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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人们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

理论探索和技术攻坚。近年来，该领域飞跃式的理论进展和应用普及再次掀起新一

轮高潮，并不断涌现出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技术，成为未来科学技术革命的

重要发源地。人工智能技术将进一步推动关联技术和新兴科技、新兴产业的深度融

合，推动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支点。

基于此，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起主办的中国人工智能大会（CCAI），目前已成

功举办两届，这也是中国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会。秉承前两届大会

宗旨，2017中国人工智能大会（CCAI 2017）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阿里巴巴集团 & 蚂

蚁金服主办，CSDN、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承办。

本次大会持续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和产业界优秀人才，围

绕当前热点话题、核心技术以及大家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并

针对语言智能与应用、智能金融、人工智能科学与艺术、人工智能青年发展四个主题

设立专题论坛。全力打造CCAI——国内人工智能领域产、学、研紧密结合的高端前

沿交流平台。

2017中国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

大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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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人工智能大会组织架构

大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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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主席

杨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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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华
南京大学教授
AAAI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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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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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

谭铁牛
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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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宁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

漆  远
蚂蚁金服副总裁
首席数据科学家



3

CCAI 2017

2017 中国人工智能大会日程安排 

 备注：上述日程可能会有所调整，组委会对会议日程保留最终解释权。

7 月 22 日 大会日程
大会主持人：杨   强      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AAAI Fellow
                    漆   远      蚂蚁金服副总裁、首席数据科学家

时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9:00-09:25 大会致辞
李德毅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谭铁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
王   坚      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

09:25-10:15 L3 的挑战与量产 李德毅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10:15-11:05 深度学习的迁移模型 杨   强      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AAAI Fellow

11:05-11:55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那一面 Toby Walsh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AAAI 执行委员会成员

11:55-12:45 金融智能的发展与应用 漆   远      蚂蚁金服副总裁、首席数据科学家

12:45-13:30 午餐

13:30-15:30 语言智能与应用论坛

论坛主席： 
宗成庆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论坛嘉宾： 
陈恩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CCF 会士
初   敏      阿里云智能语音交互技术总监
黄锦辉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梁家恩      北京云知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CTO
林德康      奇点机智联合创始人、ACL Fellow
刘   挺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俞   凯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研究员、思必驰公司首席科学家

15:30-16:00 茶歇

16:00-18:00 智能金融论坛

论坛主席： 
李小龙      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技术总监

论坛嘉宾： 
邓小铁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致远讲席教授
柳崎峰      香港智能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FDT-AI) 联合创始人兼 CEO
Sudheer Chava      乔治亚理工学院金融学教授、Alton M. Costley 主席
王梦迪      普林斯顿大学运筹与金融工程系助理教授
张胜誉      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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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上述日程可能会有所调整，组委会对会议日程保留最终解释权。

7 月 23 日 大会日程
大会主持人：周志华      南京大学教授、AAAI Fellow
                    宗成庆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8:30-09:20 机器学习在商务智能中的创新应用 Hans Uszkoreit      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科技总监

09:20-10:10 众包中的统计推断与激励机制 周登勇      美国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10:10-11:00 大数据如何帮助“小数据”？ Fei Sha      南加州大学副教授兼 Zohrab A. Kaprielian 工程院士

11:00-11:50 弱监督机器学习研究新进展 Masashi Sugiyama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先进智能研究中心主任

11:50-12:40 构建强健的人工智能：原因及方式 Thomas G. Dietterich    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AAAI 前主席

12:40-13:30 午餐

13:30-15:30 人工智能科学与艺术论坛

论坛主席： 
乔   红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机器人中心副主任

论坛嘉宾： 
刘   燕      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系名誉副教授、机器学习中心主任
史元春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全球创新学院院长
王蕴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
王   颖      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副局长
张   敏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
王   静     《中国科学报》主任记者

15:30-16:00 茶歇

16:00-18:00 人工智能青年论坛

论坛主席： 
朱   军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
李   磊      今日头条科学家、人工智能实验室总监

论坛嘉宾： 
陈一昕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犀牛科技创始人兼总裁
黄民烈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兰艳艳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潘   纲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王   刚      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杰出科学家
张敏灵      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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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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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7年7月22日-23日

举办地点：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杭州洲际酒店）一层杭州厅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2号

会场电话： 0571-89810000

会议签到

 签到时间及地点

签到时间：7月22日 08:00

                  7月23日 07:30

签到地点：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一层杭州厅   签到处

  参会嘉宾领取大会资料包括：胸牌、资料袋

 请您在签到后随身佩戴好胸牌（一卡一人），它将作为您参

会的唯一有效凭证，请务必妥善保管，遗失不补

会议用餐

  大会期间午餐地点：B1层用餐区（德国啤酒屋、食缘餐

厅）、5楼原素西餐厅，请凭餐券上标示的地点至餐厅用餐

会议资料

2017中国人工智能大会设有大会网站，对

本届大会进行详尽说明。如您需要任何

会议资料，欢迎随时登录查阅。

安全须知

 请自觉遵守大会纪律、守时、集体行动

 请自行妥善保管个人贵重物品、证件护照等

 不得携带危险物品、违禁品等进入会场

注意事项

 会场内请勿大声喧哗，保持会场秩序

 不得携带饮料、食品进入会场

 会场内请务必将您的手机调整为静音或振动模式

大会指南

感谢您的仔细阅读和大力协助，祝您参会愉快！

2017中国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

大会官网
http://ccai.caai.cn



7

CCAI 2017

主题演讲    7 月 22 日 

李德毅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L3 的挑战与量产

主讲人介绍：

李德毅，计算机工程和人工智能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人工智能

学会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大

数据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总

参信息化部研究员，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防大学兼职教授。李德毅是被国家

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得何梁何利奖和军队专业技术重

大贡献奖。

杨强   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AAAI Fellow

深度学习的迁移模型

主讲人 /大会主持人介绍：

杨强，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与工程系主任，首位国际人工智能学会华人Fellow（AAAI 

Fellow）, 并为IEEE Fellow等多个国际学术协会的Fellow，ACM TIST和IEEE 大数据期刊

创始主编，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海外副理事长，国际人工智能协会（IJCAI）常务理事，AAAI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曾任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创始主任和2015年国际人工智能大

会（IJCAI）程序主席。主要研究兴趣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是迁移学习领域的开拓者。发表

论文共计400余篇，引用超过三万次。

议题简介：

如何使得深度学习模型变得更加可靠，使得在数据变化的情况下，模型还可以持续可用？在

这一报告中，杨强将解释如何对深度学习模型的不同部分进行量化的理解，使得迁移学习在

深度学习的基础上可以加以发挥。报告会列举不同的应用案例，多角度地阐述迁移学习的深

度模型所带来的优点。



8

CCAI 2017

漆远   蚂蚁金服副总裁、首席数据科学家

金融智能的发展与应用

主讲人 /大会主持人介绍：

漆远，蚂蚁金服首席数据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国家千人特聘专家。目前致力于大规模

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平台的建立及其在蚂蚁金服各项业务的应用。担任过机器学习权威杂志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的执行编辑和机器学习会议ICML的领域主席，获得

过微软牛顿研究奖和美国科学基金NSF Career奖。

议题简介：

“金融”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场景和数据。同时，其复杂性——如复杂网络关系与

风险——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也提出了挑战。本报告介绍蚂蚁金服在金融服务场景中如何发

展 AI 技术——从新的深度学习模型到深度学习与图关系的结合等——来应对这些挑战，分析

如何将新技术创新应用在场景中解决金融服务的关键问题，如风控与智能助理，并且探讨当

下金融智能面临的开放性问题。

Toby Walsh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AAAI 执行委员会成员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那一面

主讲人介绍：

Toby Walsh 是柏林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和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工智能科学教授，负责领导澳大

利亚 ICT 研究卓越中心 Data61 的算法决策理论小组。他被推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研究员，

并获得了久负盛名的洪堡（Humboldt）研究奖以及新南威尔士州州长颁发的 2016 年工程与

ICT 卓越奖。他还曾在英国、苏格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和瑞典担任研究职务，并

于最近入选了澳大利亚首届百强知识明星（Knowledge Nation 100）榜单，该榜单入选人均

为澳大利亚数字革命领域的佼佼者。

议题简介：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快速发展，然而我们开发的许多技术都存在着两面性。我将探讨人工

智能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并介绍如何发展可用于造福社会的技术。我将用自己研究中的一些

案例进行说明，帮助改进现有的食品银行，以及器官银行。

主题演讲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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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登勇   美国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众包中的统计推断与激励机制

主讲人介绍：

周登勇（Dengyong Zhou），美国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在加入微软研究院之前，

周登勇博士曾任职于德国马普研究所智能系统分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telligent 

Systems），以及NEC美国研究院普林斯顿分部的机器学习部。他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

得人工智能专业博士学位，并同时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周登勇博士在微软工作期间

曾获研究院金星奖，以及担任NIPS与其他若干国际会议的领域主席。

议题简介：

众包已经成为当今获取标记数据的基本手段。我们可以通过众包在短时间内以极为低廉的价

格获取大量的标记数据。然而，通过众包获取的数据通常质量不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

服务于众包平台的数据标记员通常缺乏相应的领域知识；二是众包平台没有有效的奖赏机制

激励数据标记员提供高质量的工作。此报告将总结微软雷德蒙研究院过去几年在这个基本的

众包问题的研究与工程上的进展。具体来说，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群体智慧与激励机制两

个方面。在技术上我们融合了机器学习、统计推断、博弈论、心理学以及人机交互。我们的工

作已经应用到微软的诸多产品。

Hans Uszkoreit  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科技总监

机器学习在商务智能中的创新应用

主讲人介绍：

Hans Uszkoreit 是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科技总监，负责领导柏林站点及其语言技

术实验室的工作。他主要从事信息提取、跨语言 IR、问题解答、解析、机器翻译和深层语言处

理等方面的研究。自 2017 年 3 月起，他还被任命为在北京新成立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心（AITC）

总监兼首席科学家。Uszkoreit 于 1984 年获得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博士学位，后来在

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和德国 IBM 担任研究职务。1988 至 2015 年间，他曾在萨尔

布吕肯萨尔州大学担任计算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教授。

议题简介：

在本报告中，Hans Uszkoreit 将介绍如何分析各种来源的数据，用于执行众多的商务智能任务，

如供应链监控、市场调研和产品管理等。其所讨论的方法包含了不同类型的机器学习和基于

知识的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充分利用知识图表和各种其他结构化数据源，实现信息的互为补充。

在此方法中，文本分析管道被嵌入在开源大数据分析平台 Apache Flink 中，能支持近乎实时

地快速处理海量数据。

主题演讲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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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ashi Sugiyama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先进智能研究中心主任

弱监督机器学习研究新进展

主讲人介绍：

Masashi Sugiyama 于 2001 年获得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他自 2016 年起

担任东京大学教授，并于同年开始担任 RIKEN 高级情报项目中心主任。Masashi Sugiyama

的研究领域包括机器学习的理论和算法（如协变量适应、密度比预估和强化学习），以及其在

实际问题中的应用等。

议题简介：

基于大数据的机器学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有许多应用领域都禁止使用大量标签数据。

报告中，Masashi 将介绍他们在监督弱化分类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两组未标记数据分类、

正面数据和未标记数据分类、半监督分类的新方法以及补充标签分类。最后， 还将简要介绍

RIKEN 高级智能中心项目。

Fei Sha  南加州大学副教授兼 Zohrab A. Kaprielian 工程院士

大数据如何帮助“小数据”？

主讲人介绍：

Fei Sha 博士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兼 Zohrab A. Kaprielian 工程院士，同时也是南加州

大学健康数据、系统和算法中心 (DASH) 创始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

他在 NIPS 2006 和 ICML 2004 上获得了优秀学生论文奖。Fei Sha 于 2013 年被选为阿尔

弗雷德·斯隆 (Alfred P. Sloan) 研究院士，于 2012 年荣获陆军研究办公室青年研究员奖，并

成为 DARPA 2010 计算机科学研究小组成员。他拥有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计算机和信息科

学博士学位（2007 年）以及东南大学（中国南京）的理学士和理科硕士学位。

议题简介：

大数据已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的主要推动力。然而对于许多应用问题，由于害怕出

现复杂模型产生的过适现象，人们开始凭借海量数据优化模型。目前看来，数据量似乎已成为

性能上限。 然而在欣喜之余，我们还应记住，还有许多应用场景的数据量极其有限——例如

预测罕见疾病的治疗效果，识别不常出现的视觉对象类型，以及识别言语生成器官受损的用

户所发出的语音。简言之，我们还需要开发适用于小数据的方法。 报告将介绍演讲人所在团

队在该方向的研究成果，并通过 3 个场景阐述：多任务学习、领域适应及零样本学习。该主题

旨在从其他任务和相关（大）数据集中寻求帮助，以研究有关小数据的方法和模型。报告将探

讨相关方法的制定，以及如何将它们运用到实际问题中。

主题演讲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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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G. Dietterich  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AAAI 前主席

构建强健的人工智能：原因及方式

主讲人介绍：

Thomas G. Dietterich 博士是俄勒冈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杰出教授，同时也是机器学

习初创企业 BigML 的首席科学家。作为机器学习技术的先驱之一，Dietterich 发表了 200 多

篇科学论文。他主要研究如何支持人工智能系统轻松处理“未知事件”。他还负责领导各种项

目，如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生物保护、管理入侵物种，以及控制火灾的政策等。他正在运用机器

学习方法自动检测大数据应用中的错误，包括跨非洲水文气象观测站 (TAHMO) 收集的天气

数据（一个遍布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项目）。Dietterich 是美国科学进步协

会、美国计算机协会和美国人工智能协会的会员。他曾是美国人工智能协会的前任主席，国际

机器学习协会的创始主席，以及《机器学习》期刊的前执行编辑。

议题简介：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各种应用中广泛使用。由于其中一些应用可能会对人类生活或经济造成威

胁，因此我们需要寻找相应的算法和方法来确保人工智能系统行为安全。本报告将介绍用于

保证安全行为的方法，并综合考虑“已知的未知”情况（对不确定情形有一个明确的模型）以

及“未知的未知”情况（模型不完整或错误）。最近，Thomas 的团队针对生态系统管理进行

了风险敏感型规划，并针对机器学习技术在开放领域应用进行了异常检测。报告将展示从这

些工作中获取的示例。

周志华  南京大学教授、AAAI Fellow

大会主持人

大会主持人介绍：

周志华，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教授，主要从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领域的研究。著

有《Ensemble Methods: Foundations and Algorithms》、《机器学习》，曾获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亚太数据挖掘卓越贡献奖等。美国计算机学会（ACM），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

国际人工智能学会（AAAI），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国际模式识别学会（IAPR），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等学会的会士（Fellow）。

主题演讲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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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论坛    7 月 22 日    

语言智能与应用论坛

宗成庆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论坛主席 /大会主持人介绍 :

宗成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和

人机对话系统等相关研究，主持国家项目20余项，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和译著各

一部。目前担任国际计算语言学委员会（ICCL）委员、亚洲自然语言处理联合会（AFNLP）

副主席、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和CCF中文信息技术专委会

副主任。他是学术期刊ACM TALLIP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自动化学报》副主编、

IEEE Intelligent Systems编委等，曾任国际会议ACL 2015程序委员会主席、ACL 2009

讲座主席、IJCAI 2017领域主席、COLING 2010组委会主席和IJCNLP 2017大会主席，

2014~2015担任ACL-SIGHAN专委会主席。曾获PACLIC 2009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中国

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201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陈恩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CCF 会士

嘉宾介绍：

陈恩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CCF会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现任计算机学院副院长、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国家工

程实验室副主任、大数据分析及应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大数据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计算机学会理事长。2014年全国数据挖掘会议程序委员会主席、

2015年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 2015）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2015年全国大数据会议程序

委员会主席等。学术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Man and Cybernetics: System、

WWW Journal等的编委，在TKDE、TMC、TKDD、TIST等期刊和KDD、SIGIR、ICDM、

CIKM等会议发表论文100余篇，获数据挖掘领域重要国际会议KDD 2008最佳应用论文奖、

ICDM 2011最佳研究论文奖、SDM 2015最佳论文提名，2012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论坛主席 / 大会主持人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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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敏   阿里云智能语音交互技术总监

嘉宾介绍：

初敏，阿里云智能语音交互技术总监，2009年加入阿里巴巴，负责语音、自然语言交互等方面

的研发工作，研发成果已经在阿里实际应用。一方面帮助阿里集团客服和蚂蚁金融客服团队

的服务智能化快速推进，另一方面把智能语音交互技术做成YunOS的基础能力，使Powered 

by YunOS的各种设备都能通过语音交互来体验云上丰富多彩的数据服务。此外，手机淘宝、

支付宝钱包、钉钉等阿里系重量级APP也都逐步具备了语音交互能力。加入阿里之前，初敏

博士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从事科学研究将近10年，创建并领导语音合成研究小组。研制出了第

一个中英文双语语音合成系统“木兰”，被誉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的前5年中取得的10大技

术突破之一，并由此孵化出了一个植根于北京、专门从事语音合成产品开发的产品部门。发表

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并拥有20多项国家和国际发明专利。

黄锦辉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嘉宾介绍：

黄锦辉，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教授、创新科技中心主任，

同时担任高可信软件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香港中文大学分实验室）主任、哈尔滨工业大

学深圳研究院特聘教授，以及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客座教授。黄锦辉教授毕业于英国

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Heriot-Watt University (Scotland), UniSys (Scotland)

以及德国ECRC从事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文信息处理及数据库，在世界各学术刊

物及会议上有超过250余篇著作，是ACM Transactions on Asian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创办人及总编辑。黄锦辉教授于2011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荣誉勛章，

以表扬其对香港资讯科技界发展做出的贡献。

主题论坛    7 月 22 日    

语言智能与应用论坛

嘉宾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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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恩   北京云知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CTO

嘉宾介绍：

梁家恩，北京云知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CTO。他于2001年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本科毕业，之后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毕业，获得模式识别与

智能系统专业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留在中科院自动化所工作，负责自动化所高技术创新中

心语音识别核心技术研发组，多次获国家“863”语音识别核心技术评测第一名，并负责语音

技术在广电、安全和教育领域产业应用。2009年首次实现英语口语自动化评估在正式中考应

用。2011年加入盛大创新院语音主题院，2012年创立北京云知声，率先实现深度学习语音识

别产业化应用，打造面向物联网的“云端芯”产品体系，在智能家居、车载、医疗、教育等领

域率先实现规模化产业落地，累计融资超过一亿美元，多次上榜福布斯中国成长最快科技公

司、中国家博会（AWE）艾普兰核心奖、科技部独角兽企业排行榜等。

林德康   奇点机智联合创始人、ACL Fellow

嘉宾介绍：

林德康，北京奇点机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会士（ACL Fellow）。

前Google研究院高级管理科学家（senior staff research scientist），在加入Google之前担

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计算机教授。他在自然语言处理及理解领域总共发表过90余篇论文，

其研究总计被引用超过14000次。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后赴英国

求学，又转入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读取计算机博士。先后任职阿尔伯塔大学副教授、正教授，

任教期间主要从事自然语言理解研究，研究成果包括一款基于最简原则的英文语法分析器

Minipar和一种用非监督学习同义词组的方法。后在美国Google研究院担任高级管理科学家，

是Google搜索问答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一个由科学家及工程师组成的团队，

将Google搜索问答系统从一个基础研究项目逐步发展推广成为一个每天回答两千万问题的

产品。林德康教授还多次担任计算语言最高学术机构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ACL（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的领导职务，包括：ACL 2002程序委员会联合主席、

ACL2011大会主席、ACL 2007北美分会执行委员等。

嘉宾

嘉宾

主题论坛    7 月 22 日    

语言智能与应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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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挺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嘉宾介绍：

刘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社会计算与信息检索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

理和社会计算，是国家973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负责人。研制出语言技术平台

LTP、中文语言知识图谱“大词林”，被业界广为使用。多次担任国家863重点项目总体组专

家、973项目专家组成员、基金委会评专家，入选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国计算

机学会（CCF）理事、CCF哈尔滨主席；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社会媒体处理专委会主

任；曾任国际顶级会议ACL、EMNLP领域主席，多次担任全国学术会议（SMP、CCIR）的大

会主席、程序委员会主席。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钱伟长中文信息处

理科学技术一等奖。

俞凯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研究员、思必驰公司首席科学家

嘉宾介绍：

俞凯，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研究员，苏州思必驰公司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本科、硕士，剑

桥大学博士。长期从事语音语言处理、人机交互及机器学习的研究和产业化工作。中组部青

年千人，NSFC优青，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IEEE高级会员，目前中国大陆高校唯一

的IEEE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ical Committee成员。中国计算机学会

人机交互专委会、声学学会语音语言、听觉及音乐分会委员，中国语音产业联盟技术工作组

副组长。研究兴趣涉及自然语音语言交互的多个核心技术领域，发表国际期刊会议论文100余

篇，获4篇最优论文奖，担任InterSpeech、EUSIPCO等国际会议语音识别、口语对话系统领

域主席。他所搭建的语音识别系统曾获得美国国家标准局和美国国防部内部评测冠军；负责

设计实现的认知型对话系统获得首届国际口语对话系统挑战赛可控测试冠军等。他创立苏州

思必驰公司，进行智能语音及对话技术的产业化，入选2016高盛全球人工智能报告“AI Key 

Players”及2017年Gartner“Cool Vendors for AI”。

嘉宾

嘉宾

主题论坛    7 月 22 日    

语言智能与应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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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   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技术总监

论坛主席 /主持人介绍 :

李小龙，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技术总监，计算机博士，研发方向是搜索引擎、数据挖掘、机器

学习算法、大规模机器学习框架、深度学习和对话机器人。之前在美国微软公司西雅图总部

工作近9年，任Bing搜索查询理解组主任开发组长。2014年7月加入阿里巴巴数据科学研究院

（iDST）任资深技术专家，带领位于西雅图、硅谷、北京和杭州的一支跨国团队研发的大规模

分布式机器学习平台-参数服务器荣获2015年阿里巴巴集团“优秀算法平台”奖第一名。

邓小铁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致远讲席教授

嘉宾介绍：

邓小铁，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致远讲席教授，曾获得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中国科学院硕

士学位以及斯坦福大学博士，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加拿大约克大学任教。在

此之前, 他是西门弗雷泽大学的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理事会国际博士后研究员。因

为对算法和博弈理论交互研究的贡献，于2008年获选ACM会士。2013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目前的重点研究算法博弈理论包括均衡分析和机制设计, 并应用于互联网经济学金融学。近期

对机器学习方法论和博弈论方法论的交互应用极为关注，特别是竞争环境下的利益攸关个体之

间基于数据的相互学习，以及在金融数据获取策略分析、最优动态对策和均衡分析的应用。

主题论坛    7 月 22 日    

智能金融论坛

论坛主席 / 主持人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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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heer Chava   乔治亚理工学院金融学教授、Alton M. Costley 主席

嘉宾介绍：

Sudheer Chava，乔治亚理工学院金融学教授、Alton M. Costley主席，同时担任舍勒金融区

协调员及北美排名前十的乔治亚理工学院定量与计算金融（QCF）硕士课程（数学学院、工

业系统工程系和舍勒商学院联合课程）主任。此外，他还担任乔治亚理工学院信息安全和隐

私研究所风险管理副主任。 Chava博士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金融科技、银行业务、信用风

险、居民投资、借贷和消费决策及风险管理。他在顶级金融学术期刊上就相关课题发表过大

量文章，为多家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并开展了有关金融科技和银行业务重组方面的管理

教育课程，还担任了一些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顾问。2003年，Sudheer Chava获得了康乃尔

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获得了印度管理研究所邦加罗尔分校的MBA学位及计算机科

学工程本科学位，并在印度一家领先的投资银行担任过固定收益分析师。

柳崎峰   香港智能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FDT-AI) 联合创始人兼 CEO

嘉宾介绍：

柳崎峰，香港智能金融科技有限公司（FDT-AI），联合创始人 & 首席执行官 & 首席数据科学

家，重点从事智能金融科技领域研发，包括：智能监管科技、智能教育、智能投资、智能交易。

他曾在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取博士学位，专业是模式识别与智能系

统。之后在Yahoo! Lab、Samsung Lab和芯片SoC等公司工作12+年。 他在IEEE/ACM等国际

会议和杂志上发表了20+篇论文，获得了国内外20+专利，感兴趣的领域包括：智能金融科技、

人工智能、大数据、搜索引擎和推荐系统、计算机视觉、SoC图像芯片设计等几个方面。

主题论坛    7 月 22 日    

智能金融论坛

嘉宾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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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迪   普林斯顿大学运筹与金融工程系助理教授

嘉宾介绍：

王梦迪，普林斯顿大学运筹与金融工程系助理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13年在24岁时于麻省

理工学院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专业取得博士学位，师从Dimitri P. Bertkekas教授，研究

方向包含：增强学习、随机最优化算法、大规模和分布式优化算法、统计机器学习及其在智

能金融和智能医疗领域的应用。其在NIPS\ICML\AISTATS等顶尖机器学习国际会议以及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SIam Optimization等顶级运筹学术期刊共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王梦迪博士于2016年获得国际数学规划学会颁发的青年学者奖，同年还获得普林斯顿工程创

新奖，并于2017年获得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事业奖（NSF Career Award）。

张胜誉   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嘉宾介绍：

张胜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同时担任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国立

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访问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增强学习，资源分配，量

子计算等方面的算法与复杂性分析，及其在经济和金融科技方面的应用。张胜誉教授本科毕

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人工智能实验室，师从应明生教授，博士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师从于姚期智教授。后在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系及量子信息

中心做博士后研究。担任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等期刊的编委。在STOC/FOCS/

SODA/ICALP/ICML/QIP等会议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嘉宾

嘉宾

主题论坛    7 月 22 日    

智能金融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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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红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机器人中心副主任

论坛主席 /主持人介绍 :

乔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动态视

觉、机器学习、生物认知方法等相关研究。乔红博士1995年毕业于英国De Montfort大学，获

工学博士学位，目前担任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中心副主任、精密感知与控制中心首席

科学家、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中科大智能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副主任。

刘燕   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系名誉副教授、机器学习中心主任

嘉宾介绍：

刘燕，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系名誉副教授、机器学习中心主任。她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计算机

硕士及博士学位。2006年-2010年在IBM研究院担任研究员。她的主要研究项目是时间序列

和时空序列数据的分析与学习，曾经多次组织该课题的研讨会和邀请讲座。研究成果被广泛

应用到交通预测、医疗、环境、智能生产和其他领域中。她曾经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奖、

大川基础研究奖、ACM论文奖荣誉奖（全球计算机博士论文最高奖项）、暹罗数据挖掘国际

会议最佳论文奖，以及雅虎、IBM、Facebook学院奖。

史元春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全球创新学院院长

嘉宾介绍：

史元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全球创新学院院长。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学士、硕士、博士。

1993年起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任教，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人机交互与媒体集成研究所

所长。2013年-2016年兼任青海大学计算机系系主任。她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机交互、普适

计算、多媒体、网络教育技术等，主持国家十三五重点专项等国家研发计划项目。其科研成果

近年连续获得国际人机交互领域顶级会议最佳论文奖，并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史元春

教授于2015年10月起担任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GIX院长。

主题论坛    7 月 23 日    

人工智能科学与艺术论坛

论坛主席 / 主持人

嘉宾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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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蕴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

嘉宾介绍：

王蕴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图象图形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交互专业委员会主任，计算机学会推荐的A

类学术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Forensics and Security编委，IEEE Senior 

Member。在模式识别与图像理解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人脸识别、步态识别、虹膜识别、

物体识别、信息隐藏检测方面的成果被广泛引用。作为负责人已主持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

863项目、973课题16项。虹膜识别的文章被评为《自动化学报》50年来最具影响力论文。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PAMI等权威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国际会议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发表

论文被Google Scholar引用9千余次，获得授权国家专利14项。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3年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

王颖  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副局长

嘉宾介绍：

王颖，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副局长，曾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软件学院副院长、计算

与通信工程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她长期从事教育信息化、工程计算可视化

和会计信息化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863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

目、北京市自然基金项目以及技术开发项目10余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出

版专著、译著和教材5部，培养硕士博士30余人。曾先后获得中科院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标

准创新贡献一等奖、河南省教育厅科技成果一等奖、河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等。担任中国会计

信息化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科技委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嘉宾

嘉宾

主题论坛    7 月 23 日    

人工智能科学与艺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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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

嘉宾介绍：

张敏，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检索、个性化

推荐、用户建模。现任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中心实验室科研副主任、教育部-微软网

络与媒体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1999年和2003年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分别获得学士和博

士学位。曾在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微软亚洲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访问

研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包括JIR、IJCAI、SIGIR、WWW、CIKM、WSDM等重要的国际期

刊和会议，已获授权专利11项。参加相关领域著名国际标准评测TREC，多次取得多项任务第

一名。组织国际著名评测NTCIR的INTENT（意图挖掘）任务。担任重要国际期刊TOIS编委，

国际会议WSDM 2017和AIRS 2016程序委员会共主席，SIGIR、WWW、CIKM、WSDM、

KDD、ACL、AIRS等重要国际会议的领域主席、资深审稿人或审稿人，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获得2016年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王静  《中国科学报》主任记者

嘉宾介绍：

王静，《中国科学报》主任记者。从事科技新闻报道近30年，多部新闻作品获国家奖。如《她用

心灵之光照亮黑暗》获科星奖一等奖，《与隐形敌人斗争的日日夜夜》获中宣部、全国记协评

选的优秀作品奖。著有《创新人物风采录》、《信步风云》人物传记。参与写作报告文学《国家

荣誉》一书，撰写《数字之舞——首位国家科技大奖获奖人吴文俊》。

嘉宾

嘉宾

主题论坛    7 月 23 日    

人工智能科学与艺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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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

主席介绍 :

朱军，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特别研究员、智能技术

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2001年和2009年分别获清华大

学计算机学士和博士学位，之后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回清华大学任教。

主要从事机器学习、贝叶斯统计等基础理论、高效算法及相关应用研究，在国际重要期刊与

会议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担任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顶级杂志IEEE PAMI的编委、《自动化

学报》编委，担任机器学习国际大会ICML 2014地区联合主席，ICML（2014-2016）、NIPS

（2013、2015）、UAI（2014-2016）、IJCAI 2015、AAAI（2016、2017）等国际会议的领域

主席，中国计算机学会学术工委主任助理。

李磊   今日头条科学家、人工智能实验室总监

论坛主席 /主持人介绍 :

李磊，今日头条科学家、人工智能实验室总监，原百度美国深度学习实验室少帅科学家。本科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ACM班，博士毕业于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毕业论文获美

国计算机学会数据挖掘委员会SIGKDD最佳博士论文之一（第二名）。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作博士后研究，先后短期任职于微软研究院、Google、IBM TJ Watson研究中心。 李

磊博士研究兴趣为深度学习、概率模型与推理、自然语言理解、以及时间序列分析。在国际顶

级学术会议NIPS、ICML、ACL、KDD、VLDB、Siggraph/SCA、Eurographics等发表学术

论文30余篇，拥有三项美国技术发明专利。曾先后担任ICML、KDD、SDM、IJCAI、AAAI、

ECML/PKDD等国际会议大会议程委员及多份专业学术杂志审稿人，担任2017 KDD Cup联

合主席，曾受邀参与美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2014年在高级机器学习与概率编程暑期学

校担任讲师，主讲贝叶斯逻辑（BLOG）。

主题论坛    7 月 23 日    

人工智能青年论坛

论坛主席

论坛主席 /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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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论坛    7 月 23 日    

人工智能青年论坛

陈一昕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犀牛科技创始人兼总裁

嘉宾介绍：

陈一昕，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协和医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犀牛科技创始人

兼总裁，美国体育社交网站LockerDome联合创始人，曾任中国联通大数据/云计算首席科学

家。 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医疗大数据。其研究连续承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国

家卫生局、能源部、美国微软公司、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日本富士通集团、美国巴

恩斯犹太医疗基金项目。其研发的慢性病预警模型获得2015年全美医疗信息化大会最佳论文

奖，并在美国多家顶级医院落地使用。曾获KDD 2014最佳学生论文奖和AAAI 2010最佳论

文奖，2004年和2006年国际人工智能规划竞赛冠军。任TKDE和JAIR等杂志编委。

黄民烈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嘉宾介绍：

黄民烈，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2013年入选北京市世纪人才计划。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

深度学习、机器学习方法与应用，自然语言处理如自动问答、人机对话系统、情感分析等。已

有40多篇论文发表在ACL、IJCAI、AAAI、EMNLP、KDD、ICDM、CIKM等国际主流会议及

期刊上。曾担任多个国际顶级会议的领域主席或高级程序委员，如IJCAI 2017、ACL 2016、

EMNLP 2014/2011等。

兰艳艳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嘉宾介绍：

兰艳艳，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她所从事的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互联网搜索与挖掘，累计在相关领域重要会议和期刊（包括ICML、NIPS、AAAI、IJCAI、

SIGIR、WWW等）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发表在SIGIR 2012的论文获得最佳学生论文

奖。她还是包括SIGIR、NIPS、TOIS、TKDE等多个CCF-A类会议和期刊的程序委员会委员

或审稿人。她曾获得微软学者，“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一等奖等奖项，入选微软铸星计

划和中国科学院青年促进会。

嘉宾

嘉宾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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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纲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嘉宾介绍：

潘纲，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导，CCF-IEEE CS青年科学家奖、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普适计算、混合增强智能等，已发表论文

120余篇（包括IEEE TPAMI、ACM Computing Surveys等一流刊物，及CVPR、 ICCV、 

IJCAI、 UbiComp等一流会议），授权发明专利25项。获ACM/IEEE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及

最佳论文提名奖5次，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入选2016年中国高

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目前担任《ACM IMWUT》、《IEEE Systems Journal》、《Chinese 

Journal of Electronics》等期刊编委。

王刚   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杰出科学家

嘉宾介绍：

王刚，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杰出科学家。在加入阿里巴巴之前，他在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任终身教授（副教授）。他为人工智能领域最顶尖杂志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的编委（Associate Editor）, 也是顶级会议如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和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的领域主席（Area Chair）。在2016年，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大学技术评论杂志主办

的亚洲区35岁以下青年创新奖，并数次获得了PREMIA最佳论文奖。他在深度学习上有较深的

研究积累，所提出的一些算法被国际同行广泛采用，并在ImageNet竞赛上连续获得佳绩。

张敏灵   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嘉宾介绍：

张敏灵，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分别在2001年、2004年和2007年于南京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现任中国计

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机器学习专委会秘书长等。担

任《ACM Trans. IST》、《Frontiers of Computer Science》、《Neural Networks》和《软件学

报》编委，《Machine Learning》等期刊客座编辑，以及ACML 17、PRICAI 16、CCFAI 17程序

主席，AAAI 17、IJCAI 17、ICDM 17等国际会议领域主席或高级程序委员。获NSFC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2012年度）、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2015年度）等。

嘉宾

嘉宾

嘉宾

主题论坛    7 月 23 日    

人工智能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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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智能学会（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AAI）成立于1981年，是在国家民政部正式注册

的我国智能科学技术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学会，是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的正式团体会员，具有推荐“两院院士”的资格，于2011年

设立“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奖项，并创办了中国智能博览会、“华为

杯”全国大学生智能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博弈大赛、全

国缩微智能车竞赛等规模化、系列化的学术活动。 

学会自主创办了多个高水平系列化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学

术交流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学会在多地举办丰富的学术

交流活动，为智能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展示、交流、融合科研成果

的平台，有效地促进了智能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自第六届

理事会以来，按照学会学术活动计划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学术交

流活动，并通过探索创新，面向产业界和学术界分别打造了多

个会议品牌，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学会主办的出版物有：公开刊物《智能系统学报（CAAI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中文核心期刊)；内

部刊物《智能技术学报（CAAI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echnology）》、《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学会通讯》青年

专刊、《AI学者》网络文摘等中文杂志，另有在日本出版的英文

刊物《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Intelligence》。 

学会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开展人才奖励与举荐工作，

同时发挥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优势，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举荐

人才作为人才建设的抓手，为促进人才队伍的建设做了大量的

工作，收效良好。例如，第六届理事会期间，学会在“吴文俊人

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评选、“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评选、“学会先进个人”评选和院士推荐等工作中，表彰

了一批优秀青年才子，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优秀研

究成果。 

当前，政府逐步加大职能转移力度，给予社会组织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学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充分发挥学会的学术资源优

势，探索开展建议和咨询等社会服务工作，积极拓展服务领域

与服务范围，提升学会活力，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持。 

智能既是信息的精华，又是生命体的灵魂。智能科学技术已经

在我国国民经济、社会民生和国家安全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同时也已经引起社会各行各业的高度重视。中国人工智

能学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学会将孜孜不倦、开拓创

新，努力融合我国智能科技领域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企业、

专家学者、学生群体，积极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科技在教育、科

研、开发、应用等各个领域实现新的更大的发展。

主办单位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学会网站：http://caai.cn

学会微信公众订阅号：CAAI-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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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我们为商家、品牌及其他提供产品、服务和数字内容的企业，提

供基本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营销平台，让其可借助互联网的

力量与用户和客户互动。我们的业务包括核心电商、云计算、数

字媒体和娱乐以及创新项目和其他业务。我们并通过所投资的

关联公司参与物流和本地服务行业。

我们旨在构建未来的商务生态系统。我们的愿景是让客户相

会、工作和生活在阿里巴巴，并持续发展最少102年。

• 相会在阿里巴巴：我们每天促进数以亿计的商业和社交互动，

包括用户和用户之间、消费者和商家之间以及企业和企业之间

的互动。

• 工作在阿里巴巴：我们向客户提供商业基础设施和数据技术，

让他们建立业务、创造价值，并与我们的其他生态系统参与者

共享成果。

• 生活在阿里巴巴：我们致力拓展产品和服务范畴，让阿里巴巴

成为我们客户日常生活的重要部份。

• 102年：阿里巴巴集团创立于1999年，持续发展最少102年就

意味着我们横跨三个世纪，能够与少数取得如此成就的企业匹

敌。我们的文化、商业模式和系统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让我们

得以持续发展。

阿里巴巴集团由曾担任英语教师的马云为首的18人，于1999年

在中国杭州创立。我们的创始人创办本公司是为了维护小企业

的利益，他们相信互联网能够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小企业

通过创新与科技扩展业务，并在参与国内或全球市场竞争时处

于更有利的位置。

主办单位

阿里巴巴集团

蚂蚁金服是一家为世界带来普惠金融服务的科技企业。

蚂蚁金服起步于2004年成立的支付宝。2014年10月，蚂蚁金服正

式成立。

蚂蚁金服以“为世界带来更多公平的机会”为使命，致力于通

过科技创新能力，搭建一个开放、共享的信用体系和金融服

务平台，为全球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提供安全、便捷的普惠金

融服务。

Ant Financial is a technology company that brings the world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Originating from Alipay launched in 

2004, Ant Financial i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2014.

With the mission of “bring the world equal opportunities”, 

Ant Financial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n open and shared 

creditworthiness system and financial service platform to provide 

con sumers and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with secure and 

convenient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蚂蚁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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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

CSDN

CSDN（www.csdn.net）创立于 1999 年，是中国最大的开发

者服务平台，也是全球最大的中文 IT 技术社区。拥有 5000

万注册用户以及 60 万注册企业及合作伙伴。CSDN 定位于

企业和开发者的基础需求，拥有知识服务和开发服务两大服

务体系，帮助企业、团队及个人实现产品与技术的突破与提

升。依托 CSDN 社区博客、知识库、下载、学院等资源扩大

并加速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为用户提供技术订阅、培训等知

识和信息共享服务；依托强大的技术团队、领袖级的专家资

源及丰富的行业经验，在提升效率、节约成本、加强协作等

方面成功服务国内外千余家知名企业。

旗下拥有：

• 全球最大中文 IT 技术社区：csdn.net

• 代码托管 + 社交编程平台：code.csdn.net

• 软件开发工具一站式电子商务平台： mall.csdn.net

• 权威 IT 专业技术内容服务平台：《程序员》电子刊

• 中国最大技术管理者平台：CTO 俱乐部 

微信公众号：CSDNnews CSDN官方微博扫描二维码，下载CSDN移动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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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成立于 1956 年 10 月，是我国最早

成立的国立自动化研究机构。1968 年，为加速我国空间技

术的发展，自动化所整建制划入空间技术研究院，更名为空

间控制技术研究所，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二研究所。

1970 年，根据自动化学科技术发展的需要，中国科学院重建

自动化研究所。 

六十多年来，自动化所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科

技发展和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建国发展初期，自动

化所开拓了我国的控制科学，为“两弹一星”做出了历史性

的贡献；改革开放年代，自动化所开创了我国模式识别智能

信息处理的新领域，并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

试，创立了享誉中关村的中自集团。2011 年底，自动化所进

入中国科学院“创新 2020 工程”。全所围绕科技创新、科

技成果产业化、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

文化建设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创新试点，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为研究所的创新跨越、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动化所现设科研开发部门 12 个，包括模式识别国家重点

实验室、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专用集

成电路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分子影像重点实

验室、高技术创新中心、综合信息系统研究中心、数字内容

技术与服务研究中心、精密感知与控制研究中心、空天信息

研究中心、脑网络组研究中心、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

类脑智能研究中心。还有若干与国际和社会其他创新单元共

建的各类联合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另有汉王科技、三博中自

等十余家持股高科技公司。 

截至 2016 年底，自动化所共有在职职工 849 人，其中科技

人员 795 人，科技支撑人员 54 人。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人、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1 人、研究员及正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94 人，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227 人。共有国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 4 人，IEEE Fellow 8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

计划”入选者 22 人，“西部之光”人才入选者 2 人；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3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3 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4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入选者 8 人。 

自动化所是 198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博士、硕

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现有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模式识

别与智能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和社会计算 4 个专业二级学

科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并设有控制科学与工程 1 个专

业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共有在学研究生 696 人 ( 其中博

士 378 人，硕士 318 人 )，在站博士后 47 人。 

近年来，自动化所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30 余项。发表论

文数量逐年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专利申请和授权量连年攀

升，多年位居北京市科研系统前十名绘制的“脑网络组图谱”

第一次建立了宏观尺度上的活体全脑连接图谱。获得国际同

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虹膜识别核心技术突破国外封锁，通

过产学研用相结合走出“中国制造”之路；基于自动化所语

音识别技术的“紫冬语音云”在淘宝、来往等阿里巴巴旗下

移动客户端产品中得到推广；“分子影像手术导航系统”通

过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安全性及有效性检测认证并进入临床

应用；万亿次极光代数运算处理器完成芯片前端设计，在智

能电视、无线通信、超算等示范应用系统推广方面取得重要

进展；与中国日报社合作构建“全球媒体云”综合平台，受

到广泛好评；研制的机器海豚实现了 1.5 倍体长的最高直线

游速，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机器海豚完全跃出水面；“智

能视频监控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分别成功应用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安保工作中，为社会安

全贡献自己的力量；“基于 ACP 方法的石化企业智能管理

系统及应用”先后应用于茂名石化、齐鲁石化，为实现企业

生产管理的精细化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并荣获“中国石油与

化工自动化行业科技进步一等奖”；科学艺术中心创作的《动

物狂欢节》、《麋鹿传奇》、《兔子镇的火狐狸》分获第 12 届、

第 13 届、第 14 届电影华表奖优秀动画片奖…… 

新的征程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努力创建规范高效、

民主和谐、环境优美、具有强大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国际知名的国家研究所，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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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合作伙伴（排名不分先后）

犀牛科技 是一家医疗健康大数据技术服务提供商，公司聚

焦在大数据技术（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可解释学习、

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等）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实现。 

作为国内医疗健康大数据领跑者，犀牛科技拥有世界顶级

的人工智能专家、国际一流的大数据算法及数据挖掘能力、

行业领先的大数据云平台，以“释放医疗健康大数据的无

限价值”为定位目标，搭建传统医疗健康数据与未来医疗

产业变革的桥梁。犀牛科技目前主营业务：（1）含有面向

机构的大数据慢病管理平台；（2）面向个人的居家脑卒中

管理套餐；（3）面向医院集团的智能服务管理云平台；（4）

以及医养地产健康服务综合平台。

标贝（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于互联网综合数据服

务的公司，包括文本数据、语音数据、图像数据等多种类型。

标贝凭借在数据加工处理方面的优势，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快速、准确的专业数据服务，从而帮助客户盘活各类大数

据资源，充分挖掘海量数据中有价值的信息，实现数据价

值最大化，以推动相关技术、应用和产业的创新。 

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并在全国范围内有多个合作密切的专

业数据采集、处理团队，可以满足在不同地区收集数据的

需求。以语音数据为例，可采集、加工普通话、英语、粤语、

日语、韩语及方言等各类数据，以支持客户进行语音合成

或者语音识别系统的研发工作。凭借专业的数据加工能力，

公司已与国内外多家企业及研究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并成功为其提供数据服务。

BasicFinder 致力于提供快速，高效，安全和高质量的面向

人工智能领域的大数据采集与标注服务。拥有 12 家下辖专

业化生产车间及 2000 余名全职数据操作员，BasicFinder 运

用自身高效培训、管理体系以及专业的软硬件设施为客户

的 AI 引擎增添强劲数据动力。

Logo释义：
        标志使用声波震动的图像展示，有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美，契合企业大数据加工处理，综合性数据云储存的业务。
        标志的色彩使用深蓝和浅蓝组合而成，蓝色是科技行业的专属颜色，既有科技感，又有永恒的象征。蓝色非常纯净，代
表着美丽、冷静、理智、安详与广阔，代表着科技的沉稳、准确、强调科技和效率。
        公司名字“标贝”俩字原创设计，具有艺术的美感。艺术需要科学的手段表达情感，科学需要艺术模式说服世界。字体
设计不带棱角，表现艺术和科技融合的最高境界，表达企业志存高远的愿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tomation and Computing（IJAC）

是一本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英国

旅英华人自动化与计算学会主办的全英文学术期刊，与

Springer 合作出版，重点报道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计算

等相关学科的前沿和热点，已被 EI、INSPEC、Scopus 、

ACM 等 10 余家国际数据库收录，被评为“中国最具国际

影响力学术期刊”（Top5%），并连续两次获得“中国科技

期刊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资助。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见 期 刊 主 页：http://link.springer.com/

journal/11633 和 http://www.ijac.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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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CAA Journal of Automatica Sinica (JAS)，刊名中文为

《自动化学报》（英文版），在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

提升计划支持下，创刊于 2014 年，由中国自动化学会和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主办，与 IEEE 合作办刊。JAS 报道

自动控制、人工智能、智能控制、模式识别、信息处理、机

器人等自动化领域热点和前沿方向的研究进展，是一本全

英文学术期刊。JAS 被 IEEE, EI，Inspec, Scopus, SCImago, 

CSCD 等国内外数据库收录。根据 2017 年 Elsevier 发布的

期刊引用分数榜单，JAS 的 2016 年 CiteScore 分值为 2.16，

在“控制与系统工程”学科类别的 211 个学术出版物中排

名第 56，位于前 26%。 在 JAS 所属的另外两个学科“信息

系统”和“人工智能”的排名分别位于前 27% 和 33%。

在线投稿：https://mc03.manuscriptcentral.com/ieee-jas 

浙江投融界网络有限公司是一个专业的融资服务平台。前

身是始建于 1995 年的浙江省浙商投资研究会（原浙江省

经济建设开发促进会）。投融界通过“线上服务与线下服

务并重，标准化推送与个性化需求互补”的特色服务体系，

专注于打造资本与项目精准对接的平台，提高资本找项目、

项目找资本的效率和成功率。投融界凭借自身平台强大的

整合能力，建立了全国性的资金信息和项目信息数据库，

成为国内领先的融资服务平台。投融界目前拥有项目方

180 万家，每天平均新增项目 4000 余个；拥有资金方 30

万家，总持有资金超过 50000 亿，成功对接融资千余亿元，

切实提高企业投融资活动成功率，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的问题。

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发起设立，获得林州重机集团控股、联想控股、中关村发

展集团投资的企业，是目前国内唯一掌握成熟虹膜识别技

术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中科虹霸虹膜识别核心技术源自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十多年积累的科研成果。技术团队从虹膜图像信息获取的源

头进行系统创新，从单目到双目、从静态到动态、从近距

离到远距离虹膜识别，先后经历三次技术革新，全面突破

了虹膜识别领域的成像装置、图像处理、特征抽取、识别

检索、安全防伪等一系列关键技术，解决了虹膜识别易用性、

鲁棒性、安全性、实时性的应用瓶颈。

中科虹霸专业从事生物特征识别、信息安全等领域的技术

研究、产品开发与成果转化。目前，中科虹霸的虹膜识别

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家安全部门、公共安全、金融安全管理、

移动终端、矿山安全生产等众多领域，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

效果，得到了广大用户的高度认可，真正的将我国自主产权

的技术推向了市场，打造了中国虹膜识别领域的民族品牌，

提升了中国生物识别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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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社区 (www.epubit.com.cn) 是人民邮电出版社旗下 IT

专业图书旗舰社区，也是国内领先的 IT 专业图书社区，致

力于优质学习内容的出版和分享，实现了纸书电子书的同

步上架，于 2015 年 8 月上线运营。

异步社区依托于人民邮电出版社 20 余年的 IT 专业优质出版

资源和编辑策划团队，打造传统出版与电子出版和自出版

结合、纸质书与电子书结合、传统印刷与 POD 按需印刷结

合的出版平台，提供最新技术资讯，为作者和读者打造交

流互动的平台。

博文视点（Broadview）在 IT 出版领域打磨多年，以敏锐

眼光、独特视角密切关注技术发展趋势，致力于将技术大

师之科学思想、一线专家之实战经验集结成书，为众多

爱学习的小伙伴奉献精诚佳作，助力个人、团队成长。 

关注微信公众号：博文视点 Broadview，获取人工智能、数

据分析等领域最新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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