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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世飞 黄华娟

基于相关性约束的隐喻理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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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有损链路的传感网压缩感知数据收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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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变换:一种用于形状精确描述的数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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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文进 吴小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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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执行序列的嵌入式软件时序异常检测
王博 白晓颖 陈文光 SONG Xiaoyu

基于混杂偏倚消除的谓词统计错误定位方法
王兴亚 姜淑娟 鞠小林 曹鹤玲

虚拟黑盒安全的程序混淆:模型、进展与挑战
张明武 沈华 穆怡

支持轨迹隐私保护的两阶段用户兴趣区构建方法
冀亚丽 桂小林 戴慧珺 彭振龙

面向社会化媒体用户评论行为的属性推断
刘云 孙宇清 李明珠

一种基于效用的个性化文章推荐方法
尹祎 冯丹 施展

多层自适应模块化神经网络结构设计
张昭昭 乔俊飞 余文

一种基于快速k-近邻的最小生成树离群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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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策略推导的访问控制漏洞测试用例生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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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方程求解与相位估计攻击RSA的量子算法
王亚辉 张焕国 吴万青 韩海清

面向隐私保护的数据块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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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超父结点时间序列贝叶斯网络集成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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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计算方法的抗菌肽预测
曹隽喆 顾宏

基于DSSI理论的信息易感用户动态提取模型
李玲 刘敏 成国庆

基于多种支撑点的度量空间离群检测算法
许红龙 唐颂 毛睿 沈婧 刘刚 陈国良

基于表现手法的国画分类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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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学习:一种面向图像应用和噪声标注的深度神经
网络训练方法
周彧聪 刘轶 王锐

EAE:一种酶知识图谱自适应嵌入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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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间序列启发式信息的室内轨迹跟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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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车联网V2V链路时延动态预测
王秀峰 崔刚 王春萌

基于智能手机声信号的自标定室内定位系统
林峰 张磊 李贵楠 王智

基于路径与端址跳变的SDN网络主动防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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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簇和阈值区间的高效关联规则隐藏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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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隐私流数据自适应发布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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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统计差分的轨迹隐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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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图中k-独立集的相变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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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网络数据协同矩阵分解预测蛋白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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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临床领域时序知识图谱的链接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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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iRCC:面向智能家居的规则匹配与冲突消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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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时间窗口的轻量级实时运动识别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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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安全的匿名隐式漫游认证与密钥协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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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扩展公钥的云存储广播加密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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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流体系架构的分组密码处理器设计
李功丽 戴紫彬 徐进辉 王寿成 朱玉飞 冯晓

基于启发策略的动态平衡图划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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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处理中的格子玻尔兹曼方法研究综述
刘应乾 严壮志

图像分区选择的像素值排序可逆数据隐藏
李蓉 李向阳

多通道卷积的图像超分辨率方法
李云飞 符冉迪 金炜 纪念

自适应成本量的抗遮挡光场深度估计算法
熊伟 张骏 高欣健 张旭东 高隽

结合像素模式和特征点模式的实时表情识别
梁华刚 易生 茹锋

融入邻域作用的高斯混合分割模型及简化求解
石雪 李玉 李晓丽 赵泉华

血液红细胞图像自适应标记分水岭分割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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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征融合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建筑物分级提取
林雨准 张保明 王丹菂 陈小卫 徐俊峰

机器视觉表面缺陷检测综述
汤勃 孔建益 伍世虔

自适应残差图像的分数阶全变分去噪算法
祝严刚 张桂梅

图像亮度线索下的单目深度信息提取
冯帆 马杰 岳子涵 沈亮

自适应增强卷积神经网络图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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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视觉感知特性的场景分类算法
史静 朱虹 王栋 杜森

群体动力学的群组行为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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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非监督分类和几何—纹理—光谱特征的高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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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信息学报
Journal of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2017年06期
汉语名词的隐喻知识表示及获取研究
汪梦翔 饶琪 顾澄 王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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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外部记忆单元和语义角色知识的文本复述判别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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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词分布式表征的汉语框架排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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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驱动的双向LSTM篇章连贯性建模
杜舒静 徐凡 王明文

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可比语料库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以“把”字句的句法语义标注及应用研究为例
谭晓平

藏汉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研究
李亚超 熊德意 张民 江静 马宁 殷建民

基于分写增强字符向量和LSTM-CRF的朝鲜语自动
分写方法
金国哲 崔荣一

问答中的问句意图识别和约束条件分析
孙鑫 王厚峰

基于双向LSTM和两阶段方法的触发词识别
何馨宇 李丽双

基于汉语框架语义网的篇章关系识别
李国臣 张雅星 李茹

基于整数线性规划的商家属性抽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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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模态神经网络的图像中文摘要生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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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贝超 胡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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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经网络纠正器的领域分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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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针对句法树的混合神经网络模型
霍欢 张薇 刘亮 李洋

汉语日常会话的对话行为分析标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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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 闻媛 宋丽 卜丽君 曲维光 薛念文

CRF与规则相结合的维吾尔文地名识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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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国学生的英语书面语动词形式错误自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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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高考阅读理解鉴赏题语言风格判别方法
陈鑫 王素格 李德玉 谭红叶 陈千 王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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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超红 翁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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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莹莹 黄岚 王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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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RRP_(MCC):一种支持向量回归机的正则化路径
近似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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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Bhattacharyya系数和项目相关性的协同
过滤算法
臧雪峰 刘天琦 孙小新 冯国忠 张邦佐

基于M&S模型的分布式认知无线电网络时间同步机
制

面向存储层次设计优化的GPU程序性能分析
唐滔 彭林 黄春 杨灿群

开放知识库构建技术的多维量化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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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主题耦合的影响力最大化算法
吕文渊 周丽华 廖仁建

面向位置推荐的差分隐私保护方法
夏英 毛鸿睿 张旭 裴海英

基于概念权重向量的MIMLSVM改进算法
环天 郝宁 牛强

结合缺失模式的不完整数据模糊聚类
郑奇斌 刁兴春 曹建军

一种基于CSI的参数无关接入点定位方法
李耀辉 陈兵

云计算环境下的模糊解耦能效优化算法研究
邢文凯 高雪霞 侯小毛 翟萍

汤璘 刘俊霞 赵丽 齐兴斌

基于均匀圆阵的改进UCA-ESPRIT算法

应用于认知无线电频谱预测的小波神经网络模型
朱正国 何明星 柳荣其 刘泽民

刘艳 廖勇

分裂二进制追踪树标签防碰撞协议

基于混沌和小波变换的音频加密算法
魏雅娟 范九伦 任方

李占青 李光顺 吴俊华 孔令增

基于有效容量链路模型的无线局域网帧聚合算法研
究

基于改进VIKOR法的云计算环境下用户行为安全的
评估研究
李存斌 蔺帅帅 徐方秋

童旺宇 张颖江

基于多尺度分解与预测误差扩展的可逆图像水印算
法
张正伟 吴礼发 严云洋

一种可扩展访问控制标记语言的策略优化算法
卢秋如 陈建平 马海英 陈韦旭

基于REESSE3+算法的改进算法
董大强 殷新春

基于多核字典学习的软件缺陷预测
王铁建 吴飞 荆晓远

基于混沌不透明表达式的不透明谓词混淆技术研究
苏庆 孙金田

支持抽象解释的静态分析方法的形式化体系研究
张弛 黄志球 丁泽文

基于二型模糊逻辑的多线程数据竞争检测方法研究
杨璐 余守文 严建峰

基于本体概念相似度的软件构件检索方法
柯昌博 黄志球 肖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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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设计质量评估方法的研究
胡文生 杨剑锋 赵明

基于观察者模式的实时系统验证方法
赵鹤 洪玫 杨秋辉 高婉玲

基于时序关系的系统失效可达图生成方法
范亚琼 陈海燕

基于科学计量的世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状况分析
李悦 苏成 贾佳 许震 田瑞强

一种具有动态邻域特点的自适应最近邻居算法
冯骥 张程 朱庆生

基于命题逻辑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L-Eclat
徐卫 李晓粉 刘端阳

面向类别不平衡数据的主动在线加权极限学习机算
法
王长宝 李青雯 于化龙

电信大数据文本挖掘算法及应用
汪东升 黄传河 黄晓鹏 倪秋芬

位置社交网络中基于评论文本的兴趣点推荐
王啸岩 袁景凌 秦凤

基于矩阵分解优化的排序学习特征构造方法
杨潇 崔超然 王帅强

图像显著估计的并行算法研究
沈洪 李晓光

基于尺寸建立个性化人体模型的方法
高一荻 蒋夏军 施慧彬

一种时空多尺度适应的手势识别方法研究
王海鹏 龚岩 刘武 李泽 张思美

基于边缘盒与低秩背景的图像显著区域检测算法
申瑞杰 张军朝 郝敬滨

Split Bregman算法在遥感图像边缘检测中的应用
研究
景雨 刘建鑫 刘朝霞 李绍华

云计算环境下低成本存储科学数据的演化CTT-SP算
法
郭梅 袁栋 杨耘

基于GraphX传球网络的传球质量量化研究
廖彬 张陶 国冰磊 于炯 牛亚锋 张旭光 刘炎

基于三支决策的多粒度文本情感分类模型
张越兵 苗夺谦 张志飞

关联变量分组的分解多目标进化算法研究
邱飞岳 胡烜 王丽萍

自纠正词对齐
龚慧敏 段湘煜 张民

融合稀疏因子的情感分析堆叠降噪自编码器模型
蒋宗礼 王一大

基于加权代价的决策粗糙集模型
陈玉金 李续武

混合拓扑结构的粒子群算法及其在测试数据生成中
的应用研究
焦重阳 周清雷 张文宁

基于小波图像融合算法和改进FCM聚类的MR脑部
图像分割算法
耿艳萍 郭小英 王华夏 陈磊 李雪梅

基于改进IGG模型的全景图像拼接缝消除算法
瞿中 李秀丽

基于LDP特征和贝叶斯模型的人脸识别
王燕 李鑫

基于采样点组二值化策略的鲁棒二值描述子研究
刘红敏 李璐 王志衡

基于熵和相关接近度的混合高斯目标检测算法
李睿 盛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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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结构化特征解决面向社交媒体信息情感分析的
研究
苏育挺 王慧晶

采用弧形映射函数的二进制粒子群优化算法
李浩君 刘中锋 王万良

结合非负矩阵填充及子集划分的协同推荐算法
袁卫华 王红 杜向华

结合字典序和排序线性拟合的音频隐藏方法
谢贤文 邵利平

一种非对称相似度矩阵约束的群组协同过滤算法
王建芳 谷振鹏 张朋飞 刘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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