难实现的操作，导致此类操作及其梯度

计算仍需额外编写代码实现。例如，Filipe等[50]基于

PyTorch 框架实现了可微的刚体仿真，为了实现可

扩展的、支持多种形状几何体的碰撞响应及其梯度

计算，作者首先针对碰撞响应部分采用伴随法推导

了 LCP问题的梯度计算公式，之后额外编写了相应

代码并嵌入到了基于 PyTorch的可实现可微刚体仿

真系统中。其次，因为应用深度学习编写的仿真代

码相对复杂冗长，且难以在计算性能方面做有针对

性的优化[51]。例如，Liang等[52]在基于 PyTorch实现

的可微布料仿真中，为了提高布料的自碰撞处理速

度，首先将 LCP问题转换为了 QP 问题并应用 QR

分解对 QP问题求解加速，之后作者额外编写该部

分碰撞处理以及相应的梯度计算代码，使得在布料

仿真的碰撞处理速度提高了 60～130倍。

Coros等 [53]认为相比基于计算图的方法，源程

序转换法更适合于实现可微物理仿真。源程序转换

法（program transform） [54]是一种应用在程序编译期

的方法，可以根据一段代码的逻辑功能和使用者指

定的具体转换目标，生成另一段代码。应用源程序

转换计算可微物理仿真梯度时，首先获取源程序的

抽象语法树 （abstract syntax tree），接下来递归遍

历抽象语法树并为每个操作 （operation） 生成一个

伴随操作 （adjoint operation） 用以辅助计算梯度。

图 3 是一个简单示例，展示了应用该方法将一个

Python 的函数转换为由 C++ 表示的梯度计算代码。

读者可以参考 Griewank 等 [55]的 Evaluating Deriva原
tives 一书以了解更多关于源程序转方法的细节。

近年来有许多应用该方法实现可微物理仿真的

研究工作。DiffTaichi是 Hu 等[57]提出的基于源程序

转换实现的支持可微物理仿真的编译器。DiffTaichi

继承自 Taichi 编程语言 [58]的设计思想，用计算核

（kernel） 来描述物理仿真的计算并采用源程序转换

法为每个计算核生成了相对应的伴随核 （adjoint

kernel） 用以计算梯度。实验表明基于 DiffTaichi的

可微物理仿真程序相比于计算图方法有 1.9～188倍

的运行性能提升；此外，Murthy等[59]基于源程序转

换提出了 gradSim框架，将可微物理仿真与可微绘

制联合进行优化，实现了从视频中的像素点直接向

仿真中的物理参数进行梯度回传；Mike等[60]基于源

程序转换法实现了一套面向科学计算和深度学习的

可微编程工具 Zygote，并展示了基于 Zygote的重力

投石机控制系统。相比与将动力系统当作黑盒对深

度学习模型进行优化的方法，基于 Zygote的可微物

理仿真方法将优化速度提高了 2 个数量级。相关的

工作还有 Laurent 等 [61]、Bart 等 [62]、Wei 等 [63]的研

究。源程序转换法是一个程序编译期的方法，可以

图 3 源程序转换法的示例（摘自 Coros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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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编译器的相关优化技术，例如内存访问优

化、JIT 编译等提高程序计算效率。但完整实现该

方法涉及到编译器的设计与开发，需要有相关的领

域知识储备。应用本节介绍的相关框架或编译器可

以提高可微物理仿真的应用效率。

3.4 可微物理仿真实现方法小结

本章介绍了当前实现可微物理仿真的三种主要

方法。采用基于微分方程约束的方法实现可微物理

仿真，相比于基于神经网络逼近的方法通常具有更

高的计算精度。该方法显式地考虑了仿真过程中的

各种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对碰撞和摩擦等复杂过

程做了有针对性的建模和处理[18-21,24,25]，因而可以实

现较高的微分方程求解及梯度计算精度。而基于神

经网络逼近的方法则主要依靠数据驱动，通过神经

网络学习物体的运动及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以

逼近微分方程求解结果。因此其计算精度受到数据

质量及网络模型结构影响较大。

然而基于微分方程约束的可微物理仿真实现时，

需要推导梯度计算的公式并手工编写相应的梯度计算

代码，限制了其开发的灵活性和生产力。基于神经

网络逼近的方法充分利用了网络的可微特性，无需

推导梯度计算的公式即可得到物理仿真过程的梯度。

相比前两种方法，利用可微物理仿真编程语言

或框架实现可微物理仿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生

产力和计算精度。基于该方法，用户同样不需要手

工编写梯度计算函数，可微物理仿真编译器或框架

可自动生成梯度计算代码，既减轻了用户实现可微

仿真梯度计算的工作量，也避免了基于神经网络方

法的计算精度损失问题。然而，目前的可微编程框

架与编译器对仿真过程中的碰撞和摩擦问题，仍然

缺乏较好的支持。在某些情况下 （如[50, 51]），仍需手

工编写相应梯度计算代码。

4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针对可微仿真方面的研究相对较

少。一部分研究学者将伴随法应用于灵敏度分析和

系统设计上。青岛大学的丁洁玉等[64]将伴随法应用

于多体系统设计问题。作者利用伴随法设计了新的

多体系统灵敏度分析方法，避免了复杂的传统灵敏

度计算，具有较高的计算效率。西北工业大学的王

龙等[65]提出了一种基于伴随法的机翼气动优化方法，

可以在多目标优化中保持升力不变且不需要改变机

翼攻角。重庆理工大学的李怡俊[66]将伴随法应用到

汽车外形设计中，利用伴随法计算梯度用于指导优

化变量选取，避免依靠经验设计优化变量的盲目

性。基于可微物理仿真，作者将汽车的阻力系数降

低了 10%，升力系数降低了 50%，实现了较好的汽

车气动性能提升。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王磊 [67]等讨

论了可微编程在计算物理学中的应用场景，研究了

其在建模、控制、优化等问题中的应用方法。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张书铭等[68]将自动微分方法应用到

流体仿真中，通过基于梯度的优化方法实现对瞬时

的流体压强场和涡粘场的同时解算。上海交通大学

的肖祥云[69]将深度神经网络应用于流体仿真中，以

高分辨率精确模拟出的流体速度场为参考，利用神

经网络矫正低分辨率下的模拟结果。

国内学者在利用可微物理仿真进行逆向结构设

计与优化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研究案例，为我国制造

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

对基于神经网络的物理仿真展开了相应研究并取得

不错的成果。不过，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中鲜有对

可微物理仿真过程中的碰撞与摩擦、可微仿真编程

框架以及可微仿真计算性能优化等方面的研究。

5 总结与展望

可微物理仿真是物理仿真领域内的新兴学科，

随着深度学习方法的兴起，该领域获得了更多研究

人员的关注。可微物理仿真技术能够计算得到传统

物理仿真过程的梯度信息。可以预见，该方法将能

够和可微渲染、深度学习等技术紧密结合，为许多

行业带来更大的变革。但是，该领域目前仍有许多

学会通讯 科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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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后，微软亚洲研究院网络图形组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计

算机图形图像处理。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包括在 ACM TOG 等 CCF-A 类期刊和 CVP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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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威威

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更高效、节约的可微仿真方法。与经典的

物理仿真算法相比，可微物理仿真方法需要在前向

计算时需要存储每一帧的状态用于反向传播时计算

梯度，然而这会消耗大量的内存空间。一些学者采

用了时间换空间的方法[70,71]处理这一问题，但可微

仿真的计算和存储性能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

何更高效地进行可微仿真的计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

2） 更加通用的可微仿真方法。当前可微仿真

算法如 Li等[27]均只能对该文章内提出的碰撞处理方

法计算梯度。而如何在当前已有的物理仿真器中低

成本的支持可微计算，进一步扩大可微仿真的适用

范围，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3） 多物理场下的可微仿真。本文所述的可微

物理仿真相关研究多数为针对单一物理场的梯度计

算研究。一些基于图神经网络的方法如 Battaglia

等[33]，Li等[38]对多物理场的可微仿真做了尝试，可

以处理有少量的流体和固体耦合的简单情况。然而

对于更为复杂的多物理场，由于存在多种材质物体

的相互耦合与交互，如何准确计算其梯度信息仍是

一个困难的问题。

4） 提高神经网络求解微分方程的准确性。随

着深度学习的兴起，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在许多复杂

任务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文介绍了部分基于

深度神经网络实现可微仿真的方法，但目前此类方

法的准确性仍然较低。提高神经网络模型求解微分

方程的准确性将进一步拓展该方法的应用空间，提

高可微物理仿真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浙江大学 CAD&CG国家重

点实验室博士生，2018年本科

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现主要

研究方向为基于物理仿真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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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学院特聘教授

陈雪锦专访

问：请介绍一下您的团队以及团队的研究内容？

陈雪锦：我所在的团队 USTC-VGG（Visual

Geometry Group，视觉几何组） 隶属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类脑智能技术与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在实

验室主任吴枫教授带领下开展科研工作。团队由 20

多名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组成，是一个对科技

满怀热情、对生活充满激情、洋溢青春活力的团队，

同学之间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是一个相亲相爱的

大家庭。课题组位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新校区，

办公环境宽敞明亮，拥有高性能 GPU计算集群、两

台三维激光扫描仪、多台深度相机等先进设备，为

团队成员开展前沿研究提供了优越的软硬件条件。

个人主页：http://staff.ustc.edu.cn/~xjchen99/。

USTC-VGG课题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

际科技前沿，紧密结合产业发展趋势，致力于三维

视觉、计算机图形学、生物医学图像分析方面的研

究。在三维场景理解和建模方面，研究点云语义分

割、结构化几何分析和三维重建，研究基于草图的

三维建模和内容创造；在生物医学图像处理方面，

围绕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方向，以构建全脑神

经连接图谱为目标，研究生物显微图像中的神经元

三维重建、大规模形态分析、亚细胞结构重建。同

时，围绕着三维视觉、生物医学图像分析领域内样

本少、标注难的问题，研究零样本、小样本等半监

督和自监督学习算法。

学会通讯 学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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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锦：在科学研究中，机遇和挑战一定是并

存的。我们课题组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一个是计

算机图形学，一个是脑显微影像分析，在研究过程

中，我和课题组同学们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上手

难、工作量大。在三维建模方面，同学们要花较长

一段时间掌握三维几何表达、投影、图形渲染等一

整套基本理论和实现流程。而从计算机图形学到脑

显微影像分析的转移，则是瞄准世界前沿的脑科学

和类脑智能方向，期望在神经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的

学科交叉点碰撞出新的火花。但在前期研究中，需

要花费大量的精力阅读相关书籍和文献，了解神经

生物学的专业知识，不断地与生物学专家交流讨论，

问：在科学研究中遇到的重大机遇和挑战，您是如何应对的？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银 Harvard-ISBI 2021 大规模三维线粒体分割挑战赛亚军

陈雪锦：USTC-VGG课题组近年来围绕着大规

模复杂场景的三维建模和几何结构分析关键技术，

分别面向宏观自然场景建模和微观全脑神经连接图

谱构建两个领域，深入探究了三维结构的表达和推

断方法，以及结构指导的精准高效数据分析和内容

生成技术。具体地，

1） 在自然场景的几何分析和三维重建方面，面

向复杂自然场景中目标尺度范围大、几何形态复杂、

细节结构丰富的挑战，建立了“拓扑结构恢复—几

何形状细化”的层级化重建框架，学习目标结构的

有效表达，在结构指导下进行精细几何优化，降低

几何歧义性和目标特异性；将此框架成功应用于多

个三维建模任务中，包括结构感知的三维场景重建、

基于组合结构的物体建模、保持结构的真实感内容

生成，大幅度提升三维建模鲁棒性和模型泛化性。

2） 在微观目标的三维形态分析及重建方面，

面向全脑神经连接图谱构建，针对神经生物学领域

三维超高分辨率三维显微图像数据体量大、标注数

据少、精细结构多的挑战，提出一系列半监督学习

方法，通过结合传统几何重建算法与深度学习技术，

充分挖掘数据自身间的结构关联，充分挖掘数据自

身间的结构关联，极大降低了数据标注代价，提升

了稠密神经元重建性能，支持更精准的几何形态分

析；基于此，开发了一套全自动大规模微米分辨率

的神经元集群重建系统，为推动神经科学发展做出

积极贡献。

问：请您介绍一下，在相关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做出的贡献？

银 Computational Visual Media 2019年最佳论文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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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特等奖、安徽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陈雪锦

陈雪锦：国际交流和合作对于推动科研创新、

提升团队影响力非常重要。目前，国际交流与合作

形式非常多元化，尤其是线上交流形式越来越丰富，

具体有以下几种方式。1） 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事先了解感兴趣报告的具体内容，准备问题，勇于

提问；2）如果自己有工作报告，务必认真准备每一

次论文报告和海报展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3） 日

常科研中，对于感兴趣工作，主动发邮件向对方咨

询，同时介绍自己的工作，可以增加交流合作的机

会。无论哪种形式，最重要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开

放平等的心态与国际一流的学者和团队分享、合作。

问：您对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向和形式有哪些经验和建议？

银 2021年参加 SIGGRAPH线上会议

才慢慢地读懂论文、了解背景意义，掌握脑神经影

像数据特性。然后，基于在几何分析和三维建模领

域的技术积累，我们将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视觉

技术迁移到脑显微影像处理、神经元重建和分析领

域，根据电镜图像、神经元数据特征设计出一系列

创新方法，极大地提升了超大规模神经元重建和分

析效率，为推动全脑图谱构建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持。

在传统神经生物学领域，研究人员往往需要投入数

年的工作量来手工提取特定神经元或细胞结构，而

我们所研发的自动分割和重建技术则将 PB 级全脑

数据处理缩短到 1-2个月。回望这 6年的科研转型，

前两年打地基的工作辛苦且迷茫，但一旦把地基打

牢，在技术上不断深耕，就可以进入到成果丰硕期。

课题组近三年在生物医学图像处理顶级会议MICCAI

和期刊 IEEE TMI 上发表了论文 10 余篇，无论从创

新性还是实用性都得到了神经生物学领域内学者的

高度评价。总的来说，科研是一个长期过程，且路

上起起伏伏，遇到挑战的时候，往往就是在爬坡阶

段，虽然行路艰难，但坚持下来，就会到达一个山

峰，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责任编辑院 董晶尧 王丽

女科技工作者工作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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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层次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

雷柏英：目前本人作为团队带头人组建了一支

医工结合、交叉互补、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团队。

本研究团队包含特聘教授 1名、副研究员 2 名、博

士后 3名、博士研究生 2名、硕士研究生 20名。

传统医疗方式以医生为主体，主要依靠专业知

识和临床经验做出诊断，具有主观性强的特点。我

国地域辽阔，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医工结合可以

最大限度地辅助医生快速准确地做出诊断。智能医

疗作为人工智能和健康中国 2030 国家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有助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智能医学

图像处理是智能医疗的重要分支，也是医疗机构、

科研、产业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然而，医学图

像具有“样本量小”、“特征维度高”、“特征表达

性差”等局限性，增加了智能医学图像处理在临床

应用的难度，如何实现医学数据的最大化使用，提

高疾病智能诊断的有效性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研究团队以“如何融合数据信息、加快疾病智

能筛查速度？如何挖掘解释性特征，提高病灶特征

表达性？如何探索致病机理提高疾病的诊断准确

率？”三个问题为研究探索点，通过多任务深层数

据融合、增强特征的可解释性及多重关系纵向追踪

模型三种不同的角度实现快、高、准的智能筛查、

检测、诊断任务。

问：请介绍一下您的团队以及团队的研究内容？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雷柏英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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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科研工作成果和学生培养成果

雷柏英：在科研工作中从最初对水印算法的研究到目前

以不同疾病为出发点通过智能算法实现相关疾病的智能诊断

工作，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深入理解疾病的发病机

理，并将智能算法应用到医学数据处理中，实现从理论到实

际的转化。其次如何实现智能医学算法的产业化发展也是目

前面对的挑战。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首先会加强与医生的沟通，到医院

观摩医生的诊断过程，从临床中学习基本的病理表现。其次

需要加强对不同医学数据的了解与学习，摸清不同疾病数据

分析存在的科学问题。探索通过何种方法可以更好地解决不

同的科学问题带来的挑战。

问：在科学研究中遇到的重大机遇和挑战，您是如何应对的？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问：请您介绍一下，在相关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做出的贡献？

雷柏英：研究工作曾获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排名第 3），深圳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排名

第 3)，“强国青年科学家”提名奖，TMI 杰出审稿人奖。指导学生获MICCAI国际竞赛 3项任务冠军，美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一等奖，最佳学生论文奖，2020 年

MICCAI第七届眼科医学图像研讨会最佳口头报告奖。

学会通讯 学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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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院 董晶尧 王丽

女科技工作者工作委员会供稿

问：您对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向和形式有哪些经验和建议？

雷柏英：在科研工作中有效地与国内外学者大

咖进行学术上的碰撞交流，是提升自身认知的有效

途径。同时积极推广团队的工作，与其他团队进行

交流互动，发现与解决新的难题和方向是促进团队

进步的有利路径。其次服务于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

积极融入学术会议、期刊、组织的服务工作中，奉

献自身力量不仅可以提升自身价值，同时可以增加

与其他学术大咖的交流机会。此外在疫情允许的情

况下推荐成员到国外或境外访学交流扩宽团队成员

的眼界和认知面，增加与国外学者进行项目合作的

机会同样也值得推广。

深圳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和深圳大学总医院特聘教授，国家高层次青年人才计

划入选者，主要开展医学图像处理，医学人工智能研究，已在 MedIA （IF: 13.828）、IEEE
TNNLS （IF: 14.255）等期刊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含共同）发表 SCI论文 100余篇，谷歌学

术总引用 5 248次，H指数 34，授权专利 22项（3项已转让），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

目等 20余项。现任 IEEE TNNLS、TMI、MedIA 等 8种 SCI期刊编委。2020年、2021年入

选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2021年入选全球顶尖前 10万科学家。

人工智能 A类会议 AAAI和 IJCAI会议程序委员。获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和深

圳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22年获强国青年科学家提名。

雷柏英

银 外出访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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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势谋远，共话未来

2022中国图象图形大会圆满落幕

银 王耀南院士致辞 银 李言荣院士致辞 银 曾勇校长致辞 银 林润华副部长致辞

春华秋实，金风玉露，CCIG 2022盛大开幕

8 月 19-21 日，为期三天的 2022 中国图象图形

大会 （CCIG 2022） 在成都圆满落幕，本次大会由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主

办，四川大学承办，电子科技大学协办，成都市博

览局、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成都市科技局支持。

本届大会参与人数突破 1 500 人，来自图像图形领

域学术界、产业界的同仁齐聚一堂，深入探讨图像

图形学科最新进展，共话产业发展新趋势。

8 月 19 日上午，2022 中国图象图形大会在成

都正式拉开帷幕，大会主席、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理事长、湖南大学教授王耀南院士，大会主席、四

川大学校长李言荣院士，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勇教

授，中国科协科技创新部副部长林润华出席大会开

幕式并致辞。

大咖云集，名师荟萃，倾力打造学术盛宴

本届大会汇聚了潘云鹤院士、郑南宁院士、高

文院士、戴琼海院士、王耀南院士、乔红院士等百

余位国内知名学者及企业专家，为与会者带来了一

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凝聚共识，共创未来，大会主题聚焦热点

本次大会主题为“图象视界，形智未来”，大

会设置 26 个学术论坛，涵盖了图像理解、计算机

视觉、图像压缩与传输、人机交互技术、类脑视

觉、AR/VR、三维视觉、多媒体技术、模式识别、

计算机图形学、医学影像处理、智能感知系统等多

个领域，聚焦图像图形学基础理论及软、硬件技术

开发应用推广，宏观论述技术趋势，展示产业最新

研究成果。

协同创新，共谋发展，同期论坛精彩纷呈

作为图像图形领域行业盛会，此次大会还设置

了图象图形战略研讨会、女科学家论坛、青年学者

论坛、奖励论坛、竞赛论坛、年度学科发展报告论

坛，6 大特色论坛，百度、中国移动、华为 3 大企

业论坛。同期论坛的平行召开，不仅丰富了大会内

容，还加强了产、学、研、用等各维度的交流与协

学会通讯 学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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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潘云鹤院士作主旨报告 银 郑南宁院士作主旨报告 银 高文院士作主旨报告

银 戴琼海院士团队作主旨报告 银 乔红院士作主旨报告 银 王耀南院士作主旨报告

作，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等热点内容，深入探讨图像

图形学科最新进展，为促进图像图形领域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大会同期举行了 CSIG图像图形挑战赛总决赛

颁奖仪式。华南理工大学、珠海金山办公、上海合

合信息团队荣获冠军，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 BPT

团队荣获亚军，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队荣获季

军。

2021年度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优秀分支机构颁

奖仪式上，王耀南理事长为获奖分支机构颁发荣誉

证书。虚拟现实专业委员会、可视化与可视分析专

业委员会、视觉大数据专业委员会、三维视觉专业

委员会、机器视觉专业委员会、数字媒体取证与安

全专业委员会获优秀专业委员会荣誉；青年工作委

员会、提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会员发展与服务工

作委员会获优秀工作委员会荣誉。

8 月 21 日，2022 中国图象图形大会圆满落下

帷幕，此次大会的成功举办，为图像图形相关领域

的专家学者和产业界同仁，搭建展示创新成果、展

望未来发展，集高度、深度、广度三位一体的交流

平台；为加速数字经济转型，促进先进智能制造

业、现代化服务业的发展带来新型技术创新思想；

为成都市构建智慧型城市，帮助图像图形产业人才

在成都扎根创业提供助力。

伴随着 CCIG 2022 的落幕，让我们共同期待

CCIG 2023，相约苏州，共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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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马惠敏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汇报工作

2022 年 8 月 19 日，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八届

三次理事会议在成都召开，理事长王耀南院士主持

会议。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152

名理事出席会议，监事长查红彬教授、监事庞彦伟

教授、张道强教授列席会议。

首先，学会党委委员、副理事长张艳宁教授组

织与会人员学习了以“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为主

题的专题党建报告，她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弘扬科学家精

神为抓手，加强和改进面向科技工作者的思想政治

工作方式方法，凝聚起众心向党、自立自强的磅礴

力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惠敏教授作八届三次

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总结 2022 年以来学

会取得的成绩和完成的主要工作，提出继续重点

抓好学术交流、会员发展与服务、表彰奖励、科

普、产学研用融合等工作，推动学会各项工作取得

新成效。

根据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会条例》，会

议审议通过增补付琨、冷大炜为第八届理事会

理事。

讨论环节，各位理事围绕会员发展与服务、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决策咨询和科技成果评价、表彰

奖励等议题展开讨论，从不断壮大学会会员队伍，

推动产学研用的有机融合，加强学会与企业间的

交流合作，强化各省市地方的决策咨询服务，并与

奖励工作相结合，扩大学会影响力等方面提出宝贵

建议。

最后，王耀南理事长强调学会要进一步加强学

术交流、会员发展与服务、产学研用等工作，不断

提升综合能力建设。希望各专委会和工委会之间密

切协作，各位理事主动担当作为，凝心聚力，共同

为学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银 王耀南理事长主持会议

银 学会党委委员、副理事长张艳宁教授作党建报告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八届三次理事会议在成都召开

学会通讯 学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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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与会专家充分讨论

2022年 8 月 19 日，2022 图象图形战略研讨会

在成都市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图像图形各领域 20

余位资深专家出席会议，研讨会由北京交通大学赵

耀教授主持。

研讨会上，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科技

大学教授马惠敏首先对研讨会召开背景进行了简要

介绍，并希望与会专家就当前图像图形学科和学会

发展的前景和方式进行讨论。学会理事长、湖南大

学教授王耀南院士就当前学会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发

表了意见。王耀南院士强调学会应当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做出学会特色，服务国家。

随后，与会专家针对学科和学会发展，结合各

自研究方向发表了见解和建议。在学术前沿层面，

与会专家分析了当下研究热点，如元宇宙、大模型

等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建议学会进一步加强图像图

形领域的学科融合。针对当前学科中存在的诸如图

形学绘制等核心软、硬件开发平台缺失等“卡脖

子”问题，多位专家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和项目参与

经历，分析了问题成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并

给出了各自的建议，同时希望从学会层面集中有关

科研资源，解决国家重大军民需求；随后，多名专

家指出，当前学

科中基础研究与

产业应用仍存在

一定程度的脱节，

希望学会进一步

建立健全与企业

的对接方案，明

确研究痛点问题，

加强多学科交叉、软硬件结合，切实解决实际应用

问题；此外，专家还就当前类脑计算、感知向认知

发展等多方面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以求尽

快补齐研究短板，促进领域进一步发展壮大。

在学会发展层面，多位专家进一步就学会专业

委员会的设置、能力建设以及学会在企业界和学术

界之间扮演的角色等多个具体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共同为学会未来发展出谋划策，以提高学

会在学科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学术影响力。

通过本次战略研讨会的成功召开，与会专家群

策群力，凝聚发展共识，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中国图

象图形领域的发展重点，梳理了学会未来的发展战

略和目标，为今后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银 学会理事长王耀南院士发言

2022图象图形战略研讨会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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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科创中国”机器视觉与智能产业

科技服务团的平台作用和专家优势，更好地服务图

像图形专业领域知识更新和人才培养，由中国图象

图形学学会与四川省计算机学会共同主办，电子科

技大学、四川天府新区清华大学中意设计创新基地

及百度公司共同承办，四川天府新区文创和会展局

支持的第 29 期全国高校人工智能师资培训班于

2022年 7月 29-31日成功举办。

本次培训面向全国高校相关院系专业负责人与

教师，围绕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AI+质检行业

应用等方向，专注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课程体

系与课程内容建设、授课艺术、产教融合、科研与

教学、教学经验分享等。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副理

事长、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赖剑煌教

授，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院长周世杰

教授，百度深度学习平台飞桨总架构师于佃海等嘉

宾参加了开课仪式学会常务理事、电子科技大学教

授朱策等专家作学术报告。

赖剑煌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从供给侧来看，高

校是技术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

力的集合点，发展我国一流的人工智能理论与技

术，培育高端的人工智能人才，形成优秀的人工智

能成果，从而才能服务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深度融

合的战略需求，为科技强国提供创新支撑。中国图

象图形学学会以开展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活跃学

术思想、促进学科发展、推广先进技术、培养和推

荐优秀科技人为主要任务，积极助力人工智能学术

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本次活动师资队伍强大，邀

请了来自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郑州大学等高

校专家，以及来自百度公司的资深工程师，围绕深

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等技术方向，特别是就工业缺

陷检测这个专题开展交流与学习，非常具有应用价

值。”

周世杰教授对于百度公司对此次师资培训活动

给予的大力支持表达了感谢。他谈到，“百度公司

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中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

对中国高等教育信息技术产教融合发展的支持；百

度公司从资金、培训师资、技术资源等方面给予了

高校实实在在的全方位支持，对推动我国人工智能

科技创新、技术发展与人才培养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他向特约报告专家及参培师生表示感谢，并

预祝本次培训取得圆满成功。

于佃海介绍到，从产业实践的视角看，今天的

高校教师比以往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教学环境、人才

培养要求和更为多元的实践应用场景。以师资培训

为例，过去和百度开展合作的院系，大多集中在计

算机、软件、信息工程等相关学院。但今天，情况

正在发生变化，比如这期参训的老师中，除了来自

计算机相关专业的老师，还有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光

电国家研究中心、中国地质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银 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赖剑煌教授致辞

第 29期全国人工智能师资培训

启动百度 500万 AI人才培养计划续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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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基础。

最后我总结下以往工作，并对未

来工作进行展望 （图 6）。

机器如何理解行为，需要系统地

回答三个问题：1） 机器认知的角度：

如何让机器看懂行为？2） 神经认知的

角度：机器认知语义与神经认知的内

在关联是什么？3） 具身认知的角度：

如何将行为理解知识迁移到的机器人

系统？我们团队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

一系列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和会议

上。我们对第一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工作包括机

器视觉行为理解项目 HAKE、人体姿态估计开源系

统 AlphaPose 等；对第二个问题所做主要工作包括

行为神经机理与机器理解关联研究；对第三个问题

的探索是对具身 （机器人） 行为理解与决策过程的

探索，主要工作包括通用物体抓取框架 GraspNet，

上海交大具身大脑开源框架 （Robotflow） 等。总

之，人们一直觉得机器智能认识桌子、书包等具象

的东西，但我们尝试让机器理解抽象概念。未来我

们将对具身智能的研究进行进一步深入探讨。

图 6 团队围绕行为理解主要工作

渊上接第 33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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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等非计算机学院、专业的老师。

从最近两年百度的校企合作的情况看，除了计算

机、自动化等学院外，也多了测绘遥感、土地科学

等学院，甚至也会出现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等。更跨界的还有北体大乒乓球专业、景德镇陶瓷

加工专业等。“这也意味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在重构各行各业的创新版图，今天的 AI技

术应用多学科交织、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超乎想象。”

据了解，此次师资培训涵盖了川渝区域 25 所

高校的 63 名老师，以及广东、海南等全国 27 个省

市自治区的 300 余位教师共聚云端，以学生身份重

返 AI课堂。与往期不同的是，此次特设工业缺陷

检测专题课程，将大热的产业实践技术经验融入教

学，让人才和企业需求实现对接。百度始终在联合

社会各界为培养 500 万 AI人才的目标而努力，以

师资培训活动为例，自 2018 年起，百度联合高校

举办深度学习师资培训班，截至目前共有 900 多所

高校的 4 000余名老师参训，培养了数万名在校生。

本次活动是学会积极响应 “科创中国”建设号

召，充分发挥理事单位、企业会员纽带作用的一次

积极探索，致力于打破高校与企业间的人才培养

“边界”，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助力我国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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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视觉与学习青年学者研讨会

（Vision And Learning SEminar, VALSE）

于 8 月 22 日至 24 日在天津成功举办。

VALSE 发起于 2011 年，是 Vision And

Learning SEminar 的简写，取“华尔兹

舞”之意，旨在为全球计算机视觉、模

式识别、机器学习、多媒体技术等相关

领域的华人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平等、自

由的学术交流舞台。本着“倡导学术平等，深度前

沿交流；恪守科学精神，践行学术契约；热心学术

服务，促进沟通合作”的理念和使命，VALSE 年

度大会不断推陈出新，逐渐增加了 Poster/Spotlight、

Demo、Tutorial、年度进展评述、Workshop 和工业

界技术分享等环节，得到了参会者的一致好评，参

会人数持续增长。

VALSE 2022 由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中国人

工智能学会主办，天津大学承办，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市人工智能学会和中国图象图

形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协办。大会主席由胡清华

教授、章国锋教授共同担任。大会程序委员会主席

由程明明教授、冯伟教授、张敏灵教授、张利军教

授出任。

虽然仍处于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但参会人员的

热情不减。大会日程紧凑、内容精彩纷呈，共有 2

个 Tutorial，5 个大会特邀报告，12 个年度进展报

告，19场 Workshop (合计共 108场青年学者报告)，

180+篇顶会顶刊 Poster展示交流以及学术论坛。27

家赞助商也进行了精彩的产品和技术展示。

开幕式上，天津大学胡清华教授代表承办单位

致辞，中科院计算所山世光研究员作为 VALSE 的

共同发起人，介绍了 VALSE的缘起、发展和理念使

命。程序委员会主席、南开大学程明明教授介绍了大

会筹备工作情况。天津大学冯伟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VALSE 2022继承了往届大会的主要程序环节，

相关报告和展示从内容上涵盖了计算机视觉、图像

处理、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领域的大部分热点研究

银 胡清华 银 山世光 银 程明明

2022视觉与学习青年学者研讨会

(VALSE) 在天津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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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研讨了上述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前沿进展。大

会共邀请了 5 位特邀讲者做大会主题报告，他们

是：大连理工大学卢湖川教授、OPPO 研究院张磊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张拳石副教授、北京大学王立

威教授和浙江大学周晓巍研究员。

在“年度进展评论 (APR)”环节，邀请了 12位

不同方向的专家分别概括性地介绍了相关研究子领

域一年来的重要进展，他们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胡

瀚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刘禹良研究员、西北工业

大学韩军伟教授、清华大学赵行助理教授、北京大

学彭宇新教授、上海科技大学许岚终身助理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道强教授、浙江大学章国锋教

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童咏昕教授、南开大学孙宁教

授、浙江大学郑乾研究员、西北工业大学王琦教授。

VALSE 2022 大会的 19 场 Workshop 和 2 个

Tutorial 干货满满，绝大部分会场座无虚席，本次

大会 19 个 Workshop 的主题包括：Transformers for

Vision Tasks，视觉情感计算，多模态认知计算，计

算摄像研究与应用，开放环境下机器学习及应用，

智能三维视觉内容生成与分析，智能底层视觉的趋

势与挑战，目标检测、分割与跟踪，可解释的深度

学习算法与视觉应用，医学数据分析中的深度学习

方法，视频行为理解，针对弱监督数据的鲁棒学习

方法，计算机视觉与工业应用，视觉预训练，具身

智能 (Embodied AI)，鲁棒安全的机器学习和视觉计

算，AI+X，边缘计算与视觉智能，以及以硕博研究

生优秀工作分享与学术交流为主题的学生论坛。2

个 Tutorial 的主题分别为：深度连续学习，基于神

经表示的三维重建与生成。

偲学生论坛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 教授主持，

共有 25 名高校导师、7 名讲者以及 90 余名学生参

与了此次论坛。论坛共分为四个环节，分别是

V-Show、V-Communication、V-Talk 以及 V-Panel。

在 V-Show环节，优秀学生讲者们为大家分享了他

们的最新工作和科研点滴。随后，讲者们在

V-Communication 环节畅谈了科研背后的认识、感

悟和经验。V-Talk环节为在场学生提供了与导师面

对面交流的机会，学生们根据兴趣进行分组，师生

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最后的 V-Panel环节上，

导师针对一些热点话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在

论坛结束时，中科院计算所山世光研究员回顾了

VALSE 学生俱乐部的发展历程，并阐释了 VALSE

对“好”学术的理解和对年轻一代的期待。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入选中国科协

2022年度分领域发布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项目

7月 14日，中国科协发布了《关于公布 2022年

度分领域发布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入选项

目的通知》，确定 2022 年度分领域发布高质量科

技期刊分级目录发布入选项目 19项，中国图象图形

学学会项目作为新增试点项目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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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主办英文刊 Visual Intelligence 入选

2022“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项目

9月 21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办公室

公布了 《关于下达 2022 年度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

动计划高起点新刊入选项目的通知》 [科协创函刊字

〔2022〕 62号]，由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CSIG） 主

办的 Visual Intelligence 入选高起点新刊项目，获得

资助经费 50万元。

Visual Intelligence （《视觉智能》 英文刊） 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长、机器

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湖

南大学教授王耀南担任主编，机器感知与智能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查红彬，英国皇

家工程院院士、英国约克大学教授 Edwin Hancock，

安徽大学教授罗斌，以及 IEEE Fellow、上海科技大

学教授虞晶怡共同担任期刊副主编。期刊编委来自

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新加坡、澳大

利亚等十余个国家或地区，均为国内外一流名校教

授，其中国际编委占 58%以上。立足和服务于图像

图形学领域研究，Visual Intelligence 致力于推动

“视觉”与“智能”的有机结合与协同发展，主要

发表视觉智能技术的理论与应用方面的原创成果。

期刊将与 Springer 出版社合作出版 （期刊 ISSN:

2731-9008）。

人类获取信息中 80%以上来自于视觉，因而视

觉智能一直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且是我国

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V isual Intelligence
的创办对于推进中国视觉智能领域学科建设、提升

视觉智能领域中国学者学术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为中国的视觉智能领域的优秀科技成果更好

地走向世界搭建桥梁，为我国和全世界视觉智能领

域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根据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019-2023 年）》 精神，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

划办公室在 2022 年度继续组织高起点新刊子项目

申报，该计划是贯彻落实 《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

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 的重要举措。此次高起点新

刊项目评审采用现场答辩的形式进行，177 个申报

项目分为 8 个评审小组参加答辩，经过激烈角逐，

50本新刊入选 2022年度此项计划。

2022 年 8 月 3 日，中国科协公布了 2022 年中

国科协决策咨询专家团队资助项目，中国图象图形

学学会机器视觉决策咨询专家团队申报的“工业服务

视频新基建的发展路径和政策建议”项目成功入选。

近年来人工智能驱动图像图形学科快速发展，

在国计民生等诸多领域有广阔应用前景。为充分发

挥学会的专家优势、资源优势、平台优势，学会于

2022 年 7 月成立机器视觉决策咨询专家团队，由

11位来自中科院和高校的人工智能专家组成，首席

专家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谭铁牛院士和孙哲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成功获批中国科协决策

咨询专家团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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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研究员，其他成员包括清华大学王生进教授、复

旦大学张军平教授、厦门大学王菡子教授、武汉大

学姚剑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康文雄教授、中科院自

动化所程健研究员、何晖光研究员、侯广琦研究

堃员、张 博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计算机视觉和

模式识别，及其在制造、医疗、金融、安防、国

防、互联网等领域的应用。

本次申报的“工业服务视频新基建的发展路径

和政策建议”项目负责人是孙哲南研究员，该项目

面向国家实体经济数智化转型升级的重大需求，以

机器视觉专家团队在生物医药、石油开采、有色金

属、工程建设等行业的视频新基建成功案例为基

础，探索机器视觉赋能工业服务的可行路径，研究

图像视频智能技术在工业视觉检测、工业行为分

析、工业流程管理、工业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应用场

景和技术方案，提出国家工业服务视频新基建的政

策建议，发布国内首个 《工业服务视频新基建发展

研究报告》，建设国内首个工业服务视频新基建案

例库，和地方政府成立面向智能化工业服务的专家

智库和数字赋能中心，研究成果在 10 家以上企业

推广应用。

下一步，学会将按照中国科协要求，进一步完

善专家团队建设，对专家团队的决策咨询工作给予

保障和支持，力争团结凝聚一批决策咨询战略人

才、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决策咨询成果品牌，探索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决策咨询新经验新模式新

机制，为提升集思汇智资政能力，高质量服务党和

政府科学决策做出积极贡献。

近日，中国科协公布首批“科创中国”创新基

地认定名单，共 194 家单位入选。获得认定的创新

基地进入建设阶段，建设周期为 2022 年至 2024

年。其中，由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推荐的团体会员

单位中科亿海微为依托单位的“中科亿海微 -北理

工创新基地”入选首批“科创中国”创新基地 （产

学研协作类）。

“科创中国”创新基地是中国科协推动产学研

协同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合作载体，也是

“科创中国”各类资源下沉汇聚的承接平台。创新

基地将成为赋能科协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节点，力

争在高校、园区、企业等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地方，

合作建设一批促进跨界、跨域、跨境集聚配置创新

资源的服务平台。

中科亿海微电子科技 （苏州） 有限公司是中国

图象图形学学会团体会员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可

编程芯片与系统”研究领域的科研与产业化团队，

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起成立的以“可编

程逻辑芯片与可重构系统”为技术特色的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于 2017 年 1 月在苏州注册成立。公司

坚持全正向设计技术路线，自主研制具有高可靠性

的可编程逻辑芯片、嵌入式可编程电路 IP核、EDA

软件与可重构系统，提供具有高性能和自适应计算

的行业解决方案和集成电路设计服务，满足数据中

心、网络通信、智能制造、汽车电子、测试测量、

消费电子、医疗健康等业务领域的应用需要。公司

现有两百余人，其中博士和硕士占比 35%，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人员占比近 30%，已与多所高校开展产

学研合作。

未来，学会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不断促

进科技要素与产业要素、人才要素的高效融合，为

“科创中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推荐团体会员单位中科亿海微

所属基地入选首批“科创中国”创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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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名誉理事长谭铁牛院士

荣获国际模式识别最高奖———King Sun Fu奖

第 26 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

于 2022 年 8 月 21 日至 25 日在

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召开，是

国际模式识别学会 （IAPR） 组织

的模式识别领域的旗舰学术会

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模式

识别学会 King Sun Fu 奖、J. K.
Aggarwal 奖 以及 Maria Petrou 奖

三大奖项在会上颁布。

在开幕式上，国际模式识别

协会主席宣布，该会决定将今年

的国际模式识别领域最高奖傅京

孙奖授予谭铁牛院士，以表彰他

在模式识别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

就，这是该奖自 1988 年设立以

来首次颁授于北美和欧洲地区以

外的学者。

谭铁牛，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现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

科院自动化所智能感知与计算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图象图形学学

会名誉理事长，是中国科学院院

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巴西科

学院通讯院士、国际模式识别学

会会士、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学

会会士、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会

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谭

铁牛博士主要从事图像处理、计

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等相关领

域的研究工作。主持过一批由国

家基金委、国家“973 计划”、

“863 计划”、国际合作计划、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等资助的科研项

目。现已出版编著和专著 16 部，

并在主要的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国

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600 多

篇，获准和申请发明专利 100 多

项。曾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

国青年科技奖、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曾任国际模

式识别学会第一副主席、IEEE生

物识别理事会主席、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模式识别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人工

智能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动化

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计算机学会

副理事长、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理事长。

第 26 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

于 2022 年 8 月 21 日至 25 日在

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召开，是

国际模式识别学会 （IAPR） 组织

的模式识别领域的旗舰学术会

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模式

识别学会 King Sun Fu 奖、 J. K.
Aggarwal 奖 以及 Maria Petrou 奖

三大奖项在会上颁布。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常务理

事、女科技工作者工委会副主任

王蕴红教授获得Maria Petrou奖，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常务理事王蕴红教授荣获

国际模式识别学会Maria Petrou奖

银 谭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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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23 日，国际模

式识别学会在第 26 届国际模式

识别大会期间召开了理事会全体

成员会议，会上选举产生了国际

模式识别学会新一届执行委员

会。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常务理

事刘成林研究员当选为国际模式

识别学会第二副主席 （Second

Vice President）。
成立于 1978 年的国际模式

识别学会是模式识别领域最权威

的国际学术组织，由世界各国模

式识别方面的专家团体组成，其

组织的两年一度的国际模式识别

大会是模式识别领域最有影响的

国际学术会议之一。

刘成林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模式识

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中

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

长、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

长、中国自动化学会模式识别与

机器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职，长期从事模式识别、文字识

别与文档分析研究，并参与组织

国际模式识别大会、国际文档分

析与识别会议等重要活动。这次

当选为国际模式识别学会副主

席，是国际学术界对他学术成就

的肯定，也代表我国模式识别研

究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

银 刘成林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常务理事刘成林研究员

当选国际模式识别学会第二副主席

银 王蕴红

是该奖自设立以来第一位获得此

奖项的华人女性。

王蕴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士

（IEEE Fellow），国际模式识别学

会会士 （IAPR Fellow）、中国计

算机学会会士，中国图象图形学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图象图形学

学会女科技工作者工委会副主

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交互

专委会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常务理事，长期从事模式识别与

计算机视觉方面研究，作为负责

人主持了“973 计划”、“863 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16 项

国家级项目和课题，在人脸识

别、虹膜识别、步态识别等方面

的成果被同行广泛引用。曾任国

际权威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Forensics and Security
编委，现任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trics, Behavior, and Identity
Sciences 编委、Pattern Recognition
编 委 、 IEEE Transactions on
Dependable and Secure Computing
编委，任第 25 届国际模式识别

大 会 （ICPR2020） 分 会 主 席

（Track Co-Chair），国际计算机视

觉与模式识别大会 （CVPR 2021）
和计算机视觉大会 （ICCV 2021）

的领域主席 （Area Chair），国际

生物特征识别大会（IJCB 2021）
大会主席 （General Co-Chair），

曾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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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2022 年“科学

探索奖”获奖名单揭晓，50位青

年科学家榜上有名。中国图象图

形学学会理事、会员发展与服务

工委会主任马思伟教授，凭借突

出贡献脱颖而出，获得信息电子

类奖项。

马思伟，北京大学博雅特聘

教授，国家杰青，中国图象图形

学学会理事、会员发展与服务工

委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视频处

理与编码，已发表国际期刊论文

10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80 多

项。 （曾） 担任 IEEE Transac原
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 for
Video Technology, Journal of Visu原
al Communication and Representa原
tion 期刊编委，IEEE VCIP-2017

程序委员会联合主席， IEEE

ISM-2015 领域主席。自 2002 年

起 ， 陆 续 参 与 组 织 AVS1、
AVS+、AVS2一系列国家标准的

制定，目前担任 AVS视频组长，

组织制定了新一代 AVS3 视频编

码标准，研制的 AVS2/AVS3 超

高清编解码器，支撑了央视

CCTV-4K/CCTV-8K 超高清频道

的开播，获 2020 年国家技术发

明奖一等奖 （排名第 2）。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会员发展与服务工委会主任

马思伟教授荣获 2022年“科学探索奖”

银 马思伟

截至 2022 年 9 月 26 日，中

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CSIG） 个人

注册会员突破 2.4 万名！目前个

人会员总数 24 500 人，较 2021

年底增长 91%，在此感谢各位理

事、分支机构、会员对学会工作

的支持！

会员是学会发展的根基，学

会高度重视会员发展与服务工

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会员

发展与加强会员服务的制度和办

法，采取了一系列会员专属的服

务。未来，学会将继续完善并创

新会员发展模式、进一步提高会

员服务能力。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成立于

1990年，是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成

立的国家一级学会，下设 29 个

专业委员会、14个工作委员会和

1 个会员服务中心。学会凝聚广

大图像图形领域的科技工作者，

强化学术引领，不断加强自身建

设、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科

技创新能力，促进图像图形学科

的发展。

期待更多专业人士加入中国

图象图形学学会！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个人会员超过 2.4万名

CSIG会员福利

B、资源获取
免费或优惠参加数百场学术活动
免费获赠学会通讯及学术期刊

免费获得技术报告或信息服务
免费获得图像图形领域行业动态
聚焦热点、难点，举办专题讲座
专业领域交流群，与同行共成长

A、专业成长
会员晋升体系
29个专业领域

表彰奖励和人才举荐
科技成果评价
产学研用平台
会员成就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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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

专业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

数字媒体取证与安全专业委员会

视频图像与安全专业委员会

视觉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遥感图像专业委员会

成像探测与感知专业委员会

视觉认知与计算专业委员会

人机交互专业委员会

可视化与可视分析专业委员会

文档图像分析与识别专业委员会

智能图形专业委员会

视觉检测专业委员会

三维视觉专业委员会

数字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

情感计算与理解专业委员会

动画与数字娱乐专业委员会

三维成像与显示专业委员会

多媒体专业委员会

机器视觉专业委员会

数码艺术专业委员会

图像应用与系统集成专业委员会

交通视频专业委员会

虚拟现实专业委员会

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

图像视频通信专业委员会

视觉感知智能系统专业委员会

视觉传感专业委员会

脑图谱专业委员会

类脑视觉专业委员会

图像智能边缘计算专业委员会

组织建设工作委员会

会员发展与服务工作委员会

制度建设工作委员会

学术会议与交流工作委员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

科普与教育工作委员会

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委员会

企业联络工作委员会

出版工作委员会

咨询与评议工作委员会

提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

女科技工作者工作委员会

竞赛与培训工作委员会

宣传工作委员会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95 号   邮编 ：100190   电话 ：（010）82544676

网址 ：http://www.csig.org.cn     邮箱 ：info@csig.org.cn

学会活动

学会奖励

主办期刊     视觉智能（英文刊）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China Society of Image and Graphics）成立于 1990 年，

是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国家一级学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正式团体会员。学会

现有会员 2 万余名、专业委员会 29 个、工作委员会 14 个，主办学术期刊 2 本。

学会的专业领域涵盖数字图像处理、图像理解、计算机视觉、图像压缩与传输、体

视技术、科学计算可视化、虚拟现实、多媒体技术、模式识别、计算机图像图形学、医

学影像处理、计算机动画、空间信息系统等。 

近年来，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坚持立足学科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积极开展学

术交流、技术培训、展览展示、科学普及、决策咨询、科技成果评价、科技成果转化、

人才举荐、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工作，充分发挥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已成

为推动图像图形创新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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