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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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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导读 

➢ 清华信息青年学者论坛举行 

➢ 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系列交叉论坛（第十七期）举办 

➢ 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系列交叉论坛（第十八期）举办 

➢ 李梢教授荣获“2020 年度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杰出贡献人物”奖 

➢ 大数据驱动的知识管理和决策团队承担的“国家税务总局大数据管理咨询项

目”顺利通过验收 

➢ 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健康与生物信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 

➢ 生物信息学与智能信息处理 2020 年学术会议 (BIIP 2020) 线上召开 

➢ 生物信息学研究部积极开展学术交流 

➢ 朱文武教授团队发布了世界首个开源自动图学习工具包-AutoGL 

◆ 焦点要闻 

清华信息青年学者论坛举行 

12 月 13日，由清华大学信息学院和北京

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主办的清华信

息青年学者论坛在北京中国石化会议中心举

行。清华大学副校长郑力，信息学院党政联

席会成员，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办公会成员，

以及来自信息学院的中青年教师 100 余人参

加了会议。 

13 日上午，论坛进行了大会报告、主题报告，并组织了青年学者发展圆桌

会议。郑力与信息学院党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金德鹏、电子系主任汪玉、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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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党委书记刘奕群、自动化系党委书记张佐、软件学院党委书记王斌、微纳电子

学系副主任尹首一一起作为嘉宾参加了青年学者发展圆桌会议。 

郑力介绍了学校教师个性化发展的工作思路，指出教师分系列管理是学校人

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各系列教师在不同的评价体系和发展路径引导下协同助

力学校事业发展，教书育人、学术思想创新、技术创新、技术转化应用四个方面

的成果是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维度，希望广大教师在顶天、立地、树人的工作中取

得更大收获。他还勉励广大青年教师重视师风师德，将促进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

作为追求目标，在兴趣驱动的思想创新以及面向重大需求的有组织科研中快速成

长，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 

信息学院院长、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戴琼海院士和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小云

院士分别作大会报告。戴琼海以“从‘飞鸟与青蛙’说开去”为题，认为科学研

究既需要具有大局、广度特点的“飞鸟”问题，也需要具有局部、深度特点的“青

蛙”问题，他以数学和光学成像领域的两类学术问题为例，指出学术研究中问题

驱使是原创，方法驱使是改进，要重视问题的“元”、方法的“源”和创新的“原”。

他勉励青年学者要胸怀宽、境界高、眼光远，以学科为根、探元为本、交叉为术，

取得更好的成就。 

王小云以“密码技术与区块链前沿进展”为题，针对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数据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她指出，密码是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核心

技术与基础支撑，并介绍了清华大学团队在密码设计和区块链系统发展中取得的

重要成果。 

在主题报告环节，刘奕群、陶晓明、汪小我和李丹分别以“互联网认知搜索”

“从多媒体计算通信到语义通信”“基因调控的信息解读与人工设计”和“网络

空间时代的互联网结构新挑战”为题，就各自领域的科技发展热点趋势、所取得

的创新成果等进行了分享。 

13 日下午，大会分三个会场进行了国家研究中心青年创新基金年度交流活

动。青年创新基金是国家研究中心设立的自主科研项目，旨在鼓励优秀青年人才

自主探索科学技术问题，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本次交流活动组织了 10 个在研

项目、17 个启动项目的汇报交流以及 21 个在研项目的海报展示。朱文武教授、

罗毅教授、金德鹏教授分别主持分会场交流，信息学院各单位 18 位专家应邀与

参会青年学者一起听取了项目汇报，并就项目内容开展了深入讨论。 

近年来，清华大学信息学院和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坚持支持优

秀青年教师发展，加大力量搭建人才成长和交流平台，促进信息学科群交叉融合

发展。迄今为止，国家研究中心青年创新基金支持了近 80 位青年教师设立自主

科研项目。信息学院从今年 10 月开展清华信息青年学者沙龙系列活动，本次青

年学者论坛同时作为沙龙第三期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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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华教授作学术报告 

杨华中教授作学术报告 

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系列交叉论坛（第十七期）举办 

12 月 10 日晚，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

国家研究中心系列交叉论坛（第十七期）

通过线上会议和直播的形式举办，本次论

坛邀请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杨华中教

授作题为“低能耗集成电路及其发展趋势”

的报告。清华大学信息学院院长、信息国

家研究中心主任戴琼海院士主持论坛。信

息国家研究中心扩大会成员、团队负责人以及校内外师生 80 余人通过腾讯会议

在线参加论坛，累计约 27万人次通过 IT大咖说、新浪、百度等直播平台在线观

看。 

智能时代对集成电路的能耗提出了越来越苛刻的要求，杨华中教授通过触发

器、CPU处理器、高精度宽带数模转换器、深度神经网络加速器的设计实例，介

绍了从单元电路到高端芯片的低能耗设计技术及若干应用实例，展示了近 20 年

来低能耗集成电路的发展历程，最后探讨了该方向的发展趋势。 

在提问交流环节，杨华中教授同与会人员就位宽自适应技术、传统模拟电路

模块做神经网络计算的未来，以及非易失器件、数字电路计算、内存计算如何对

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系列交叉论坛（第十八期）举办 

12 月 24日晚，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

国家研究中心系列交叉论坛（第十八期）

通过线上会议和直播的形式举办，本次论

坛邀请了山东科技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

教授（双聘）周东华作题为“高速列车制

动系统实时故障诊断技术”的报告。清华

大学信息学院院长、信息国家研究中心主

任戴琼海院士主持论坛。信息国家研究中心扩大会成员、团队负责人以及校内外

师生 260 余人通过腾讯会议在线参加论坛，累计约 45万人次通过 IT 大咖说、新

浪、百度等直播平台在线观看。 

安全运行是高速列车系统研发和应用的首要问题，关乎国计民生。高速列车

安全运行的关键是列车的信息控制系统，包含列车网络系统、运行控制系统，牵

引变流系统和制动控制系统等。而故障诊断则是高速列车信息控制系统安全可靠

运行的核心技术，尽管高速列车已采取了运行的安全性，但微小的故障、间歇故

障、闭环故障、复合故障的诊断问题仍然没有有效解决。此外，列车运维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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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也对故障诊断提出了新的挑战。周东华教授主要围绕制动控制系统开展研

究，介绍了课题组在上述故障诊断方向取得的研究进展。 

在提问交流环节，周东华教授同与会人员就微小故障诊断中，如何选取预值

来判断是否故障；实时系统故障诊断中的实质问题有何建设性意见；车载系统故

障诊断中，故障代码判别方法对实时性计算有何要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

讨。 

◆ 科学研究 

李梢教授荣获“2020 年度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杰出贡献人物”奖 

12 月 26日，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五届中国

全面小康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清华大学自动化系长聘教授、信息国家研究

中心精准中医与生物网络团队负责人李梢在该论坛上荣获“2020 年度中国全面

小康十大杰出贡献人物”奖。 

本届论坛由《小康》杂志社和中共中山市委、中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给论坛发来贺信，《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高明光等出席论坛。《小康》杂志隶属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为

中央级政经类新闻刊物。 

李梢出身中医世家，致力于用科学发展中医，从事生物信息学、人工智能与

中医药交叉科学研究 20 年，开辟网络药理学、中医药人工智能新方向，在数字

化、智能化、精准化解决中医药传承与发展难题上作出突出贡献，并在胃癌的中

医药智慧与精准防治上取得重要应用，被誉为中医药网络药理学研究的开拓者。 

大数据驱动的知识管理和决策团队承担的“国家税务总局大数据管理咨询项目”

顺利通过验收 

2019 年底国家税务总局设立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局，清华大学信息国家

研究中心大数据驱动的知识管理和决策团队（李超、张勇、邢春晓等）作为国家

税务总局大数据管理咨询项目承担方，从 2019 年 12月启动工作，在面临新冠疫

情影响下，历经一年的调研、咨询，按照项目需求，分五部分完成项目 15 个交

付物提交，并进行培训和知识传递，于 2020 年 11月 25日顺利通过验收。 

◆ 交流合作 

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健康与生物信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 

12 月 6 日上午，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健康与生物信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衍达、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王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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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会现场参会嘉宾与候选委员合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处长吕

群燕、中国自动化学会秘书长张楠等 100 余

名嘉宾、候选委员在现场参会，北京协和医

院院长张抒扬等 60 余人通过视频会议参会，

成立大会进行了同步线上直播。会议由中国

自动化学会智能健康与生物信息专业委员会

主办，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北京信息科学与

技术国家研究中心承办。 

专委会发起人、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信息国家研究中心张学工教授在致辞中

回顾了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二级学科创立的历史，中国自动化学会成立专委会的

历程以及对生物信息学交叉学科发展的支持。他希望专委会成员能以今天成立大

会为新起点，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共同推动智能健康与生物信息的科学研究、

应用转化和人才培养，为“中国健康”重大任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成红代表学会致辞。他指出，“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全面推进健康中国”

被列为国家重大任务。新成立的专委会正当其时，其定位非常准确，希望专委会

把各项工作做好。 

学会秘书长张楠宣读了《中国自动化学会关于成立智能健康与生物信息专业

委员会的批复》和《中国自动化学会关于智能健康与生物信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

会的批复》。 

中国计算机学会生物信息学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南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建

新代表兄弟学会专委会在线上致辞。他希望新成立的专委会能与兄弟学会专委会

一起，为“健康中国”国家重大战略，为该领域的学术发展、产学研结合、科学

普及、人才培养作出贡献。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主任张涛代表专委会发起单位致辞，他回顾了自动化系生

物信息学二级学科的发展历史，并表示将对专委会的各项工作予以支持。 

张学工、张楠为专委会成立揭幕，全体与会嘉宾、专委会筹备工作组成员一

起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揭幕仪式结束后，李衍达作主旨报告，回顾了自己从 60 岁开始踏入这一前

沿交叉领域的初衷。他认为，用信息和调控的观点来研究生命系统比传统学科方

法更系统深入，有望发现其更为根本、深刻的规律。他强调，21 世纪研究生命

避不开“复杂系统”的问题，他已经带领青年学者花了十年时间去研究该问题，

最近终于取得了一些突破，并在疾病诊疗上得到初步应用。最后，他指出，智能、

生命、健康，是信息学的本质问题，要靠信息学与生物学、医学等多个领域的专

家携手攻关。 

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作题为“数字医疗研究思考与探索”主旨报告。她

指出，现代医疗模式正在经历重大变革，医疗和生命健康相关的海量数据赋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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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识疾病、预测疾病发生、预后和治疗反应，以及优化诊疗过程的机会，并

成为科学研究的新范式。她还重点介绍了医院在新冠危重症救治研究方面取得的

多项成果。 

圆桌讨论由张学工主持，与会嘉宾对专委会工作提出了若干建设性建议与意

见，并就专委会的定位、如何推动学科发展、如何与其他学会协同配合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讨论。 

下午，专委会进行了首届委员、负责人选举。经无记名投票，张学工当选首

任主任委员，伯晓晨、江瑞、叶凯、王卫群当选副主任委员，古槿当选秘书长，

来自大陆、香港高等院校以及产业界的 141 名领域学者、专家当选委员。张学工

代表新当选的专委会负责人讲话，他希望专委会能成为一个交流的平台，境界要

高、视野要广，以解决健康问题为己任。随后，委员就专委会的各项工作进行了

讨论，建议专委会结构仍需优化，要吸纳更多医院、产业的成员，利用专委会平

台加强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交流，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落地、组织科技赛事、建立

奖励体系。 

生物信息学与智能信息处理 2020 年学术会议 (BIIP 2020) 线上召开 

生物信息学与智能信息处理 2020 年学术会议（BIIP 2020）于 12 月 11 至

13 日以线上会议形式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主办，中国人工智能

学会生物信息学与人工生命专委会及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承办。并由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成都东软学院、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健康与生物信息专

委会、中国计算机学会生物信息学专委会、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计算生物学与生物

信息学专委会等机构联合协办。 

本年度会议主题是“人工智能+医学”，强调生物信息与智能的融合，希望

为广大从事生物信息学、合成生物学、智能科学技术、人工生命及相关智能信息

处理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推动我国生物信息学、智能信

息处理、人工生命与合成生物学的交叉、融合与发展。 

12 日上午，线上会议正式拉开序幕。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信息国家研究中

心张学工教授作为本次会议的大会主席向所有与会来宾致欢迎辞。四川大学计算

机学院章乐教授以及大会的宣传委员会主席、厦门大学王颖教授讲话。 

大会程序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汪小我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汪国华分别主持了

随后的两个主旨报告环节。四川省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研究院和电子科技大学尧德

中教授和中科院生化细胞所陈洛南教授带来精彩报告。 

13 日上午，武汉大学刘娟和吉林大学张浩分别主持了两个主旨报告。这两

个精彩的大会主旨报告由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厉力华教授和中山大学戴道清教授

带来。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多场分组报告，围绕“人工生物系统与合成生物学”、“生

物信息分析与智能处理算法”、“精准医疗与健康大数据”、“组学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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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GL 流程图 

四大主题进行了演讲报告与问答互动。 

生物信息学研究部积极开展学术交流 

12 月 3 日至 4 日，高军涛副研究员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现代临床分子诊

断研讨会”上，作了题为“用于检测染色质短程相互作用的分子成像新方法”的

报告。 

12 月 5 日至 6 日，高军涛副研究员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国际三维基因组

学研讨会”上，作了题为“Tn5-FISH：用于染色质互作的成像新方法”的报告，

并主持会议的部分报告。 

12 月 5日至 6 日，高军涛副研究员在深圳举行的“集智同行 V”学术会议上，

作了题为“基因组的三维组构及成像”的报告。 

12 月 18 日至 20 日，高军涛副研究员在南京举行的“数学肿瘤学第二届研

讨会（The 2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al Oncology）”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

“高效 FISH新技术在肿瘤三维基因组研究和临床诊断中的应用”的报告。 

12 月 19日，李梢教授应邀在第七届中国中西医交融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医

药网络靶标与胃癌防治”的专题报告。 

◆ 重点成果介绍 

朱文武教授团队发布了世界首个开源自动图学习工具包-AutoGL 

近几年来，图机器学习模型如图神经网络（GNN）的研究与应用呈现爆炸式

增长。小到原子分子结构，大到社会社交关系，都能够建模为图机器学习问题。

然而，不同的图数据在结构、内容和任务上千差万别，所需要的图机器学习模型

也可能相差甚远，导致不同任务的模型自动化面临巨大挑战。如何设计最优的图

自动机器学习模型，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自动机器学习(AutoML)旨在将机器学习的过程自动化，在降低机器学习使用

门槛的同时，提升机器学习的效果。但现有的自动机器学习工具，无法考虑图数

据的特殊性，因此无法应用在图机器学习模型中。为了解决该问题，清华大学计

算机系、信息国家研究中心朱文武教授团队发布了世界首个自动图学习框架与开

源工具包：AutoGL (Auto Graph Learning)，框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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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AutoGL 框架将图数据上的自机器学习任务分解为四个部分（对

应于图中的 AutoGL Solver 部分）：特征工程（Feature Engineering）、图学习

模型（Graph Learning Model）、超参数优化（HPO）、以及模型自动集成（Auto 

Ensemble）。每个部分在设计时都引入了对图数据特殊性的考虑。基于该框架，

开发了 AutoGL 开源工具包，可以在图数据上全自动进行机器学习，目前支持图

机器学习中最常见的两个任务：节点分类任务（node classification）与图分

类任务（graph classification）。 

AutoGL 框架及开源工具包极大地方便了开发人员进行对应的图学习算法设

计和调优。用户只需要按照 AutoGL的数据集标准提供目标数据集，AutoGL就会

自动寻找最优的模型和对应的超参，从而简化了图学习算法开发与应用的流程，

极大提升图学习相关的科研和应用效率。此外，AutoGL 也提供了一个供使用者

公平地测试与对比算法的平台。AutoGL 在设计时遵循模块化思想，每个模块均

可扩展，用户只需要实现对应模块类的接口，即可方便地测试自己的算法，为快

速获得 baseline效果、公平对比不同模型性能提供方便。 

AutoGL 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信息国家研究中心朱文武教授团队研发，核

心成员包括助理教授王鑫等 10 余人。该项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

目等的资助与支持。期望 AutoGL 能推动自动图机器学习在学术界与工业界的深

层次探索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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