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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研究领域：人工智能
研究方向：数据挖掘，模式识别，脑机交互

p 2016.12 ~ 至今 :     浙江大学，求是&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导

p 2010.06 ~ 2016.12： 浙江大学，求是&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导

p 2007.12 ~ 2010.06： 香港中文大学，Research Associate

p 2007.07 ~ 2007.12： 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访问学者

p 2002.09 ~ 2007.06：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



荣誉奖励
p 国际脑机接口创新研究提名奖，2016

p 中国高等院校十大科技进展，2016

p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一等奖，2016

p林百欣高科技奖，2014

p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专委会，2016

p浙江大学教学成果奖，2012

p浙江大学求是青年学者，2011



先来几段视频 …



Boston Dynamics: Atlas & Big Dog

• 2016年3月，Alphabet已经将旗下机器人公司Boston Dynamics摆上出售
的货架了。

• 2013年，谷歌收购了Boston Dynamics。



智能图像增强&理解

Image Inpainting, M. Bertalmí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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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图像增强&理解

去雾，Dehaze, Microsoft Research Asia, K. He. 



去雾，Dehaze, Microsoft Research Asia, K. He. 

智能图像增强&理解



智能图像增强&理解

去雾，Dehaze, Microsoft Research Asia, K. He. 



人脸检测以及识别



人脸检测以及识别

商汤 旷视 依图



人脸检测以及识别

试试看！



行人检测



Siri

1. 我想给浙图打个电话

2. 58除以29等于几？

3. 0除以0等于几？

4. 借我点钱可以吗？

5. 你做我女朋友，行吗？

6. 。。。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
Google Duplex给美发店现场打call，使用了Deepmind的Wavenet技术，
使机器的声音与真人基本无异，语气更是令全场惊叹并发笑，顺利与美发店
进行了多轮沟通，未现破绽。



下面进入正题 …



试图回答几个问题

p 什么是AI及AI的发展历史

p 是什么让AI so HOT

p 我国AI的发展规划



周围都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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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都发生了什么？



OK, 什么是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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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is Hot partly because of the success of deep learning

Image classification

http://www.image-net.org/



AI is Hot partly because of the success of deep learning

Image 
classification



AI is Hot partly because of the success of deep learning

Image classification



AI is Hot partly because of the success of deep learning



AI is Hot partly because of the success of deep learning



From then on, EVERYTHING is DEEP LEARNING!



Who is who in deep learning?



大白话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 - 脑神经网络



大白话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 - 传统模式识别



大白话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 - 深度学习

目标函数

人脸识别
语音识别
图像检索
股票预测

。。。

An end-to-end framework.



试图回答几个问题

p 什么是AI及AI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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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AI的发展规划 - 新一代人工智能



我国AI的发展规划 - 新一代人工智能



我国AI的发展规划 - 中国脑计划

2016年4月7日，中央批准了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
立项建议。



我国AI的发展规划 - 中国脑计划

脑认知功能解析
国际大科学计划

认知障碍相关
重大脑疾病诊治

儿童青少年
脑智开发

国 家 战 略 需 求

世 界 科 学 前 沿

技术平台

类脑计算与脑机
智能技术



我国AI的发展规划 - 浙江大学双脑计划

人工智能脑科学
双 脑 计 划

相互依赖
相互借鉴
融合态势

以数学、逻辑、控制为

手段，借助脑机制理论

成果，实现智能应用

从脑出发，借助科学实

验与计算机技术探索大

脑结构、功能、认知、

意识等机制

聚焦影响双方互进重大科学问题，交互探索，融合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