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度自治区科技奖励提名项目公示信息
（自然奖）
一、 项目名称
高维复杂数据的特征分析及高效学习方法与应用
二、 提名单位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三、 提名单位（专家）意见
项目针对高维复杂数据的海量、高冗余、高噪声、多类
别、多标记等特性，提出了一套完整表征复杂数据的特征建
模、特征提取及维数约简的新方法；探索了生物序列与自然
语言中词的等价类、语法和语义规则，建立了生物语言学模
型，定义了“生物语言处理”，提出了若干基于统计语言学
和计算语言学技术和理论的生物序列结构和功能识别新方
法。建立了基于智能计算的复杂数据高效学习方法。
项目研发难度大、成果丰富，发表代表性 SCI 学术论文
58 篇、申请发明专利 8 件、软件著作权登记 2 项，培养硕博
士研究生 20 人，项目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可，其中
SCI 他人引用 1555 次，项目在基础研究上有重大创新，应用
研究上有重大突破。
提名该项目为自治区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四、项目简介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民经济各行业所获得的数
据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海量、高维、异构、非线性、不完全、
不精确与动态时变等高复杂性特征。传统的数据处理方法在
面对这些高复杂性数据时，往往收效甚微，使得蕴含在这些

数据中的信息或规律无法被探索和理解，导致“数据资源”
变成“数据灾难”。同时，信息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却迫
切需要去探索和揭示隐藏在这些数据中的规律和奥秘。因此，
如何有效地从复杂数据中获取信息或规律已成为当今信息
科学技术领域所面临的基本科学问题之一。本项目所开展的
是针对高复杂性数据的智能信息处理及其应用研究，无论是
从信息处理基本的理论研究，还是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项目研究对高复杂性异构数据建立相关的分析系统
和处理模型，提出了高复杂性异构数据处理的相关理论，并
能大力推动智能技术和方法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发展。项
目的研究发展并丰富了信息技术处理的方法，因而为了解更
多的未知世界提供更多可以选择的工具和手段。
2、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现有的机器学习理论不断提
出挑战，因此，现有的机器学习理论或算法在应用到复杂数
据上还存在很多未解决的问题。针对现有机器学习方法在处
理复杂数据上的不足，项目提出和发展了针对复杂数据处理
和实际应用的高效学习理论和算法，使之能在当前实际应用
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3、近年来，在生命科学研究中涌现出了大量复杂数据，
使得数据获取的能力已远远超出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生物
信息学是一个融合多门学科的领域，其主要目标是从异常复
杂、数目繁多的实验数据及相关数据库中提取有用的生物信
息。机器学习具有从数据和经验中获取知识的学习能力，因
此成为生物信息学中数据分析的重要手段。项目研究还能够
帮助了解蕴涵于高复杂性生物信息数据中的一些规律，从而

更加有利于人们利用这些规律为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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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完成人情况
公示姓名 排名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尤著宏

1

无

研究员

中国科
学院新
疆理化
技术研
究所

中国科学
院新疆理
化技术研
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提出了一套完整表征复杂数据的特征建
模、特征提取及维数约简的新方法。建
立了基于智能计算的复杂数据高效学习
方法。对主要科技创新点(1)、(2)、(3)做
出了创造性贡献。

程力

2

无

研究员 中 国 科 学中国科学
院 新 疆 理院新疆理
化 技 术 研化技术研
究所
究所

建立了大规模疾病-微生物关联关系预测
计算模型，为生物信息学技术应用于复
杂疾病-微生物关联关系的临床研究奠定
了一定的基础。对主要科技创新点(2)、
(3)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喜

3

研究室
主任

研究员 中 国 科 学中国科学
院 新 疆 理院新疆理
化 技 术 研化技术研
究所
究所

探索了生物序列与自然语言中词的等价
类、语法和语义规则，建立了生物语言
学模型，定义了“生物语言处理”对主
要科技创新点(2)、(3)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晓

4

无

研究员 中 国 科 学中国科学
院 新 疆 理院新疆理
化 技 术 研化技术研
究所
究所

提出了若干基于统计语言学和计算语言
学技术和理论的生物序列结构和功能识
别新方法。对主要科技创新点(2)、(3)做
出了创造性贡献。

王轶

5

无

副研究 中 国 科 学中国科学 在智能计算模型训练、数据预处理及模
员
院 新 疆 理院新疆理 型验证方面取得了多项进展。对主要科
化 技 术 研化技术研 技创新点(1)做出了重要贡献。
究所
究所

七、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第一完成人尤著宏研究员与其他四位完成人为同事关系。
其中，尤著宏研究员是代表作 1、5、7 的第一作者，代表做
2-4、6 的通讯作者。第二完成人程力研究员，作为共同作
者，与尤著宏研究员共同发表了代表作 2。第三完成人周喜
研究员，作为共同作者与尤著宏研究员共同发表了代表作 3。
第四完成人李晓研究员，作为共同作者与尤著宏研究员共同
发表了代表作 1、3、4。

八、知情同意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