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杂数据上的学习与挖掘 

大数据时代，复杂的数据环境对知识发现提出了巨大挑战，面对海量、高维、异构、动态变化且价

值稀疏的数据，面向具体应用需求设计实现精确、高效的学习和挖掘算法变得越来越困难。针对不同类

型的数据复杂性，近年来传统软计算模型通过不断改进、拓展并与机器学习方法相结合，为复杂数据上

的学习与挖掘任务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本期论坛将聚焦现代数据普遍存在的海量、高维、关联复杂

等特性，尝试从软计算和机器学习视角探讨复杂数据环境下的知识发现方法。邀请青年学者的报告主题

涉及软计算与机器学习方法分析复杂数据的多个前沿主题，包括多视角学习、稀疏学习，社会化行为模

式挖掘，以及基于粗糙集理论的大规模规则提取方法。 

欢迎每一位到会者参与讨论，期待彼此交流碰撞出思维火花！ 

CRSSC‐CWI‐CGrC‐3WD	2017青年学者论坛 

安徽 合肥 

论坛简介 
 

论坛时间  5 月 26 日，14:00 — 17:00 

论坛地点  合肥天鹅湖大酒店，裙楼一楼淮河厅 

主办单位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CAI）粗糙集与软计算专业委员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安徽大学，安徽省合肥市 

论坛环节  14:00-16:30  学术报告 

16:30-17:00  讨论环节 

论坛主席  胡清华（天津大学）     钱宇华（山西大学） 

杨习贝（江苏科技大学） 岳晓冬（上海大学） 

 

本期主题 

 

 

 

 

 

 

 

青年学者 报告题目 

 孙仕亮（华东师范大学） 多视角机器学习的回顾与展望 

 刘  淇（中国科技大学） 社会化行为数据挖掘方法及应用 

 赖志辉（深圳大学） 稀疏子空间学习模型设计与理论构建的统一化方法 

 陈红梅（西南交通大学） 面向大数据的粗糙集方法 

 

 

期待广大青年学者莅临参与 

让我们相聚在合肥！ 

青年论坛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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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合肥 

报告学者简介（按姓氏排列） 

陈红梅，西南交通大学，信

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粒计算

与粗糙集，云计算与大数据。

近年来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 Data Engineer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Information Sciences

等国际知名期刊或国际会议

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担任国际 SCI 期刊专辑特邀编

辑 1 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主研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4 项，主研“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

任务 1 项。为 IEEE、ACM 和 CCF 会员，IRSS 高级会

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粗糙集与软计算专委会委员。担

任国际会议 JRS2012 组委会共同主席，IECT2012 会议注

册主席，ISBAST2013 注册和财务主席和 CCML2015 组

委会共同主席。获得 2014 年度 ACM Chengdu Chapter

优秀博士论文奖和 IEEE Chengdu Section 优秀学生论文

奖，2015 年西南交通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赖志辉，本科、硕士、博

士分别毕业于华南师范大

学、暨南大学、南京理工

大学。曾任香港理工大学

副研究员、博士后研究员

及研究员，并于 2011-2013

年期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

究。现已发表 60 余篇学术

论文，其中 30 篇发表在 IEEE Transactions 系列权威杂志

上，包括多篇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与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曾获得 2008 年中国模式识别最佳大会论文

奖与 2016 年中国生物特征识别大会最佳海报论文奖。于

2015 年入选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计划”，于 2014

年起就职于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任副教授，现

为特聘研究员。现任国际 SCI 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netics 编委，详细信息参见个

人学术主页（http://www.scholat.com/laizhihui）。 

 

刘淇，博士，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数据挖掘与知

识发现、机器学习方法及其

应用，着重于针对用户行为

数据的建模和应用研究。已

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和期

刊上累计发表论文 60 余篇，

2011 年获数据挖掘领域顶

级国际会议之一 IEEE ICDM 最佳研究论文奖，曾获中科

院院长特别奖，KSEM 2013 最佳论文奖，SDM 2015 最

佳论文候选奖，中科院优博等重要学术奖励，入选中科

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主持多项国家、省部级以及与知名

公司（如微软、腾讯、科大讯飞）的合作研究项目。任

CCF 大数据学术会议（BigData）2015-2017 宣传主席，

IJCAI、KDD、WWW、AAAI、ICDM、CIKM 等国际会

议程序委员会委员以及 TKDE、TKDD 等国际期刊审稿

人，为 FCS 青年 AE。 

孙仕亮，华东师范大学计

算机系教授，模式识别与机

器学习研究组负责人。博士

毕业于清华大学，2004 年获

微 软 学 者 称 号 ， 曾 在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 从事访问研究工

作，2007 年加入华东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包括概率模型

与近似推理，统计学习理论与核方法，多视角学习。迄

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特邀综述论文 6 篇，并有 20

多篇论文发表于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 等 顶 级 期 刊 及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European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等顶级会议。作为团队成员获 2015 年上海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连续入选 Elsevier 2014-2016 中国高被

引学者。担任顶级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副编辑， Information 

Fusion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领域编辑（国际两名），第

24 届国际知名会议 ICONIP 2017 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