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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Warmth
学院简介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是中国人民大学下属学院，承担学校人工智能学科的规
划与建设, 开展本学科和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的本、硕、博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工作。学院由高瓴资本创始人、耶鲁大学校董、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张
磊先生捐资支持建设。

学院愿景
打造一所能够影响和塑造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一流学院，为全球思考
并创造“智能而有温度”的未来。

创刊寄语
Leadership Message

实现“打造世界一流人工智能学院”的愿景，需致力于汇聚全球范围内的
一流师资，建设一流文化，产出一流科研成果，最重要的是为全球社会培
养这四类一流人才：一流的人工智能科学家、一流的人工智能工程师、具
有创新精神的人工智能创业者、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人工智能开拓者。
⸺文继荣  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执行院长

当前人工智能有很多空白的领域，这些无人区要勇于探索。人民大学人
文社科学科有很强的优势，在学科硬件方面充满探索的可能，人工智能
与人文社科相互结合将迸发奇妙的火花。
⸺潘云鹤   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20
Tenure-track Faculty

157
Students

75
Research Projects

师资团队 学生 科研项目

创造智能
而有温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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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 RESEARCH GROUP

03 04

Group1 信息检索与自然语言处理导师组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文继荣

研究方向：信息检索、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大模型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与应用
 

窦志成

研究方向：智能信息检索 

徐君

研究方向：排序学习 
如何根据查询-文档的相关性对文档进行排序是信息检索中的核心问题。徐君主要关注基于数
据驱动的排序学习算法和模型研究，旨在提高排序的精度和用户的搜索体验。

赵鑫

研究方向：用户兴趣理解 

Research Interests: Professor Ji-Rong Wen is generally interested in solving complex 
problems with data-driven modeling methods. With abundant data and modern 
sophisticated modeling technology, He firmly believes it is time to address some 
long-standing difficult problems, such as how to organize and retrieve information like 
a human.

Research Interests: Ranking has been commonly used to present the most relevant 
documents given a specific query. Dr. Jun Xu’   s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data-driven approaches to learning the ranking models, for improving the  ranking 
accuracies and enhancing the user search experience.

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执行院长，信息学院院长，国家高层次人才特聘专家，
大数据管理与分析方法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担任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首席
科学家，北京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专家，入
选首批“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项目”。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智能信息检
索与挖掘”方向项目经理，基于大数据文科综合训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执行
主任。

聚焦信息检索的核心：排序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神经排序模型、个性化搜索、
多样化搜索、对话式搜索、面向搜索的预训练模型等。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以及推荐系统，近五年内在
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与会议上发表论文80余篇，入选第二届 CCF青年人才发展计划。

社交用户通常在网络上产生大量数据，如何设计有效的模型和算法，针对用户兴趣进
行挖掘和建模，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赵鑫主要关注以用户为核心的推荐算法以及自
然语言处理算法研究，旨在改善用户体验。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长聘副教授，分别于2001年和2006年获得南开大学学士学位和博士学
位。毕业后先后就职于微软亚洲研究院、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和中科院计算所。

Research Interests: Professor Zhicheng Dou i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the ranking 
problem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More specifically, He is working on: (1) Neural 
Ranking Models (2) Personalised Search (3) Diversified Search (4) Conversational 
Search (5) Pretraining for IR.

Research Interests: Social users have generated a large amount of data on the Web. 
It is key to develop effective models and techniques to mine and model user 
interests. Focusing on user-generated data, Xin is doing research on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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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 RESEARCH GROUP Group1 信息检索与自然语言处理导师组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严睿

研究方向：智能人机对话

-

宋睿华  

研究方向：多模态理解与生成
受具身体验假说的启发，多模态理解是模仿人类学习语言的方式，将自然语言与图
像、声音/音乐等多模态信息相关联。宋睿华近期关注自然语言的多模态理解、多
模态对话和多模态人工智能创作方面的研究。

毛佳昕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准聘助理教授，于2013年和2018年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和博士学位。博
士毕业后曾在清华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研究方向：搜索用户行为分析
搜索是一个用户与搜索系统进行交互的过程。基于对人类是如何通过搜索与海量信息
进行交互这一过程的广泛兴趣，毛佳昕主要关注用户搜索行为分析，构建可计算的用
户行为模型，以及利用用户行为模型改进包括网络搜索、移动搜索、商品搜索、地理
位置搜索等各个场景下的搜索系统的性能。

陈旭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准聘助理教授，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
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研究方向：推荐系统
研究人员一直关注如何提升推荐算法的准确性。然而，作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枢纽，推
荐系统不仅希望能够精准地匹配用户喜好，更承担着多方面的社会责任。具体来说，该组
的研究主要关注推荐系统的可解释性，公平性和隐私性，并最终构建更有责任的推荐系统。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长聘副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聘专家，本科、硕士就读于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博士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2003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
院，从事信息检索与挖掘，推荐和文本生成的研究。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长聘副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青年专家，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
技术系，2016年加入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任助理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search Interests: Search is an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users and search  
systems. With a wide interest in how people interact with a hu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via search, Jiaxin focuses on analyzing users' search behavior, building computational 
models for search behavior, and leveraging these model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earch systems in different scenarios such as Web  search, mobile search, product 
search, and POI search. 

Research Interests: Inspired by embodied simulation hypothesis, natural language can be 
understood in multi-modal ways, such as a story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eries of images. 
Just like a human being learns language by associating language with multi-modal 
information of images, audios/music, etc. Dr. Song Ruihua's recent interests include 
multi-modal understanding, multi-modal dialogues, and multi-modal AI based creation.     

Research Interests: Along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AI, to build intelligent  
human-computer dialogue systems for convenient and human-like services becomes a 
focused research task in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y. In the real-world scenario, it is 
challenging to model the context  in multi-turn conversations, to analyze the semantics 
and structures in dialogues, and to talk like humans (such as styles and emotions, etc.). 
Dr. Rui Yan is now trying to tackle the mentioned challeng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versational AI.  

Research Interests: For a long time, researchers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on the 
accuracy of the recommender algorithms. However, as a major com ponent for  people to 
access information, accurately matching user preference is not the only requirement for 
recommender systems. More social accountability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s. More specifically, Dr.Xu CHen'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explainability, fairness and privacy of the recommender system, which together form our 
ultimate goal of building more accountable recommender systems.  

针对实际的对话应用场景，如何建模多轮交互的上下文，如何解析对话的语义与结构，如何
模仿像人一样去交谈（风格与情感，等等），都是智能人机对话的技术挑战。严睿主要关注
如何解决上述技术挑战点，提升对话人机系统的智能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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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 RESEARCH GROUP Group 2 机器学习与计算机视觉导师组
Machine Learning and Computer Vision

苏冰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准聘副教授，2016年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2010年本科毕业于北京理
工大学。

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
该组研究序列数据距离度量和学习，通过建立序列对齐结构的推理方法、构造对序列数
据进行整体时序鉴别的学习目标、建立序列表征和隐含对齐结构的联合优化方法，他们
将能够对序列进行时序对齐以缓解时序畸变的影响，学习更具鉴别性的序列距离和序列
表征，提升序列分类、检索、预测等系统的性能。

卢志武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长聘副教授，200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信息科学
系，获理学硕士学位；2011年3月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计算机系，获PHD学位。

研究方向：机器学习与视觉研究
该组瞄准机器学习与视觉的全栈式研究，既包含机器学习的理论研究，也涵盖机器学
习与视觉的算法研究，甚至关注最新研究成果在工业界的实际落地。近两年来，该组
的研究成果发表于AI领域所有顶级会议（如ICLR、NeurIPS、CVPR、ICCV、AAAI、
IJCAI），同时研发出首个中文多模态预训练模型文澜BriVL，充分体现了全栈式AI研究
的优点。

许洪腾
胡迪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准聘助理教授，分别于2014年和2019年获得西北工业大学学士和博士
学位。曾任百度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员。
研究方向：多模态感知
胡迪所带领的“格物”实验室，聚焦通过对自然的多模态信息实现机器同外部环境的理解
和交互感知。他们认为，多种模态信息间普遍存在的对应关系，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用
于感知、学习和理解等任务，甚至帮助理解智能体自身，这些都促使多模态感知成为未
来实现机器智能的关键要素之一。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准聘副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青年专家，2017年博士毕业于佐治亚
理工学院，2013年硕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在杜克大学担任访问研究员。

Research Interests:  Dr.Bing Su's group studies distance measurement and distance 
learning for sequence data. Byestablishing the method of inferring alignment 
structures, constructing the objective of the holistic temporal discrimination of 
sequence data, and jointly optimizing sequence representations and implicit alignment 
structures, They will be a ble to tackle temporal distortions by temporal alignment, 
learn more discriminative sequence distances and sequence  representations,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equence classi fication, retrieval, and prediction systems.

Research Interests:  MLVRUC focuses on the full-stack research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vision, including machine learning theory research, learning + vision algorithm 
research, and even the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our research outcomes. In the latest 
two years, MLVRUC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0 papers in top conferences such as 
ICLR, NeurIPS, CVPR, ICCV, AAAI and IJCAI, and also proposed the first large-scale 
multi-modal pre-training model WenLan - BriVL. This demonstrates the great 
advantages of the full-stack AI research.    

Research Interests:  Hongteng proposed the idea of Gromov-Wasserstein Learning 
(GWL) in 2019, achieving encouraging performance on many graph-related 
tasks.Based on the GWL framework, he further designed a Gromov-Wass erstein 
factorization model for graph clustering, a GW-based learning algorithm for 
Wasserstein autoencoders, and a GW-based learning algorithm  for graphon 
estimation.    

Research Interests:  Everyday, we are sensing and processing multiple kinds of modalities, 
but how we associate them and achie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urrounding outside? 
Currently, Dr.Di Hu is leading the GeWu Lab and exploring how to understand and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via the natural multimodal messages. He is strongly convinced that the 
pervasive and fre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ultimodal messages can provid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for perceiving, learning and under standing environment, even the agent itself, 
which promisingly makes multimodal perception become one of the key to achieve machine 
intelligence.

研究方向：机器学习及其应用
许洪腾致力于最优传输理论及其在拓扑数据建模和生成、基于时间点过程的序列建模和 
医疗保健数据分析中的应用。他在2019年提出了Gromov-Wasserstein Learning (GWL) 
的想法，在许多与图相关的任务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表现。基于GWL框架，他进一步 设
计了用于图聚类的Gromov-Wasserstein分解模型、用于Wasserstein自动编码器的学 习
算法以及用于图极限模型的学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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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 RESEARCH GROUP Group 2 机器学习与计算机视觉导师组
Machine Learning and Computer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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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轩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准聘助理教授，2014年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本科毕业，2019年
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并继续做博士后研究两年。

研究方向：深度生成模型
研究方向包括高效、稳定地学习深度生成模型；在小样本、缺标注等学习环境下应用相
关模型；以及从一致性、稳定性等理论刻画相关模型的行为。

刘勇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准聘副教授，博士毕业于天津大学。从事机器学习研究，特别关注
大规模机器学习、自动机器学习、统计机器学习理论等。在顶级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
文40余篇。

研究方向：无监督学习
最近刘勇团队研究核Kmeans泛化误差理论，给出了与下界匹配的聚类泛化误差上界，解
决了一个开放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将聚类问题转化了点对问题，给出了一个更一般的
聚类理论分析框架。相关成果有可能对无监督理论分析和算法设计带来新的思路。

祁琦

研究方向：算法博弈论和机制设计

Group 3 数据挖掘导师组  Data Mining

魏哲巍  

研究方向：图挖掘与图机器学习
致力于为典型图分析与机器学习问题设计高效算法和表示模型，他重点关注的问题包
括：节点邻近度Personalized PageRank、节点相似度SimRank、图嵌入与图神经网
络的高效计算等。

Group 4

 

人工智能理论与交叉应用导师组
AI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长聘副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青年专家，2008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2012年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2012年至2014年于奥胡斯大
学海量数据算法研究中心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长聘副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青年专家，2012年博士毕业于美国斯坦福
大学, 导师叶荫宇教授。毕业后在香港科技大学，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Research Interests: Chongxuan’   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fficiently and stably 
learning deep generative models, applications of the models in environments  with 
small data or limited supervision;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ur of the models in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onsistency and stability.

Research Interests: Zhewei is interested in the broad field of graph analysis and graph 
machine learning. He i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effective models and 
algorithms for Personalized PageRank, SimRank, Graph Embeddings, and Graph 
Neural Networks.  

Research Interests: Algorithmic game theory can predict the behaviour response and 
outcome trend under the given algorithm rules,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design the 
corresponding mechanisms to achieve the given goals. Dr. Qi’s research interests lie 
generally in the areas of algorithmic game theory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specifically 
mechanism and auction design, equilibrium computation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Internet economics, transport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haring economy.

Research Interests: Recently, Dr.Yong Liu's group studied the learning theory of 
kernel kmeans and established the upper bound that matches the lower bound, which 
solved an open problem. On this basis,  the clustering problem can transformed into 
the pairwise learning problem, and a more general framework of cluster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is given. The results may bring new ideas  to unsupervised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algorithm design.    

研究多智能体之间的博弈互动行为，预测在给定规则下的结局走势，或者针对既定目标设
计出相应的机制规则。团队的工作既有对算法复杂性、博弈论与机制设计等重要问题的理
论研究，也有对互联网经济、住房、交通、共享经济、公共资源分配等实际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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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4 人工智能理论与交叉应用导师组
AI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孙浩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导，国家高层次人才青年专家， 2018年入选福布斯美国
“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科学类)”，2019年当选“美国十大华人杰出青年”。

研究方向：人工智能+科学探索
将物理定律/规律或科学知识加入到AI模型中，能够有效处理小样本稀疏数据，解决科学探
索和复杂系统相关的挑战性难题。

王子贺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准聘助理教授，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2016年，于清华
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算法、博弈论和机制设计
考虑博弈论里面的策略计算问题，如何通过合理设置规则达到更好的结果等。

-

周骁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准聘助理教授，分别于2016年和2020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硕士与博士学
位，师从移动计算领域世界知名学者Cecilia Mascolo教授。博士毕业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研究方向：计算科学与城市智能（RUC-CSUI）
持续增长的大数据和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新技术，不断重塑着我们生活环境的方方面面。
着眼于未来，计算科学与城市智能研究组致力于设计精巧的算法、开发智能的系统，以塑
造更高效、可持续、更公平和智慧的城市以及更健康、更幸福的人类生活。

沈蔚然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准聘助理教授。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2019年于清华大学
交叉信息研究院获博士学位，2019年至2020年于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研究方向：机制设计与博弈论

Research Interests: Dr.Zihe Wang's research interests lie in the interfac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conomic theory (aka.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In particular,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Multi-Agent Systems, Electronic Commerce, Game Theory, and Mecha nism 
Design. Currently，He is working on two projects. The first project asks the following 
question: how should we design reward schemes to incentivize content  providers to 
produce high-quality content on user-generated content platforms?  The problem is at the 
center of a real-world application where the goal is to optimiz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generated content on UGC websites. The second project asks the question that how 
should a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y design a service menu to maximize revenue? The 
challenge is that there are multiple competitors in the market.   

 Research Interests: Embedding physics principles or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motes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AI methods for data-driven modeling, 
discovery and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systems in small data regimes.   

Research Interests: Explore how to advance the combination of AI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theories, making smart technologies more efficient and economic theories 
smarter.  

Research Interests: The ever-growing big data has empowered ubiquitou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for a wide range of novel technologies that keep reshaping many 
aspects of the environment we live in. Looking to the future, RUC-CSUI research 
group focuses on developing elegant algorithm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for more 
efficient, sustainable, equitable and smarter cities as well as for a healthier and 
happier human life.        

沈蔚然的团队致力于探索如何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学理论的结合，使智能技术更经
济，经济理论更智能，包括使用计算机方法分析经济学现象，利用经济学理论指导计算
机算法的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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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4 人工智能理论与交叉应用导师组
AI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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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博弈论里面的策略计算问题，如何通过合理设置规则达到更好的结果等。

-

周骁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准聘助理教授，分别于2016年和2020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硕士与博士学
位，师从移动计算领域世界知名学者Cecilia Mascolo教授。博士毕业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研究方向：计算科学与城市智能（RUC-CSUI）
持续增长的大数据和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新技术，不断重塑着我们生活环境的方方面面。
着眼于未来，计算科学与城市智能研究组致力于设计精巧的算法、开发智能的系统，以塑
造更高效、可持续、更公平和智慧的城市以及更健康、更幸福的人类生活。

沈蔚然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准聘助理教授。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2019年于清华大学
交叉信息研究院获博士学位，2019年至2020年于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研究方向：机制设计与博弈论

Research Interests: Dr.Zihe Wang's research interests lie in the interfac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conomic theory (aka.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In particular,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Multi-Agent Systems, Electronic Commerce, Game Theory, and Mecha nism 
Design. Currently，He is working on two projects. The first project asks the following 
question: how should we design reward schemes to incentivize content  providers to 
produce high-quality content on user-generated content platforms?  The problem is at the 
center of a real-world application where the goal is to optimiz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generated content on UGC websites. The second project asks the question that how 
should a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y design a service menu to maximize revenue? The 
challenge is that there are multiple competitors in the market.   

 Research Interests: Embedding physics principles or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motes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AI methods for data-driven modeling, 
discovery and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systems in small data regimes.   

Research Interests: Explore how to advance the combination of AI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theories, making smart technologies more efficient and economic theories 
smarter.  

Research Interests: The ever-growing big data has empowered ubiquitou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for a wide range of novel technologies that keep reshaping many 
aspects of the environment we live in. Looking to the future, RUC-CSUI research 
group focuses on developing elegant algorithm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for more 
efficient, sustainable, equitable and smarter cities as well as for a healthier and 
happier huma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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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经济理论更智能，包括使用计算机方法分析经济学现象，利用经济学理论指导计算
机算法的设计等。



（二）学科国际影响力取得明显突破

在国际权威计算机排行榜CSRankings中，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领域世界排名已提升至第
16位，在互联网与信息检索方向排名位居世界   第一。
Our research team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field of The Web&Information Retrieval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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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科研成果
RESEARCH 
ACHIEVEMENTS

WenLan: 
Our Great Achievement on Multi-modal  Pre-training

Text-to-image Generation: 
Visual Imagination of Abstract Concepts

Text-to-Image Retrieval and Editing: Text2PosterText-to-Image Generation: 
Visual Imagination of Concrete Concepts

文澜：大规模多模态预训练模型

基于文本的图像生成：具象概念的视觉想象 基于文本的图像检索与编辑：Text2Poster自动海报生成系统

基于文本的图像生成：抽象概念的视觉想象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科研攻关，文继荣院长作为北京智源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带领
团队研发首个中文超大规模多模态预训练模型“悟道·文澜”。目前该模型性能特别是对语
义信息的理解能力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超过同时期OpenAI及Google发布的模型，产生
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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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科研成果
RESEARCH 
ACHIEVEMENTS

（三）科研项目

2021年学院新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资助13项，经费共计509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8项，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6项；省部级项目5项，包括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项，其
他省部级项目2项。
国家级和省部级在研项目共计18项，经费合计6385.5万元。其中国家级在研项目共13项，包
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2项；省部级在研项目共5项。
承担横向项目44项，经费合计2210.29万元。合作单位包括华为、百度、腾讯、阿里巴巴、
快手、美团、哔哩哔哩等国内头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企业。

（四）论文发表及专利情况

保持科研成果高水平产出，大力提升学院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在论文发表方面，2021年，学
院师生以主要作者身份产出论文97篇。其中在SIGIR、SIGMOD、TPAMI、KDD、ICDE、
ICML、ICLR、AAAI、TKDE、EC、IJCAI等国际一流期刊或会议上以主要作者身份发表（含录
用待发表）CCF A（中国人民大学 A+/A类）论文63篇。在专利申请方面，截止目前，累计申
请国内专利20项，获专利授权3项。

项目编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资助类别
62122089

62172422

62102420

62106271

62106272

62106273

62106274

62102421

严    睿

王子贺

陈    旭

许洪腾

胡    迪

沈蔚然

周    骁

朱倩男

智能人机对话技术

标准型博弈中引导参与者至纳什均衡的最优奖励规则研究

基于因果推断的可解释推荐算法研究

基于图最优传输理论的图生成模型与算法

自然场景下机器的视听感知与学习

不完全信息博弈中的信息交流与策略学习

基于多模态学习的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预判与干预研究

融合知识的可解释性推荐和搜索技术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资助类别
4222027

4222028

4222029

2021L20001

2021020551

赵    鑫

魏哲巍

刘    勇

严    睿

朱倩男

融合语言知识的预训练文本生成模型研究

面向现代城市交通网络的异质图表示学习模型研究 

大规模半监督核学习的模型选择理论与算法研究 

智源青年科学家—基于知识驱动的人机对话关键技术研究

智能算法在社会治理中的挑战、机遇与发展对策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项目编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资助类别
2019YFE0198200

61872370

62076234

61872369

61976220

61976206

61806121

6193000201

61972401

U2001212

61832017

61872338

62006234

徐    君

窦志成

刘    勇

赵    鑫

卢志武

苏    冰

王子贺

魏哲巍

魏哲巍

文继荣

文继荣

徐    君

张    骁

面向多元化纠纷化解的智能法律助理和类案分析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基于深度学习的个性化搜索技术研究

大规模深度核学习的理论与算法研究

基于记忆增强神经网络的用户兴趣理解与个性化推荐技术研究

小样本学习关键问题研究

基于最优传输的序列距离学习理论和方法研究

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中贝叶斯纳什均衡计算方法研究

大规模图的复杂性分析与高效计算

大图节点相似度计算及其应用

面向时空文本大数据的智能舆情分析

跨模态大数据实时交互式分析

基于强化学习的信息检索排序模型研究

在线模型选择的增量素描方法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单位
北京卓越青年科学家项目

国际传播大数据智能实验室运维

交互式信息检索

智源青年科学家⸺知识驱动的智能化推荐算法

面向城市管理的人工智能视频分析关键技术与决策模型研究

文继荣

文继荣

徐    君

赵    鑫

窦志成

北京市教委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

国家级项目新增8项：

省部级项目新增5项：

国家级项目在研13项：

省部级在研项目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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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ACADEMIC ACTIVITIES

!

2021年，高瓴人工智能学院举办科研会议与学术活

动共23场，嘉宾及发言专家共63人，活动旨在加强

学科前沿交流，促进国内外相互借鉴人工智能研

究、教育经验，鼓励创新和产业化，形成凝聚广泛

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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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召开首次“人工智能+X”交叉学科系列研讨会
4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暨人工智能学科交叉协同平台在中国人民大学
召开“人工智能+X”交叉学科系列研讨首次会议。该跨学科平台依托于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旨在
通过建设面向全校、服务全校的一站式新型学科交叉研究平台，创建具有人大特色的人工智能跨
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产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智能
社会发展的决策咨询成果，为深度参与全球智能社会治理做出中国贡献。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举办“AI更有爱-科技文化周”系列活动
5月25日-5月27日，为了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第四届科技文化周整体工作安
排，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打造了“AI更有爱”系列活动，涵盖科技文化体验日、实验室体验日、人
工智能科普电影展播等子活动，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人工智能的学术盛宴。中国科学院院士解
思深、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郭哲出席，刘伟校长、王轶副校长、文继荣院长及百余位师生参
加活动。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参加2021北京智源大会并报告研究成果
6月1日至3日，由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主办的2021北京智源大会举行。开幕式上，智源研究
院发布了全球最大的超大规模智能模型“悟道2.0”。在智源“悟道2.0”成果发布会上，中国人
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执行院长、信息学院院长、智源首席科学家、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
计划项目获得者文继荣教授做了题为《像孩子一样学习，第二代文澜多模态预训练模型》的主题
报告，展示了人大高瓴人工智能学院为主的师生团队在“悟道·文澜2.0-多模态预训练模型”方
面的科研突破。我院卢志武教授、宋睿华长聘副教授参会并报告研究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第二次“智慧司法研究与应用”研讨会
6月17日，由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社会治理跨学科交叉平台和基于大数据文科综合训练国家
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二次智慧司法研究与应用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与
会专家20余人，主旨报告8项。

人大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首期博士生科研论坛成功举办
6月21日，人大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首期博士生科研论坛在信息楼成功举办。我院2020级全体博士
生参加会议，19名博士生结合自己入学一年来的科研进展向博士生导师们做了详细汇报。学院全
体教师按照导师组参会讨论，并对汇报的博士生依次做了认真点评。此外，学院数名研究生也旁
听了本期博士生科研论坛。

举办第二届“全球青少年图灵计划”
2021年8月，第二届“全球青少年图灵计划”科技训练营成功举办，来自人大附中、北京四中、
北师大实验中学、北京八中、浙江学军中学的26位优秀中学生参加了为期四天的人工智能科研集
训，收获了知识、结交了朋友、启迪了梦想。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与新闻学院召开“AI+新闻”跨学科研讨会
10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跨学科
交叉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与與论生态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未来传播研究所联合主办的
“AI+新闻”跨学科研讨会在我校召开。会上，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执行院长文继荣教授表示，探
索人工智能驱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是高瓴人工智能学院的一项重要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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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PARTNERS

搭建一流的企业实训基地。学院以建设国家人工智
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为目标，在人工智能发展重大
问题和突破方向上，实行联合攻关和融合育人，依
托高瓴资本集团，与京东、滴滴、浪潮、爱奇艺、
美团点评在内的20余家人工智能知名企业达成了实
训基地合作协议。

深度推进产教融合育人。目前学院已建设中国人民
大学-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项
目、百度-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合作项
目，与百度共建“松果实践基地”。

!

学生实训基地

校企合作

2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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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
COURSES

 
人工智能与Python程序设计 徐君 教授 赵鑫、苏冰、沈蔚然、胡迪、毛佳昕

宋睿华 长聘副教授 魏哲巍

文继荣 教授 窦志成、徐君

赵鑫 教授 苏冰、毛佳昕

魏哲巍 教授 宋睿华、魏哲巍、沈蔚然

人工智能导论B

大数据分析导论

人工智能综合设计

新生研讨课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职称 其他教学团队成员

（一）本科生课程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重点课程建设目录：

授课教师：赵鑫、徐君、苏冰、胡迪、沈蔚然、毛佳昕

《人工智能与Python程序设计》介绍

                                           课程简介：《人工智能与Python程序设计》是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在全
                                            校首次开设的专业教育部类核心课，授课教师具备比较丰富的讲授程                                             
                                            序设计语言、人工智能理论与实践课程的经验。
                                            课程开设时间为一年级的下学期，总学分为4学分，自开课以来学生人                                            
                                            数达400余人，授课教师共6人。该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Python
程序设计部分、Python与人工智能部分，拟采用课堂教学、上机实践、课后练习相结合方
式，培养计算思维和人工智能思维相融合、能够熟练通过计算思维实现人工智能思维的专业
人才。

高瓴人工智能学院课程按照人工智能专业课程类型，组建 6 个课程组：专业核心课课程组、跨
学科交叉课程组、部类基础课—人工智能与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组、实践类课程—人工智能
综合设计课程组、新生研讨课课程组、通识核心课—大数据分析导论课程组。
其中，《人工智能与Python程序设计》已建设成为中国人民大学“123”金课，学院还重点建
设《人工智能导论B》专业核心课程、筹备建设《大数据分析导论》通识核心课程、《新文科
人工智能导论》、《社会科学中的计算思维方法》、《新文科人工智能跨学科思维与应用》等
新文科人工智能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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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课程

 

在课程上，会单独设置三个学时的“学术规范与伦理”内容，通过大量的例子，强调
“严禁学术造假”等学术规范，并从技术细节和学科特点，详细阐述众多学术规范问
题，同时讲解从事重要研究的机制和意义。通过详细的课程内容讲授和真实的案例，
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观、价值观，以及避免学术问题的方法论。

在课程内容中，无缝接入各种对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内容。例如，在介绍发表论文
流程的内容中，鼓励学生克服困难，坚持拼搏的精神；在介绍相关工作撰写部分，强
调要尊重客观事实和科学规律；在介绍方法部分，强调勇于创新，永攀高峰等精神。

授课教师：窦志成  教授
本课程是高瓴人工智能学院的所有硕士生和博士生必须修读的课程，课程为
3学分，推荐在研究生一年级时修读本门课程。选课人数超过70余人。

示范性课程《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介绍

COURSES

在研究生培养上，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致力于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人工智
能高端技术人才及复合型人才，助力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科技发展和产业落地双引擎运行。
在课程设置上，分为公共课、方法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学术交流活动和选修课等模块。 我
院注重本硕博贯通培养，充分学习了国内外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模式和经验，紧密跟踪科技前
沿，确保培养方案的先进性，开设了《人工智能》、《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神经网络
与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专业核心课程；同时，注重人工智能交叉应用复合型人
才培养。在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培养的基础上，逐步探索人工智能与金融、法律、新闻等人文
社科领域交叉人才培养机制，满足国家对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人才的需求。开设了如《智慧
医疗》、《人工智能跨学科思维实战》、《博弈论与计算经济学》、《运筹学与优化理论》
等交叉应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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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重要事件
WORK SUMMARY 2021

在国际通用计算机排行榜CSRankings中，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领域
世界排名已提升至第16位，在互联网与信息检索方向排名位居世界第一。

1我校互联网与信息检索方向在CSRankings排名中位居
世界第一

2
学院从美国东北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引进5位学
者，专任教师队伍已达20人。本年度共有6位教师获得国家级人才称号。此外，
胡迪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赵鑫获2021“CCF-IEEE CS青年科
学家奖”、第十届吴文俊人工智能优秀青年奖。

学院专任教师队伍已达到20人，新增6名国家级人才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科研攻关。文继荣院长作为北京智源研究院首
席科学家，带领团队研发首个中文超大规模多模态预训练模型“文澜”，
第二代模型正式发布，产生广泛影响。

3文继荣院长带领团队研发首个中文超大规模多模态预训练
模型“文澜”

本年度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项，青年基金和面上项目获资助率100%。
在研纵向科研项目共计16项，包括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项目1项，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等。在研横向项目共34项，
合作单位包括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等。
此外，另有10位教师获得本年度CCF-腾讯犀牛鸟科研基金、腾讯AI Lab犀牛
鸟专项研究计划、“CCF-百度松果基金”、2021智源·悟道科研基金资助。

4与华为签署研究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在下一代智能信息
分发技术领域进行联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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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年度选派工作顺利开展，外方导师人数增加到3人，我院新增3名博士生攻读人大-蒙特
利尔大学“双博士”学位。

持续推进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10
开展六期学院品牌学术活动“高屋建瓴AI公开课”讲座，邀请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资深学者，讲授前沿研究成果。联合信息学院举办十
二期BDAI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研究生学术沙龙。联合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KAUST）AI Initiative举办为期2天的“人工智能前沿线上研讨会”。

开展六期“高屋建瓴AI公开课”，联合沙特KAUST大学举办前沿论坛

7

8学生姚菁、牛玉磊、王涵之、丁明宇、刘炯楠获优秀荣誉

2021年新入学研究生72人（其中23名硕士生，49名博士生），累计在校生157人。博士
生招生获教育部“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招生计划”支持，硕士生招生
获我校“未来领军人才计划”支持。

首批45位2020级本科生选择我院人工智能专业

6
推进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暨跨学科交叉平台建设，发布“中国人民大学交叉学科研究数
据与工具平台”，与新闻学院、法学院、应用经济学院等召开“智能时代国际传播”、
“智能司法研究与应用”、“AI+应用经济”等学术研讨会。

发布“中国人民大学交叉学科研究数据与工具平台”，
与新闻、法学、应用经济学院等召开交叉学科研讨会

5
本年度我院师生以主要作者身份在顶级期刊会议（CCF A，中国人民大学A+/A类）上发
表（含已录用）论文60余篇，累计申请专利19项，获专利授权3项。赵鑫教授荣获
ECIR’21时间检验奖（Test of Time Award），窦志成教授荣获CCIR 2021最佳论文奖。

赵鑫教授获ECIR’21时间检验奖（Test of Time Award），
窦志成教授获CCIR 2021最佳论文奖

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获得中科协科技治理智库项目立项3项并顺利结项，完成8项中科协高
端智库青年项目结项，参与承办“中英青年科学家论坛”等4场论坛。
支持成立我校“网络空间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协调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学术论坛等工作。
推进大数据管理与分析方法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工作，扩大科研队伍，加强软硬件建设。

11推进中国科协-人大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工作，支持成立我校
“网络空间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12
与人大附中、文化科技园等共同开展第二届“全球青少年图灵计划”公益项目，发现和
培养青少年科技人才，吸引全球50多个国家上万名青少年参与。

举办第二届“全球青少年图灵计划”公益项目

13
推进中国人民大学-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项目、百度-中国人民大学人
工智能人才培养合作项目，与百度共建“松果实践基地”。
持续开展“扬帆‘企’航”企业参访活动，组织人大学子前往微软亚洲研究院、字节跳
动公司、华为公司等进行参观，深度推进校企合作及产教融合育人。

推进人大-华为“智能基座”、百度“松果实践基地”等校企合作项目

14
学院举办首届“1024”杯篮球赛、足球友谊赛、师生羽毛球友谊赛、元旦联欢会等丰富
多彩的文体活动。明理-信息-高瓴联队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三十五届“一二·九”合唱音乐
节中荣获金奖、优秀组织奖、团队合作奖。

学院举行首届足篮羽师生联谊球赛，明理-信息-高瓴联队获“一二·九”
合唱音乐节金奖

文继荣、窦志成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姚菁获本学年吴玉章奖学金（全校仅评选10人/年），
文继荣教授、卢志武教授指导的博士生牛玉磊获中国计算机学会优秀博士论文奖（全
国仅评选10人/年），魏哲巍教授指导的直博生王涵之、卢志武教授指导的硕士毕业生丁
明宇分别获得百度奖学金（全球仅评选10人/年），窦志成教授指导的学生刘炯楠作为国
家奖学金获奖代表登上《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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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风采
GLAMOUR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赵鑫教授获2021“CCF-IEEE CS青年科学家
奖”、第十届吴文俊人工智能优秀青年奖

胡迪准聘助理教授获第七届中国科协青年
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资助

徐君教授参与的“面向广域公共安全事件的
社会数字治理关键技术”，赵鑫教授参与的
“复杂异质网络化数据的建模理论与挖掘方
法”分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赵鑫教授荣获“ECIR ’21时间检验奖（Test 
of Time Award）”，窦志成教授荣获
“CCIR 2021最佳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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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鑫教授获2021“CCF-IEEE CS青年科学家
奖”、第十届吴文俊人工智能优秀青年奖

胡迪准聘助理教授获第七届中国科协青年
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资助

徐君教授参与的“面向广域公共安全事件的
社会数字治理关键技术”，赵鑫教授参与的
“复杂异质网络化数据的建模理论与挖掘方
法”分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赵鑫教授荣获“ECIR ’21时间检验奖（Test 
of Time Award）”，窦志成教授荣获
“CCIR 2021最佳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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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继荣教授、卢志武教授指导的博
士生牛玉磊获中国计算机学会优秀
博士论文奖（全国仅评选10人/年）

文继荣教授、窦志成教授指导的学
生姚菁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奖
学金（全校仅评选10人/年）

窦志成教授指导的学生刘炯楠作为国
家奖学金获奖代表登上《人民日报》

“学子
风采”

魏哲巍教授指导的直博生王涵之获得
百度奖学金（全球仅评选10人/年）

卢志武教授指导的硕士毕业生丁明
宇获得百度奖学金（全球仅评选10
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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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
活动” !

3月26日，高瓴人工智能学院足球友谊赛举办

11月20日，我院硕博党支部联合教育学院博士生党支部开展党史学习活动 12月16日，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师生羽毛球友谊赛在世纪馆羽毛球馆顺利举行

12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第三十五届“一二·九”合唱音乐节在明德堂隆重举行10月30日，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首届“1024”杯篮球赛决赛开战

12月26日，高瓴人工智能学院于学生活动中心东厅举办“瓴航新春·2022”元旦晚会

4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第六十一届田径运动会在田径场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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