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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

员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

成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

术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

系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

奖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

最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

多次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

术奖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

奖励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

行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

的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 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

学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

专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

程（如：ITER、CERN 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

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高维信息智能感知与系统

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1 信息获取与感知器件

研究方向 2 高维信息处理与融合

研究方向 3 复杂系统控制与优化

研究方向 4 智能系统技术与应用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杨健 研究方向 高维信息处理与融合

出生日期 1973.06.13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4 年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肖亮 研究方向 智能系统技术与应用

出生日期 1976.02.16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4 年

姓名 顾国华 研究方向 信息获取与感知器件

出生日期 1966.12.29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4 年

姓名 郭健 研究方向 复杂系统控制与优化

出生日期 1974.10.17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4 年

学术

委员会

主任

姓名 柴天佑 研究方向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出生日期 1947.11.07 职称
教授

（院士）
任职时间 2011 年

研究水

平与贡

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114 篇 EI 47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1部 国外出版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1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1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3895 万元 纵向经费 3215 万元 横向经费 680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48 项 授权数 35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4 项 转化总经费 55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项 行业/地方标准 项 

研究队

伍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74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3 人 

院士  人  千人计划 
长期人 

短期人 

长江学者 
特聘 2 人 

讲座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2 人 

青年长江 1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1 人  

青年千人计划 1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16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杨  健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编委 

杨  健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编委 

唐金辉 Information Sciences 编委 

唐金辉 Patter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编委 

徐胜元 
Multidimension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编委 

徐胜元 Circuits，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人 国外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5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3 人 

学科发

展与人

才培养 

依托学科 

学科 1 
模式识别与智

能系统 
学科 2 光学工程 学科 3 

电磁场与

微波技术 

学科 4 
控制科学与工

程 
学科 5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学科 6 软件工程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38 人 在读硕士生 84 人 

承担本科课程 1500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1200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部   

开放与 

运行管

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1 项 

实验室面积  3050M
2
 实验室网址 http://hiss.njust.edu.cn/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

填)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350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论

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工作

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的贡献，

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各研究方向本年度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概述如下。 

（1）研究方向一“信息获取与感知器件研究”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① 基础研究成果： 

在国内首次提出全固态电荷倍增图像增强的概念，建立了强边缘电场电势分

布、电荷加速转移等系列理论模型，解决了电荷倍增寄存器设计缺乏理论计算依

据和仿真的难题，为研制电荷倍增图像增强 CCD 器件奠定理论基础。 

发明了一种实现载流子碰撞电离诱导与稳态控制的电荷倍增寄存器，使其同

时具有电荷转移和倍增功能，攻克了电荷倍增寄存器研制的难题，研制出我国首

个电荷倍增图像增强 CCD 器件。  

发明了一种电荷倍增图像增强 CCD 器件倍增噪声抑制新方法，提出了光敏

区电荷转移栅极电压周期反转工作模式，有效降低了暗电流噪声和时钟感生电荷

噪声，显著提高了低照度下电荷倍增图像增强 CCD 的成像性能。 

发明了新型抗光晕结构以及增益电压和积分时间非线性优化控制等大动态

范围成像新方法，解决了抗强光成像的技术难题，实现了昼夜大动态范围自适应

成像。研制出具有图像增强功能的新型固态成像器件，实现了超高灵敏度成像技

术的更新换代，使图像增强技术由传统的“真空图像增强时代”进入到“全固态

图像增强时代”。先后承担了“国家核高基重大专项”、“核高基条保建设项目”

等系列重大科研任务，研制出的 640×512 全固态电荷倍增图像增强 CCD 器件和

成像组件，经测试：读出噪声、信噪比，最大有效倍增增益等关键技术参数均达

到英美两国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已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3项，形成的相关理论、

工艺及成像器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我国固态图像增强技术与器件的

空白，打破了英美两国的技术封锁和产品垄断，使我国成为继英美两国后第三个

可以自主研制此类器件的国家。建立了我国第一条全固态电荷倍增图像增强 CCD

器件生产线，生产的全固态电荷倍增图像增强 CCD器件及成像组件等系列产品已

逐步替代真空像增强器件，应用于通用夜视装备、超低照度恒星光干涉测量、生

物医学高灵敏度检测等场合，项目直接经济效益 1.23 亿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巨大。 

②应用基础研究成果： 

在快速三维传感方面，提出了一种补偿运动误差的高精度相移轮廓术。首先

利用光栅图像的空间统计规律，可补偿运动产生的周期性波纹抖动误差。其次通

过使用邻域可靠像素的正确条纹级次，能够矫正存在的相位展开误差。最后通过



 

 

对比滤波前后的相位分布，可定位并且排除存在相位异常的离群点，对准确提取

准静态人体高精度三维轮廓信息具有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全新的高动态 3D 测量

算法，其核心在于通过光强响应函数得到被测物体的表面反射率信息，以此构造

对应不同反射率的最优光强光栅。该研究相比与传统方法提升了测量效率，降低

了测量算法的复杂性，为后续的高动态物体测量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参考。 

针对于多视角条纹投影测量系统，提出了一种针对多视角系统通用的视角相

对空间位置优化策略。并根据该策略优化了相机与投影仪之间，相机与相机之间

的相对空间位置从而提升了视角之间极线约束的效率与稳定性。最终在相移轮廓

术最高测量效率（只用三幅相移条纹图实现单次三维重构）前提下，去除高密度

条纹歧义性，实现高精度三维实时测量。 

提出了自适应动态深度约束技术，该技术对当前三维重构结果进行深度统计

分析，并得到一个被测物体所处的大致深度范围，在此范围内可以将部分离群点

置为无效点，得到精炼的深度图，该技术我们称为全局自适应深度约束。在精炼

的深度图的基础上，分析每一个有效点邻域深度信息，并得到一幅逐像素的深度

范围图，而这一深度范围图将作为下一帧三维测量的新的深度约束范围，并且在

每一次的三维重构之后该深度范围图都会根据测量结果自适应地调整，该技术我

们称为逐像素自适应深度约束。相比于传统深度约束，自适应动态深度约束极大

地提升了相位展开的稳定性。 

（2）研究方向二“高维信息处理与融合”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①基础研究成果： 

发表国际 SCI 期刊论文 50 余篇，重要国际会议论文 20余篇，其中 JRC 2

区以上期刊论文 20余篇，CCF A 类会议论文 10余篇。 

开展了高维数据表示的理论与方法、模式度量和分类的理论与方法、高维信

息融合的理论与技术、视觉信息感知与理解方法等研究。标志性成果是  

1）提出了非参数贝叶斯组回归方法并应用于图像识别 

如何有效地刻画图像数据之间的关系是机器学习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因实际

中的图像数据易受遮挡，光照等因素的影响，刻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公认的

难题。最近，稀疏贝叶斯模型已经成为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要方法。为计算方便，

这类模型一般使用独立的高斯分布作为噪声的先验知识。但由于实际应用中的噪

声是复杂的，这种先验是令人质疑的。为了处理更多类型的噪声，本文将噪声图

像分割成几个矩阵块并且采纳一种长尾分布，即矩阵变量的高斯尺度混合分布，

来建模每一块。在非参数贝叶斯估计的框架下，我们分别使用低秩诱导的分布和

矩阵Gamma分布作为每一块协方差矩阵的先验分布，并由此导出了两种非参数贝

叶斯相关的组回归模型。但实际中噪声的组结构也许是未知的，于是，所提出的

方法被进一步推广到未知组结构的情形。我们的方法为自动地拟合噪声提供了一

种有效途径。在建模中，它充分地融合了实际噪声的长尾属性以及结构信息。因

此，所估计的系数可以更有效地刻画数据之间的关系且更准确地重构我们想要的

图像。在分类器的设计中，我们使用所学习的协方差矩阵构建了一种分组的

Mahalanobis距离来测量每类的重构余差。多个数据库上的实验证明了，与最新

方法相比，我们的方法在处理带有遮挡以及光照改变的图像分类问题中具备明显



 

 

的优势。此研究成果发表在IEEE Trans.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第29卷第11期上。 

2）提出了用于阴影检测和去除的联合学习框架---堆叠式条件生成对抗网络 

因光线被遮挡而产生的阴影，往往会严重影响图像的质量进而影响视觉感

知的效果。单张图像的阴影去除在智能机器人的感知应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近几年的深度学习方法要么只做阴影检测，或者只做阴影去除，没有很好

地利用这两个任务之间的相关性。我们提出了一个堆叠式条件生成对抗网络

（ST-CGAN）框架，旨在用端到端的方式同时解决阴影检测和阴影去除问题。通

过堆叠的生成对抗组件，这两个任务之间潜在的相互促进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利

用，并且全局的信息也可以保存完好。此外，我们的堆叠模块设计不仅为了实

现多任务的目标，而且还受到DenseNet和MixNet的密集连接模式的启发，其中

所有先前任务的输出都被用作后续任务的输入。具体而言，本章通过堆叠两个

生成器以及两个鉴别器来构建ST-CGAN。每个生成器都将所有先前任务的目标

（包括输入图像）叠加为输入。同样的，鉴别器试图分所有先前任务目标的级

联叠加和来自实际真值标签数据的图像二元组或者图像三元组。实验结果表

明，该网络在阴影检测和阴影去除两个任务上，均优于之前的方法，并在多个

公开数据集上都取得了最优的结果。同时，我们构建并发布了一个大规模图像

阴影三元组数据集，其中每个样本包含阴影图像，阴影掩码和无阴影图像三元

组。该数据集规模很大，既可以用于评估阴影检测任务，又可以用于评估阴影

去除任务。此研究成果2018年发表在顶会CVPR上。 

3）提出了基于融合人脸先验知识和端对端网络的人脸超分辨率算法 

人脸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由于摄像头的分辨率、噪声等因素干扰，经常以不

清晰的低分辨率形式存在。如果能够从低分辨率人脸自动恢复出超分辨率人

脸，对于各种人脸相关的任务都将会有巨大帮助。研究人员在自然图像超分辨

率领域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这些算法由于没有充

分考虑人脸的先验结构性，在人脸上进行应用时效果往往急剧下降。为了解决

该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同时学习人脸先验和人脸超分辨率信息的端对端网络

结构。受编码-解码器(Encoder-Decoder)结构的启发，我们试图使用人脸先验

信息和深层卷积特征作为编码，然后再利用传统的超分辨率网络对这两个信息

进行解码。首先一个较浅的深度卷积网络试图恢复人脸的一些细节信息，随后

一个深层网络预测了人脸的先验信息（人脸特征点位置和分割图），这些先验

信息被直接用作特征图与传统深层卷积网络特征进行了堆叠融合。在此基础

上，我们使用了一个通用的超分辨率网络结构对融合的信息进行了解码。为了

增强算法视觉效果，我们还进一步融合了对抗生成网络的结构。在多个人脸数

据库(CelebA, Helen, 300W)上的结果显示，我们的方法对于各种非对齐、含有

噪声的超低分辨率人脸，均超分辨率恢复出了清晰的图像，取得了目前最优的

效果。我们方法直接从低分辨率图估计的人脸先验信息甚至比大部分以往先验

估计方法在高分辨率图上的估计还要准确。此研究成果2018年发表在顶会CVPR 

2018上。 

4）提出了对抗式的距离度量学习算法 

在机器人智能感知的视觉任务中，经常需要对两幅图像或两个样本向量进



 

 

行距离计算，并用于后续的匹配、分类等任务中。然而现存的度量学习算法基

于给定的训练数据所学得的度量准则，通常会受到噪声、采样等问题的影响，

在面对具有困难的样本对的匹配时难以给出恰当的距离结果。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我们通过对抗的策略来自适应的产生困难且对训练结果起到关键影响的样

本对，将产生的数据连同原始训练数据一同用于度量准则的学习。我们提出的

模型分为“混淆”和“区分”两个互相对抗的阶段。在“混淆”阶段，模型在

原始数据的近邻中寻找被错误计算距离的样本对；在“区分”阶段，模型通过

学习度量矩阵来尽可能的保证原始训练数据和学得的混淆数据都被正确度量。

“混淆”与“区分”阶段分别对应的优化模型被整合到一个双层优化问题中，

通过次梯度方法进行求解。此外，通过使用“几何均值”损失函数，我们求得

了内层优化问题的闭式解，保证了算法的高效性，并分析了算法的收敛性。我

们在人工数据、图像数据，及文本数据上进行了分类、匹配实验，验证了所提

出方法的有效性，与主流的度量学习方法相比，具有更好的准确性。此研究成

果2018年发表在顶会IJCAI上。 

5）多源遥感图像融合超分辨、检测与识别新理论和方法   

提出一个复合分数阶几何正则性和结构化低秩先验的变分 Pan-sharpening

超分辨模型。针对多光谱或者高光谱图像全色融合锐化超分辨率问题，基于最大

化结构细节注入和最小化光谱失真的优化机制，我们首次建立了一个复合分数阶

几何正则性和结构化低秩先验的变分 Pan-sharpening 模型。模型具有非常简洁

的数学表达，通过分数阶正则化项刻画几何特征细节的保持性，通过空谱联合非

局部块的相关性低秩先验保持融合中的光谱特征，与目前大多数最先进的算法相

比性能大幅提升。该成果发表在 CCF B 类期刊 IEEE TGRS论文。 

充分挖掘高光谱图像的空谱相关性，从矩阵、张量的角度对高光谱图像进行

建模，分别研究了矩阵、张量的低秩表示、深度学习和变分正则化方面，建立高

光谱图像分类、异常检测模型。针对高光谱图像视频中的气团检测问题，提出了

低秩分解和 TV约束结合的正则化模型，并利用增广拉格朗日乘子法求解。最后，

将上述过程应用到每个提取的特征，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融合策略，将信息融合到

最终的检测结果中。使用真实数据集的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检测

性能。此研究成果已在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发表。 

提出了一个异常检测的高光谱压缩感知的框架，重构 HSI的同时可以进行异

常检测。在提出的方法中，HSI由张量中的背景和异常部分组成鲁棒主成分分析

模型。为了表征低维结构的背景，一种新的张量核范数用于约束背景张量。异常

部分由一些异常光谱组成，即异常部分假设为块状稀疏张量。此外，为了加强背

景和异常的分离，我们最小化背景像素的马哈拉诺比斯距离的总和。实验证明这

一方法在重构和异常检测精度上都优于其他几种最先进的方法。此研究成果已在

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发表。 

②应用基础研究成果： 

1）提出了用于精细单目深度估计的学习框架——渐进的困难挖掘网络 

 单目深度估计因其病态性高，可利用的有效线索较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

问题。而该问题又和机器人系统的环境理解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很有应用潜力。

当前的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难以恢复出深度图像的有效细节信息，所得到的深



 

 

度图往往过于平滑，或者受到图像无关纹理的干扰因而产生噪声与偏差较大的估

计结果。我们提出了一个渐进的困难挖掘网络，旨在通过利用多尺度信息，递归

的卷积操作以及困难挖掘的损失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来说，为了解决预测

过程中细节信息缺乏的问题，我们在解码过程中引入多尺度的图像特征，进而引

入多层级的图像信息。为了解决预测过程容易受到图像无关纹理干扰的问题，我

们利用了递归学习的思想，反复的学习卷积核，使得其可以逐渐修正因噪声而产

生的预测错误。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我们在每个尺度都进行预测，并且把每个尺

度获得的预测经验与后续尺度进行分享，以减轻累积误差带来的预测错误。最后，

我们设计了一个困难挖掘的损失函数，旨在引导网络着重学习难以预测的困难区

域，以提升预测效果。我们在 NYU-D v2, KITTI, Make3D 等多个室内及室外深度

估计数据集上都获得了最优的结果。从预测效果图上来看，相较于之前的方法，

我们的预测结果具有更精确的细节信息，受到图像无关纹理的干扰较小，可用度

较高。此研究成果 2018年发表在 IEEE Trans. Image Processing 第 27卷第 8

期上。 

2）提出了用于单目深度估计及语义分割的联合学习框架——任务递归的神

经网络 

 单目深度估计以及语义分割都是图像理解中的关键问题，因其对于无人驾驶

系统，机器人的场景理解，监控设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病态程度较高，

依赖大量标注，在物体交界处分类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这两个问题又十分

具有挑战性。受到之前一些多任务方法的启发，我们将两个任务联合在一起处理，

希望在学习的过程中，两个任务可以互相修正与激励，从而取得更好的效果。之

前的多任务学习方法大多基于共享的编码网络与分离的解码网络这一组合，进行

的任务交互也相对较少。然而通过对人类多任务情景的观察与研究，人们发现当

任务交替进行时可以规避任务之间产生的干扰。受此现象的启发，我们提出了任

务递归的深度估计与语义分割联合学习网络，旨在利用任务层面的递归框架，将

任务之间的交互随着网络深度的增加而不断加深。具体来说，我们将多任务学习

过程延时间轴延申，在每个时刻只学习一个任务，下一个时刻学习另一个任务。

随着时间的增加，两个任务将不断交替迭代的学习。为了增加任务间的交互，我

们把一个时间点学习获得的经验传递到之后的每一个时间节点，并且设计了任务

注意力模型，使得网络在交互过程中可以着重学习任务之间相关联的信息，进而

促进每个任务的学习。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不断增加任务之间可以迭代地相互

修复，获得更好的效果。我们在NYU-D v2及SUN-RGBD等常用数据集上对我们的方

法进行了检验。实验表明我们的方法在两个任务上都取得了最优或者有竞争力的

结果。此研究成果2018年发表在顶会ECCV上。 

3）提出了用于行人搜索的分立框架---掩膜引导的双流卷积神经网络 

行人检测与行人重识别在自动视频监控系统中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行人

搜索致力于在同一框架下同时解决行人检测与行人重识别问题，因此这两者更

有实用价值和挑战性。已有的深度学习模型通常将检测与重识别功能集成到一

个单一的端到端网络中，没有考虑到这两个任务之间的矛盾关系。比如，行人

检测的目标是区分行人与背景，行人表示的距离会被拉近；行人重识别的目标

是区分不同的行人，因此行人表示的距离会被拉远。同时，行人检测关注行人

特征的共性，而行人重识别关注行人之间的个性。此外，已有的模型都没能很



 

 

好的利用行人搜索数据中的背景，即上下文信息。基于此，我们提出用于行人

搜索的分立框架，将行人检测与行人重识别功能分散到两个相对独立的神经网

络中，避免了两个任务的目标函数和关注点互相矛盾的问题。此外，充分利用

了行人搜索数据中的上下文信息，我们还提出了一个掩膜(mask)引导的双流卷

积神经网络模型。该模型对图片中的每个行人生成其轮廓掩膜来分离前景和背

景，然后输入网络的两个分支中分别建模。实验结果表明，我们的方法在行人

搜索准确度上均优于先前所有方法。同时，我们还针对最终模型的权重和图像

数据的统计信息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实验，给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此研

究成果2018年发表在顶会ECCV上。 

（3）研究方向三“复杂系统控制与优化”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①基础研究成果： 

针对一类含未知不确定参数和外部扰动的非线性系统，研究了其有限时间控

制问题。通过利用自适应控制技术巧妙地补偿了由未知参数引起的不确定项，建

立基于扰动的观测器，移除了需要精确已知扰动上界的假设条件。然后，基于扰

动观测器控制方法，backstepping技术，有限时间自适应控制和 Lyapunov稳定

性理论，设计分析了一个复合的自适应状态反馈控制器，保证了闭环系统实际有

限时间稳定。最后，将所设计的方法分别用于设计一个实际倒立摆系统和一个数

值系统从而验证其有效性。 

针对一类高阶非线性多智能体系统，研究了其固定时间鲁棒一致性跟踪问

题。通过使用固定时间控制技术以及增加一个幂积分的方法，提出了基于分布式

观测器的固定时间一致性控制协议。和现有的控制算法相比，一方面，我们考虑

了更一般的不确定非线性系统，另一方面，我们将传统的局部假设条件推广至全

局情况。 

针对一类未知非线性系统，研究了其固定时间二阶滑模控制问题。在将传统

滑模控制中以常数为上界的假设条件推广至以函数为上界的情况下，运用

backstepping 方法以及固定时间李雅普诺夫稳定性，提出了一类新的全局固定

时间二阶滑模控制算法。不同于传统二阶滑模控制算法，所提算法能够实现滑模

变量及其导数在不依赖于初始状态的固定时间内收敛到零。 

 ②应用基础研究成果：  

 针对复杂带电作业环境，综合应用智能感知、识别、决策、控制等技术，

研究了智能自主式带电作业机器人系统。采用多维信息感知技术、机器学习识别

技术、路径规划技术、智能决策与控制技术、临场感虚拟现实技术等，研究了能

够识别和适应非结构化带电作业环境的智能自主带电作业机器人样机，实现遥操

作、自主操作两种工作模式下实现带电断/接引流线、更换刀闸/避雷器等工作。 

具体包括： 

1)带电作业目标智能感知、识别与定位技术研究 

针对带电作业机器人复杂作业对象，结合人工智能和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

术，研究了基于小样本的目标检测技术、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识别与定位方法，

实现有效识别率高于 90%，定位误差优于 2mm。 



 

 

2)带电作业机器人智能协调控制技术研究 

研究了复杂多机器人系统智能协调控制方法，通过刚柔耦合的多机械手协同

控制技术、虚实结合的人机协同技术和基于粒子群优化的多目标路径规划技术，

实现复杂半结构环境中多机械手协同的高性能控制和人机协同。 

带电作业机器人系统可有效地代替人工作业，提高作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满

足机器人配电网带电作业的要求，提高电网的运行质量的同时，还可减少供电系

统中的人员投入，降低劳动人员成本，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最大化。 

 （4）研究方向四“智能系统技术与应用”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①基础研究成果： 

发表国际 SCI 期刊论文 20 余篇，其中 JRC 2区以上期刊论文 10余篇。 

提出一种大视场角彩色立体红外相机 RGB-FIR的设计，并对多谱数据进行配

准。单个彩色红外混合相机由一个可见光彩色相机，一个远红外热感应相机，和

一个镀膜分光镜组成，如图 3所示。其中分光镜镀膜可以透过远红外波长同时反

射可见光波段的光，通过调整两个相机和分光镜之间的相对位置来达到像素的配

准。首先，输出的远红外和彩色图像在任何时间都应该实现像素配准和时间同步。

具备这样功能的相机便于物体检测、识别的任务和像素的语义分割。因为通过标

注可见光图像中的数据，便可以实现红外图像中的数据标注，因此它可以节省我

们在图像标注方面的为了准备训练样本而花费的大量时间。另外，通过利用信息

融合，也可以提高深度学习算法的性能。 

 

提出了一种基于立体视觉和消失点约束的迪杰斯特拉道路模型用于道路检

测。传统的基于几何检测城市环境道路（或道路边界）的方法中，道路通常是

基于道路/车道边界的各种形状模型的拟合；但是当道路区域被车辆或行人部分

占据时，道路边界通常不能用参数模型表示。此外，作为一种重要的几何特

征，道路消失点被广泛应用于这些形状模型中；然而，传统的消失点检测方法

常受到路面阴影区域的影响，且计算复杂度较高。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立体

视觉和消失点约束的 Dijkstra道路模型，以用于道路检测。首先，本研究利用

立体摄像机生成道路图像的 u-和 v-视差图，并从中提取地平线。基于地平线和

地面区域约束，本研究可以鲁棒地确定道路区域的消失点。继而，利用图像的

所有像素构造带权图，将检测到的消失点作为图的源节点。通过计算消失点约

束的 Dijkstra最小代价图，利用灰度图像的视差和梯度来计算两个相邻像素之



 

 

间的代价，将图像中道路边界的检测问题转化为寻找两条最短路径的问题。这

两条最短路径从消失点出发，终止于图像最后一行上的两个像素点。该方法已

在 KITTI数据集中测试了超过 2600幅不同道路场景的灰度图像。实验结果表

明，这种无训练方法能够非常精确、鲁棒地检测出地平线、消失点和道路区

域，可达到令人满意的性能。相关研究成果 2018年发表在 IEEE Trans. Image 

Processing第 27 卷第 5期以及 ICRA上。 

②应用基础研究成果：  

设计了一套基于开源机器人操作系统 ROS的框架。我们采用了分布式的设

计，各模块按任务划分可分为：人车检测模块、空投箱检测模块、可通行区域

检测模块、障碍物检测模块、平台定位与建图模块以及融合模块等。各模快采

用了低耦合设计，即模块间相互依赖程度低，使得整体框架的容错性更高。同

时我们的框架支持多种语言，开发灵活，调试方便。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各个模

块分布在相同或者不同的计算机上。 

自主研制了 E,F1和 F2共 3件 1吨级的履带车。与江苏中天引控智能系统

有限公司建立军民融合示范基地，研究和开发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地面智能移

动平台和机器人底盘，研发的战友系列履带式机器人底盘，不但在 JY领域，而

且在民用领域，例如抗灾救灾、森林消防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各研究方向本年度新立项、在研或结题的国家（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情况

概述如下。 

（1） 研究方向一“信息获取与感知器件研究”承担的重要科研项目 

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2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学仪器设备

开发子课题 1项，核高基重大专项 1项，国防基础研究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项，其他项目 3项。 

（2）研究方向二“高维信息处理与融合” 承担的重要科研项目 

承担包括国家 973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军委科技委项目等在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40 余项。其中，本年度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德国研究联合会合作研

究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项，本年度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项目 6项，CCF-腾讯犀牛鸟科研基金 1 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青

年项目 4项。 

（3）研究方向三“复杂系统控制与优化” 承担的重要科研项目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9 项，天津市科技重大专项与工程项目 1

项。 



 

 

（4）研究方向四“智能系统技术与应用” 承担的重要科研项目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十三五”装备预研共用技术公开项目 3

项，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 1项。 

 

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见下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万

元) 
类别 

1 
宽带分子转动光谱仪

的研制  
61627802 陈钱 2017-2021 693.0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重大

科研仪器研制

项目 

2 
熔焊与增材成形熔池

多物理场在线测量仪 
61727802 柏连发 2018-2022 96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重大

科研仪器研制

项目 

3 
背照式雪崩增益型

xxx 

2018ZX01006101-

002 
陈钱 2018-2020 1372 

核高基重大专

项 

4 

大范围复杂场景视觉

大数据的透彻感知理

论与方法* 

2016YFB1001001 唐金辉 2016-2020 100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课题 

5 

大视场机载成像光谱

数据快速预处理与智

能分析软件研发 

2016YFF0103604 肖亮 2016-2020 380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课题 

6 
三维数字彩色成像测

量仪 
2017YFF0106403 陈钱 2017-2019 200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子课题 

7 
大规模异质数据分

析、挖掘与管理 
2014CB347601 唐金辉 2014-2018 500 

国家 973 计划

青年首席科学

家项目 

8 
基于 DPS 的感知信息

特征模型与实时反馈 
2014CB349303 杨健 2014-2018 400 

国家 973 计划

课题 

9 XX复杂环境感知 XX  唐金辉 2016-2018 330 
国防基础研究

项目 

10   唐金辉 2016-2018 230 

国家“万人计

划”青年拔尖

人才 

11 
面向大数据环境的高

通量视觉计算  
61732007 唐金辉 2018-2022 30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12 

图像融合识别与导向

过程的数学理论与方

法 

11431015 韦志辉 2015-2018 114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13 

生物认知机制和特性

启发的视觉计算模型

与方法研究 

91420201 杨健 2015-2018 28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研究

计划重点项目 

14 

基于张量的高维多通

道图像压缩感知重建

理论与算法及其应用 

91538108 韦志辉 2016-2018 9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研究

计划培育项目 

15 
基于张量的高维多通

道图像压缩感知重建
91538108 韦志辉 2016-2019 78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基础



 

 

理论与算法及其应用 研究项目 

16 
多媒体内容分析与理

解 
61522203 唐金辉 2016-2018 15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优秀青年

基金 

17 

服务机器人的主动环

境认知与目标行为识

别方法 

U1713208 杨健 2018-2021 30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联合基金

项目 

18 

人体运动稀疏性与流

形结构分析的深度核

方法研究 

61772272 孙怀江 2018-2021 6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9 

基于大气湍流散射特

性的天文超分辨率成

像方法 

11773018 隋修宝 2018-2021 6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0 

基于多源视觉信息和

眼动模拟的机器人主

动视觉方法研究 

61773210 赵春霞 2018-2021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1 

大规模多源异质蛋白

质数据挖掘中的若干

关键问题研究 

61772273 於东军 2018-2021 61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2 
流特征下动态、联合

搜索策略研究 
61773215 严慧 2018-2021 5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3 

递归建模理论与方法

及其在人脸分析中的

应用研究 

61772276 崔振 2018-2021 61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4 

基于偏振双向反射分

布函数的海面溢油光

学检测 

61675099 钱惟贤 2017-2020 6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5 

图像集的多视图潜在

分析理论与学习算法

研究 

61673220 孙权森 2017-2020 64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6 

面向无人车的全景彩

色立体红外相机构建

及其在越野环境感知

和自主定位中的应用

研究 

61672287 孔慧 2017-2020 8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7 

基于光学相干断层图

像的老年黄斑变性分

析若干关键技术研究 

61671242 陈强 2017-2020 58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8 

基于不确定性建模与

拍卖机制的多机器人

协调算法研究 

61672304 

 
李泽超 2017-2020 6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合作项目* 

29 

基于情感知识库构

建、领域适应和终身

学习的社交媒体情感

分析方法 

61672288 

 
夏睿 2017-2020 78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0 

基于多任务深度网络

和压缩回归的深度图

像驾驶人姿态识别 

61672286 刘亚洲 2017-2020 1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1 
基于统一结构不等式

的 MARKOV随机时滞系
61673215 徐胜元 2017-2020 7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统的鲁棒控制与滤波 

32 

超高速永磁同步电机

系统刚柔及电磁耦合

动力学建模与控制 

61673219 郭健 2017-2020 73.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3 

对抗机动目标的高精

度跟踪系统特征建模

与控制方法研究 

61673217 陈庆伟 2017-2020 72.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4 

多电机伺服系统特征

建模与自适应跟踪控

制方法研究 

61673214 吴益飞 2017-2020 6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5 
多工作频段高频动态

特性的柔性分频切换 
61573186 蔡晨晓 2016-2019 77.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6 

基于回归的视角转换

框架下的多视角行人

步态识别 

61473154 唐振民 2015-2018 8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7 
飞行和吸附两栖机器

人机理问题研究 
61473155 刘永 2015-2018 8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8 
网络环境中的多播隐

写理论与方法研究 
61472188 刘光杰 2015-2018 8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9 
时滞参数变化系统稳

定、控制与滤波研究 
61473151 张保勇 2015-2018 84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40 

基于事件触发的复杂

网络的同步、一致性

和蜂拥控制的研究 

61473152 张益军 2015-2018 8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41 
基于表示学习的图像

复原和识别方法研究 
61472187 杨健 2015-2018 8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42 

高光谱图像联合超分

辨与分类的结构化稀

疏学习理论与算法 

61571230 肖亮 2016-2019 68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43 

基于张量低秩和深度

先验的高光谱与多光

谱图像融合理论与方

法 

61871226 肖亮 2019-2022 6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44 

基于低管秩结构的张

量学习理论与算法研

究 

61872188 金忠 2019-2022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45 

图像和视频去模糊深

度学习模型与算法研

究 

61872421 潘金山 2019-2022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46 

基于结构化循环一致

性的三维形状局部特

征表示及匹配 

61876084 谢晋 2019-2022 6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47 
小样本条件下的物体

识别与分割问题研究 
61876085 付振勇 2019-2022 6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48 

互协方差未知情形下

的分布式融合策略及

求解方法研究 

61871221 盛安冬 2019-2022 6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49 
切换非线性系统的采

样控制及应用研究 
61873128 向峥嵘 2019-2022 61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50 
基于电子倍增 CCD 的

计算鬼成像方法研究 
61501242 张闻文 2018-2020 2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51 

工业无源网络的低功

耗高可靠感知和传输

方法研究 

61802184 李义常 2019-2021 2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52 
多层物理材质表达和

高效绘制方法研究 
61802187 王贝贝 2019-2021 2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53 

面向开放环境的三维

人体姿态跟踪方法研

究 

61802189 赵林 2019-2021 2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54 
基于弱监督的细化视

频分割算法研究 
61806094 闫焱 2019-2021 2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55 

大规模数据分析中离

散优化问题的理论与

算法研究 

61806095 颜克冬 2019-2021 2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56 

基于交替方法乘子法

的分布式优化算法研

究 

61806096 王慧慧 2019-2021 2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57 
自优化卷积神经网络

及其应用研究 
61602244 许春燕 2017-2019 20 

国家自然科学

青年基金项目 

58 
视觉信息的局部特征

表示及应用研究 
61502235 钱建军 2016-2018 25.6 

国家自然科学

青年基金项目  

59 

视频中人体检测、再

识别和姿态跟踪的联

合学习方法 

6181101144 张姗姗 

 

2019-2021 

 

13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与

德国研究联合

会合作研究项

目 

60 

面向的 POCT应用的非

干涉、无透镜定量相

位显微与衍射层析成

像研究 

BRA2015294 陈钱 2016-2019 20 

江苏省“333工

程”科研资助

项目 

61 

城市交管多源信息大

数据获取与分析关键

技术研发 

BE2015162 赵春霞 2015-2018 120 

江苏省科技支

撑计划重点项

目 

62 
社交网络多媒体数据

理解与检索 
 李泽超 2017-2020 100 

江苏省杰出青

年基金项目 

63 
社交网络文本情感分

析与观点挖掘 

BK20160085 

 
夏睿 2016-2019 50 

江苏省优秀青

年基金项目 

64 

高光谱图像融合分类

协同优化的结构化低

秩学习方法 

BK20161500 肖亮 2016-2019 10 

江苏省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

目  

65 

基于无人车和微型无

人机的野外道路检测

和追踪 

BK20151491 孔慧 2015-2018 10 

江苏省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

目 

66 
城市交通场景下的遮

挡行人检测算法研究 
BK20181299 张姗姗 2019-2022 10 

江苏省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

目 

67 

基于 RGB-D 相机的机

器人室内自主定位与

导航研究 

 孔慧 2016-2019 50 
江苏省特聘教

授基金 

http://kjcxt.njust.edu.cn/business/project/projectView.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40284085581eccbb015850f4bb0527c4
http://kjcxt.njust.edu.cn/business/project/projectView.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40284085581eccbb015850f4bb0527c4
http://kjcxt.njust.edu.cn/business/project/projectView.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40284085581eccbb015850f4bb0527c4


 

 

68 

面向室外的开放条件

下三维人体姿态跟踪

研究 

BK20180464  赵林 2019-2021 20 

江苏省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项

目 

69 

混合故障下异构多处

理器实时系统可靠性

优化方法研究 

BK20180470 周俊龙 2019-2021 20 

江苏省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项

目 

70 
复杂场景下的图像去

模糊模型及算法研究 
BK20180471 潘金山 2019-2021 20 

江苏省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项

目 

71 空间 XX测试  顾国华 2017-2019 220 国防技术基础 

72 
基于多源多谱信息和

类脑学习的智能 XX 
 杨健 2017-2020 300 军委科技委 

73 单光子探测与成像  何伟基 2015-2020 150 
总装“十三五”

装备预研项目 

74 高动态 XX  隋修宝 2016-2020 137 
总装“十三五”

装备预研项目 

75 
跨域复杂环境自主系

统的智能控制技术  
 刘永 2017-2020 400 

“十三五”装

备预研共用技

术项目 

76 
复杂非结构化环境建

模技术 
 唐振民 2017-2020  200 

“十三五”装

备预研共用技

术项目 

77 
动态环境下的行为规

划技术 
 赵春霞 2017-2020 200 

“十三五”装

备预研共用技

术公开项目 

78 
基于多谱信息的复杂

环境分类技术 
 孔慧 2017-2020 200 

“十三五”装

备预研共用技

术项目 

79 
面向任务的多源信息

特征选择优化技术 
 严慧 2017-2020 150 

“十三五”装

备预研共用技

术项目 

80 
面向复杂任务的数据

表示技术 
 崔振 2017-2020 100 

“十三五”装

备预研共用技

术项目 

81 XX机器学习系统  陆建峰 2016-2020 400 装备发展部 

82 地面可飞行 XX  刘永 2017-2018 30 装备预研 

83 
基于类脑学习的非结

构化环境感知方法 
6140312010101 金忠 2017-2018 50 

预研领域基金

课题 

84 
智能餐厅服务机器人

研发 
15ZXZNGX00250 郭健 2015-2018 680 

天津市科技重

大专项与工程

项目 

85 
基于深度学习的视频

中人体分析技术 

CCF-

Tencent RAGR20

180113 

 

张姗姗 2018-2019 15 
CCF-腾讯犀牛

鸟科研基金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家科
技（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并在类
别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的项目



 

 

或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信息获取与感知器

件 
陈  钱 何勇、苏岩、吴文、李振华、顾国华、柏连发 

2、高维信息处理与融

合 
唐金辉 

杨静宇、杨健、金忠、韦志辉、孙权森、於东

军、陈强、孔慧 

3、复杂系统控制与优

化 
徐胜元 

邹云、薄煜明、陈庆伟、吴晓蓓、盛安冬、郭  

健、向峥嵘 

4、智能系统技术与应

用 
赵春霞 

唐振民、陆建峰、任明武、刘永、肖亮、石朝

侠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

工作年限 

1 陈  钱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7 

2 何  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7 

3 苏  岩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7 

4 吴  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51 7 

5 李振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7 

6 顾国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53 7 

7 柏连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7 

8 裘安萍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8 7 

9 施  芹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研究员 42 7 

10 万  莹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研究员 35 7 

11 屈惠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52 7 

12 钱惟贤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7 

13 何伟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7 

14 隋修宝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7 

15 张  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53 7 

16 张闻文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8 7 

17 于雪莲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8 7 

18 杨  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7 

19 杨静宇 研究人员 男 学士 教授 78 7 

20 唐金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8 5 



 

 

21 金  忠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8 7 

22 韦志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6 7 

23 孙权森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6 7 

24 於东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4 7 

25 陈  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0 7 

26 曹  国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2 7 

27  李泽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5 5 

28 严  慧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6 6 

29 夏  睿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8 6 

30 钱建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4 

31 孔  慧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1 4 

32 许春燕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6 3 

33 徐胜元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7 

34 邹  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7 7 

35 薄煜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55 7 

36 陈庆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6 7 

37 吴晓蓓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教授 61 7 

38 盛安冬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55 7 

39 郭  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7 

40 向峥嵘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7 

41 郭  毓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5 7 

42 周  川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0 7 

43 蔡晨晓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5 7 

44 张保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8 7 

45 胡启洲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4 7 

46 樊卫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5 7 

47 吴益飞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7 

48 张  捷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40 7 

49 张益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7 

50 刘光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39 7 

51 赵春霞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5 7 

52 唐振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8 7 

53 陆建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0 7 

54 任明武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0 7 

55 刘  永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7 

56 肖  亮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3 7 



 

 

57 石朝侠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5 7 

58 宫  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1 2 

59 张珊珊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32 2 

60 崔  振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8 2 

61 闫  焱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4 2 

62 谢  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8 2 

63 付振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2 

64 王贝贝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1 2 

65 杨显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3 2 

66 王康侃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1 2 

67 李广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4 2 

68 李义常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0 2 

69 赵  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1 2 

70 王慧慧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0 2 

71 舒祥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2 2 

72 郭伟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1 1 

73 秦娇龙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4 1 

74 赵庆玲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2 1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
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

工作期限 

1 何永昌 其他 男 52 教授 中国 香港城市大学 1个月 

2 冯  刚 其他 男 54 教授 中国 香港城市大学 1个月 

3 张  健 其他 男 60 副教授 
澳大利

亚 
悉尼科技大学 2个月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

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

作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该重点实验室依托了一级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其中 “模式识别与智

能系统”为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光学工程”、以及江苏省重点学科“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优势学科。2017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



 

 

布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其中，光学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学科获 B+档评价，进入全国前 20%。 其中，计算机科学学科保持进

入全球 ESI 1%，发展态势良好，并有进一步上升趋势。2018中国最好学科排

名前 10%，全国第 28位。计算机科学学科评估为 B+，软件工程学科评估为

B。 

通过实验室的建设，在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复杂系统优化与控制的主干

基础研究方向上获得了新的突破进展，继续确保了国内领先地位、国际前沿水

平；在新型全固态电荷倍增 CCD器件及成像组件研究、军民两用智能机器人技

术及其装备等方面形成了特色和优势，特别是在无人作战平台和微小型机器人

等智能系统研制和工程化应用方面取得了突破，进一步提高了无人车在复杂环

境认知水平。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

程、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本科教学 1500学时，研究生教学 1200学时，主

要包括《离散数学》、《Founamentals of Image Analysis》、《图像理解与

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机器学习》等主讲课程。承担教改项目 10

余项。 

实验室非常重视将本领域前沿研究和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教学资源，针对

研究生开设了《模式识别进展》、《海量视觉与多媒体处理》、《多尺度几何

分析与稀疏表示》课程。 

实验室加强对学科领域前沿科研成果的传授力度，邀请多位国内外专家教

授对学生生介绍相关领域最新科研成果，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对学科的

热情，提升课堂教学及实践环节的教学水平与教学效果。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

流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1）鼓励并组织青年教师及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研讨会。 

2018年，重点实验室 10余篇论文被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等顶级国际

会议录用并发表。 

2）培育发展实验室中青年骨干科技人员，保持本实验室科研人员队伍的合

理结构。 



 

 

陈钱教授团队“全固态电荷倍增图像增强 CCD”获 2018年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杨健教授主持项目“图像结构表征和识别的理论与方法”获江苏省

科学技术一等奖。唐振民教授主持项目“基于先验概率与大数据的道路病害自

动识别关键技术及应用”、郭健教授主持项目“基于能量回馈与自适应控制的

电梯驱动控制与节能技术与应用”获江苏省科学技术三等奖。肖亮教授参与研

制的“红外矿物光谱数据综合处理系统”获得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 

徐胜元教授 2018年入选全球工程学科领域高被引科学家，自 2014年起连

续五年入选。徐胜元获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张姗姗教授、钱建军副教

授获香江学者”计划；宫辰教授、张姗姗教授获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张姗姗教授获 CCF-腾讯犀牛鸟基金奖励、微软“铸星学者”计划、江

苏省“双创博士；唐金辉教授 2018年获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李泽超教授 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吴文俊人工智能优秀青年奖、2018

年 Int’l Conf. on Internet Multimedia Computing and Service 

(ICIMCS)最佳学生论文奖、2018年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中青

年学术带头人，肖亮教授入选 2018年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潘金山教

授获 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宫辰、李广宇、王慧

慧、李义常、王康侃、张姗姗等多名青年教师入选江苏省高校类双创博士。 

 罗雷博士（导师：杨健）获得 2018 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人工

智能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冯世杰（导师：陈钱教授）获得 2018年江苏

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

平论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8月，由 ChinaMM（中国多媒体大会）和快手联合举办的 ”用户兴趣建

模大赛” 在北京落下帷幕。杨健教授和钱建军副教授联合指导的研究生陈佳

鑫（队长）所在团队“伏地魔”摘得桂冠，并赢得 20万人民币大奖。 

9月，任明武、陆建峰、宫辰等教授带领的团队在陆军装备部主办的

“跨越险阻 2018”第三届陆上无人系统挑战赛上分别获得 A组第 4名、第 5

名，获得 G1组亚军、第 4名。 

11月，2018 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复杂动态交通场景视觉认知基础能

力离线测试”在中国常熟的智能车综合技术研发与测试中心拉开序幕。重点

实验室派出的两支参赛队伍 PCALab队和 PCA-地平线队成绩喜人，共斩获四

个测试项目中的两项第一、两项第二。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 项以内） 

序

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发表会议论文 
 

张翼弓 博士 

IEEE Intelligent Vehicles Symposium 

； IEE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Society  

杨健 



 

 

2 发表会议论文 
 

张翼弓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IEEE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Society 

杨健 

3 口头报告 

 

史红 
硕士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宫辰 

4 口头报告 

 

陈硕 
博士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杨健 

5 发表会议论文 闵惠芳 博士 

the 11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yber, Physical and 

Social Computing ； IEEE and 

Dalhousie University 

徐胜元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

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为了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加强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使实验室成为高水

平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基地，本实验室特向国内外设立开放基金课题，用于资

助国内外相关领域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 

2018年，实验室对 5个项目予以立项资助，总经费共计 10.0 万元，其中外

单位立项 3个，占总立项数的 60%。通过设立开放课题促进了实验室和相关研究

单位的科研交流，提高了实验室的知名度。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经费

额度 
负责人 单位 

课题起止时

间 

JYB201801 
面向无人车的元深度多任

务目标跟踪算法研究 
2 范保杰 

南京邮电大学 

 
2018-2019 

JYB201802 

结合解混的高光谱图像融

合计算压缩成像模型与方

法 

2 
孙乐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2018-2019 

JYB201803 

基于3D传感器的任意墙面

多点互动触控技术及其应

用 

2 
余雷 

 
苏州大学 

 

2018-2019 

JYB201804 
面向无人驾驶的车载传感

器及综合技术 
2 

沈伟 

 
南京理工大学 

 

2018-2019 

JYB201805 
面向任务生成对抗网络的

极化 SAR 图像分类 
2 

刘芳 

 
南京理工大学 2018-2019 

 

 

（2）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



 

 

研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

计划、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

填写。 

国内学术交流 

2018年度，重点实验室举办“行知论坛”学术交流活动 50 余场，邀请来自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计算机研究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尔希尔分校、加州

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伦敦大学学院、英国莱斯特大学、伦敦玛丽王后大学、悉

尼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

大学、复旦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京大学、腾讯 AI实验室、微软研究院

等国内外知名大学和机构的专家，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胡卫明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厚强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焦李成教授等。  

成功举办了 2018 年度江苏省“视觉信息表示与深度智能系统”暑期学校

（杨健教授和肖亮教授负责），邀请欧洲科学院院士、IEEE Fellow、 IAPR 

Fellow、国家杰青、长江学者、资深优化与运筹专家、优青、千人、知名青年学

者、国内 Python 杰出讲者等知名专家。 

国际学术交流 

2018年 5月 8日，南京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光学与光子学学会（OPSS），上

海大学、中国激光杂志社、四川大学联合承办了第六届国际光子与光学工程国

际学术会议（icOPEN2018）。 

6 月 3 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农工州立大学四位大学生来我院高维信息智能

感知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展为期 6 周的大学生国际科研体验

（International Research Experiences for Students，IRES)活动。该 IRES

活动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将连续 5 年资助北卡

罗莱纳农工州立大学大学生来我院高维信息智能感知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开展大学生国际科研体验活动。该 IRES 活动旨在增进两校大学生对于机器学

习、数据科学基础知识的了解，激发他们对于科学研究的兴趣，加强大数据分

析基本能力的培养，提升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交流与合作能力。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

外籍 

1 柴天佑 男 院士 72 东北大学 否 

2 徐宗本 男 院士 64 西安交通大学 否 

3 崔向群 女 院士 68 
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

光学研究院 
否 

4 田捷 男 研究员（杰青、长江） 59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 
否 

5 胡德文 男 教授（杰青、长江） 56 国防科技大学 否 



 

 

6 刘成林 男 
研究员（杰青、重点实验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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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 
否 

7 陈熙霖 男 研究员(杰青、副所长) 54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 
否 

8 孙富春 男 教授（杰青） 55 清华大学 否 

9 周  杰 男 教授（杰青、系主任） 51 清华大学 否 

10 周志华 男 教授（杰青、长江） 46 南京大学 否 

11 吴  枫 男 教授（杰青） 50 中国科技大学 否 

12 王涌天 男 教授（杰青、长江） 62 北京理工大学 否 

13 洪建胜 男 研究员，总工 65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 
否 

14 曾志刚 男 教授（杰青） 48 华中科技大学 否 

15 薛建儒 男 教授（长江） 47 西安交通大学 否 

16 吴  飞 男 教授（杰青） 46 浙江大学 否 

17 邹  云 男 教授 56  南京理工大学 否 

18 陈  钱 男 教授（长江、副校长） 55  南京理工大学 否 

19 杨  健 男 教授（杰青、长江、院长） 46  南京理工大学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

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时间：2019年 1月 25日 9：00-12：00 

地点：南京理工大学学术交流中心第六会议室 

出席人员：柴天佑院士（东北大学）、胡德文教授（国防科技大学）、孙富

春教授（清华大学）、周杰教授（清华大学）、查红彬（北京大学）、吴飞（浙

江大学）、周志华（南京大学）、薛建儒（西安交通大学）、王涌天（北京理工

大学）、洪建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陈钱（南京理工大学）、杨健（南

京理工大学）、邹云（南京理工大学）13 位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以及南

京理工大学肖亮教授、金忠教授等 10位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成员。 

会议纪要： 

2019 年 1 月 25 日上午“高维信息智能感知与系统”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

南京理工大学召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学术委员会听取了重点实验室

主任关于 2018年度工作汇报以及青年教师学术报告。学术委员会认为： 

（1）实验室 2018年度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新增核高基重大专项、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国家级

和省部级项目 30余项，总经费 3000余万元；发表 SCI论文 100 余篇；授权发明

专利 30余项。标志性成果获得 2018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项。 

（2）在信息获取与感知器件、高维信息处理与融合等研究方向上取得了新

的进展；在新型全固态电荷倍增 CCD器件及成像组件、无人系统智能感知等方面

形成了特色和优势。 



 

 

（3）实验室队伍建设和运行管理取得了新成绩，2 人入选“万人计划”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2 人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进一步健全了实验室

运行管理制度。 

此外，学术委员会建议：进一步在优势方向上与重大需求相结合，以智能感

知系统凝练研究方向；建议学校加大对实验室的经费支持。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

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

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学校始终将本重点实验室作为重点单位放在优先地位进行建设，积极协调各

方面的工作，全力推进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保障实验室建设的顺利开展。 

学校成立了主管校长负责，科技、人事、财务、国有资产、研究生院、规划

处等部门参加的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委员会，协调解决重点实验室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每年提供运行经费，以及提供其他配套条件和后勤保障。将重点实验室建

设列入学科建设计划，支持相关学科优秀人才在实验室和院系间的流动。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

级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本实验室建成了集科研、教学、试验为一体的多个研究平台，包括多谱图

像融合和分析研究实验平台、大容量图像存储与检索系统平台、复杂系统控制

与优化平台、高性能感知及计算与复杂环境研究试验平台，还包括指挥控制实

验平台、武器智能化实验平台、分布式图象实时处理平台、系统仿真平台。在

地面自主机器人研究方面，本实验室针对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条件下，基于多传

感器信息融合的环境理解、自主导航等问题的研究进行了重点建设。自研和购

置的大型设备和系统包括：越野车辆和微小型机器人移动平台；多种不同类型

的传感器，如红外、微光、可见光摄像机，激光扫描雷达，高精度 GPS，高精度

激光陀螺等；分布式图象处理系统；分布式多智能体控制系统;3D 数字化工厂仿

真软件（芬兰）;机器人协同装配及彩色视觉分拣综合平台（日本发那科）; 脑

机接口实验平台;协作机械臂等。所建成的平台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可以支撑

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条件下，地面自主机器人昼夜自主导航相关技术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