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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员熊晶博士获批1项国家语委科研专项重点项目

近日，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 2018 年国家语

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重点项目立项名单。实验室成员熊

晶博士申报的《甲骨文文献数字化及智能知识服务平台建设》课题获

批专项重点项目立项，项目批准号为：YWZ-J023，资助经费 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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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员刘运通、焦清局、熊晶三位博士进行课题汇报

10 月 9 日下午七点，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组织召开了甲骨文

信息处理在研课题报告会。报告会上，实验室成员刘运通、焦清局、

熊晶三位博士分别就甲骨文考释研究思路、基于语境和构形网络驱动

的未识甲骨字场景语义预测、甲骨文考释数据挖掘和知识推理等自己

的在研课题进行了汇报。报告者在介绍自己课题进展的同时，也听取

了实验室其他人员的建议和意见，在讨论的过程中，刘永革主任强调

了实验室课题的研究的重要性，建议大家多讨论和交流，争取每个人

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更进一步，既提升了自己科研水平同时也促进了

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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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召开河南省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0 月 13 日下午，河南省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在文博南楼一楼会议室举行。副校长孙金伟，学术委员会

主任刘成林、实验室主任刘永革，学术委员会顾问甲骨文专家王宇信、

刘一曼及其他学术委员会成员、我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等 30 余人参加

会议。

孙金伟对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各位专家表

示欢迎，介绍了实验室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希望各位专家一如既往

的支持实验室建设，多提建设性的意见。他表示，学校将会举全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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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强河南省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建设，将实验室打造成学校

的特色和品牌。

实验室主任刘永革从学术交流、对外合作、甲骨文数据资源建设、

重点实验室建设规划等方面汇报了 2017 年 4 月—2018 年 10 月实验

室建设情况。

实验室开放课题承担者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张恒，华南理工

大学深度学习与视觉设计实验室黄双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通信与电

子学院杨贞分别汇报了自己所承担课题的进展情况。

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河南省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就实验

室下一阶段建设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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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员参加殷墟科学发掘九十周年纪念大会

10 月 13 日，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摇篮”的殷墟迎来其科学发掘

90 周年华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安阳

市政府共同主办的“殷墟科学发掘 90 周年纪念大会暨殷墟发展与考

古论坛”，当天在殷墟所在地河南省安阳市举行，实验室成员郭旭东、

韩江苏等与来自海内外的考古学专家学者 200 多人共襄盛会，纪念殷

墟考古先贤贡献，总结殷墟发掘 90年来考古成果，研讨未来殷墟考

古发掘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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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宋镇豪研究员受邀来实验室指导工作

10 月 14 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部委员宋镇豪研

究员受邀来实验室指导工作，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代表实验室对宋

先生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之后在实验室成果展示厅进行了座谈交流。

在座谈会上，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分别从甲骨文字库建设、甲骨文

文献资源科学整理及其他古文字汇编录入等工作方面汇报了甲骨文

大数据云平台网站建设的进度，并安排中国知网软件工程师贾晓沛做

了网站演示，且提出了实验室亟待解决的问题。

听取汇报后，宋先生首先肯定实验室近期开展的扎实工作，特别

是网站建设方面能够围绕实验室的工作要点进行谋划和思考，思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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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工作全面。同时对现阶段实验室遇到的问题进行一一解答，并指

出实验室应从甲骨文文字分解、图片检索、计算机人工智能识别等方

面入手推动大数据库各项工作的全面进展，并提出了具体做法和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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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我校组织老干处教师参观实验室

10 月 18 日下午，老干处教师代表在我校党委书记纪多辙，校长

黑建敏等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刘永革带领老教师

们参观了实验室的专家办公室、数据中心、图书资料室、数据加工室、

休息室和各研究工作室。刘永革主任代表实验室对老教师的到访表示

热烈欢迎。在成果展示厅，刘永革主任介绍了实验室的发展历程，并

就实验室软硬件建设方面进行了详细解释。

介绍完之后，来访的老教师们对实验室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实验室的科研项目、研究方向表示一致认可，也希望实验室成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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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戒骄戒躁，扎实工作，利用计算机大数据平台为殷商文化贡献一份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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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员于江德参加CCL2018学术会议

第十七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CCL 2018）暨第六届基于自然标

注大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国际学术研讨会（NLP-NABD 2018）于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1 日在长沙理工大学召开。大会由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主办，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长沙理工大学

协办。大会重点关注中国境内各类语言的计算处理，旨在为研讨和传

播计算语言学最新学术和技术成果提供高水平交流平台，来自国内外

的 80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

作为国内最大的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社团组织——中国中文信

息学会（CIPS）的旗舰会议，会议内容包括前沿技术讲习班、评测研

讨会、学生研讨会、CCL 主会、大会主旨报告、学术论文口头报告、

论文张贴报告及系统展示、前沿技术综述等环节。实验室成员于江德

老师受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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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员赴京参加甲骨文释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第六次会议

10 月 24 日上午，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成员郭旭东、韩江苏等受

邀赴京参加了由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组织召开的“甲骨文释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第六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 2016 年立项的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大数据、云平台技术下的甲骨文考释研究”

的 9个子课题的年度工作汇报。9 个子课题的负责人（其中包括实验

室聘请的我校“殷都学者”宋镇豪、河南省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

室学术顾问王宇信）、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尹书博、河南省社科规

划办主任刘辉、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书记冯克坚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领导和与会专家对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负责的子课题

“甲骨文大数据云平台技术研究”汇报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讨论

将甲骨文的大数据资源尽可能存放在实验室的云平台上并进行共享

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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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刘永革一行参加CCF第八届文字与计算学术研讨会

2018CCF 第八届文字与计算学术研讨会于 11月 3日、4日在西安

理工大学学科二号楼报告厅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科院、北京师范

大学、厦门大学、安阳师范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和东道主西安理工大

学等十多个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届会议深入研讨了文字与文本计算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最新

进展。与会代表针对文化大数据搜索、汉字书写、文字识别与生成、

汉字语义知识图谱的构建与可视化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同时还

进行了软件产品的展示。

文字计算会议旨在将计算机、语言、文化和艺术等多个领域和学

科的研究成果交叉和融合，为文字计算相关领域的不同学科的研究者

提供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的机会，探讨文字计算的基础理论研究及其应

用，交流新的学术思想和新方法，探索文字计算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意

义，展望文字计算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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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博物馆领导来实验室指导工作

11 月 9日上午，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副书记、副馆长李宽生,中

国文字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魏文萃等一行来实验室参观交流。在

我校副校长孙金伟、科研处

长陈静等的陪同下，实验室

主任刘永革负责给中国文

字博物馆一行人员介绍了

实验室的基本情况。

在实验室的成果展示

厅，刘永革详细介绍了实验

室正在进行的甲骨文献数据资源的平台建设进展情况，展示了实验室

的相关研究成果。

在听取了刘永革主任的介绍后，中国文字博物馆一行人员都对实

验室的项目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表示日后要加强和实验室的交

流合作，争取互惠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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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社科规划办领导来实验室指导工作

11月 13日上午，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胡茂连、

副调研员黄向阳一行来实验室指导工作。在我校副校长孙金伟、科研

处长陈静等的陪同下，实验室主任刘永革负责为一行人员介绍实验室

的基本情况。

在实验室的成果展示厅，刘永革详细介绍了实验室正在进行的甲

骨文献数据资源的平台建设进展情况，展示了实验室的相关研究成

果。

在听取了刘永革主任的介绍后，胡茂连副主任对实验室的建设给

予肯定，同时表示要和其他甲骨文研究相关单位积极协调，努力帮助

实验室推进“甲骨文大数据云平台”的数据资源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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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周明全教授受邀来实验室讲学

11 月 15 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周明全教授应邀来实验室讲学。在

和义楼 514 会议室，周教授作了题为“虚拟现实技术”的学术报告。

实验室成员及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部分师生聆听了报告。

报告中，周明全从虚拟现实的发展开始谈起，详细讲述了虚拟现

实技术的定义、应用领域、未来的发展前景，围绕虚拟现实技术在文

物碎片拼接、分类修复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与现场师生进行了交流与

分享。

报告结束后，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和高峰老师带领周教授参观

了实验室图书资料室、各研究工作室等。在实验室成果展示厅，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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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向周教授介绍了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的整体情况。周教授

对实验室的发展和内涵建设给了一些指导性意见，并对实验室的日后

发展寄予厚望。

周明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虚拟现实应用

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委员会软件工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虚拟现实与可视化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中国计算机教育学会

常务理事，陕西省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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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陈年福教授受邀来实验室讲学

11 月 19 日上午，浙江师范大学陈年福受邀来实验室讲学。在实

验室成果展示厅，陈教授以“分析甲骨文字构形及其字意”为题，为

实验室成员做了专题讲座。

陈教授结合自身多年丰富的研究实践，通过具体、生动的案例，

深入浅出地为实验室成员剖析了为什么要这样造甲骨字、如何表现甲

骨文字的本意、如何分析甲骨字形的构成等问题。

此次讲座的顺利开展对促进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工作有

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为建设甲骨文字库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https://baike.so.com/doc/9155387-94885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9155387-94885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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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福，1961 年生，江西于都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代

汉语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曾获浙

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浙江省高校优秀科

研成果一等奖。

https://baike.so.com/doc/9155387-94885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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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王蕴智教授来实验室指导工作

11 月 20 日上午，王蕴智教授莅临实验室指导工作。校科研处

处长陈静、计算机信息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刘明亮，院长、实验室主

任刘永革等陪同参观了实验室。并在实验室会议厅进行了座谈，会议

由刘永革主持。

首先，刘永革主任介绍了实验室的概况，就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研究进展及今后的研究计划作了汇报。王蕴智教授对实验室的发展给

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实验室的发展前景和方向很有远见，表示对甲骨

文大数据云平台建设非常支持。并指出甲骨文的研究与建设要沉下

心，要大量收集甲骨文原材料信息如文献、文字、图像等，真正把甲

骨文平台做大、做精，把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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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甲骨文信息处理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11月 24 日至 25 日，第一届甲骨文信息处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实

验室举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我校“殷都学者”宋镇豪，美国洛

杉矶加州大学教授周鸿翔，“汉字与词源”网站创办者理查德·西尔

斯，日本立命馆大学副教授孟林等二十余位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

者，实验室全体成员，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部分

教师、学生参加了研讨。

11 月 24 日上午八点，副校长孙金伟宣

布会议开始并进行开幕式致辞。他介绍了我

校立足甲骨文故乡的地理优势，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绝学”冷门学科研究的讲

话精神，致力甲骨学研究 30余载取得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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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并希望与会专家学者能够继续关注、支持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研

究工作。

接着，大会主席宋镇豪致欢迎词。他说

大家这次共同聚集到甲骨文的故乡召开的

这次会议，在历史上将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页。勉励与会者强强联合，不辜负历史赋予

我们的重任。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进入了正式研讨阶

段。首先，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代表实验室

进行大会发言。他首先表达了对与会者的欢

迎，然后着重说明这次会议的背景和意义，最

后分别从实验室的发展历程、总体目标、研究

方向等方面做了介绍。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

荣休教授周鸿翔以“由用电脑研究甲骨文

讲起”为题进行了大会的第一个特邀报

告。报告详细讲解了用计算机处理甲骨碎

片的问题，

分享了自己多年来进行甲骨文信息处理

研究的实践和经验。

“汉字与词源”的创办者理查德·西

尔斯作了题为“一种标准分析汉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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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来源的方法”的报告。他分享了用 20 年时间整理甲骨文、金文、

小篆等字形的经验，讲述了部分甲骨字的结构、意义和演变的过程。

日本立命馆大学副教授孟林作了

题为“基于图像处理和深度学习的甲骨

文识别”的报告。报告中讨论用提取甲

骨文的直线特征来计算原始图像的提取

线点等方法，讨论了如何通过深度学习

来识别甲骨文的问题。

上海大学曾振柄教授作了题为“甲

骨文信息处理带给人工智能研究的若干

问题”的报告。报告强调建立尽可能完

整的甲骨文图形库的必要性，讨论了利

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方法进行分类

和识别甲骨文的可能性及甲骨文信息处理面临的一些挑战问题。

厦门大学王博立博士做了题为“基

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辅助甲骨

文考释研究”的报告。报告介绍了厦门

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在计算机辅助甲骨

文考释方面的研究思路和目前取得的进

展，包括大规模古文字数据库的构建和深度神经网络方法在甲骨文图

像分析和语义分析上的应用，以及对未来研究规划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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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莫伯峰副教授的报

告题目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甲骨文刍

论”。报告主要详细探讨了人工智能技

术与甲骨文释读、甲骨卜辞翻译、甲骨

文的字体分类、甲骨校重、缀合和辨伪

等四个研究领域相结合的问题。最后指出作为一个甲骨文研究者，应

该既葆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同时又能快速融入人工智能时代。

江苏师范大学的顾绍通老师做了题

为“甲骨文字库建设中的字形选取”的

报告。报告首先指出在甲骨文字库的建

设是甲骨文信息化处理的研究中的一个

基础性课题，然后分享了自己进行甲骨

字形选取的经验。

天津大学博士生导师、我校“殷都学

者”韩亚洪教授做了题为“甲骨文献中

的文字检测与检索”的报告。他主要介

绍了甲骨文献中汉字和甲骨字的检测、

分割的特点及方法，讨论了在甲骨文献

中进行甲骨字检索的实现问题。

西南大学邓章应教授以“‘甲骨文’

‘甲骨学’名称的早期使用”为题作为

大会的最后一个报告。报告中主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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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甲骨文”和“甲骨学”名称的使用问题。

在研讨期间，与会人员还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参观了实验室。

本次研讨会以“数字甲骨，数据先行”为主题，重点体现甲骨学

与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两天时间里，与会专

家和学者围绕甲骨文大数据建设、甲骨文字库建设、甲骨文字识别与

考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会议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此次会议是实验室首次承办的国际会议，受到了参会者的高度评

价，进一步提升了实验室的对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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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举办“甲骨文文献资源建设与管理平台”的使用培训

12 月 4 日晚，实验室在成果展示厅组织了“甲骨文文献资源建设

与管理平台”培训活动。活动由实验室主任刘永革主持，中国知网河

南分公司经理王涛、培训师彭艳周、贾晓沛一行三人和部分实验室骨

干成员及学生参加，培训师彭艳周担任主要讲解员。

彭艳周老师就甲骨文献收录情况、基础检索方法、平台功能使用

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讲解，并在现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解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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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刘永革一行拜访清华大学戴琼海院士

12 月 6 日上午，我校副校长孙金伟教授、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

授和高峰老师一行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成林研究员一起在清

华大学戴琼海院士的办公室进行座谈交流。座谈会上，刘成林老师就

安阳师范学院获批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情况作了介绍，

孙校长做了些补充，刘永革主任就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的研究

方向做了汇报。戴院士对实验室获批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表示祝贺，

了解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后，表示愿意支持教育部甲骨文信息处理重

点实验室的建设，并强调抓紧时间组建新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讨论论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期的任

务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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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刘永革一行赴西北民族大学中国民族信息技术研究院

进行调研

12 月 7 日上午，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成员于江德教授和高

峰老师一行来到西北民族大学的中国民族信息技术研究院进行调研，

在研究院院长于洪志教授的带领下实验室成员重点考察了研究院的

科研平台，如中国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国家民委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藏文信息技术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

心少数民族语言分中心藏语文研究基地等。于洪志教授和其研究团队

成员在研究院会议室与实验室成员进行了座谈交流。

在座谈会上，刘永革教授首先介绍了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的基本情况，然后于教授针对实验室成员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结合自

己组建团队和实验室建设过程的经验进行了详细解答和经验分享，并

勉励实验室成员要坚持自我，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座谈会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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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还分享了自己 30多年来扎根西部高校，坚持藏文信息处理研究

且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的经历，聆听之后，与会成员都备受鼓舞，

最后双方就进一步合作和交流进行了沟通，座谈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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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刘永革一行赴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调研

12 月 7 日下午，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成员于江德教授和高

峰老师一行前往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进行调研。该院副院长

梅中磊教授对实验室成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在飞云楼 429 办公室召

开了交流座谈会。座谈会上，梅院长首先介绍了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的基本情况，然后刘永革教授介绍了安阳师范学院计算机与

信息工程学院的情况，重点介绍了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的基本

状况，然后双方就项目合作和人才交流引进进行了详细讨论。梅院长

代表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对实验室的发展表示祝贺，并强调

一定加强双方的交流和合作，争取在更多层面实现教学与科研的双赢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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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学于洪志教授受邀来实验室讲学

12 月 21 日下午，西北民族大学于洪志教授来我校讲学。在计算

机与信息工程学院会议室，于洪志教授作了题为“民族语言文字信息

处理相关研究”的学术报告。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成员、计算

机与信息工程学院部分教师聆听了报告。

报告中，于洪志教授介绍了她负责的课题组从藏文操作系统和输

入法的研制开始，先后制定藏文编码国际标准、研制世界上第一个藏

文视窗平台、第一个藏文字处理软件、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藏文网站、

获批 6 项国家级成果的历程。她认为，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和甲骨

文信息处理有很多相似之处，起步晚、资料少、难度大，但是可以利

用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这些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尽快制定甲骨文编码

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让甲骨文的研究跟上信息化时代步伐。她建议，

借助“甲骨文信息处理”实验室获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立项建设的良

机，安阳师范学院应该把甲骨文特色研究转为优势研究，坚持做大做

强。

报告结束后，于洪志教授与现场教师进行了互动交流，解答了老

师们提出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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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志，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信息技术研

究院院长，国家民委“计算机科学技术”重点学科带头人，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中国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实验室”主任，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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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员熊晶参加《AI前沿讲习班》

12 月 22 日-23 日，第六期《AI前沿讲习班》在科技创新之都深

圳开班。本期主题是《自然语言处理》，这是目前人工智能最热门的

领域之一，被誉为“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

《AI 前沿讲习班》以行业发展、企业需求、职业进阶等为出发

点，覆盖理论研究、热点技术、创新应用、实践案例与经验、趋势研

判等多方面内容，让从业人员和学生应需而变，即学即用，掌握用技

术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快速提升就业、创业的核心素养。实验

室成员熊晶老师受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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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刘永革赴京和首都师范大学莫伯峰老师进行交流

12 月 25 日下午，实验室主任刘永革和高峰老师赴首都师范大

学甲骨文研究中心就计算机辅助甲骨缀合问题和莫伯峰老师进行了

一次深入交流。在该研究中心会议室，莫老师将自己多年来甲骨缀合

的经验分享出来，并从计算机的角度出发，就甲骨缀合的不同层面和

先后关系着手，详细分析了计算机辅助甲骨缀合的技术应用。之后，

莫伯峰还就甲骨文考释问题从计算机的角度谈了一些看法。最后，莫

老师对计算机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甲骨学研究持乐观态

度，同时也提出了双方尽可能加快合作进展，期望明年十月份能够开

发出有效的计算机辅助甲骨缀合的原型系统，真正服务于甲骨学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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