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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９￣３１ 日，Ｓｍａｒｔ Ｘ ２０１６ 智能系统
国际会议（Ｔｈｅ ２０１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ｍａｒｔ
Ｘ）在大连理工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办单位是大

本次会议邀请了 ６ 位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作了
主题报告，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９７３ 首席科学家、
国家自然基金委副主任、ＣＣＦ 理事长、ＩＥＥＥ Ｆｅｌｌｏｗ

连理工大学，协办单位包括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加拿
大 Ｓｔ．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Ｘａｖｉ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以及英国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美国、英国、加拿大、
日本
Ｅｘｅｔｅｒ。会议共有来自中国、
等国家的 ５０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
本次会议结合当前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流行研究
方向，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
机器学习等为背景，汇集

高文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长、麦克马斯特大学
杰出教授 Ｊａｍａｌ Ｄｅｅ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ＩＥＥＥ Ｌｉｆｅ Ｆｅｌｌｏｗ、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前 主 席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 Ｙａｕ，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上海交
通大学讲座教授郑宇博士，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
地球研究所研究员王力哲教授和瑞典 ＡＢＢ 公司研

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当前时代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先
进技术。会议以“Ｓｍａｒｔ Ｘ”
（即任何有利于人类创造
更好的生活环境与决策，更好地了解并控制环境等
技术和系统）为主题，以数据为基础，结合大数据时

究院首席科学家庞智博博士。
会议开幕式由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陈志奎教
授主持。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助理、
软件学院院长罗钟
铉教授出席并致辞，随后，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长、

代的挑战，全面探讨
“智能系统”。会议以接收论文、

麦克马斯特大学杰出教授 Ｍ． Ｊａｍａｌ Ｄｅｅｎ 教授代表

学术报告、
作者报告为形式，接收了来自世界各地作
者的 ５０ 多篇的论文，内容包含了智能交通、数据智
能、
大数据、
智能网络、智能系统、
机器学习等热点研

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介绍了论文收录等基本概况。
高 文 院 士 作 了 题 为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ｖｉａ Ｓｍａｒｔ
Ｐｈｏｎ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ＤＶＳ”的报告。高院士从视觉搜索面

究。会议最终录用了 ２５ 篇论文，并将推荐到 SCI 和
EI 检索的期刊上发表。

临的两个挑战出发，介绍了压缩视觉搜索描述符
ＣＤＳＶ 标准，以及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技术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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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的一些报告在构造及火山活动区气体地
球化学与地震活动关系的建立及认识方面进行了新
的探索和尝试。尽管地震活动的气体地球化学响应
作为一种地震前兆已经被广泛关注，但是气体地球
化学与地震活动之间关系的建立还远未成熟。目前，

光谱技术、ＣＣＳＤ 在线流体监测、遥感气体探测技
术）正在不断发展，监测台站布设也在不断增加。就
本专题所讨论的议题可以总结出目前该领域的研究
方向主要是：通过长期、系统地采集典型地质背景下
的气体样品，利用先进的分析方法对样品进行时间、

除了氡可以作为局部流体变化的标志，在土壤气、地
热温泉气体中的其他元素（例如 Ｈｅ、ＣＯ２、ＣＨ４、Ｈ２、Ｎ２

空间的对比分析，并通过监测台站进行长期的监测
工作来确定基准线，以及对监测信号的统计处理来

等）也已经被应用于识别地壳的复杂地质现象中。并
且，
用于气体地球化学异常监测的技术（例如卫星高

去除外部影响，才有可能明确地识别地震前兆，建立
地震事件与气体地球化学异常的因果关系。

陈志奎：教授。
收稿日期：2016-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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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特征数据的压缩特性、提高大规模图像数据搜
索性能中的应用，并对当前最先进视觉搜索技术和
应用解决方案进行了评价。高院士为本次会议作了
一个特别的演讲，首先在于高院士团队研究的内容
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次，高院士的研究结合国际标

几个词：专注、深入、努力，并勉励年轻学者专注于各

准，
相当于标准的制定者和参与者。这也给相关的学
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将最新
的研究形成标准、或者参与到国际最新标准的制定
中去，
如此才能使其研究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将学术

ｔｈｅ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的 报 告 ； 庞 志 博 博 士 作 了 题 为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Ｃｙｂ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Ｓｍａｒｔｅｒ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报告。各位主讲人的
报告反应了智能系统和数据智能领域的前沿动态，

研究应用到产业界和工业界，发挥学术研究的价值，

为在场的老师和同学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赢得了

促进工业界和产业界的发展。高文院士的报告表明，
创新的思路往往在于问题的寻找和解决，通过研究
前人的成果，寻找未解决的问题，进而通过新的方法
解决新的问题，这就是创新。

与会人员热烈的反响。
本次大会旨在促进全社会对 Ｓｍａｒｔ Ｘ 和 Ｂｉｇ Ｄａｔａ
中创新技术和理论的讨论。会议主题包括智能环境、
智能网络、智慧城市、机器学习、大数据和数据智能、

Ｊａｍａｌ Ｄｅｅｎ 院士的报告题为“Ｓｍａｒｔ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在报告中，Ｊａｍａｌ

智能模型和系统等内容。与会代表围绕论文主题展
开了深入的讨论 。 会 议 最 佳 论 文 奖 由 Ｚｈｕａｎｇｂｉｎ

院士首先介绍了 ３ 种廉价而灵敏的用于监测饮用水
中细菌数量、ＰＨ 值、氯含量的传感系统。接着，Ｊａｍａｌ
院士用来自健康护理、自动驾驶领域以及智能设备

Ａｎｆｅｎｇ Ｌｉｕ，Ｚｈｅｔａｏ Ｌｉ 等 人 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ＱｏＳ ｆｏｒ Ｓｍａｒ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获得。

和智慧城市的例子说明了智能传感系统的趋势。最
后，Ｊａｍａｌ 院士与大家讨论了物联网在连接家庭、可

本次智能系统国际会议还设置了 ４ 个分会场，
与会代表分别就智能网络、机器学习、大数据处理、

Ｊａｍａｌ 院士深
穿戴设备、城市和汽车中所起的作用，
入浅出的讲解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有趣，极大地
激发了同学们学习和科研的热情。在如今这个以物

智能系统等专题，结合个人研究情况进行了深入的
交流。通过会议现场专家的评审和讨论，作者进一步
修改后的论文将全部推荐到 EI 期刊发表，其中部分

联网和大数据为主体的时代，尤其是一个创业高潮
的时代，
凭借着自身的技术，便能够投入到创业的潮

优秀论文将推荐到 SCI 期刊发表。
本次会议的参会人员均为大数据与智能计算相

流中。当前产业界，许多关注的方向都与 Ｊａｍａｌ Ｄｅｅｎ
院士报告的内容相符，比如健康医疗、可穿戴设备、
智慧城市等等。Ｊａｍａｌ 院士从这个角度将学术研究引

研究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会议内容
关领域的专家、
为纯粹学术交流。各位资深专家和与会代表对本次

入到实际应用中解决现实生活问题，更体现了学术
研究的价值。

会为保证会议质量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建议将
会议周期性地长期举办下去。各位资深专家和与会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 Ｙａｕ 教授作了题为“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ｍａｒｔ Ｌｉｖｉｎｇ”的报告。报告契合

代表认为本届会议在诸多方面取得了进步，并就会
议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对下一届会议的组织、

会议主题从 Ｓｍａｒｔ Ｌｉｖｉｎｇ 出发，分析了“什么是智能
生活、
如何才能实现智能生活、智能生活中存在哪些
挑战”
等问题。Ｙａｕ 教授从人类自身的行为出发研究

筹备工作提出了多项建议。

智能的人类行为检测，从人的行为活动感知人的精
神状态，
从而为其调整提供数据分析，进而控制周边

对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推进了学院一流学
科的建设，拓展了学院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同

的环境，这就是一个 Ｓｍａｒｔ Ｌｉｖｉｎｇ 的例子。Ｙａｕ 教授

时，本次会议收集的相关主题的论文展示了国内外
在这些领域的研究现状，并通过与会专家学者的交
流与研讨，使智能系统领域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
升。

作了题为“Ｂｉｇ Ｅａｒｔｈ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会议的组织、举办给予了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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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际会议的系列高水平报告得到了参会人
期
员的高度赞扬，为国内外学者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3

除了精彩的报告之外，作为一个学术界的泰斗，与在
场的年轻人充分交流了探讨学术科研的经验和心
得。Ｙａｕ 教授协同 Ｊａｍａｌ 院士为年轻的学者送上了

自领域的学术研究。
郑宇博士作了题为“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 Ｕｓｉｎｇ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的报告；王力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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