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公示信息（自然科学奖） 

 

一、项目名称：多模态数据统一表征学习理论与方法研究 

二、提名者及提名意见(专家提名项目还应公示提名专家的姓

名、工作单位、职称和学科专业) 

提名者：中共陕西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提名意见： 

该项目围绕多模态数据统一表征学习理论与方法，在科技部重点

研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持续支持下，建立了多模态结构表征

联合学习框架，提出了多模态异构表征协同关联机制，构建了多模态

统一表征语义计算模型，为带动多模态信息处理学科发展，开辟了多

模态数据统一表征新途径。 

该项目能够服务国家大数据智能感知与分析的战略需求，积极探

索海量多模态数据在信息挖掘和分析中的应用，包括异构数据统一处

理、异常信息检测、战场态势分析等，相关成果应用于陕西省公安系

统及多个大数据分析平台，为多个重大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技术支

持，实战应用效果显著。 

经初审，建议提名该项目为 2022 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 

 

 



三、项目简介 

随着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多模态数据能够与实体经

济紧密结合，全面且精细化地记录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动态，蕴含

了丰富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是构建数字经济的基础生产资料。其

中，多模态数据的表征学习是多模态智能的核心和基础。由于多模态

数据面临结构不匹配，表示不对齐，语义不协同等诸多挑战，如何刻

画多模态数据之间的语义关系，揭示多模态信息的协同机理，从而构

建有效的多模态统一表征学习模型，是长期困扰国际学术界的一个根

本性难题。 

该项目在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持续支持

下，围绕多模态数据统一表征学习理论与方法，历经多年攻关，建立

了多模态结构表征联合学习框架，提出了多模态异构表征协同关联机

制，构建了多模态统一表征语义计算模型，为推动以多模态信息分析

为核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开辟了新途径。科学发现如下： 

针对多模态数据结构表征不匹配的难题，通过将多模态表征的匹

配一致性作为对噪声以及不合适建模所导致偏差的正则，设计了局部

多图成对匹配策略和基于渐进一致性的全局匹配计算方法，提出了基

于判别性嵌入和谱聚类的联合学习框架，生成显著性区域作为前景和

背景信息线索，构建了自加权的流形排序策略，有效提高了多模态数

据结构表征的相似性，获得了当时最高的多图匹配精度。 

针对多模态数据异构表征不对齐的难题，构建了多模态数据相对

语义关联关系作为监督信息，设计了模态内和模态间的三元组语义约



束学习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伪监督语义结构和贝叶斯标签的关系，

揭示了可信监督信息提取原理，提出了首个基于样本蒸馏的二值表示

学习算法，进一步用于多媒体信息检索，获得了当时最高的检索效果。 

针对多模态数据统一表征语义不协同难题，建立了基于上下文知

识引导的跨模态交叉注意机制，利用深度动态网络实现了视觉-语义

元素级对齐，结合主动迁移学习，构建光谱与空间协同的统一深度网

络，提取深度联合光谱空间特征，利用对抗学习统一建模属性和对象

之间的关联关系，并构建多尺度特征集成从给定图像中捕获有判别力

的细粒度特征，实现了不可见类的高精度识别。 

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计算机领域的国际一流期刊和顶级会议上。

5篇代表性论文谷歌学术引用785次，单篇最高谷歌学术引用259次，

3 篇论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前 1%）。上述工作得到了近 30 个国

家 / 地区，其中包括近十位美 / 英 / 加等国院士和 20 余位

IEEE/ACM/IAPR Fellow 等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项目完成人中，1

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 人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2 人获

得陕西省青年科技奖（标兵）、2 人获得省部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四、客观评价 

1. IEEE Fellow 田奇教授及合作者在论文中引用了我们主要论文专

著中的【1】，明确指出我们的方法受到了跨模态检索界的广泛关

注，具体引文为“Recently,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of multimedia data, 

cross-modal retrieval [37, 46, 18, 47, 7, 1, 10, 25, 22]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in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y.” 

2. ACM/IEEE/OSA Fellow 申恒涛教授及合作者在论文中引用了我们

主要论文专著中的【1】，明确指出我们的方法受到了跨模态检索

界的广泛关注，具体引文为“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in this work 

we mainly focus on learning real-valued common representations. 

Actually, a group of other studies [29], [37]–[41] concentrate on the 

efficiency of cross-modal retrieval and target to learn binary common 

representations.” 

3. IEEE/IET/IEAust Fellow、电子科技大学颜庆义教授及合作者在论

文中引用了我们主要论文专著中的【1】，明确指出我们的方法在

单模态相似度检索任务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具体引文为

“Recently, quantization techniques [47–49] use some quantizers to 

approximate original features and obtain good results for 

single-modal similarity retrieval task [50–52] .” 

4. IEEE Fellow、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学 Antonio Plaza 教授及合

作者在论文中引用了我们主要论文专著中的【2】，评价我们的方

法是处理 HIS 数据的代表方法，具体引文为“Several works adapt 



the TL paradigm to process HSI data (Mei et al., 2017; Jiao et al., 

2017; Windrim et al., 2018; Yang et al., 2017; Deng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19), visibly improving the training of deep CNN 

models when limited amounts of labeled data are available for the 

training stage.” 

5. IEEE/IAPR Fellow、ACM 杰出科学家颜水成教授及合作者在论文

中引用了我们主要论文专著中的【3】,明确指出我们的方法是深

度学习的非凡的成功应用，具体引文为：“ Inspired by the 

remarkable success of deep learning in various applications [27], in 

this article, we propose a new subspace clustering framework based 

on neural networks [namely deep subspace clustering (DSC)] and 

apply the framework to extend the well-known SSC to develop a new 

method termed deep subspace clustering with L1-norm (DSC-L1).” 

6. IEEE/ SPIE/IAPR/AAAI Fellow、IEEE TMM 主编、美国罗彻斯特

大学罗杰波教授及合作者在论文中引用了我们主要论文专著中的

【3】,明确指出我们的方法是图像学习技术的代表方法，具体引

文为：“The need for image fusion in image processing systems and 

many computer-vision tasks is increasing mainly because of the 

increased number and variety of image acquisition techniques [50].” 

7. IEEE/SPIE Fellow、IEEE J-STARS 主编、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杜谦教授及合作者在论文中引用了我们主要论文专著中的【4】，

运用了 4 行的篇幅介绍且赞同了我们提出的方法，并评价该方法



在没有任何先验信息的情况下能够绘制输入的高维概率分布的强

大能力，具体引文为：“The success of unsupervised AE-based or 

AAE-based methods is supported by their potent capacity to draw 

high-dimension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of the inputs without any 

prior information [19]” 

8. IEEE/ACM Fellow、波斯顿大学 Calin Belta 教授及合作者在论文

中引用了我们主要论文专著中的【5】，明确说明我们的方法为稀

疏图像匹配的代表方法，具体引文为“Recently, people have 

proposed to formulate non-convex optimization problems by using 

the cycle consistency constraint as an explicit constraint for either 

pixel-wise flow computation [32], sparse feature matching[27], sparse 

shape modeling[5], or structure from motion[21].” 

9. IEEE Fellow、斯坦福大学 Leonidas Guibas 教授及合作者在论文中

引用了我们主要论文专著中的【5】，明确说明我们的方法展现了

优秀性能，具体引文为“Graph matching has also been used for 

pairwise matching. This approach attempts to match vertices (features) 

and edges (matches) simultaneously to determine better pairwise 

matches shown by Yan et al. (2015a) and Yan et al. (2015b).” 

 



五、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序

号 
论文专著名称 刊名 作者 

第一完成

单位（全

称） 

年卷页码（xx

年 xx 卷 xx 页） 

发表时

间（某

年某

月） 

通讯作

者（按

照文中

标注

的，无

标注的

不填） 

第一作

者 

国内作

者 

知识产权

是否归国

内所有 

1 

Triplet-based 

deep hashing 

network for 

cross-modal 

retrieval 

IEEE Trans. 

on Image 

Processing 

Cheng Deng, 

Zhaojia Chen, 

Xianglong Liu, 

Xinbo Gao,  

Dacheng Tao 

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 

2018 年 27 卷

3893-3903 页 

2018 年

8 月 
 邓成 

邓成, 

陈兆佳,

刘祥龙,

高新波 

是 

2 

Active transfer 

learning 

network: A 

unified deep 

joint 

spectral-spatial 

feature learning 

model for 

hyperspectral 

image 

classification 

IEEE Tra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Cheng Deng, 

Yumeng Xue, 

Xianglong Liu, 

Chao Li,  

Dacheng Tao 

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 

2019 年 57 卷

1741-1754 页 

2019 年

3 月 
 邓成 

邓成, 

薛雨萌,

刘祥龙,

李超 

是 



3 

Unsupervised 

semantic-preser

ving adversarial 

hashing for 

image search 

IEEE Trans. 

on Image 

Processing 

Cheng Deng, 

Erkun Yang, 

Tongliang Liu,  

Jie Li,  

Wei Liu,  

Dacheng Tao 

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 

2019 年 28 卷

4032-4044 页 

2019 年

8 月 
杨二昆 邓成 

邓成, 

杨二昆, 

李洁, 

刘威 

是 

4 

Deep spectral 

clustering using 

dual 

autoencoder 

network 

CVPR 

Xu Yang,  

Cheng Deng,  

Feng Zheng, 

Junchi Yan,  

Wei Liu 

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 

2019 年

4066-4075 页 

2019 年

6 月 

邓成, 

刘威 
杨旭 

杨旭, 

邓成, 

郑锋, 

严骏驰, 

刘威 

是 

5 

Multi-graph 

matching via 

affinity 

optimization 

with graduated 

consistency 

regularization 

IEEE Tra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Junchi Yan,  

Minsu Cho, 

Hongyuan Zha, 

Xiaokang Yang, 

Stephen M. Chu 

上海交通

大学 

2016 年

1228-1242 页 

2016 年

6 月 
 严骏驰 

严骏驰, 

查宏远, 

杨小康 

是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

名 

行政 

职务 

技术 

职称 

工作 

单位 

完成 

单位 
对本项目贡献 

邓成 1 

发展

规划

处处

长 

教授 

西安电

子科技

大学 

西安电

子科技

大学 

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的研究方案、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的制订与组织实施。

系统研究并构建了多模态数据统一表征

学习框架，提出了基于三元组的跨模态检

索方法，挖掘异构数据之间的相对相似性

关系，利用更丰富的语义信息构建更具有

判别力的哈希编码。 

杨二昆 2 无 副教授 

西安电

子科技

大学 

西安电

子科技

大学 

提出了一种新的鲁棒学习策略来利用挖

掘数据的语义相似性，并设计一个高效的

生成对抗框架，以无监督的方式学习二进

制哈希码，有效地保留汉明空间中训练数

据的语义信息。 

严骏驰 3 无 副教授 
上海交

通大学 

上海交

通大学 

提出了端到端的拓扑表征框架，建立了适

用于多图匹配模型，提出了基于组合的多

图匹配表征策略。 

杨旭 4 无 讲师 

西安电

子科技

大学 

西安电

子科技

大学 

提出一种具有鲁棒性的联合表征学习框

架，同时学习特征表示和识别结果，结合

互信息估计获取判别信息，应用深度正交

约束充分利用输入之间的关联关系获取

更好的特征表示与识别性能。 

高新波 5 校长 教授 
重庆邮

电大学 

西安电

子科技

大学 

主要负责跨模态数据的联合特征表示，与

邓成合作提出了基于三元组的跨模态检

索方法，挖掘异构数据之间的相对相似性

关系，利用更丰富的语义信息构建更具有

判别力的哈希编码。 

 



七、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 1完成单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单位性质 全额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 杨宗凯 

联系人 李鹏 单位电话 029-81892583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沣路兴隆段 266 号 邮政编码 710126 

对本项目 

主要贡献 

本项目的部分工作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完成，从项目立项、实施到技术路线研究

都起主导作用，规划、设计和实施了多模态数据的统一表征理论与方法，提出了

基于三元组约束的跨模态检索方法，构建了光谱-空间特征的统一表征策略，设计

了多模态语义保持哈希表征方法。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 

声明 

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确认《完成单位合作关系说明》中内容属实。遵

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省科技奖励推荐工作

的具体要求，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

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

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字）单位（公章） 

 

 

年月日年月日 



第 2完成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单位性质 全额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 林忠钦 

联系人 严骏驰 单位电话 
86-21-547400

00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 邮政编码 200240 

对本项目 

主要贡献 

作为第二完成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的严骏驰（第三完成人）对本项目的研究贡献

主要有：提出了端到端的拓扑表征框架，建立了适用于多图匹配模型，提出了基

于组合的多图匹配表征策略。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 

声明 

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确认《完成单位合作关系说明》中内容属实。遵

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省科技奖励推荐工作

的具体要求，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

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

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字）单位（公章） 

 

 

年月日年月日 



八、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邓成（第一完成人）自 2005 年起师从高新波教授（第五完成人），毕业后加

盟高新波教授 VIPS 实验室。杨二昆（第二完成人）从 2015 年起攻读博士学位，

导师邓成教授，毕业后留校工作。自 2013 年起，邓成与严骏驰（第三完成人）

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相识，开始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进行多模态数据的统一

结构表征范式研究。杨旭（第四完成人）从 2017 年起攻读博士学位，导师邓成

教授，毕业后留校工作。项目主要完成人的具体研究内容为：邓成主要负责整个

项目的研究方案、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的制订与组织实施。系统研究并构建了多

模态数据统一表征学习框架，提出了基于三元组的跨模态检索方法，挖掘异构数

据之间的相对相似性关系，利用更丰富的语义信息构建更具有判别力的哈希编

码。；杨二昆（第二完成人）主要负责多模态数据的鲁棒表征建模，提出了一种

新的鲁棒学习策略来利用挖掘数据的语义相似性，并设计一个高效的生成对抗框

架，以无监督的方式学习二进制哈希码，有效地保留汉明空间中训练数据的语义

信息；严骏驰（第三完成人）主要负责提出了多模态拓扑表征理论研究，提出了

端到端的拓扑表征框架，建立了适用于多图匹配模型，提出了基于组合的多图匹

配表征策略；杨旭（第四完成人）主要负责多模态拓扑表征方法研究，提出了端

到端的鲁棒联合表征学习框架，结合互信息估计获取判别信息，获取更好的特征

表示与识别性能；高新波（第五完成人）主要负责跨模态数据的联合特征表示，

与邓成合作提出了基于三元组的跨模态检索方法，挖掘异构数据之间的相对相似

性关系，利用更丰富的语义信息构建更具有判别力的哈希编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