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须知
一、线上参会须知
11 月 25 日-27 日包含大会各项分论坛活动，为保证各位代表的参会体验，大会组委会准备了多
种线上参与方式，包括各分论坛腾讯会议室、线上直播平台、B 站直播间等。

1. 分论坛腾讯会议注意事项
1) 大会组委会统一为各论坛申请分配腾讯会议号，大会工作人员在各论坛开始前启动并保障各个
腾讯会议室，请分论坛主席和讲者提前进入腾讯会议室组织并管理好线上报告过程。
2) 已注册参会代表可以按照各分论坛时间进入对应的腾讯会议参会、听取报告或问答互动。组委
会将会通过短信的方式将分论坛腾讯会议室的密码发送至各位参会代表，请注意查收。

2. 腾讯会议环境准备
1) 报告人报告前请检查电脑麦克风是否开启；
2) 网络环境：请提前在测速网（https://www.speedtest.cn/）测试自己的网速，保证网络稳定。
3) 若遇到会议卡顿，请优先检查网络环境是否稳定，建议切换网络尝试，检查网络是否正常；
4) 直播期间，请退出相关语音软件，特别是微信。

3. 参会入口
各论坛对应的腾讯会议号、B 站链接、线上直播平台的入口均在大会官网
http://chinasoft.ccf.org.cn/mainSchedule.html 发布。各论坛对应的腾讯会议号、线上直播平台的
入口也已放置于会议手册中。组委会同时准备了大会微官网，可查询各论坛的参与方式，各位代表可
以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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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线上参会技术支持
胡 同：13379017513
杨 群：15109234031
闫邹青：18192541627
邮 箱：hutong@kailimi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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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川

炜

征

日程总览
时间
08:10~08:25

会议安排

组织者

暖场视频

腾讯会议号

大会组委会

顶会顶刊论坛

刘辉、陈雨亭、张天

夏鑫、鲍凌峰、胡星、

软件工程研究与实践论坛

王少华

董云卫、刘关俊、

形式化方法与应用论坛

毛晓光

820686914

652706722

500833689

11 月 25 日
（周五）

08:30~12:30

直播链接

服务生态系统的构建、运

邓水光、王忠杰

维与演化论坛

周明辉、朱家鑫、

开源软件论坛

张宇霞、谭鑫

面向人工智能的边缘计算

孙毓忠、宋莹、

技术论坛

戚正伟、李建欣

蔡少伟、陈振邦、

约束求解与定理证明论坛

王戟、詹博华、赵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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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963593

241178212

882243085

546502638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553696931?v
=638045544
047154958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605816853?
v=63804555
1295761891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299239615?v
=638045553
045509012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402153012?v
=638045556
339609926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614111958?v
=638045558
317690173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958581491?
v=63804555
9979117430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701827052?v
=638045561
143358948

泛在操作系统理论、技术

郭耀、孙海龙、郑炜

与开源生态构建论坛

软件可信性与供应链安全

向剑文、郑征、

前沿进展论坛

申文博、常瑞、田聪

孟国柱、陈恺、卜磊、

人工智能安全论坛

蒲戈光

软件缺陷的自动发现与修

姜佳君、王博、文明、

复论坛

刘逵、刘辉

苏亭、陈森、董震、

移动软件工程论坛

范玲玲、谢涛

CCF-华为胡杨林基金-软
件工程专项论坛

CCF-华为胡杨林基金-系
统软件专项论坛

13:10~13:25

暖场视频

983106946

169774944

778745607

610419108

261497430

王千祥

662590401

胡欣蔚、胡春明

943118600

大会组委会

11 月 25 日
（周五）

13:30~17:30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363071521?v
=638045562
202372244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546656564?
v=63804556
3327747812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035207503?
v=63804556
4381472910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121042469?
v=63804556
5536391956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581116573?v
=638045566
673994784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478445566?v
=638045567
886724400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592975682?
v=63804556
8952520847

顶会顶刊论坛

刘辉、陈雨亭、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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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686914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553696931?v
=638045544
047154958

夏鑫、鲍凌峰、胡星、

软件工程研究与实践论坛

王少华

董云卫、刘关俊、毛晓

形式化方法与应用论坛

光

可信 AI 软件系统工程技

彭鑫、陈碧欢、陈振

术论坛

宇、冯洋

软件工程教学案例交流与

652706722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605816853?
v=63804555
1295761891

500833689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299239615?v
=638045553
045509012

630681449

应时、张莉

469353387

编译器与编程语言论坛

钱溢、罗川

512175574

AI 软件系统工程化技术与

张贺、夏鑫、蒋振鸣、

规范论坛

祝立明、李宣东

面向可解释人工智能的软

刘璘、孙昌爱 、石川、

件工程方法与技术论坛

邢颖、李春芳

群智化软件测试技术和方

黄松、丁佐华、郝丹、

法论坛

王俊杰、房春荣、沈颖

竞赛

6

951890705

856287730

714855473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213288819?
v=63804557
2089221188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212628451?v
=638045574
005247735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894507314?v
=638045575
064743719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958323620?v
=638045575
998602512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250779764?v
=638045577
034260126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697559207?v
=638045577
880192836

金融科技前沿技术与发展

孙建光

论坛

软件智能合成理论与方法

詹乃军、李戈、沈博、

论坛

何啸

软件研究成果原型系统竞

魏峻、应时、彭鑫、梁

赛

广泰

CCF-华为胡杨林基金-软
件工程专项论坛

CCF-华为胡杨林基金-系
统软件专项论坛

CCF-华为胡杨林基金-形
式化方法专项论坛

08:30~09:00

暖场视频、院士致辞

618571759

365617938

129679614

王千祥

662590401

胡欣蔚、胡春明

943118600

秦胜潮

962793311

大会组委会
梅宏 大会荣誉主席、
CCF 理事长致辞

11 月 26 日
（周六）

09:00~09:30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333996925?v
=638045578
953034685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700809535?v
=638045579
964831249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267490581?
v=63804558
2178505173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478445566?v
=638045567
886724400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592975682?
v=63804556
8952520847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801339238?v
=638045584
063072749

林惠民 大会荣誉主席致

开幕式

辞

（主持人：李宣东）

吕建 大会荣誉主席致辞
彭鑫介绍大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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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351850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688435029?
v=63804564
1638430868

09:30~10:20
10:20~11:10
11:10~12:00

邬江兴 院士报告

特邀报告
（主持人：谢涛、黄志

郑纬民 院士报告

球、詹乃军）

蒋昌俊 院士报告

13:10~13:25

暖场视频

大会组委会

13:30~14:20

特邀报告

王自力 院士报告

（主持人：蒲戈光、王林
14:20~15:10
11 月 26 日
（周六）

高耀清 特邀报告

章）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特邀报告人：贾宁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

获奖报告人：谢晓园

论坛
（主持人：李戈、董威、

获奖报告人：陈振邦

卜磊）

17:00~17:30
08:10~08:25

11 月 27 日
（周日）

获奖报告人：蒋炎岩
暖场视频

大会组委会

优秀博士生论坛

文明、陈俊洁

207473688

优秀青年学者论坛

詹博华、左志强、王璐

769144974

百答论坛

谢涛、彭鑫

557867259

蒲戈光、董威

179415186

08:30~12:30

形式化方法工业应用前沿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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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10781251?v
=638045642
833471239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524193722?
v=63804564
3897524828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771828745?v
=638045645
299618276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8002705?v=
63804564625
1420726

泛在计算时代的智能化运

彭鑫、谢涛、张冬梅、

维论坛

李青山

云际计算系统软件技术论

陈志峰、王伟、史佩昌

坛

牛建伟、崔西宁、胡春

嵌入式基础软件论坛

明

高可信嵌入式软件工程技

994132767

930412322

郭向英、陈睿

422623508

基础软件质量保障

田聪、陈厅、姜宇

931899815

暖场视频

大会组委会

术论坛

13:10~13:25

952796464

软件通识教育论坛

陶先平

711237081

程序设计教育论坛

陈立前、卜磊、李戈

482485745

系统软件教育论坛

张昱、陈渝

446425511

11 月 27 日
（周日）

13: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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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283649135?v
=638045647
408681818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2091410023?
v=63804564
8399334178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2050252481?
v=63804564
9479501135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31276931?v
=638045650
427914082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301421147?v
=638045651
365121803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707749060?v
=638045652
372613667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627459871?
v=63804565
3226257193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2018550946?
v=63804565
4044460450

17:10~17:30

软件工程教育论坛

毛新军、毛晓光、张莉

994294917

形式化方法教育论坛

贺飞、熊英飞

173144092

全国大学生软件测试大赛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19579726?v
=638045655
078210355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086963201?
v=63804565
6027675075

陈振宇

颁奖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
颁奖
（颁奖嘉宾：梅宏、吕
建、万汉阳）
软件研究成果原型系统
竞赛颁奖
11 月 27 日
（周日）

（颁奖嘉宾：王千祥、
17:30~18:00

闭幕式

魏峻）

（主持人：金芝）

软件工程教学案例交流
与竞赛颁奖
（颁奖嘉宾：陈海波、
应时）
大会总结
（总结嘉宾：王戟）
ChinaSoft 2023 宣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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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993439

https://zb.51f
xkj.com/live/
tvchat1688435029?
v=63804564
1638430868

特 邀 报 告
特邀报告：邬江兴 院士
邬江兴，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国家数字交换系统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大数据试
验场研究院院长，“网络通信与交换技术”国家科技进步奖
创新团队带头人，国际知名网络交换专家和我国信息通信领
域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引领者。先后担任国家“八五”“九五”
“十五”“十一五”863 计划通信技术主题专家、副组长、
信息领域专家组副组长，国家移动通信重大专项论证委员会
主任，国家重大专项任务“高速信息示范网”“中国高性能
宽带信息网——3Tnet”“新概念高效能计算机体系结构研
究与系统开发”总体组组长，“新一代高可信网络”“可重
构柔性网络”专项任务编制组负责人，国家“三网融合”专
家组副组长，国家下一代广播电视网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
重大科技工程“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实施方案编制专家组副组长。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4 项，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
就奖，王丹萍科学基金奖，中国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工作十年杰出贡献奖。获评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国家 863 计划突出贡献者，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
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各 1 次。2013 年入选改革开放 35 周年重要活动“改革时代人物志”，2008
年、2018 年，其主持研制的 HJD04 机先后入选《改革开放 30 年科技成就撷英》和《改革开放 40 年
科技成就撷英》并作为永久展品入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报告题目：论网络技术体系发展范式变革-多模态网络
报告摘要：面对“人-机-物”万物智联时代的来临，现有网络技术体系发展范式在应对人-机-物大规
模智能组网、全时空随遇接入、服务性能可确保、功能安全与网络安全一体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应
对多元化网络及应用共生与共存、演进与变革、功能安全与网络安全兼容并蓄发展的时代要求，必须
创新网络技术体系发展范式。本报告提出网络技术体系与支撑环境分离的网络发展第四范式，将现有
或未来可能的多种网络技术体系以网络模态的形式，在同一技术物理环境内的共生共存、独立演进与
变革，极大降低创新网络技术体系应用和市场部署的门槛，给网络技术体系及其业务和性能发展提供
更为充分的创新空间，从而为数字化社会发展提供新一代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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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郑纬民 院士
郑纬民，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长期从事
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并行算法和系统研究。在高性能存储
系统领域，提出可扩展的存储系统结构及轻量并行的扩展机制，
发展了存储系统扩展性理论与方法，率先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国产网络存储系统；提出高容错纠删码轻量编码方法及
数据快速自愈模型，拓展了存储可靠性的技术思路。在高性能
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在国内率先研制并成功应用集群架构高
性能计算机。在大规模并行算法与应用方面，在国产神威太湖
之光上研制的极大规模天气预报应用获得 ACM 在计算扩展性
方面的 Gordon Bell 奖。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
奖 2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获
得首届中国存储终身成就奖。
报告题目：软硬件协同的程序设计与优化
报告摘要：随着摩尔定律的放缓，基于异构处理器和新型存储设备的硬件系统成为当前发展的主流。
复杂的硬件结构给应用程序的设计与优化带来诸多挑战。我们针对当前复杂系统的硬件特征，提出一
系列软硬件协同的设计与优化方法，充分发挥底层的硬件算力。在本报告中，将介绍基于上述方法在
新一代神威超级计算机上实现的百万亿参数量预训练模型，百万亿边规模的通用高效图计算框架，以
及针对当前闪存固态磁盘设计的高效存储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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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蒋昌俊 院士
蒋昌俊，计算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讲座教授、
Brunel University London 名誉教授、英国工程技术学会会
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监事长、中国云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副
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等。
他长期致力于网络计算方面的研究，相关成果被美国、英国、
德国、瑞典、印度等国家院士等知名专家正面评价和引用，
主持建立了我国首个网络交易风险防控体系、系统及标准，
为我国在该领域成为国际“领跑者”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报告题目：算力网络与交易风控
报告摘要：随着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深入发展，新应用层出不穷、新业态蓬勃发展。国家
在此背景下提出建立八大算力中心和十大数据中心的数字时
代基础建设，这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性和历史性的影响。本报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
分介绍算力网络，包括算力演进、方舱计算、算网系统。第二部分介绍交易风控，包括研究背景、主
要工作、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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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王自力 院士
王自力，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导，
现任装备可靠性工程技术中心、可靠性与环境工程技术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可靠性系统工程理论研究与重
大工程管理实践，形成可靠性综合集成理论，研发可靠性综
合集成平台，形成装备“优生优育”健康工程新模式,成果已
推广至十大军工集团 20 多个重点型号、100 多家单位。受聘
973 技术首席 2 次，发表论文 140 余篇，出版专著 7 部，授
权发明专利 40 余项，培养博硕士 80 余人。作为第一完成人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4 项，
率团队集体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 项。
报告题目：强化可靠性系统工程、助力质量强国战略
报告摘要：本报告围绕“质量强国”的战略需求，介绍了“三全质量观”以及强化质量设计的“质量
技术变革观”。然后，回顾了可靠性系统工程的诞生、技术架构并重点阐述了数字时代基于模型的可
靠性系统工程方法，介绍了“预防”、“整改”、“补课”、“把关”四种可靠性系统工程实践模式。
同时，结合大会主题着重介绍了软件可靠性工程的代表性关键技术与创新发展。最后，从模型化、智
能化、微观化等方面阐述了可靠性系统工程的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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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高耀清 华为编译器与编程语言首席专家
高耀清，现任华为公司编译器与编程语言实验室主任及首席
专家，主导华为编译器领域业务战略和技术规划，实现华为
鲲鹏和昇腾等多款自研芯片的编译器技术创新突破和产品化
研发，支撑华为公司 ICT 和终端业务的商业成功和竞争力持
续领先。多次获得代表华为公司最高荣誉的金牌个人奖以及
金牌团队奖。加入华为之前，先后在国防科大、清华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和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从事
编程模型、编译技术、并行分布处理、体系结构和人工智能
方面的教学和科研，而后从学术界加入到工业界，担任 IBM
编译器团队的首席架构师，负责全球 IBM Power 服务器、
BlueGen 巨型机、CELL 加速器，system z 大型机的编译器
创新研发和产品交付。多次获得 IBM 杰出贡献奖和发明奖。在顶级国际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
50 余篇论文，拥有三本专著，并担任多个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拥有 40 余项国际授予专利。
报告题目：后摩尔时代编程编译技术的发展趋势
报告摘要：产业与用户应用场景诉求，硬件架构的演进以及基础理论研究的进步一直是驱动编程编译
技术创新演进发展的主要动力。后摩尔时代，通用芯片算力性能提升遇到了瓶颈和挑战，新兴的场景
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多样化算力异构计算等使得编程编译迎来了又一创新发展的新机遇。本演讲分
享近年来编程编译技术的演进发展和后摩尔时代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展望编程编译技术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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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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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论坛
论坛简介：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论坛旨在为全国从事软件工程、系统软件等研究领域的青年科技工 作者
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向学术界介绍最新科学研究进展，向工业界展示最新的技术发明、系 统开发及应
用成果，向青年学生传播最新的学术思想和价值观。
自 2016 年起，本论坛邀请上年度“CCF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获得者作青年学者论坛 报告，以
进一步促进中国青年软件人才成长激励中国青年软件人才“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立足自主创新与实践，从而为推动中国软件发展做出重 要贡献。

论坛时间：11 月 26 日 下午 15:30-17:30
论坛日程：
时间
15:30-16:00
16:00-16:30

题目

嘉宾

操作系统未来展望与校企协同创新机制
How good are we --- 软件缺陷定位与分析的一
些探索与思考

贾宁（华为）
谢晓园（武汉大学）

16:30-17:00

符号执行：进展与挑战

陈振邦（国防科技大学）

17:00-17:30

软件系统中的“小小世界”

蒋炎岩（南京大学）

特邀报告人：
贾宁，华为操作系统内核实验室副主任及内核架构首席专家、
OpenHarmony 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具有长期的基础软件领域研发
经验及技术积累，深度参与华为鸿蒙内核的设计及研发工作，推动其成
为业界首个同时获得 CC EAL5+ 及 ASIL-D 双高等级安全认证的操作
系统内核。
报告题目：操作系统未来展望与校企协同创新机制
报告摘要：操作系统在计算系统中发挥中枢作用，承担释放芯片与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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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使能应用高效运行、提升全局能效等关键角色。华为发起了 openEuler 与 OpenHarmony 开
源操作系统社区，面向智能终端与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基础软件根技术，并将其捐赠给开放原子基金会。
在过去两年多的运作中，openEuler 与 OpenHarmony 在软件生态、技术竞争力与商业落地方面获
得一定的成果。未来面向计算架构、产业与应用场景等变化，操作系统会迎来更大的挑战，同时也是
新的机遇。仅依靠一家高校或企业的力量难以攻克挑战，华为在与高校共建创新及联合实验室的基础
上，持续探索了黄大年茶思屋开放平台、领域挑战难题揭榜、社区高校技术俱乐部等机制，期望更高
效的汇聚全社会力量，共同打造中国基础软件的根。

获奖者:
谢晓园，武汉大学教授、博导，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武汉大学特色
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副院长，国家基金委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获得
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蜕变测试、软件缺陷定位、智能软件工程等。主持
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参与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等。在软件工程顶级或知名期刊会议上录用论文 50
余篇。曾获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ACM SigEvo HUMIES 银奖、
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担
任 FCS 青年 AE、JSS 客座编辑、历任 IEEE/ACM 蜕变测试研讨会 PC
Chair。
报告题目：How good are we --- 软件缺陷定位与分析的一些探索与思考
报告摘要：软件缺陷定位 (fault localization) 是软件开发过程中至关重要、但却需耗费巨大资源的任
务。特别是在开发的中后期，集成测试所导致的软件失效往往需要遍历整个代码才可以确定出错原因。
因此一直以来，研究人员都在试图寻找一种高效的“自动化缺陷定位技术”，目的在于尽可能减少人
工操作，自动确定软件缺陷 (bug 或 fault) 的位置或原因。这一技术可以大幅减轻程序员工作负担，
提高调试的工作效率。本报告将围绕报告人多年来在该领域所做出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
与大家共同探讨相关技术的瓶颈与展望。具体来说，将涉及到基于频谱的缺陷定位与缺陷分离、缺陷
报告的智能化理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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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邦，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程序分析、
形式化方法及其在不同背景下的应用。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 973 或 863 计划课题等国家级重点课题十余项。近年来主要围绕
符号执行相关的理论、技术和应用开展研究，成果发表在 ICSE、FSE、
ISSTA、ASE、FM、TCS 等重要国际会议或期刊上，获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 2 次（ICSE 2018 和 ISSTA 2021）。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研制的程序分析工具在多个国家
重大工程中开展应用，为解决国家重大工程中的软件质量保障问题探索
了有效解决途径。
报告题目：符号执行：进展与挑战
报告摘要：符号执行是一种相对精确的程序分析技术。虽然符号执行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软件系
统的自动测试与分析，并取得不错效果，但符号执行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仍面临路径空间爆炸和约束
求解这两个根本挑战。本报告将介绍团队近期在应对这两个挑战的相关成果和研究思考，并对不同层
面和背景下的具体技术挑战进行探讨，同时展望符号执行未来的发展。

蒋炎岩，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新体制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软
件系统分析测试和软件自动化，在软件工程顶级会议 ICSE/FSE/ASE 发
表论文十余篇、担任多个重要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获 NASAC 青年
软件创新奖、CCF 优秀博士论文奖、ACM Europe Council Best
Paper Award、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等荣誉或奖励。
蒋炎岩执教了广受欢迎的《操作系统》课程，互联网播放超百万，多次
获评“毕业生心目中的好课程”。
报告题目：软件系统中的“小小世界”
报告摘要：软件工程自学科诞生起就在与飞速增长的软件复杂性赛跑，
理论、方法和工具伴随也随着软件体量增长而茁壮成长。在软件工程中，应对复杂性最根本的方法之
一是考虑软件“小而精”的一个侧面，通过不失一般性而又切中要害的模型指导软件系统的构造和解
释。因此，“我们到底在软件里要寻找什么”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次报告中将会分享我
们在软件系统中寻找“小世界模型”并应用到软件质量保障的历程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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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博士生论坛
论坛简介：
优秀博士生论坛是 NASAC 自 2015 年设立的报告环节，旨在为全国从事软件工程、系统软件等
研究领域、处于不同研究阶段的博士生提供一个高起点、多方向的学术交流平台，展示博士生的创新
科技成果，促进不同方向的交叉融合，拓宽博士生的学术视野。ChinaSoft 2022 优秀博士生论坛将以
博士生学术报告和交流为主，同时发挥导师和工业界专家的指导作用，帮助博士生开阔视野，提高创
新能力。
本届 ChinaSoft 优秀博士生论坛邀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的江贺教授以及华为软件工程应用技术实
验室的夏鑫主任，分别从学术界和工业界的角度分享如何成为一名优秀博士生。同时，本届优秀博士
生还邀请到了 13 名来自国内不同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高年级优秀博士生为大家分享不同的研究课题以
及读博心得。会议议程还包括来自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导师经验分享，以及交流互动环节。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7 日 上午 8:30~12:30
论坛日程：
时间

主题

嘉宾

8:30~8:55

如何系好学术生涯的第一粒纽扣

江 贺

9:00~9:25

工业界视角下的优秀博士生

夏 鑫

吴明远，刘子夕，苏

杰，刘

哲，李昊峰，李 聪，曹思聪，
9:30~11:40

优秀博士生科研与读博心得分享

温金凤，赵英全，张晃昭，王
尚文，朱琪豪，刘名威

11:45~12:30

交流与互动

所有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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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文明，华中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
师，CCF 会员，CCF 系统软件专委通讯委员。2014 年从浙江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获得本科学位，2019 年 6 月在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工程学院 取得博士学位，师从张成志 教授。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苏振东教授课题组担任访问
学者。2019 年 6 月至 2019 年 11 月，在香港科技大学全职任职博士
后研究员。2019 年 12 月，加入华中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聘
为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软件测试与分析，缺陷定位与修复，软件
供应链安全等，在计算机软件工程领域累计发表 30 余篇高质量的论文。常年担任国际权威期刊 IEEE
TSE，ACM TOSEM，IEEE TDSC 的审稿人，并被邀请担任 CCF-A 类会议 IEEE/ACM ASE 2021，
ACM ESEC/FSE 2022 的程序委员会委员，并于 2021 年获批第七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计划。

陈俊洁，天津大学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软件工程团队负责人。
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荣获 2019 年 CCF 优博。研究方向为软件分
析与测试、数据驱动的软件工程、人工智能安全等。近年共发表学术
论文 60 篇，其中 CCF A 类论文 40 篇，获得六项最佳论文奖（包括
ASE 2019 、 ISSTA 2019 、 FSE 2020 、 FSE 2021 、 ASE 2022 的
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以及 ISSRE 2021 的
Best Research Paper Award）；成果在华为、百度等多家知名企业
落地；担任 CCF-A 类会议 ASE 2021 评审过程主席，软件学报专刊
特邀编辑，Dagstuhl 研讨会联合主席，以及软件工程领域全部 CCF-A 类会议的程序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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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嘉宾：
学术界导师：江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导，大连理工大学人工智能
大连研究院院长，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优青）。教育部 101
计划课程建设组专家、计算机学会软件工程专委会常务委员。主要研究
兴趣为智能软件工程，所开发工具链在航空、航天、工业软件、自动驾
驶等行业落地应用。 先后在 ACM/IEEE 系列汇刊及 ICSE, FSE, ASE 等
国际会议发表论文 70 余篇。先后获得大连市五一特等奖章、东软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国际软件工程大会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
奖等。培养博士生在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担任教职，2014 年指导博士生获得中国
计算机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CCF 优博）。
分享题目：如何系好学术生涯的第一粒纽扣。博士生是开展学术科研的生力军。每位博士生在自己的
起步阶段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惑。在本次报告中，讲者介绍通过众包的方式所收集的博士生感兴趣的
共性问题，并将结合自身体会，抛砖引玉，分享一些初步的思考：如何选择研究方向，如何提出新的
思路，如何开展实验，如何发表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等。
工业界导师：夏鑫，目前担任华为软件工程应用技术实验室主任，软件
工程应用技术科学家和首席专家。 他的研究方向是智能化软件工程、
软件仓库挖掘和经验软件工程。夏鑫至今发表了 270 多篇期刊和会议
论文，其中包括 98 篇 CCF A 类期刊和会议长文， Google Scholar 引
用 9700 多次，H-index 55。夏鑫获得了 2022 年 ACM SIGSOFT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Award，部分论文获得国际会议最佳/杰出论
文奖项，其中连续四年获得软工顶会 ASE 2018-2021 的杰出论文奖。
此外他担任了 MSR、SANER、PROMISE 等会议的 Steering
Committee，多个国际会议的 PC (ICSE，ESEC/FSE, ASE 等)，多个期刊的编委（EMSE、JSEP 等），
以及参与组织了多个国际会议（ICSE 2023 和 2024， ASE 2020-2021， SANER 2019-2020 和
2023 等）。在华为，夏鑫主要主导软件工程前沿技术突破，构建下一代软件工程自主技术栈，致力
于提升公司软件工程能力，提高开发人员研发效率，保证软件高可信，提高软件竞争力。更多信息在
https://xin-xia.github.io/

分享题目：工业界视角下的优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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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嘉宾

吴明远

朱琪豪

刘哲

张煌昭

刘子夕

北京大学

中科院软件所

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导师：熊英飞

导师：王青/王俊杰

导师：金芝

导师：冯洋/徐宝文

南方科技大学
导师：张煜群

李聪

王尚文

刘名威

李昊峰

苏杰

南京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复旦大学

中科院计算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导师：蒋炎岩/许畅

导师：毛晓光

导师：彭鑫

导师：李炼

导师：田聪

曹思聪

温金凤

赵英全

扬州大学

北京大学

天津大学

导师：孙小兵

导师：刘譞哲

导师：王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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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学者论坛
论坛简介：
CCF 中国软件大会优秀青年学者论坛旨在为国内从事软件工程、系统软件、形式化方法及其相关
领域研究的青年科学家提供一个分享和交流其最新高水平成果的平台，汇集该领域的一线青年科学家
共同探讨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潮流，促进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以进一步促进中国青年软件
人才成长，激励中国青年软件人才“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立足自主创新与实践，从而为推动中国软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同时，非常欢迎理论计算机科学、程
序语言、嵌入式系统、网络与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前来参加，共话发展！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7 日 上午 8:30~12:30
论坛日程：
时间

议程

8:30~8:40

论坛开幕，嘉宾介绍

8:40~9:05

面向人工智能的数据准备技术：机遇与挑战

范举

9:05~9:30

下一代 APT 攻击检测系统

李锭

9:30~9:55

机器学习引导的硬件模型检验技术

张弘策

9:55~10:20

程序语义信息感知的云计算系统

王晨曦

10:20~10:45

Learning to Construct Better Mutation Faults

陈俊洁

10:45~11:10

逻辑和概率结合的程序分析

张昕

11:10~11:35

数据驱动的复杂智能软件系统质量保障

冯洋

11:35~12:00

智能化漏洞管理

鲍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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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2:25

12:25~12:30

On the Properties of Kullback-Leibler Divergence
Between Multivariate Gaussian Distributions

张羽丰

嘉宾合影

论坛主席：
詹博华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詹博华，博士，中科院软件所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主
要研究主要工作包括证明自动化方法和交互式定理证明器的设计与实现，
嵌入式系统的建模与验证方法，以及在程序验证、操作系统、分布式系
统 、 量 子 程 序 验 证 的 应 用 。 在 CAV, IJCAR/CADE, TACAS, ITP, J.
Automated Reasoning 等形式化方法领域的主要会议和期刊发表文章
30 余篇。

左志强，南京大学
左志强，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长聘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博
士，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系统软件、编译器优化
及设计等。其研究成果发表在一系列顶级学术会议和期刊上，如 PLDI、
OOPSLA、OSDI、ACM TOCS、ICSE 等，相关研究技术和系统已经在
多个企业实现转化与应用。担任多个会议程序委员（如 PLDI 2022 PC、
FSE 2022 PC、ASPLOS 2020/2022 ERC 等）以及期刊审稿人（如 TSE、
JCST 等）。

王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王璐，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西电
“华山人才”系列，CCF 高级会员，CCF 软件工程专委会秘书、系统软
件专委会执行委员，CCF 首批传播大使。主要研究方向为微服务与智能
化运维 AIOps、软件演化与自适应，在 ICSE、FSE、SANER、ICSME 等
国内外期刊与会议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并担任会议 PC 及期刊审稿人，入
选陕西省科协青年人才托举计划、获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等科
技奖励四项，2021 年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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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范举，中国人民大学
范举，中国人民大学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
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目前的研究方向包括：
基于人工智能的数据库技术（AI4DB）、人在回路的数据准备、大数据
管理与分析等。近年来，作为负责人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
年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课题、面上项目、青年项目，以及多项产学研合
作项目。相关研究成果在 SIGMOD、VLDB、ICDE、TKDE 等 CCF-A 类
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获得 2017 年度 ACM 中国新星奖、中
国人民大学教学标兵等奖励。
报告题目：面向人工智能的数据准备技术：机遇与挑战
报告摘要：数据是构建人工智能系统的核心要素——如果没有正确的数据，人工智能系统不仅会面临
错误风险，而且会因偏置等问题给社会带来危险。因此，数据准备技术，即如何系统地解决数据质量、
数据偏差、数据标注等难题，正在成为人工智能的关键基础能力之一。尽管其中的一些问题（如数据
集成、数据清洗等）是数据管理领域长期以来的研究热点，人工智能的独特场景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
挑战。围绕这些挑战，近年来数据管理与机器学习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报告聚焦面向人工智能
的数据准备技术进行分享。首先是介绍面向人工智能的数据准备基本问题与关键挑战；其次是梳理现
有的研究工作，并介绍一些关键性的进展，包括面向机器学习的数据发现/合成、成本高效的数据集成
/清洗、人机混合的数据标注等；最后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与研究挑战进行探讨。
李锭，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青年人才称号获得者。2016 年博
士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长期从事系统运行日志监控技术及其在系统安
全领域的应用。其开发的技术被 NEC 公司应用到其商业化的安全产品中，
共申请美国专利 12 项（已授权 3 项，已公开 9 项），并因此获得了 NEC
公司 2017 年度的商业贡献奖和 2018 年度的优秀发明奖。李锭在相关学
术会议上共发表论文 34 篇（安全和软工顶会论文 17 篇，顶会一作或通
讯 10 篇），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的数据，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申请
人的论文一共获得超过 1800 次引用，近 5 年的引用数超过 1400 次。发
表在知名学术期刊 《The Journal of Systems and Software》的评论文
章 “ A bibliometric assessment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对 2010 到 2017 年世界范围内从事软件工程相关研究的学者进行了对比和排名，
李锭被评为在全球第 2 最有影响力的年轻学者。
报告题目：下一代 APT 攻击检测系统
报告摘要：APT 攻击是由专业或政府机构针对特定目标实施的高隐蔽性复杂攻击，是当前互联网安全
的重大威胁。美国针对西北工业大学的攻击，说明了我国互联网也面临着来自境外专业势力的 APT 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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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威胁。由于 APT 攻击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当前针对 APT 攻击的防御方法面临着准确率不足，自动
化程度低和成本过高的问题。本次报告，将从系统构建和算法设计两个方面讨论当前 APT 攻击防御方
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我们的相关研究。
张弘策，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张弘策，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功能枢纽微电子学域助理教授。博士
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主要从事硬件领域内
的形式化方法的研究，相关研究工作获得 2020 ACM 电子设计自动化
期刊 TODAES 最佳文章奖。参与开发了模型检测工具 Pono，指令集
建模与验证工具 ILAng，均在工业界得到了应用。担任了 DAC 等国际
顶级会议审稿人。
报告题目：机器学习引导的硬件模型检验技术
报告摘要：现代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与验证离不开软件工具的辅助，
硬件模型检验技术广泛应用于数字电路的形式化属性检查，这其中如何提升模型检验算法的性能是一
个核心问题。由于在实践中优异的性能，属性引导的可达性算法（PDR 算法）被众多硬件模型检验工
具采用。PDR 算法中的可归纳子句泛化方法大多采用最小可归纳子句的方式实现，其本质上是在寻找
局部最优的泛化方式，因此存在局部过泛化等问题，影响算法的整体收敛速度。本次报告将会介绍我
们利用机器学习引导可归纳子句泛化从而加速 PDR 算法收敛的研究尝试，包括可归纳子句泛化问题的
机器学习编码，经典算法与机器学习方法的结合方式，以及在算法实现方面的考量。

王晨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王晨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面向数据中
心构建跨编程语言、运行时、操作系统的云计算系统软件。其研究成果
发表在了 OSDI、PLDI、NSDI 等领域顶级会议，以及 TOCS、TDSC
等领域顶级期刊，并获得了 OSDI 2022 最佳论文奖、ACM Chinasys
新星奖等。此外，王晨曦还担任了 ASPLOS、VEE、ISMM 等国际学术
会议的评委、外部评委。
报告题目：程序语义信息感知的云计算系统
报告摘要：随着云应用的多样化和数据中心硬件的异质化，云计算逐渐
展现出两个层次的问题：（1）上层应用难以直接受益于底层新型硬件的高性能、低功耗等特性。而
造成该问题的原因在于，现有的通用云计算系统软件栈难以理解上层应用的计算、访存语义信息，也
缺少对底层新型硬件的优化。也就是说，在底层硬件和上层应用之间出现了一个语义鸿沟
（Semantics gap），造成了性能、延迟、功耗等一系列问题。（2）不同类型的应用的设计目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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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共享一台服务器时，会产生严重的资源竞争和算法干扰，造成性能、延迟波动。报告人将根据
自身在资源解耦合平台的系统开发经验，和大家一起探讨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分享自己对未
来云计算系统发展的一些看法。

陈俊洁，天津大学
陈俊洁，天津大学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软件工程团队负责人。博
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荣获 2019 年 CCF 优博。研究方向为软件分析与
测试、数据驱动的软件工程、人工智能安全等。近年共发表学术论文
60 篇，其中 CCF A 类论文 40 篇，获得六项最佳论文奖（包括 ASE
2019 、 ISSTA 2019 、 FSE 2020 、 FSE 2021 、 ASE 2022 的 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以及 ISSRE 2021 的 Best Research Paper Award）；成果
在华为、百度等多家知名企业落地；担任 CCF-A 类会议 ASE 2021 评审过程主席，软件学报专刊特邀
编辑，Dagstuhl 研讨会联合主席，以及软件工程领域全部 CCF-A 类会议的程序委员会成员。
报告题目：Learning to Construct Better Mutation Faults
报 告 摘 要 ： Mutation faults are the core of mutation testing. There are many traditional techniques that
construct syntactic mutation faults based on a limited set of manually-defined mutation operators. To improve
them, the state-of-the-art deep-learning (DL) based technique (i.e., DeepMutation) has been proposed to
construct mutation faults by learning from real faults via classic sequence-to-sequence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 However, its performance is not satisfactory as it cannot ensure syntactic correctness of
constructed mutation faults and suffers from the effectiveness issue. In this work, we propose a novel DLbased mutation technique (i.e., LEAM) to overcome their limitations. LEAM adapts the syntax-guided
encoder-decoder architecture by extending a set of grammar rules specific to our mutation task, to guarantee
syntactic correctness of constructed mutation faults. It predicts the statements to be mutated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targeted method to reduce search space, and then predicts grammar rules for mutation fault construction
based on both semantic and structural features in AST. We conducted an extensive study to evaluate LEAM
based on Defects4J.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mutation faults constructed by LEAM can not only better
represent real faults, but also substantially boost two important downstream applications of mutation faults, i.e.,
test case prioritization and fault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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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昕，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研究员兼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青年项目入选者。
上海交通大学学士，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博士，2017- 2020 年于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任博士后，2020 年加入北京大学。研究领域为程序设计
语言和软件工程，重点为编程系统和机器学习的交叉方向。一方面，
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来提高程序分析等编程系统的可用性，另一方面，
开发了新的程序分析和语言以提高机器学习系统的质量。工作发表在
PLDI、POPL、FSE、NeurIPS 等顶级会议上，获 PLDI'14 和 FSE'15 杰出论文奖。曾任 PLDI 等国际
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报告题目：逻辑和概率结合的程序分析
报告摘要：传统程序分析均基于逻辑，有着能精确表达设计者意图、提供形式化保证、可解释等优点。
但其无法处理分析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并无法刻画分析结果的准确度。我们提出向传统分析中加入概
率，通过概率来刻画分析规则、结果的准确度，在保留传统分析的优点同时，获得处理不确定性、学
习及自适应的能力。本演讲将探讨逻辑和概率结合程序分析的思想、框架和典型应用。

冯洋，南京大学
冯洋，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软件质量保障，
具体研究课题包括复杂智能软件系统的质量保障技术，基于程序设计语言
的软件质量保障等。近年来在软件工程领域的 ICSE、FSE、ASE、ISSTA、
TSE 、 TOSEM 等 CCF-A 类 期 刊 与 会 议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20 余 篇 ， 并 于
2022 年 ASE 大会获 ACM 优秀论文奖。申请发明专利多项，部分专利成
果已经在百度、阿里、华为等知名软件公司转化；担任多个期刊审稿人及
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
报告题目：数据驱动的复杂智能软件系统质量保障
报告摘要： 随着物联网、5G、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包含智能组件的软件系统逐渐被广泛
应用于包括车辅助驾驶、人脸识别支付、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翻译等领域。由于该类系统可能会对安
全、交通、能源等产生重大影响，世界各国均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进行研发。然而，与传统软件系统不
同，应用于实际任务的智能软件系统通常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统，需要通过对外界物理环境，用户输入
与反馈，系统内部交互等多源信息进行融合，以完成各类复杂的预定义任务。这些特性为智能软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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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测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也使得智能软件系统质量保障技术的研究成为了软件工程领域关注
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报告主要从智能软件系统的质量保障问题角度，总结了当前智能软件系统测试技
术研发的难点与挑战，并汇报了我们提出的针对对话系统，自动驾驶系统，翻译系统等智能软件系统
的数据驱动质量保障技术与方法。
鲍凌峰，浙江大学
鲍凌峰，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
包括人因软件工程、软件仓库挖掘、经验软件工程等。已在软件工程高
水平会议和期刊 ICSE、FSE、ASE、TSE、TOSEM 等发表论文近 40 篇。
受邀担任 ASE、ICSME、SCAM、QRS 等国际学术会议程序委员，以
及 TSE、TOSEM、EMSE 等国际期刊的审稿人。
报告题目：智能化漏洞管理
报告摘要：随着软件产业的飞速发展，软件漏洞的规模急剧增长，带来
了严重的安全风险。当前漏洞的管理主要遵循协同漏洞披露流程，在整个流程中都需要对漏洞及其相
关信息进行有效的追踪和管理。本报告主要介绍在智能化漏洞管理中的几个个研究工作：在漏洞还未
被确认前，漏洞信息可能会在一些公开渠道（例如缺陷报告、修复补丁）泄露。这些提前泄露的漏洞
信息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针对缺陷报告和修复补丁，我们分别提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技术提
前感知这些漏洞信息，并提供一定的可解释性。这些技术可以有效地从极端不平衡的数据中识别和漏
洞相关的信息。此外，我们也发现很多在公开渠道的漏洞信息（例如 NVD/CVE）并不是可靠，例如
漏洞所影响的软件版本信息。我们提出了一种针对漏洞的 SZZ 算法，可基于漏洞修复补丁识别引入漏
洞的代码变更，进一步地，可以精准推断出漏洞影响的软件版本信息。

张羽丰，湖南大学
现任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计算机学
会形式化方法专委会委员。博士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毕业
后任江南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20 年加入湖南大学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为高可信软件、程序分析与测试、人工智能。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参与多项 973、863、核高基、科技部重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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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国防预研等项目。在 ICSE、ASE、FSE、ISSTA、ISSRE、IEEETSC 等顶级国际会议及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报 告 题 目 ： On the Properties of Kullback-Leibler Divergence Between Multivariate Gaussian
Distributions
报 告 摘 要 ： Kullback-Leibler (KL) divergen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vergence measures between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In this paper, we prove several properties of KL divergence between multivariate
Gaussian distributions using mathematical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First, for any two n-dimensional Gaussian
distributions N1 and N2 , we give the supremum of KL(N1 ||N2 ) when KL(N2 | N1 ≤ ε (ε > 0). For small ε, we

show that the supremum is ε + 2ε1.5 + O(ε2 ) . This quantifies the approximate symmetry of small KL
divergence between Gaussians. We also find the infimum of KL(N1 ||N2 ) when KL(N2 | N1 ≥ M (M > 0). We

give the conditions when the supremum and infimum can be attained. Second, for any three n-dimensional
Gaussians N1 , N2 , and N3 , we find an upper bound of KL(N1 ||N3 ) if KL(N1 | N2 ≤ ε1 and KL(N2 | N3 ≤ ε2

for ε1 , ε2 > 0 . For small ε1 , ε2 , we show the the upper bound is 3ε1 + 3 ε2 + 2 ε1 ε2 + O ε1 + O(ε2 ). This
reveals that KL divergence between Gaussians follows a relaxed triangle inequality. Importantly, all the
bounds in the theorem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are independent of the dimension n. Finally, We discuss the

applications of our theorems in explaining counterintuitive phenomenon of flow-based model, deriving deep
anomaly detection algorithm, and extending one-step robustness guarantee to multiple steps in saf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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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答论坛
论坛简介：
“百答论坛”邀请软件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为相关领域的参会人员进行不同方面的答疑解惑。答
疑内容可以预定若干具体主题，亦可接受开放式问题。本论坛面向所有线上观众，旨在为全国从事软
件行业的大专院校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高校教师与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企业界的相关人士及
其他 IT 从业者，创建一个与学术界和产业界专家面对面自由交流的平台。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7 日 上午 9:00-12:05
论坛日程：
论坛开幕

08:55-09:00
09:00-10:00

百答嘉宾：杨子江（西安交通大学）、李戈（北京大学）

10:00-11:00

百答嘉宾：田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陈馨慧（南方科技大学）

11:00-12:00

百答嘉宾：马晓星（南京大学）、姜宇（清华大学）
论坛闭幕

12:00-12:05

论坛主席：
谢涛，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讲席教授，AAAS/IEEE/ACM/CCF Fellow，
CCF 软件工程专委会副主任，CCF-IEEE CS 青年科学家奖评奖分委员会
主席。曾获科学探索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海外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
及其延续资助，美国 NSF Faculty CAREER Award，ACM SIGSOFT
杰出服务奖，IEEE TCSE 杰出服务奖，ASE 2021 最有影响力论文奖等。
CNCC 2020 程序委员会主席、ICSE 2021 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软
件测试、验证与可靠性（STVR）》Wiley 期刊联合主编等。主要研究
领域包括软件工程，系统软件，软件安全，可信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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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鑫，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CCF
软件工程专委会副主任、开源发展委员会常务委员，《Journal of
Software: Evolution and Process》联合主编，《ACM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Methodology》等多个期刊编委。
2016 年获得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软件智能化
开发与运维、人机物融合泛在计算、机器人软件工程等。研究工作获得
ICSM 2011 最佳论文奖、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ASE
2018/2021、ICPC 2022）、IEEE TCSE 杰出论文奖（ICSME
2018/2019/2020）、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年度最佳论文奖（2018）。

论坛嘉宾：
杨子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及图灵交叉信息科学研究中心（筹）主任。
曾任美国西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学术兼职包括 IEEE 国际电
动车与自动驾驶车技术委员会共同主席、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智能出行
工作组组长、2019 年 IEEE 国际软件测试及验证大会共同主席、2019
年中国计算机协会龙星计划软件测试领域讲师等。研究领域为软件质量
及安全保障，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近 40 篇为 CCF A 类论文。获得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ACM TODAES 最佳期刊论文奖等。2019
年创办深信科创，专注自动驾驶仿真测试，由姚期智院士孵化。

马晓星，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智能化软件工程、软件自适
应技术、软件体系结构与中间件等。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
973/863 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等科研项目，在国
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分别为第
2、第 4 完成人）。

33

田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可信软件基础理论与方法、系统软件开发与可信保障、嵌入式软件智能
合成与质量保障等，在理论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以及人工智能领域顶
尖期刊和会议（LICS, TCS, ICSE, FSE, ASE, TOSEM, TSE, TCAD, IJCAI
等）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成果应用于探月工程三期控制软件等软
件的研制中，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和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李戈，北京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聚焦于程序
理解、程序生成、深度学习等技术的研究，是国际上最早从事“基于深
度学习的程序理解与生成”研究并取得代表性成果的研究者，多篇论文
被国际学者认是“首创性成果”并被广泛引用，多次获 ACM 杰出论文
奖。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F 科技发明一等奖，北京市科技发
明二等奖，中创软件人才奖。教学课程被首批认定为“国家级一流线下
课程”和“国家级一流线上课程”，并多次获省部级教学奖。科研转化
成果 aiXcoder 为航天领域的重大工程、金融与 IT 领域的多家大型企业
及数十万国际开发者提供服务。

姜宇，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重点关注数据库、内核、
工控等软件系统的安全，在 MySQL、Safari 和 Linux 等广泛使用的系统
软件中挖掘 200+漏洞被收录入中美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相关自动化
漏洞挖掘技术成果被谷歌，华为，微软合并应用，研发的测试引擎
WingFuzz 在 Google 的 FuzzBench 评测中排名第一。在 ACM SOSP、
IEEE S&P 、 USENIX ATC 等 会 议 和 期 刊 上 发 表 论 文 80 余 篇 ， 并 获
EMSOFT、FSE 等会议的最佳论文或提名奖 6 次，主持华为、MHI 等横
纵向课题 20 余项。曾获 2015 年中国计算机学会优秀博士论文奖、2020
年阿里巴巴达摩院青橙奖，2021 年微众学者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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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馨慧（Tan Shin Hwei）老师任职于南方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程序自动修复、软件测试和程序分析。近 5 年来，
在程序分析、软件测试方面从事深入研究工作，在 ICSE, FSE, ASE,
ISSTA, PLDI,TOSEM 等国际知名软件工程会议或期刊发表文章二十余
篇。她曾多次担任各类顶级软件工程会议委员会委员、作为项目负责人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 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曾获得亚太区计算机学科女性奖学金、软件工程顶会 ASE 和 FSE
的优秀审稿人奖。更多信息请查看：http://www.shinhw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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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会顶刊论坛
论坛简介：
顶会顶刊论坛旨在邀请本年度在国际顶级会议和顶级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的作者到中国软件大
会上进行报告。本论坛的主要目的在于介绍最前沿的学术研究进展，并和与会人员共同探讨从事高水
平前沿研究的经验和教训。本论坛实行邀请制，由论坛主席和共同主席遴选本年度内软件工程、系统
软件以及形式化方法方面有较高影响力的 CCF A 类论文，并邀请相关作者到本论坛宣讲。此外，本论
坛亦常邀请 1-2 位学术成果突出、学术思想活跃的青年领军人才作特邀报告，重点介绍某个前沿研究
领域或者科研经验。
2022 年度顶会顶刊论坛邀请了复旦徐辉副研究员、武大谢晓园教授、南大潘敏学副教授、南大冯
洋助理研究员、南方科大张煜群助理教授、北京理工张宇霞副研究员、上海交大王肇国副教授、华科
张宇副教授、浙大姚培森研究员、华师大刘静教授和上海交大许智磊副教授等 11 位知名学者分别就各
自的优秀成果做宣讲报告。本论坛今年还邀请到天津大学陈俊洁研究员以及南大卜磊教授作特邀报告。
热烈欢迎各位提前提问（https://www.wjx.cn/vm/mBvGoV2.aspx#），以便论坛嘉宾更有针对性地进行
讨论和解答。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9:00-16:35
论坛日程：
上午 主持人：刘辉、张天
9:00-10:00

陈俊洁

关于编译器测试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keynote）

10:00-10:25

徐 辉

基于静态分析的 Rust 内存安全缺陷检测研究

10:25-10:50

谢晓园

一种基于蜕变测试多样性的深度学习测试优化方法 （ASE 杰出论文奖）

10:50-11:15

潘敏学

面向带噪声和类别不平衡软件数据的鲁棒深度预测模型的学习方法研究

11:15-11:40

冯 洋

面向问答系统的通用模糊测试框架 （ASE 杰出论文奖）

11:40-12:05

张煜群

One Fuzzing Strategy to Rule Them All

12:05-12:30

张宇霞

What Makes a Good Commit Message? （ICSE 杰出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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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主持人：张天、陈雨亭
13:30-14:30

卜 磊

基于分类模型无梯度优化的复杂系统测试生成 （keynote）

14:30-14:55

王肇国

重新思考 Web 场景下的事务抽象问题 （SIGMOD 最佳论文优胜奖）

14:55-15:20

张 宇

拓扑驱动的动态图计算优化

15:20-15:45

姚培森

Complexity-Guided Container Replacement Synthesis

15:45-16:10

刘 静

Provably Tightest Linear Approximation for Robustness Verification of
Sigmoid-like Neural Networks

16:10-16:35

许智磊

PPMLAC: 加速安全多方计算的高性能芯片体系结构

论坛主席：

张天，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智能化软件工程、模
型驱动软件技术等，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重要会议和期刊 50 余篇（包
括 TSE、TOSEM、ICSE、FSE、ASE 等），获 ISSTA 杰出论文奖。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项目，参与多个国家重点、重大科研项
目。相关研究成果获发明专利授权 20 余项，多项成果已应用在华为、
腾讯（微信）、OPPO 等国内领头企业中。

陈雨亭，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博导，系统软件专委会常务
委员，主要研究系统软件、程序分析与测试技术，在重要国际会议与
期刊上发表或被接收过约 50 篇论文，如 TOSEM、 Trans. Reliability、
PLDI 2016、 ICSE 2019 等。曾获 2018 年度 CCF NASAC-东软青年软
件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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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CCF 杰出会员，软件工程专委
会常务委员。长期从事软件质量保障和智能软件开发方面的研究和教
学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及重点项目，参与自然基
金重大项目及重点研发项目，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CCF A 类论文二十余篇，曾获得 2016 IET
Premium Award、RE’2021 最佳论文奖以及 ICSE 2022 杰出论文奖，
担任 IET Software 副主编。

论坛嘉宾：
陈俊洁，天津大学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软件工程团队负责人。博
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荣获 2019 年 CCF 优博。研究方向为软件分析与
测试、数据驱动的软件工程、人工智能安全等。近年共发表学术论文
60 篇，其中 CCF A 类论文 40 篇，获得六项最佳论文奖（包括 ASE
2019 、 ISSTA 2019 、 FSE 2020 、 FSE 2021 、 ASE 2022 的 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以及 ISSRE 2021 的 Best Research
Paper Award）；成果在华为、百度等多家知名企业落地；担任 CCF-A
类会议 ASE 2021 评审过程主席，软件学报专刊特邀编辑，Dagstuhl 研
讨会联合主席，以及软件工程领域全部 CCF-A 类会议的程序委员会成员。
报告题目：关于编译器测试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报告摘要：编译器是构建软件生态的重要基础软件，而编译器测试是保证编译器质量的重要方式。报
告人从 2015 年开始从事编译器测试的研究，涉及到编译器测试的全过程，形成统一的编译器测平台，
包括测试程序生成、测试预言构造、测试执行优化、编译器缺陷自动定位等，相关成果发表于软件工
程 CCF-A 类会议及期刊，并在华为等企业落地。本报告将从报告人从事编译器测试研究的初衷（为什
么从事该领域研究）、方式（如何入门该领域）、进展（如何在该领域深入研究），以及未来思考等
方面进行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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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辉，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青年副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专注程序分析、软件测试等软件系统可靠性分析和评价技术研究，已在
该领域的顶级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获得 ACM
SIGSOFT 优秀论文奖。详见个人主页：https://hxuhack.github.io。
报告题目：基于静态分析的 Rust 内存安全缺陷检测研究
报告摘要：Rust 语言是近年来快速兴起的一门以内存安全著称的系统级
编程语言。但是，当前的 Rust 语言设计依然存在诸多不足。本次报告
将探讨 Rust 语言的安全机制、实用效果和设计缺陷，并重点介绍我们
在 TOSEM（ASE 2022 Journal-first Track）发表的一篇工作。该工作聚
焦 Rust 语言的自动内存回收机制对其内存安全防护产生的副作用，即
可能导致悬空指针问题。针对该问题，我们提出了一套路径敏感的悬空指针缺陷检测方法，并通过实
验证明该方法可以达到较高的准确性和效率。

谢晓园，武汉大学教授、博导，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国家基金委外
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蜕变测试、软件缺陷
定位、智能软件工程等。主持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参与
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等。在软件工程顶级或
知名期刊会议上录用论文 50 余篇。曾获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
ACM SigEvo HUMIES 银奖、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
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QSIC 最佳论文奖。担任 FCS 青年 AE、JSS 客
座编辑、历任 IEEE/ACM 蜕变测试研讨会 PC Chair。担任包括 CCF A
类会议 ASE、ICSE 在的多个国际会议 PC members，以及包括 CCF A 类
期刊 TSE、TOSEM 在内的多个国际知名期刊审稿人。
报告题目：一种基于蜕变测试多样性的深度学习测试优化方法
报告摘要：蜕变测试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深度学习测试，因为其能够有效缓解测试中的
Oracle 问题。由于蜕变测试打破了对传统标签和 Oracle 的依赖，因此可大幅增加测试的执行数量。但
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执行开销，其测试效率问题逐渐突显。然而目前还没有工作关注如何对深度
学习蜕变测试用例对进行优化以尽可能改善其测试效率。在本文中，我们首次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样性
的深度学习蜕变测试用例对的优化方法。我们发现测试用例执行状态的多样性是检错率的重要表征。
因此，本方法从测试用例执行的内部状态出发，设计了基于神经元输出分布差异的蜕变测试用例对多
样性准则。根据该准则对测试用例对进行排序，使得对错误更加敏感的用例对能够被优先执行。大量
的实验结果表明我们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发现错误的速度，而多样性准则还可以帮助选择和设计检
错能力更强的蜕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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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敏学，南京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博导，CCF 系统软件专委会执行委
员。研究方向主要为软件系统建模与验证、软件分析与测试。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等多个科技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创 新 性 工 作 以 第 一 作 者 和 通 讯 作 者 发 表 在 软 件 工 程 旗 舰 期 刊 ACM
TOSEM、IEEE TSE 以及软件工程领域 A 类会议 ICSE、FSE、ASE、
ISSTA 上，并获得软件测试领域顶级国际会议 ISSTA 2020 杰出论文奖。
获得发明专利与知识产权 30 余项，成果在航天、通信等领域得到转化
和应用。
报告题目：面向带噪声和类别不平衡软件数据的鲁棒深度预测模型的学
习方法研究
报告摘要：随着深度学习的快速发展，深度预测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缺陷预测等众多软件工程任务，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深度预测模型一般以监督学习的方式进行训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质量的
数据集。然而，由于软件数据的来源和特性，现实世界的软件数据集往往存在样本噪声和类别不平衡
共存的问题，削弱了深度预测模型在实践中的有效性。该问题已成为基于深度学习的软件工程的一个
主要障碍。
在本报告中，我们将介绍能在原始软件数据集上进行深度预测模型的鲁棒学习方法 RobustTrainer。
RobustTrainer 通过一个创新的两阶段训练方案，首次实现了对存在样本噪声和类别不平衡共存问题的
软件数据的鲁棒学习。第一阶段学习对样本噪声问题鲁棒的特征表示，第二阶段基于第一阶段学习的
表示，构建对类别不平衡问题鲁棒的分类器。在错误报告分类和软件缺陷预测两个软件工程任务上的
实验结果表明，与其他主流的鲁棒学习方法相比，RobustTrainer 产生了更优的深度预测模型。

冯洋，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软件质量保
障，具体研究课题包括复杂智能软件系统的质量保障技术，基于程序设
计语言的软件质量保障等。近年来在软件工程领域的 ICSE、FSE、ASE、
ISSTA、TSE、TOSEM 等 CCF-A 类期刊与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并于 2022 年 ASE 大会获 ACM 优秀论文奖。申请发明专利多项，部分
专利成果已经在百度、阿里、华为等知名软件公司转化；担任多个期刊
审稿人及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
报告题目：面向问答系统的通用模糊测试框架
报 告 摘 要 ： 随 着 深 度 学 习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进 步 ， 各 类 问 答 系 统 （ QA
systems）被应用在日常生活领域。为了减轻收集测试数据的成本、提高系统测试的效率和充分性，我
们基于蜕变测试理论，设计并实现了一个用于 QA 系统的通用模糊测试框架，命名为 QATest。它提供
了第一个通用性的解决方案，自动化生成带有预言信息的测试用例，可用于各类 QA 系统，如机器阅
读理解 QA、开放域 QA 和基于知识库的 QA 系统。为了进一步提高测试效率，生成更多检测错误行为
的测试用例，我们根据问题数据的特点设计了 N-Gram 覆盖率和困惑度优先级来指导测试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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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明，由 QATest 生成的测试用例能有效地检测出 QA 系统的数百种错误行为；同时，其中提
出的测试标准可以提高测试的多样性和模糊处理的效率。

张煜群，南方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助理教授。研究工作集中在
包括模糊测试、污点分析、代码预训练模型等领域。他在包括 TSE,
TOSEM, TPDS, ICSE, ISSTA, ASE, DAC 等相关领域国际期刊会议上共
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并在 ISSTA'19 上获得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
报告题目：One Fuzzing Strategy to Rule Them All
报告摘要：尽管近年来模糊测试研究成果与日俱增，其一些典型机制及
造成的性能影响却并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挖掘。本文针对以测试覆盖率
为导向的模糊测试技术中广泛采用的 Havoc 随机变异策略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 Havoc 是模糊测试技术性能表现的主导因素；同时 Havoc 自身即可
作为独立的模糊测试技术在性能表现上超越大部分本文的研究对象。基于这些发现，本文继续提出改
进 Havoc 的轻量级技术 HavocMAB，通过将 Havoc 中的变异算子选择问题建模为多臂赌博机问题并进
行求解以实时优化造成的测试覆盖率。实验结果证明 HavocMAB 在边覆盖上优于 Havoc 11.1%，并在
同等计算资源条件下优于所有的研究对象至少 9%。

张宇霞，博士，北京理工大学特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CCF 软件
工程专委会委员，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开源软件生
态系统，软件仓库数据挖掘，实证研究等，在 TOSEM、TSE、ICSE、
FSE 和 EmSE 等高水平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点研发计划
等多个纵向项目。担任国际顶级期刊 TSE，EmSE，和 JSEM 的审稿人，
国际顶级会议（ICSE24、FSE23、和 MSR22）的程序委员。
报告题目：What Makes a Good Commit Message?
报告摘要：代码提交信息（Commit Message）作为一种有效的沟通方
式与信息媒介，其质量对开发人员之间的沟通效率以及项目的可维护
性有非常重要。现阶段，开发人员缺乏足够的时间和动力去创建良好的提交信息。学术界已经提出了
一系列自动生成提交信息的方法。然而，由于缺乏对提交信息质量的关注，这些方法的性能存在不确
定性。本研究采用定性定量结合的方式，首先定义高质量提交信息的标准，然后在五个大规模成熟开
源项目中随机选取近 1,600 条提交信息作为样本，分析现有提交信息的质量状况。结果表明平均有
44%的提交信息需要进一步改进，这意味着当提交信息生成工具使用历史提交信息进行训练时，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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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信息的大量存在将对方法性能产生重要威胁。此外，研究分析高质量提交信息，提取了五类表达更
改原因和四类表达更改内容的表述模式。最后，为了自动识别提交信息中是否缺少必要的信息，本研
究提出了可以自动识别高质量提交信息的分类器，准确率达到了 75.9%；这些分类器可以帮助开发者
发现提交信息的质量问题，进而辅助其编写更高质量的提交信息，同时可以为提交信息的自动生成提
供高质量数据集。

卜磊，南京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是软件工程与形式
化方法，包括模型检验技术，实时混成系统，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等方向。
2010 年在南京大学获取计算机博士学位。曾在 CMU、MSRA 等科研机
构进行访学与合作研究。相关工作发表于领域重要期刊与会议如 TCAD、
TC、TDSC、TCPS、TPDS、RTSS、HSCC 等。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
划，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高校计算机专业优秀教师奖励计划，
CCF 青年科技奖等。
报告题目：基于分类模型无梯度优化的复杂系统测试生成
报告摘要：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软件系统复杂度急剧提升，对相关软
件系统的质量保障愈发重要也愈发难以进行。本报告对我们近期将基于
分类模型无梯度优化算法应用到复杂软件系统分析与测试中的相关探索
与尝试做一个简要介绍。首先，我们在软件代码符号执行中将包含非线性运算、第三方函数调用等难
以求解的约束可满足问题转换成无梯度优化问题，使用猜测-验算-反馈-学习机制来对约束可行解进行
反向学习而不是正向求解，从而实现含相关复杂路径约束的代码符号执行。在上述工作的启发下，我
们进一步将相关技术应用到实时混成系统测试与控制生成，乃至深度学习网络对抗样本生成等多个问
题中，将不同领域的难解问题统一抽象成为搜索/最优求解问题，并转化为优化问题，继而采用上述猜
测-验算-反馈-学习机制进行有效求解。

王肇国，上海交通大学并行与分布式系统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肇国于 2008 年从南京大学本科毕业，11 年和 14 年分别从复旦大学获
得硕士和博士学位。2014 至 2018 年在纽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后担任研究助理教授。王肇国主要从事并行与分布式数据库系统方面的
研究，主攻系统一致性、存储结构和 SQL 优化方面问题。相关成果发
表在 SIGMOD，OSDI， PPoPP，EuroSys, Usenix ATC, NSDI，PODC 等
国际重要会议上。他曾获 SIGMOD 2022 最佳论文优胜奖（Honorable
Mention），APSys 2017 最佳论文奖，ACM ChinaSys 新星奖，华为奥林
帕斯先锋奖，以及两次华为火花奖。目前担任 ACM ChinaSys 秘书长、
CCF 数据库专委执行委员、FCS 预备青年编委、ACM SIGOPS 指定编辑。他是 ChinaSys 学术开源创新
平台的主要发起人，曾受邀担任 ACM ChinaSys 2021 大会联合主席、ACM ChinaSys 2022 大会程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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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联合主席，ACM APSys 2018 宣传主席， IEEE ICDCS 2020、IEEE Cluster 2021、TPDS 专刊
2020/2021 等国际会议和专刊的程序委员会成员。
报告题目：重新思考 Web 场景下的事务抽象问题
报告摘要：如何让数据库系统更好的服务当代 Web 应用？这一直是学术界与工业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针对该问题，我们从事务抽象切入，对 Web 场景下传统数据库技术的合理性进行了大胆探究。具体来
讲，我们分析了 GitHub 上多个大型 Web 应用，系统性的揭示了 Web 应用中的即席事务(Ad Hoc
Transaction)现象以及其对应用和系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发我们对 Web 场景下事务抽象的深入思
考和探讨。

张宇，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CCF 高级会员，CCF 高性能
专委会委员、CCF 体系结构专委会委员，之江实验室特聘专家，2016
年 6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获得计算机系统结构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高性能
计算、体系结构和系统软件、图计算，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企事业
项目 10 余项，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
金、863 计划课题等，在 ISCA、ASPLOS、HPCA、SC、DAC、
USENIX ATC、ACM TOS、ACM TACO、IEEE TPDS、IEEE TC 等
CCF A/B 类和 IEEE/ACM Transactions 上发表学术论文 58 篇，获评 CCF
A 类会议 USENIX ATC 2018 最佳存储相关论文和最佳论文提名，入选
国际顶级期刊 IEEE TC 的 Featured Paper of the Month 和 ACM TACO 的 Five Recent TACO Articles of
Interest 等，相关成果被科技日报（头版）、科学网（要闻）、人民日报等报道。
报告题目：拓扑驱动的动态图计算优化
报告摘要：现实世界的图通常随着时间动态改变，该类型的图被称为动态图。为有效支持动态图处理，
大量动态图处理系统采用增量计算的方式来快速获得最新图快照的计算结果。然而，在对动态图的每
个图快照进行处理时，受图更新影响的图顶点最新状态值会沿着图拓扑非规则传递，导致现有方法面
临着严重冗余计算和不规则内存访问问题。本报告将探讨拓扑驱动的动态图计算优化技术，高效解决
上述问题。具体来说，该技术通过高效规则化动态图处理中受影响的图顶点状态传递和提高数据访问
局部性，从而有效减少冗余计算和数据访问开销，保证动态图处理应用在众核处理器上的高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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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培森，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CCF 形
式化专委会委员。 研究方向为程序分析与验证、自动推理。研究工作
发表于编程语言(PLDI, OOPSLA)、软件工程(TOSEM, ICSE, ESEC/FSE,
ISSTA, ASE)、信息安全(S&P)等领域的顶级会议和期刊。相关成果发现
Linux Kernel,、MySQL、Vim 等开源程序上千个真实缺陷，并在蚂蚁、
腾讯、华为等公司中得到实际部署和使用。担任 PLDI 2023 等会议程序
委员会委员，ATVA、ESEC/FSE、ISSTA、ASE、VMCAI、TR 等会议
期刊审稿人。详见 https://rainoftime.github.io/

报告题目：Complexity-Guided Container Replacement Synthesis (OOPSLA 2022)
报告摘要：Containers, such as lists and maps, are fundamental data structures in modern programming
languages. However, improper choice of container types may lead to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issues. This
paper presents Cres, an approach that automatically synthesizes container replacements to improve runtime
performance. The synthesis algorithm works with static analysis techniques to identify how containers are
utilized in the program, and attempts to select a method with lower time complexity for each container method
call. Our approach can preserve program behavior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reducing execution time
effectively for general inputs. We implement Cres and evaluate it on 12 real-world Java projects. It is shown
that Cres synthesizes container replacements for the projects with 384.2 KLoC in 14 minutes and discovers six
categories of container replacements, which can achieve an averag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8.1%

刘静，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工程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可信软件国际
联合实验室”主任，法国爱斯特尔公司（Esterel Ltd.）- 华东师范大学的
“模型驱动式轨交软件研发联合实验室”主任。“基于模型的可信软件
理论与开发方法”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主要研究模型驱动式
安全攸关系统构造理论及技术，包括高可信系统构造方法、软件建模语
言、模型转换、模型精化与模型验证。研究保证动态模型与静态模型之
间的一致性，和基于证明义务的模型精化策略，以及降低系统验证中的
空间爆炸可能性问题的理论与实验方法，特别是难以发现的小概率事件
的模型检查。在 ASE、RTSS、ICSE 等学术会议和 IEEE Trans. ITS 等学
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 余。研究成果被法国 INRIA、美国 CMU 等学者等广泛引用。
与 INRIA Sophia Antipolis、INRIA Lyon、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de Lyon 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于 2008 年、2010 年、2014 年、2017 年、2018 年、2020 年多次赴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 INRIA，
在 AOSTE 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研究了实时系统建模语言、建模规范、模型验证问题。与法国里昂
高师 Yves Robert 教授、INRIA Frederic Vivien 研究员、INRIA Robert De Simone 研究员等联合培养博
士生 3 名。
先后主持了国家 863 项目“模型驱动式高可信软件开发技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可信软件重大
研究计划项目、国家 973 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工信部民用飞机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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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家合作项目和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作为 PI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上海市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等。
在企业应用方面，针对高端核心控制软件可信性难以保障问题，提出的“模型驱动式高可信软件构造
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安全攸关软件系统研发，包括轨道交通无人驾驶系统、飞机发动机系统、飞机
显控系统等核心高端软件研发。
报告题目：Provably Tightest Linear Approximation for Robustness Verification of Sigmoid-like Neural
Networks
报告摘要：The robustness of deep neural networks is crucial to modern AI-enabled systems and should be
formally verified. Sigmoid-like neural networks have been adopted in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Due to
their non-linearity, Sigmoid-like activation functions are usually over-approximated for efficient verification,
which inevitably introduces imprecision. Considerable efforts have been devoted to finding the so-called
tighter approximations to obtain more precise verification results. However, existing tightness definitions are
heuristic and lack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We conduct a tho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existing neuron-wise
characterizations of tightness and reveal that they are superior only on specific neural networks. We then
introduce the notion of network-wise tightness as a unified tightness definition and show that computing
network-wise tightness is a complex non-convex optimization problem. We bypass the complexit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via two efficient, provably tightest approximation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promising performance achievement of our approaches over state of the art: (i) achieving up to 251.28%
improvement to certified lower robustness bounds; and (ii) exhibiting notably more precise verification results
on convolutional networks.

许智磊，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后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先后在美国 Google、Facebook 等公司工作。长期从事操作系统和分布式系统，
程序设计语言等方面的研究，2021 年 12 月加入上海交通大学清源研究院，现
为系统安全性与可靠性研究组（Systems Security and Reliablity Research Group）
负责人。研究领域：程序设计语言、信息安全、软件可靠性和安全性，操作系
统和分布式系统。
报 告 题 目 ： 《 PPMLAC: 加 速 安 全 多 方 计 算 的 高 性 能 芯 片 体 系 结 构 》
（PPMLAC: High Performance Chipset Architecture for Secure Multi-Party Computation）
报告摘要：安全多方计算（Secure Multi-Party Computation，简称 MPC）是一种实现隐私计算的方法：
参与安全多方计算的各方持有自己的私有数据，共同计算出某个函数的结果，此结果依赖于各方的私
有数据，但是在计算过程中，任何参与方的私有数据都不会泄露给别的参与方。这样，就做到了数据
的“可用不可见”，即各方的隐私数据仅用于计算最终的函数结果，但是并不会被任何其他参与方拥有、
窥探。以往的 MPC 软件实现方式对网络延迟非常敏感，在现实的跨数据中心网络环境下，性能较低，
不适合计算大数据、复杂模型。
本文致力于解决传统 MPC 在现实网络环境下性能较低的问题。作者在本文中提出，对于 MPC 的一种
常见实现方式：基于秘密分享（Secret-Sharing）的 MPC，如果引入一个最小的硬件可信根，就可以将
MPC 的性能瓶颈完全消除，将原先频繁发生的双向网络通信改变成单向网络通信，进一步可以进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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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通信（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和计算-通信流水线编排（Pipelining），从而大大提高 MPC 的
性能，且使之对网络延迟完全不敏感。在此基础上，利用硬件芯片的不可篡改性，结合非对称密码学
技术，作者构造了专门用于加速安全多方计算的专用芯片体系结构（PPMLAC）。这种加速芯片可以
将复杂模型进行安全多方计算的性能提升成千上万倍。例如：经典的 ResNet 物体识别模型，如果采用
常用的 SPDZ 软件实现 MPC，在现实网络环境下需要数小时才能进行一次推理（Inference），而采用
PPMLAC 的原型产品 FPGA 加速芯片进行 MPC 运算，仅需不到 5 秒即可。另外，PPMLAC 体系结构
引入的硬件信任根仅用于 MPC 中的乘法操作，是一个极其基本的操作，所以攻击面非常窄，很容易在
芯片层面安全地实现其功能，能够对抗包括侧信道攻击（Side-Channel Attack）在内的各种攻击形式，
保证对用户数据隐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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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软件系统工程化技术与规范
论坛简介：
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的热度逐步提升，市场规模在持续扩大，全球各行各业的组织机构都正在
或试图通过人工智能对原有的产品和服务赋予新的能力。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正在迅速从实验室环
境迁移到工业环境，并主要以软件为承载形式渗透到社会应用的方方面面。然而开发、测试和运维工
业化的人工智能软件系统会遇到一些不同于传统软件系统的工程问题。例如，在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
中，规则和系统行为是从训练数据中推断出来的，而不是被开发者编写的程序代码所定义；人工智能
系统的需求具有较大的不明确性；人工智能系统的演化过程中需要关注不断变化的数据集和相关的基
础设施；人工智能系统开发和运维需要数据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的跨专业协作；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
面临伦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且这些约束的更新速度正在受到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挑
战。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差异所带来的问题，我们最终可能会创建出大量带有严重技术债务的糟糕的
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在这种局面下，非常有必要探索面向开发和运维人工智能系统的软件工程理论、
方法和实践，以应对这一跨专业领域中，数据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面临的新的软件工程挑战。
为反映人工智能系统的软件工程最新实践，并推动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本专刊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系
统的软件工程挑战、技术探索、最佳实践、质量属性、工程规范等，将收录国内外在解决人工智能系
统的软件设计、开发、测试、运维、重构、迁移等难题和挑战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技术、实验等方
面的创新性、突破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并探讨其在产业界的实践应用前景。论坛及专刊目标读者群
体包括系统软件、软件工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相关专业师生、专业软
件工程师、人工智能工程师等。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下午 13:30-17:30
论坛议程：
时间

题目

讲者/嘉宾

Session 1
13:30-14:00
14:00-14:18
14:18-14:36

特邀报告：Operationalising Responsible AI at Scale:

卢清华

From a Software Engineering Perspective

DATA61, CSIRO

论文：可信人工智能系统的质量属性与实践：基于二级研究

李功源

的系统性文献综述

南京大学

论文：深度学习模型中的公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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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昱颖
华东师范大学

14:36-14:54

论文：人工智能开源软件社区中贡献修订的实证研究

14:54-15:12

论文：智能运维的实践现状与标准化

李志星
国防科技大学
包航宇
建行运营数据中心

Session 2
15:15-15:45

特邀报告：人工智能系统中的知识工程建设

15:45-16:03

论文：面向智能计算框架的即时缺陷预测

16:03-16:21

中兴通讯
葛建
华东理工大学

论文：基于源码处理的人工智能系统鲁棒性验证方法的研究

杨焱景

与实现

南京大学

16:21-16:39

论文：嵌入路网图模型的自动驾驶场景描述语言

16:39-16:57

论文：基于稀疏扰动的对抗样本生成方法

16:57-17:15

刘 丰

龚 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吉顺慧
河海大学

论文：面向 ARM 处理器架构的基础开发生态与应用迁移研

吕 骏

究

南京大学

论坛嘉宾：
张贺（南京大学）
曾在欧洲和澳洲从事软件工程产业实践与学术研究十余年，现任南京大学
软件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软件研发效能实验室主任，兼任澳大利亚联
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资深主任科学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DevOps（研发运维一体化）、持续软件工程、软件架构、软件过程、软
件质量、软件安全、软件标准化、AI 工程、经验软件工程、区块链软件
工程等。担任 APSEC、EASE 等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
委员（主席），以及多个国际学术会议程序委员。负责主持多个澳大利亚、
爱尔兰、挪威等国家级科研基金项目，以及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与国内外几
十家软件企业、机构、标准化组织开展合作，致力于构建软件研发效能提升理论及系统化解决方案。
著有英文专著两部，并在国际软件工程学科主流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180 余篇，其中 11 篇会议/期
刊长文获国际最佳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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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鑫（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目前担任华为软件工程应用技术实验室主任，软件工程应用技术科学家
和首席专家。 研究方向是智能化软件工程、软件仓库挖掘和经验软件工
程。至今发表了 270 多篇期刊和会议论文，其中包括 98 篇 CCF A 类期
刊和会议长文， Google Scholar 引用 9700 多次，H-index 55。获得 2022
年 ACM SIGSOFT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Award，部分论文获得国际会
议最佳/杰出论文奖项，其中连续四年获得软工顶会 ASE 2018-2021 的杰
出论文奖。此外他担任了 MSR、SANER、PROMISE 等会议的 Steering
Committee，多个国际会议的 PC (ICSE，ESEC/FSE, ASE 等)，多个期刊的编委（EMSE、JSEP 等），
以及参与组织了多个国际会议（ICSE 2023 和 2024， ASE 2020-2021， SANER 2019-2020 和 2023 等）。
在华为主要主导软件工程前沿技术突破，构建下一代软件工程自主技术栈，致力于提升公司软件工程
能力，提高开发人员研发效率，保证软件高可信，提高软件竞争力。

蒋振鸣（加拿大约克大学）
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的副教授。 研究兴趣在
于软件工程和计算机系统，特别是对性能工程、AI 工程、软件分析、以
及分布式系统的调试和监控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
在一些公司里面完成成果转化并被在实践中定期使用。国际负载测试和基
准测试（LTB）研讨会的联合创始人。 获得了多项最佳论文奖，包括
ICST 2016、ICSE 2015 (SEIP）、ICSE 2013 和 WCRE 2011。他在滑铁卢
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的本科和硕士的学位和女王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博士
学位。

祝立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担任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软件与计算系统研究所
所长，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澳洲区块链与分布式账本标准委员会主席。
研究领域包括：软件工程、软件架构、DevOps、区块链、人工智能系统，
分布式系统、信息安全与隐私等。发表英文论文与专著近 20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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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宣东（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计算机学会软
件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软件工程）。曾任南京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系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系统软件专业委员会主任
（2015-2019），江苏省计算机学会理事长（2010-2019）。近年来主要教
学与科研工作集中于复杂软件建模与分析、软件测试与验证，部分研究工
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4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卢清华，DATA61，CSIRO（澳大利亚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主任研
究科学家。卢清华博士目前在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担任 principal research scientist，领导"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科
研团队。她于 2013 年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目前
的研究方向包括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软件工程、软件架构和区
块链。 她在国际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 150 多篇学术论文。 她最近发表的
论文“Towards a Roadmap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for Responsible AI”获
得了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
特邀报告一：Operationalising Responsible AI at Scale: From a Software
Engineering Perspective（从软件工程的角度实施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报告摘要：尽管人工智能正在解决现实世界的各种挑战，但人们对其是否能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和做
出决策的能力存在严重担忧。 为了应对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挑战，政府、组织和企业最近发布了一系列
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和框架。 然而，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最佳实践指导，从业者将难以在实际开发中实
施这些准则和框架。 此外，目前学术界和业界主要关注的是围绕算法的解决方案（例如数据隐私和模
型公平性）。 但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和其他可信性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数据和算法中，它们可能发生在
开发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和系统组件中。 在本次报告中，将讨论实施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中所面临的挑
战以及解决这些挑战的端到端的系统级解决方案。

刘丰，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数字技术高级专家。负责中兴通讯
知识图谱和 NLP 技术的工业场景研究和落地工作。带领团队构建了
中兴的知识工程平台，先后在全球供应链，企业流程管理，招聘服
务，工程管理等领域进行了落地实践，在 AI 系统工程化实践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特邀报告二：人工智能系统中的知识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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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目前 AI 工程技术在企业的落地过程中，数据的规模和质量始终阻碍着 AI 各类算法的有效
性，同时知识图谱和 NLP 相关技术在互联网的大潮中出尽风头，但是对于如何在制造业进行 AI 落地
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中兴内部利用知识图谱和 NLP 的相关技术搭建了知识工程平台，提
供知识互联、知识融合、知识服务等能力，实现“业务、经验、数据一张网”，并在供应链、企业过
程管理优化等领域进行了落地实践。围绕 AI 系统中知识工程化的重要性，本次报告将介绍中兴知识工
程落地方案、知识工程在企业 AI 系统工程中的应用，以及 AI 系统知识工程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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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安全
论坛简介：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经济和生活领域的不断渗透和应用，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也得到研究
人员的广泛关注。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存在鲁棒性、模型后门、公平性和隐私等问题，
并且由于神经网络模型的高复杂性和难解释性，导致这些安全隐患无法得到有效的检测和防御。特别
在航空航天、智慧医疗、无人驾驶等安全攸关领域对人工智能的可信、可靠和可解释上提出更高的要
求，因此如何保障人工智能的安全成为国内外研究的趋势及热点。ChinaSoft 2022 人工智能安全 Track
将围绕人工智能安全的基础理论、攻防技术、原型系统以及产业实践等展开，征集国内外有关人工智
能安全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并探讨和总结未来人工智能安全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上午 8:30 - 11:55
论坛日程：
时间

题目

讲者/嘉宾

11 月 25 日（周五) 上午 8:30 - 8:35
8:35 - 9:05
9:05 - 9:35
9:35 - 9:50
9:50 - 10:05
10:05 - 10:20
10:20 - 10:35
10:35 - 10:50

特邀报告：一种基于抽象的构造正确性深度强
化学习技术
特邀报告：强化学习系统的变异测试
论文报告：保护用户数量信息的安全虹膜识别
方案
论文报告：基于分治法的神经网络修复方法
论文报告：基于 BFV 同态加密神经网络参数设
置实证研究
论文报告：基于健壮半径求解的循环神经网络
形式化验证方法

开幕式
张民（华东师范大学）
孙猛（北京大学）
周宇、向剑文、郑倩荣、赵冬冬
孙朔、严俊、晏荣杰
杨 涛、贺宇、董建锋
赵亮、戚润川、段鑫民、王小兵

论文报告：基于深度学习的跨自然语言与程序

宋小祎、张若定、张妍、张梅

语言生成任务综述

山、黎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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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 11:05
11:05 - 11:20
11:20 - 11:35

论文报告：Tenda AX12 路由器 0-Day 栈溢出漏

郑炜、许晴晴、李奇、陈翔、孙

洞挖掘方法

家泽

论文报告：IoT 固件同源性智能检测研究

孔凯薇、霍冬冬、苏东楠、徐震

论文报告：基于模型驱动的分治并行函数式程

王昌晶、王忠文、潘丞、黄箐、

序生成及自动验证

罗海梅、左正康
崔华俊、孟国柱、李玥琦、张

11:35 - 11:50

论文报告：基于联邦学习的第三方库流量识别

棪、代玥玥、杨慧然、朱大立、
王伟平

11:50 – 11:55

闭幕式

论坛主席：
孟国柱，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7 年博士毕业于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曾获北京科技新星、ACM SIGSAC 中国科技新星。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安全与隐私、移动安全分析和测试，在
USENIX Security、CCS、ICSE 等国际会议和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
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如科技部重点研发、中科院重点部
署项目、CCF 科研基金等。

陈恺，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系统安全、
人工智能安全。在 IEEE S&P、USENIX Security、ACM CCS 等发表论
文 100 余篇；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部委课题
40 余项。担任 S&P、USENIX Security、CCS 等 A 类会议程序委员会成
员。获得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领军人才、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
CCF-IEEE CS 青年科学家奖、北京市“杰出青年”基金、北京市智源青
年科学家、CCF 杰出演讲者、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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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磊，南京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是软件工程与形式
化方法，包括模型检验技术，实时混成系统，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等方向。
2010 年在南京大学获取计算机博士学位。曾在 CMU、MSRA 等科研机
构进行访学与合作研究。相关工作发表于领域重要期刊与会议如 TCAD、
TC、TDSC、TCPS、TPDS、RTSS、HSCC 等。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
划，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高校计算机专业优秀教师奖励计划，
CCF 青年科技奖等。

蒲戈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上海工业控制安全创新科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研究聚焦形式化方法与软件工程领域，在软件验证理论与算
法，与工业级验证工具研发等方面做出了创新贡献。目前担任科技部重
点研发计划专项“人工智能安全可信理论及验证平台”首席科学家。研
究成果曾获 ACM 杰出论文奖，上海市科技进步特等奖，北京市科技进
步一等奖等奖项。主导研发的多种创新验证与测试算法对发现真实软件
缺陷非常有效，其中研发的两款工业级软件验证工具服务了 30 余家企
业，有效提升了企业软件开发的质量与效率，并成功支撑嫦娥五号飞行
器、北斗二号卫星、上海无人驾驶 17 号线等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

论坛嘉宾：
张民，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可信软件理论、可信人工智能和分布式系统。研究受到国家自然基金委、
华为全球创新研究计划、国家留学基金委以及法国高等教育署等国家级
和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2019 年入选中法“蔡元培”人才培养计划，
2019-2020 年入选法国尼斯大学高级访问教授计划。代表性成果发表在
CAV、TCS、OOPSLA、ASE、AAAI 等权威会议和期刊上。获得第 26 届
IEEE 亚太软件工程会议 APSEC 唯一最佳论文奖，FSE2020 和 RE2019 会
议最佳论文提名奖。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委会、系统软件专委
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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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一种基于抽象的构造正确性深度强化学习技术
报告摘要：深度强化学习系统由于其系统状态的无限连续性、深度神经网络的难以解释性以及系统行
为的非线性特征，系统的安全性难以被严格的形式化验证，因此系统难以被用于那些对安全性要求较
高的领域。本报告将介绍一种将验证引入训练环节的构造正确性深度强化学习技术。为了保证验证的
准确性与高效性，我们在训练中即对系统进行抽象，并在抽象状态上完成训练，训练后的系统可以在
抽象状态上建模成为一个有限状态的迁移系统，进而可通过已有的模型检查技术和工具验证系统的安
全性。基于验证结果对抽象状态不断精化，直至系统满足所有预设的安全需求。我们设计并开发了原
型工具 Trainify，并应用于强化学习中六个经典的控制问题以说明方法的有效性。

孙猛，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委会委员，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区块链
专委会委员，曾任职于荷兰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CWI）、新加
坡国立大学、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UNU-IIST），主要研
究领域为程序理论、软件形式化方法。主持及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国家及
省部级项目十余项，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ICSE、
ESEC/FSE、AAAI、FM 等期刊及会议发表论文百余篇，获 TASE 2015、
SBMF 2017 等多个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任 ICFEM 2018、TASE 2023
等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主席，FM 2019、TACAS 2019 等多个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特邀报告： 强化学习系统的变异测试
报告摘要：强化学习（RL）是近年来人工智能中的热点研究领域，在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安
全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次报告将介绍一种可用于 RL 系统安全保障的变异测试方法。我们
提出了一系列变异算子，用于模拟 RL 系统可能遇到的错误，并展示如何使用这些算子对 RL 系统进行
综合变异。此外，我们还提供测试环境以揭示 RL 系统中可能的问题，定义 RL 系统专用的变异分数用
于分析潜在故障的程度和评估测试环境的质量。实验结果验证了这一技术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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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软件质量保障
论坛简介：
本论坛“基础软件质量保障”针对基础软件的安全性，可靠性，可用性，可维护性等问题，关注
基础软件缺陷的挖掘、利用、评估、管理、修复和防御等技术方法，针对学术和产业面临的难题、挑
战和瓶颈，征集和介绍国内外研究人员在软件度量、测试、分析、验证等方面，取得的理论、技术方
突破和具有创新性、影响力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包括操作系统软件质量保障、数据库软件质量保障、
协议质量保障、虚拟机质量保障、中间件质量保障、智能计算平台质量保障、设计分析软件质量保障
等。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7 日 上午 8:30-12:30
论坛日程：
时间

8:30-9:00

题目

讲者/嘉宾

特邀报告：移动应用软件功能正确性验证的探索
和思考

苏亭（华东师范大学）

9:00-9:30

特邀报告：面向大规模基础软件的程序分析技术

左志强（南京大学）

9:30-9:50

论文报告：Cheating Your Apps: Black-box
Adversarial Attacks on Deep Learning Apps

曹宏宸，栗帅，周毓明，范

9:50-10:10

论文报告：EVMFuzz: Differential Fuzz Testing of
Ethereum Virtual Machine

傅滢，任萌，马福辰，杨鑫，

10:10-10:40

特邀报告：安全可靠的漏洞补丁后向迁移技术

张源（复旦大学）

10:40-11:10

特邀报告：二进制程序模糊测试

游伟（人民大学）

11:10-11:30

论文报告：Constructing Exception Handling Chains
for Testing Java Virtual Machine Implementations

陈博钏，郭骁， 陈雨亭，于笑

11:30-11:50

论文报告：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PP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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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赵雪娇，唐宇田

施鹤远

丰， 卜磊
王小兵，李春奕，赵亮

论坛主席：
田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可信软件基础理论与方法、系统软件开发与可信保障、嵌入式软件智能
合成与质量保障等，在理论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以及人工智能领域顶
尖期刊和会议（LICS, TCS, ICSE, FSE, ASE, TOSEM, TSE, TCAD, IJCAI
等）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成果应用于探月工程三期控制软件等软件
的研制中，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和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陈厅，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
带头人后备人选，获得 2022 阿里巴巴达摩院青橙奖、2022 CCF 青年科
技奖、2012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0 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 2021
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从事软件安全，尤其是区块链软件、安卓软件
与桌面系统软件的安全性研究工作，近五年在 CCF A 国际会议/期刊上
发表论文 30 余篇，获得 INFOCOM 2018 最佳论文奖在内的 15 个学术/
竞赛奖项。

姜宇，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重点关注数据库、内核、
工控等软件系统的安全，在 MySQL、Safari 和 Linux 等广泛使用的系统
软件中挖掘 200+漏洞被收录入中美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相关自动化漏
洞挖掘技术成果被谷歌，华为，微软合并应用，研发的测试引擎
WingFuzz 在 Google 的 FuzzBench 评 测 中 排 名 第 一 。 在 ACM SOSP,
IEEE S&P, USENIX ATC 等 会 议 和 期 刊 上 发 表 论 文 80 余 篇 ， 并 获
EMSOFT, FSE 等会议的最佳论文或提名奖 6 次，主持华为、MHI 等横
纵向课题 20 余项。曾获 2015 年中国计算机学会优秀博士论文奖、2020
年阿里巴巴达摩院青橙奖，2021 年微众学者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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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苏亭（华东师范大学）
苏亭，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工程学院教授/博导，相关研究成果获得了
CCF 科 技 成 果 奖 技 术 发 明 一 等 奖 、 Google 教 授 研 究 奖 、 三 项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等。主要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程序语言和软件安
全，已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担任 ESEC/FSE、ICSE、OOPSLA 等国际
重要会议的评委。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对各类复杂软件与系统的质量和
可靠性保障。其中，设计研发的 App 自动化测试工具已为字节、腾讯、
Google 等拥有亿级用户数量的软件产品发现了不少真实的软件错误，多
项技术成果已经落地集成到了字节跳动官方 APP 测试平台工具 FastBot；
研发的工业控制软件自动化单元测试工具 SmartRocket TestGrid 已服务于国内十余家大型企业的软件生
产部门。其研究工作受到了中国/瑞士国家自然基金委、谷歌、字节、蚂蚁和华为等公司的资助。个人
主页：https://tingsu.github.io
特邀报告题目：移动应用软件功能正确性验证的探索和思考

左志强（南京大学）
左志强，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长聘副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
域为系统软件、程序分析、编译器优化及设计等。其研究成果发表在一
系列顶级学术会议和期刊上，如 PLDI、OOPSLA、OSDI、ACM TOCS、
ICSE 等，相关研究技术和系统已经在多个企业实现转化与应用。担任多
个会议程序委员（如 PLDI 2022 PC、FSE 2022 PC、ASPLOS 2020/2022
ERC 等）以及期刊审稿人（如 TSE、JCST 等）。
特邀报告题目：面向大规模基础软件的程序分析技术

张源（复旦大学）
张源，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
软件安全、程序分析、安全攻防技术。曾获 ACMSIGSAC 中国新星奖、
USENIX Security 杰出论文奖等荣誉。研究工作主要发表于网络安全顶
会，担任 IEEE S&P，USENIX Security 等顶会 PC 成员，EMSE 期刊编
委等。带领团队获得国内外顶尖安全攻防赛事冠军 20 余次，发现的多
个软硬件高危漏洞得到华为、腾讯、蚂蚁金服、百度、谷歌等公司致谢。
特邀报告题目：安全可靠的漏洞补丁后向迁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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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伟（人民大学）
游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博导。长期从事软件漏洞的自动化挖掘和
二进制程序的动态/静态分析，在常见应用程序中挖掘出近百个安全漏
洞，曝光了数百个恶意应用的隐蔽可疑行为。游伟博士在信息安全和软
件工程领域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期刊论文上发表论文十余篇，获得最佳
论文奖一次，最佳应用安全论文提名奖一次。
特邀报告题目：二进制程序模糊测试

59

形式化方法与应用
论坛简介：
形式化方法与应用论坛是依托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委，在中国软件大会上持续组织的一
个重要活动，是促进形式化方法理论及其工业应用的学术交流与技术发展研讨的一个重要平台。
论坛组织过程包括如下几个阶段：1) 论文征集与评审：论坛共征集到 41 篇学术论文，每篇论文至
少经 2-3 位评审人进行 2 轮评审并打分，选出了 10 篇优秀论文，论文名单见日程安排表。2) 论文汇报
交流：编委会选出 10 篇优秀论文到 CCF ChinaSoft2022 的形式化方法与应用论坛进行汇报交流。3）
论文修改与发表：根据会场专家提问和评审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后，论文修改达标后将在软件
学报专刊发表。这 10 篇论文涉及软件形式化建模理论、形式化验证方法、智能形式化方法、软件形式
化开发工具及应用等研究成果。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8:30 – 12:30、13:30 – 17:30
论坛日程：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作者／报告人

第一单元主持人：董云卫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8:30 – 9:15
9:15 – 10:00
10:00 - 10:40
10:40 - 11:20
11:20 - 12:00

自动驾驶交叉路口测试场景建

夏春艳,黄松,郑长友,张清睿,王宇,

模及验证方法

魏瑀皓

基于约束依赖图的并发程序模
型检测工具
具有安全保证的神经网络控制
器生成方法
一种基于 LLVMPass 的复杂嵌
套循环自动并行化框架

苏杰,杨祖超,田聪,段振华
赵庆晔,王豫,李宣东
马春燕，吕炳旭，叶许姣，张雨

智能规划中面向简单偏好的高

陆旭,于斌,段振华,王德奎,陈矗,崔

效求解方法

进

第二单元主持人：刘关俊 同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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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 14:15
14:15 –15:00
15:00 – 15:40
15:40 - 16:20
16:20 - 17:00

面向未解释程序的合作验证方
法

杜一德,洪伟疆,陈振邦,王戟

基于 SMT 的区域控制器同步反

李腾飞,孙军峰,吕新军,陈祥,刘静,

应式模型的形式化验证

孙海英,何积丰

可信执行环境的运行时安全形
式化验证技术

潘少平,常瑞,张子君,赵永望

一种目标导向的多线程程序

鲁法明,唐梦凡,包云霞,曾庆田,李

UAF 漏洞检测方法

彦成

前馈神经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
的鲁棒性验证综述

刘颖,杨鹏飞,张立军,吴志林,冯元

论坛主席：
董云卫 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工大智能嵌入式软件研
究中心副主任，IEEE 可靠性协会西安分会主席。IEEE 高级会员，中国
计算机学会杰出会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专委会常委、嵌入式系统
专委会常委、软件工程专委会会员。2000 年获首届“陕西省十大软件行
业杰出青年”，2001 年获首届“中国软件行业杰出青年”提名。长期从
事模型驱动的软件开发方法、软件智能合成理论与方法、智能系统测试
等技术的研究，发表论文共计 100 余篇，并拥有 15 项中国发明专利。

刘关俊 教授
同济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
专委会与软件工程专委会执行委员，IEEE 高级会员。曾先后于新加坡科
技设计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德国洪堡基金资助）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主要从事模型检测、Petri 网理论、物理信息系统、工作流系统、基于强
化学习与软件定义的无人机协同系统、以及基于深度学习的网络交易欺
诈检测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期刊与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出版学术专著 2 本。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1 项、面上项
目 2 项、重点项目子课题 1 项。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电子学会自然科学一等奖、自动化学会自然科学一等奖、吴文俊人工智能技术发明一等奖各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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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晓光 教授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软件工程学科带头人，教
育部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理事，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从事软件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 2 项、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3 项。在《中国科学》、《软件学报》、TOSEM、TSE、POPL、
ICSE、FSE、ASE 等会议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教材 8 部。CCF
软件工程专委会常务委员、形式化方法专委会委员、开源发展委员会执
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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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操作系统理论、技术与开源生态构建
论坛简介：
论坛瞄准国家在操作系统及其生态上的重大战略需求，探索面向泛在计算场景的操作系统新理论
及其软件定义新方法，力争形成泛在操作系统基础理论、方法技术与开源生态构建的有机体系。论坛
针对人机物融合的泛在计算环境带来的资源异构多样性和交互开放不确定性，探索泛在操作系统的结
构模型与行为机理，构建包括泛在资源管理、轻量级虚拟化、感联知控共性框架、泛在应用支撑、全
栈性能优化等在内的关键技术体系，进一步探究泛在操作系统开源生态的构建、治理与安全评估理论
与方法，并在工业互联网等典型场景中进行应用验证。
论坛组织过程包括如下几个阶段：
论文征集与评审，论坛共收集到多篇学术论文，每篇论文至少经过 3 位评审人进行 2 论评审并打
分，选出了 7 篇优秀论文，论文名单见日程安排表。
论文汇报交流：编委会选出 7 篇优秀论文到 CCF ChinaSoft 2022 的泛在操作系统理论、技术与开
源生态构建论坛进行汇报交流。
论文修改与发表：
根据现场专家提问和评审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后，论文修改达标后将推荐投稿到中国科学或软
件学报。这 7 篇论文涉及泛在操作系统的内核，结构化存储，架构设计等研究成果。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上午 8:30-12:15
论坛日程：
时间

题目

讲者/嘉宾

8:30-8:55

BrickOS：面向异构硬件资源的积木式内
核

李浩,古金宇,夏虞斌, 陈海波,
管海兵

8:55-9:20

面向泛在操作系统的结构化存储

范晓鹏, 阎松, 翁楚良

9:20-9:45

基于数据湖技术的大数据泛在操作系统基
础架构设计

刘昊, 陈巍, 郁晨熹, 张涛,
王秋烨, 陈志凌, 刘荫隆, 刘
哲峰, 王朋

9:45-10:10

面向泛在计算的开源 RISC-V 可信执行环
境

杜东, 杨璧丞, 夏虞斌, 陈海
波, 臧斌宇

10:10-10:35

开源软件漏洞感知技术综述

詹奇, 潘圣益, 胡星, 鲍凌峰,
夏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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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1:00

Yggdrasil：一种基于分层软总线的新型
通用操作系统结构模型

杨攀, 董攀, 江哲, 丁滟

11:00-11:25

开源软件供应链治理技术研究综述：二十
年进展

王莹，伍盈欣，高天，许畅，
于海，张成志

11:25-12:15

panel：泛在操作系统研究与实践

论坛主席：
郭耀，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北京大学
计 算 机 系 获 本 科 和 硕 士 学 位 、 美 国 马 萨 诸 塞 大 学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计算机工程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移动计算、
程序分析、隐私保护与系统安全等。主持和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核高基、863 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在
UbiComp 、 WWW 、 FSE 、 ASE 、 ICSE 、 ISLPED 、 IEEE Computer 、
ACM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Systems 、 IEEE Transactions on
Dependable and Secure Computing 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担任 10 多个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和程序委员会
委员。曾获 WWW 2020 最佳学生论文奖、UbiComp 2016 最佳论文提名奖、2018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
等奖、2017 年度电子学会技术发明特等奖、2016 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17 年度北京市教学
成果一等奖、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等。

孙海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担任软件
开发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CCF 协同计算专委副秘书长和 CCF 开
源发展委员会执行委员，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主要研究群体智能、
智能化软件方法、开源软件和分布式系统等。主持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及面上项目等。在 OSDI、IJCAI、
AAAI 和 ICSE 等发表论文 130 余篇，获得中国发明专利授权 40 余项、
美国发明专利授权 2 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教育部科技进步
一等奖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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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炜，西北工业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CCF 高级会员，软
件工程、系统软件、形式化方法专委会执行委员。主持、参与国家 863、
973、国家自然重大仪器项目，国家自然重点基金、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等项目 8 项。主持多项航空、航天、中电、兵器研究所合作项目，经费
超过 2 千万。在 TOSEM,TSE,ICSE,FSE，软件学报等软件工程领域的顶
会顶刊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专利申请授权 12 项。主讲的《软件测试》
课程在学堂在线、爱课程上选为精品课程，选课人数超过四万人。软件
测试课程获得陕西省精品在线课程，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
编写教材 7 本，专著 2 本。其中主编的《软件测试》教材获得工业信息化部十四五规划教材，并且被
五十多所学校指定为教材，销售超过 1.6 万册。指导学生获得多项国家一等奖，包括挑战杯、软件杯、
服务外包大赛、数模竞赛、软件测试大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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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求解与定理证明论坛
论坛简介：
约束求解与定理证明论坛是中国软件大会的一个专刊论坛，是促进约束求解与定理证明两方面发
展的学术交流平台。该论坛具体关注约束求解和定理证明的理论、技术、工具与应用，包括在 EDA、
符号执行、模型检测、程序分析与验证、系统安全等领域的应用。论坛包括 1 个特邀报告和 8 个常规
报告。其中，新加坡理工大学助理教授 David Sanan 博士为我们带来关于 Web 3 形式化验证方法的特
邀报告。常规报告来自《软件学报》约束求解与定理证明专刊的投稿论文，本次论坛挑选了其中 8 篇
论文，邀请作者到论坛进行报告。

论坛日程：2022 年 11 月 25 日 8:30-12:00
论坛日程：
时间

报告题目

讲者/嘉宾

8:30-9:10

特邀报告：Formal Methods for the Web3

9:10-9:30

论文报告：L4 虚拟内存子系统的形式化验证

章乐平

9:30-9:50

论文报告：GCMCR:基于有向图构建约束的并发
缺陷检测方法

李硕川

9:50-10:10

论文报告：基于精化的 TrustZone 多安全分区建
模与形式化验证

曾凡浪

10:10-10:20

David Sanan

休息

10:20-10:40

论文报告：基于不可满足核的近似逼近可达性分
析

于忠祺

10:40-11:00

论文报告：针对教学场景的 ZFC 集合论 Coq 形
式化

万新熠

11:00-11:20

论文报告：基于目标制导符号执行的智能合约安
全漏洞检测方法

杨慧文

11:20-11:40

论文报告：LLRB 算法的函数式建模及其自动验
证

黄志鹏

11:40-12:00

论文报告：强表达描述逻辑本体的后继式公
理定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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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静

论坛主席
蔡少伟（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简介：蔡少伟，中科院软件所研究员、博导、中科院优秀导师，获得国
家优秀青年基金资助。主要研究约束求解、组合优化以及 EDA（电子设
计自动化）验证工具。在命题逻辑可满足性问题（SAT）、可满足性模
理论（SMT）问题、最大可满足性问题（MaxSAT）等国际比赛多次获
得冠军，在国际 EDA 比赛获得亚军；提出可满足性问题的混合搜索方法，
解决了命题逻辑推理与搜索方向十大挑战的第 7 个挑战，获得 SAT 会议
最佳论文奖。他研发的约束求解器已成功应用于电子设计自动化（EDA）
和软件验证、云计算故障检测等工业场景。相关成果发表在 CAV，ICSE，
IJCAI，CP，SAT 等会议和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EEE Trans. Computers
等期刊上。
陈振邦（国防科技大学）
简介：陈振邦，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CCF 形式化方法专委执行委员，NASAC 青年创新奖获得者。近年来，
主要围绕符号执行相关的理论、技术和应用开展研究，成果发表在 ICSE、
FSE、ISSTA、ASE、FM、TCS 等重要国际会议或期刊上，获 CCF A 类
会议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 2 次。负责承担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2 项、重点项目子课题 1 项、青年项目 1 项以及其他类型省部级课题多
项，作为主要骨干参与国家重大研究项目多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研制的程序分析工具在多个国家重大工程中开展应用，为解决国
家重大工程中的软件质量保障问题探索了有效解决途径。
王戟（国防科技大学）
简介：王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可信、
智能和新兴软件系统研究。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合
作重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国家 863、973 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课题，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现担任 CCF 形式化方法专委会主任、中国工程
院院刊 FITEE 执行副主编、IEEE Software AE 和软件学报领域编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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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博华（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简介：詹博华的研究方向是形式化方法。2014 年博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
学数学系，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慕尼黑工业大学任博士后。2018 年加
入中科院软件所，现任副研究员。主要工作包括证明自动化方法和交互
式定理证明器的设计与实现，嵌入式系统的建模与验证方法，以及在程
序验证、操作系统、分布式系统、量子程序验证的应用。在 CAV,
IJCAR/CADE, TACAS, ITP, J. Automated Reasoning 等形式化方法领域的
主要会议和期刊发表文章 30 余篇。

赵永望（浙江大学）
赵永望，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移动终端安全浙江省工程研究
中心主任，工信部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CCF 杰出会员，CCF 系统软件
专委、形式化方法专委和抗恶劣计算专委执行委员，国际 ARINC653 操
作系统标准委员会成员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形式化验证、系统安全、编
程语言等，主持和参与工信部重大专项、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载人
航天工程重点项目、浙江省尖兵计划项目等二十余项，获省部级科技进
步一等奖 2 项。相关成果发表在 ACM TOPLAS、IEEE TDSC 等期刊和
CAV、FM、TACAS 等会议上。提出了操作系统形式验证的系统性理论
和方法，已应用到十多个国产操作系统和国外工业/开源操作系统中，显著提升国产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论坛嘉宾
论坛嘉宾：David Sanan（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报告题目：Formal Methods for the Web3
摘要：Web3.0, also known as Web3, is the latest iteration of the World Wide
Web and introduces concepts such as decentralisation, blockchain, and tokenbased economics. While potentially providing increased data security,
scalability, and privacy, some of its inherent features, like blockchain
immutability and public software interfaces to Decentralized Finance, are
sources of countless attacks with billions of dollars lost as a consequence.
Formal methods have appeared as a practical solution to partially identify and
detect vulnerable software on different layers of the Web3. However,
methodologies adopted by the Web3 industry may not be enough to cop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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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he software composing Web3. In this keynote, we will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formal methods in Web3 and what directions and problems formal methods need to follow and
solve to be able to protect Web3.
简 介 ：Dr. David Sana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received his
M.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his PhD degree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laga, Malaga, Spain, in 2003 and 2009, respectively. His research interest covers formal
methods applied to a wid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going from programming language semantics to software
verification. In particular, David has been working during the last years on applying formal methods to realworld applications like quantum computing, certification of smart contracts,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security
micro-kernels in the Aerospace and Electric-Vehicle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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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智化软件测试技术和方法
论坛简介：
在“将计算机互联”和“将物品互联”这两种基础角色之上，互联网正逐步展现出“智能互联”的崭
新角色：大规模的松散人类个体，通过互联网进行显式或隐式的交互，在群体层次上表现出超越任一
个体或传统组织的智能行为。如何有效地汇聚群体的智慧进行软件测试生产活动，已成为互联网环境
下国家科技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标志。群智化软件测试技术与方法聚焦解决互联网环境下面向软件测
试的群体智能的形成、度量与调控的机理机制，意在建立互联网环境下以大规模群体协同、智力汇聚、
信誉追踪、持续演化为基本特征的新型软件测试服务模式。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下午 13:30-17:00
论坛日程：
时间

嘉宾/论文报告

嘉宾/作者

13:30-13:40

论坛致辞

黄 松

13:40-14:10

群体协作与数据智能双轮驱动的智慧众测

王 青

14:10-14:40

群智安全：开源软件供应链实践

吴敬征

14:40-15:10

基于微服务的软件测试能力比对

沈 颖

15:10-15:20

休息

15:20-15:40

False Negative of Defects Estimation in
Crowdsourced Testing

Wu, Kaishun; Shi, Yaqing; Zhu,
Jing; Yao, Yongming; Tang,
Shiqi

15:40-16:00

CodeBERT-Attack: Adversarial Attack
against Source Code Deep Learning Models
via Pre-Trained Mode

Zhang, Huangzhao; Lu, Shuai;
Jin, Zhi; Ma, Lei; Li, Zhuo; Liu,
Yang; Li, Ge

16:00-16:20

Mobile Crowdsourced Test Report
Prioritization based on Text and Image
Understanding

Wu, Yifan; Tong, Yao; Liu, An;
Zhao, Lei; Zhang, Xiaofang

16:20:16:40

A Novel Combinatorial Testing Approach
with Fuzzing Strategy

Chen, Jingyi; Chen, Jinfu; Cai,
Saihua; Chen, Haibo; Zhang, Chi

16:40-17:00

APP Constraints Analysis Approach to Select
Mobile Devices for Compatibility
Crowdtesting

Yang, Sen; Hui, Zhanwei; li, Hui;
Zheng, Changyou; Huang, Y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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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黄松，1970 年 3 月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陆军工程大学软件工程一
级学科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全军军事训练软件测评中心主任国家科技部
评审专家，全军军用软件测评实验室资质认可的专家评审员，装备发展
部武器装备承制资格审查评审专家，江苏省科技厅评审专家，江苏省
“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获军队院校育才奖，享受军队
专业技术干部一类岗位津贴，国务院学位办软件工程学科声誉评估专家，
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容错计算专委会副主任，软件工程专委会委员。主要
从事软件测试与质量评价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 863 项目、军队科研项目以及江苏省基金项目 20 余项，
获得军队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4 项（前三），三等奖 3 项，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以第一
作者身份（含通讯作者）在国内国际期刊和重要学术会议发表 50 余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其中 sci 检索
10 余篇，EI 检索 20 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0 余项，软件著作权 20 余项。主持和参与了多次
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任 2017 全国容错计算学术会议、2018 年全国测试学术会议程序委员会联合主
席，担任 2018、2019QRS 国际会议中 AIST Workshop 主席，JSEP，Applied Sciences 等期刊客座编辑，
多次参加国家 863 项目及江苏省科技创新项目评审，并在多项重大武器装备软件项目中担任研制过程、
定型测评和设计定型等重大阶段评审的评审组长。现承担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1 项，担任课题负责人。
是全国大学生软件测试大赛的发起人之一。

丁佐华，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博士，浙江
理工大学二级教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会评专家、中国计算机学会软件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
《软件学报》编委。主要从事需求建模与分析、形式化方法与软件可
靠性计算等研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重大合作项目、人工智
能应急管理（重点）项目、面上项目等多项，在 IEEE TSE、ICSE、中
国科学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 80 余篇，获 2019 年度浙江
省自然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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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丹，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软件测试等方面的研究，累计在顶级学
术会议期刊上发表代表性论文近 40 余篇，三次获得 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研究成果投入到航天、电力、税务、搜索等
软件系统的测试过程。先后主持和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包括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等。曾获得 2016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CCF 杰出
会员、日本大川研究助成奖、全国 NASAC-东软青年软件创新奖等。担
任国际会议 ASE 2021 的 PC Co-Chair，SPLC 2018 的 General Co-Chair
和 SPLC 的 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 等，参与国际会议 ISSTA 2019、
ASE 2019、ASE 2020、ICSE 2022 等组织委员会，国际会议 ICSE 2018/
2019、ASE 2018/2019，FSE 2020，ISSTA 2020/2021 等程序委员会委员，以及国际期刊 TSE、ESEM
和 STVR 的 Associate Editor。

王俊杰，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软件
数据挖掘、软件质量、智能化软件工程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主要关注
软件众包测试场景，研究如何提升众测质量、效率和效益，增强众测服
务的智能化水平。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重
点研发计划等。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会议（如 TSE、ICSE、FSE、ASE
等）发表 20 余篇学术论文，荣获 ICSE 2019、ICSE2020 杰出论文奖、
QRS2019 最 佳 论 文 奖 等 。 在 NASAC2019 、 ChinaSoft2020 、
ChinaSoft2021 期间组织了众测论坛。

房春荣，南京大学软件学院教师，南京大学-数兑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CCF 容错专委委员。主要从事智能软件工程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2 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骨干 2 项，省重点研发项目骨干 1 项，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3 项。任 AIST、AST 等学术会议程序委
员会共同主席， ASE、FSE、ISSRE 等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TSE、
TOSEM 等期刊审稿人。在软件工程顶级会议/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
申请发明专利 10 余项，部分成果在华为、百度等知名企业应用。参编
多项软件工程和工业 APP 相关国家标准。获 CCF TCFTC 2021 年软件测
试青年创新奖，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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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颖，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上海计算机软件技
术开发中心软件工程研究所所长，上海工业数字化标准专委会委员，上
海市计算机学会软件工程专委会秘书长，CNAS、CMA 评审员，软件工
程造价评估评审专家，上海市科委评审专家有 20 余年软件开发、软件测
试、项目管理、软件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相关工作经验；长期致力于软
件质量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应用实践；参与软件测试规范、软件组合测试
方法、边缘云能力成熟度模型、工业 APP 组件化封装通用要求、软件工
程造价评估等国家标准及团体标准的研制工作；出版著作《软件测试与
质量评价》；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次、三等奖 1 次，中国设备
监理协会设备监理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次；获得 2021 年上海城市数字化
转型巾帼之星、2021 年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

论坛嘉宾：
王青，中科院软件所二级研究员、副总工程师。长期从事软件过程、软
件测试、质量保障、智能软件工程等研究工作。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持和承担了十余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863、973、自然科学基金等重
点/重大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国际软件与系统过程协会（ISSPA）理事
会成员，国际期刊 IST 和 JSEP 编委，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软件
质量工程工作组（SAC/TC28/SC7/WG1）副组长。获国家及省部委科技
进步奖 8 次，研究成果支持了航空航天、船舶、能源、交通等领域 300
余家企业的软件工程能力建设。相关研究成果出版中英文专/译/编著 10
本，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刊物发表论文 100 余篇，近年来 6 次荣获
ACM/IEEE 杰出论文奖。
报告题目：群体协作与数据智能双轮驱动的智慧众测

吴敬征，博士，中科院软件所研究员，博导，软件所杰出青年科技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为操作系统、系统安全、开源软件供应链安全、漏洞挖掘、
代码分析等。在国内外期刊和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申请国家专利
30 余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40 余项、编写鸿蒙技术书籍 2 部、操作系统安
全书籍 1 部、参与系统安全团体标准编制 7 项、累计向国内外安全漏洞
库提交软件安全漏洞 100 余项。主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等 10 余项。曾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科技
论文一等奖、通信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载人航天工程软件安全性可靠
性技术论文二等奖、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科技成果转化创业奖、中科院
院长奖、SERVICES 2018 最佳论文奖、ISSRE 2021 最佳实践论文奖。
报告题目：群智安全：开源软件供应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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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颖，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上海计算机软件技
术开发中心软件工程研究所所长，上海工业数字化标准专委会委员，上
海市计算机学会软件工程专委会秘书长，CNAS、CMA 评审员，软件工
程造价评估评审专家，上海市科委评审专家
有 20 余年软件开发、软件测试、项目管理、软件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相
关工作经验；长期致力于软件质量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应用实践；参与软
件测试规范、软件组合测试方法、边缘云能力成熟度模型、工业 APP 组
件化封装通用要求、软件工程造价评估等国家标准及团体标准的研制工
作；出版著作《软件测试与质量评价》；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次、三等奖 1 次，中国设备监理协会设备监理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次；获得 2021 年上海城市数字化转
型巾帼之星、2021 年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
报告题目: 基于微服务的软件测试能力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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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可信性与供应链安全前沿进展
论坛简介：
随着计算机应用的不断发展，软件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在信息社会中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各行各业依赖各类软件，软件的可信性与供应链安全已成为学术界和工业
届不可忽视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人们对软件的可靠性、安全性、防危性等传统可信性质以及可解
释性、隐私性和公平性等新兴可信性质提出了更多和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复杂的软件供应链引入
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导致信息系统的整体安全防护难度也越来越大。保证软件供应链安全是一项宏大
的系统化工程，包含软件供应链上软件设计与开发的各个阶段中来自本身的编码过程、工具、设备或
供应链上游的代码、模块和服务的安全，以及软件交付渠道安全。因此，软件可信性和软件供应链安
全性问题已经成为重大挑战，也是众多国内外学者迫切探索的科研热点和关注焦点，亟需国内外学者
对软件的开发和运行中的软件可信性，以及软件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各种新兴技术展开广泛的探索、
研究和交流。
本 Track“软件可信性与供应链安全前沿进展”的主题将围绕软件可信性方面的理论、方法和技
术研究以及软件供应链中软件开发、测试、交付、运行、维护等各个环节的安全风险，探讨包含固件、
操作系统、系统软件、编译器、应用软件等各个软件层次的供应链安全问题。本专刊拟收录软件可信
性的调研综述和理论研究等，或软件供应链中各类软硬件的安全性研究。通过两轮评审，将被邀请到
ChinaSoft 2022 做报告。通过两轮评审、一次口头质询并达到《软件学报》发表要求的投稿论文，将在
《软件学报》“软件可信性与供应链安全前沿进展”专刊发表。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上午 8:30-12:30
论坛日程：
时间

报告类型

题目

8:30-9:00

主题报告

软件供应链安全：现状与展望

申文博

9:00-9:20

论文报告

软件变更管理关键技术综述

吴一凡

9:20-9:40

论文报告

面向 PyPI 生态系统的漏洞影响范围细粒度评估方法

王梓博

9:40-10:00

论文报告

GKCI:一种改进的基于图神经网络的关键类识别方法

周纯英

10:00-10:20

论文报告

基于指标依赖模型构建与监控的攻击检测方法

王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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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嘉宾

10:20-10:40

论文报告

基于图卷积神经网络的抗混淆安卓恶意软件检测

吴月明

10:40-11:00

论文报告

基于图神经网络的切片级漏洞检测及解释方法

胡雨涛

11:00-11:20

论文报告

面向软件供应链的异常分析方法综述

葛丽丽

11:20-11:40

论文报告

基于凸优化的无人驾驶汽车转向角的安全性验证

吴慧慧

11:40-12:00

论文报告

面向 Java 语言生态的软件供应链安全分析技术

毛天宇

12:00-12:20

论文报告

基于情节挖掘的软件实体演化耦合分析方法

张鑫雨

论坛主席：
向剑文（武汉理工大学）
向剑文，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
CCF 系统软件专委会与软件工程专委会执行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可靠性
分会委员、工业软件工程化与应用技术工信部重点实验室与工业控制系
统安全与可靠测评共性技术工信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
究方向包括软件可靠性工程与可信计算等。相关工作发表在 IEEE TR、
ISSRE 、 ASC 等 期刊 和 会 议上 ， 担 任多 个 国 际会 议 组 织工 作 ， 包括
ISSRE 2021 、 WoSAR 2018 、 WoSAR 2021 大 会 主 席 、 DSA 2018 与
DCIT 2015 程序委员会主席等。

郑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郑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CCF 软件工程专委会和容
错计算专委会执行委员、航空学会测试专委会委员，IEEE 可靠性协会
北京分会副主席，获 2022 航空学会技术发明二等奖，2019 国防科技进
步一等奖，2012 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主要研究方向为软件可靠性与测
试、智能软件可靠性工程，相关工作发表在 IEEE TSE、IEEE TDSC、
IEEE TIFS、IEEE TSC、FSE 等期刊和会议上，担任 Atlantis Highlights
in Engineering （ Springer Nature ） 主 编 ， IEEE Trans. on Reliability,
Knowledge-based Systems 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ystems 副主编，担任 IEEE Trans. on Dependable and Secure Computing“软件可靠性与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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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程”专刊客座主编，担任 PRDC2019, ISSRE2020 和 QRS2021 等程序委员会主席，担任 DeIS20202022，WoSAR2019 等的大会主席。

申文博（浙江大学）
申文博，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5 年获得美国北
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2015-2019 担任三星美国研究院
（Samsung Research America）系统安全的技术负责人。2019 年加入浙
江大学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心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申文博研究
方向为系统安全和软件供应链安全，着眼于在软件供应链的各个层次
进行安全脆弱性分析，设计新型、实用的安全加固方案，发表安全领
域四大顶级会议论文及 CCF-A 类论文 30 余篇(包含 IEEE S&P, ACM
CCS, USENIX Security, NDSS, TDSC, ACM MobiCom, TMC)，覆盖全
部计算机安全四大国际会议，获得 2 项杰出论文奖，包含四大顶级会
议之一的 NDSS 的杰出论文奖。
常瑞（浙江大学）
常瑞，浙江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CCF 高级会员、系统软件专委
和体系结构专委委员。从事系统安全方向的科研与教学十余年，于解放
军信息工程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学位，并获 ACM 中国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分会奖。研究成果曾获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省部
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等，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研究方向包括系统安
全、软件供应链安全、程序分析、形式化验证等，在 ASPLOS、TDSC、
TSE、DAC 等体系结构与安全领域的国际顶级会议、期刊发表论文十
余篇。近三年指导学生获得第五届“龙芯杯”系统能力大赛团体赛全国
一等奖、首届“逐梦杯”中国青年芯片科技创新大赛全国冠军、第五届
“强网杯”网络安全挑战赛总决赛特等奖和高校第一名、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创新实践
能力赛全国一等奖等。

田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田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入选国家级人才
项目。主要研究方向为可信软件基础理论与方法、系统软件开发与可信
保障、嵌入式软件智能合成与质量保障等，在理论计算机科学、软件工
程 以 及 人 工 智 能 领 域 顶 尖 期 刊 和 会 议 （ LICS, TCS, ICSE, FSE, ASE,
TOSEM, TSE, TCAD, IJCAI 等）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成果应用于探
月工程三期控制软件等软件的研制中，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和陕西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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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申文博（浙江大学）
申文博，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5 年获得美国北卡
罗 莱 纳 州 立 大 学 计 算 机 博 士 学 位 。 2015-2019 担 任 三 星 美 国 研 究 院
（Samsung Research America）系统安全的技术负责人。2019 年加入浙
江大学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心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申文博研究方
向为系统安全和软件供应链安全，着眼于在软件供应链的各个层次进行
安全脆弱性分析，设计新型、实用的安全加固方案，发表安全领域四大
顶 级 会 议 论 文 及 CCF-A 类 论 文 30 余 篇 ( 包 含 IEEE S&P, ACM CCS,
USENIX Security, NDSS, TDSC, ACM MobiCom, TMC)，覆盖全部计算
机安全四大国际会议，获得 2 项杰出论文奖，包含四大顶级会议之一的
NDSS 的杰出论文奖。
报告题目：软件供应链安全：现状与展望
报告摘要：软件已经成为支撑当今社会正常运转的最基本元素之一。随着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软件
开发多依赖可复用的软件包，致使软件供应链愈发多元化。然而，近年来软件供应链安全事件呈现快
速增长态势，在软件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软件系统的各个层次上都可能发生。因此，软件供应链已
成为网络空间攻防对抗的焦点，直接影响到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本报告着眼于软
件供应链安全的现状与展望，首先对当前软件开发流程进行总结，展示出当前软件开发高度依赖软件
供应链；同时通过具体的攻击案例分析，展示出软件供应链易受攻击的特点；进而通过俄乌战争背景
下俄罗斯软件供应链遭到投毒攻击，关键行业软件被断供来探讨我国软件供应链安全所面临的严峻形
势。其次，从三个层次探讨软件供应链安全需要多重保障能力，包含基本能力-软件依赖分析，中级能
力-漏洞追踪预警，高级能力-软件组件隔离；对每一种能力解决的问题，所需的关键技术和达到的目
标做详细的阐述。最后，介绍浙大网安开发的软件供应链安全分析与防护系统-“涅槃”。该系统提出
了系统化的数据聚合、抽象和提取方法，定义了组件影响力和漏洞传播能力评价指标，实现了对多种
语言生态软件供应链的全景分析，对漏洞传播和影响力的量化分析，以及对漏洞修复精准追踪和分析，
为漏洞影响力评价、安全预警、修复优先级提供了依据，对提升整个生态软件供应链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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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智能合成理论与方法
论坛介绍：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软件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面对软件需求日益多样、
功能日趋复杂、规模持续提升的现状，迫切需要探索新的软件自动化开发模式和方法，以应对未来的
软件发展需求。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智能合成，已成为一种备受
关注的软件自动化技术。软件智能合成是指在传统的软件合成技术基础上，采用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
技术，利用已有的大量代码知识自动合成满足用户意图的软件。人工智能为解决自动化软件开发提供
了新契机，并在软件智能合成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推动软件自动化理论与方
法创新，本论坛围绕软件智能合成理论与方法，聚焦提高合成效率、改善自动生成软件质量等核心问
题，讨论国内外在解决软件智能合成的挑战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技术或实验方面具有创新性、突破
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并探讨其在产业界的应用。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下午 13:30-17:30
论坛议程：
时间

报告类型

题目

13:30-14:10

主题报告

面向自主协同系统的软件智能合成

董威（国防科技大学）

14:10-14:40

论文报告

基于深度学习的程序合成研究进展

董云卫（西北工业大学）

14:40-15:10

论文报告

空间飞行器控制软件在轨自适应演

李晓锋（北京控制工程研究

化框架及关键技术

所）

15:10-15:40

论文报告

嵌入式系统的需求描述研究

陈小红（华东师范大学）

15:40-16:00

论文报告

16:00-16:20

论文报告

16:20-16:40

论文报告

CIPAC：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的软件
自动构造方法
数据库软件智能合成技术研究
基于层次注意力机制的源代码迁移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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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嘉宾

刘加芯（国防科技大学）
赵怡婧（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
所）
吴永豪（北京化工大学）

董威（国防科技大学）
董云卫（西北工业大学）
16:40-17:30

Panel

软件智能合成：形式化 vs 深度学
习？

李晓锋（北京控制工程研究
所）
陈小红（华东师范大学）
詹乃军（中科院软件所）
李戈（北京大学）

论坛主席：
詹乃军（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南京大学数学学士、计算机硕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博士。
研究领域为形式化方法，实时、嵌入式、混成系统，程序验证等。任
《Formal Aspects of Computing》、《J. of Logical and Algebraic Methods
in Programming》、《软件学报》、《电子学报》等期刊编委，国际会
议 MEMOCODE 和 SETTA 的指导委员会委员，多个国际会议程序委员
会共同主席（如 FM 2021）和著名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如 CAV、
RTSS、HSCC、ICCPS、EMSOFT 等）；在著名国际会议和杂志发表论
文 100 多篇，出版专著 2 部，编著 4 部。

李戈（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长期聚焦于程序理解、
程序生成、深度学习等技术的研究，是国际上最早从事“基于深度学习的
程序理解与生成”研究并取得代表性成果的研究者，在多个国内外顶级会
议与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50 余篇，多篇论文被国际学者认是“开创性成
果”，并被广泛引用，多次获 ACM 杰出论文奖。在软件与人工智能领域
的多个国际会议担任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与 PC。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
等奖，CCF 科技发明一等奖，北京市科技发明二等奖，中创软件人才奖。
教学课程被首批认定为“国家级一流线下课程”和“国家级一流线上课
程”，并多次获省部级教学奖。科研转化成果 aiXcoder 为航天领域的重大工程、金融与 IT 领域的多家
大型企业及数十万国际开发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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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博（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2017 年于西北工业大学获得博士学
位，2017 年至 2018 年于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
为人机物融合系统建模与分析、智能系统验证与评价、嵌入式软件智
能合成等方面，在相关领域国内外著名会议和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
申请专利、软著 10 余项。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
题等项目 7 项，

何啸（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智能超算融合应用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副教授，
2012 年获北京大学理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模型驱动的软件开
发、模型转换、双向变换、代码生成、程序设计语言、领域语言、软
件测试等方面，在 FSE、ISSTA、ASE、MODELS、JSS、IST、SoSyM、
Science China、软件学报等国内外重要国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
余篇。担任第 10 届国际双向变换研讨会主席、多个国际会议和期刊评
审人。

论坛嘉宾：
董威（国防科技大学）
董威，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
可信软件技术、智能化软件开发方法，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委
会秘书长。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获中国计算机学会
首届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霍英东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等。先后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国家 863 和 973 课题、国防领域
课题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两部，相关
成果应用于航空航天、装备控制、自主基础软件等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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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面向自主协同系统的软件智能合成
报告摘要：随着人机物融合系统和泛在软件的迅速发展，如何自动、高效地生成满足任务要求的自主
系统控制程序具有重要研究与应用价值，但也具有非常高的难度，尤其是对于需要协同的多自主系统
更具有挑战性。该报告对我们近来自主系统控制程序的自动生成与安全确保一些工作进行了介绍，并
对人机物融合场景中自主协同系统的软件智能合成关键技术发展进行探讨。

董云卫（西北工业大学）
董云卫，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IEEE 高级会员、
可靠性性协会执委会委员（2018-2020）、西安分会主席，CCF 杰出会
员、嵌入式系统专委会常委、形式化专委会常委、软件工程专委会委员。
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国家重大科技研发计划项目、国防预研计
划和国家“核高基”专项计划等课题 10 多项。主要研究方向软件智能
合成理论与方法、嵌入式系统架构设计与验证方法、信息物理融合系统、
人工智能系统测试与自动修复技术，程序分析理论与方法。
报告题目： 基于深度学习的程序合成研究进展
报告摘要：随着开源社区的发展，软件代码复用在软件系统开发的日益
成熟，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算法在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应用，软件合成技术受到学术界和工业
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深度学习的程序合成，即软件智能合成，旨在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自动生成满足用
户意图的目标程序。与传统的程序合成方法相比，程序智能合成凭借其高准确率、易扩展、可学习迭
代等特性成为近年来软件工程领域的研究热点，也涌现了一批软件智能合成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应用案
例，如 Alphacode 在编程竞赛网站 Codeforces 上击败一半的参赛人员。本文首先从用户意图理解、程
序理解、模型训练、模型测试等角度梳理和归纳了软件智能合成的研究进展，总结了每一类方法的主
要涉及思想。最后讨论了目前软件合成技术还面临的一些技术挑战和研究热点，并对软件合成技术的
发展趋势进行展望。本文工作有助于研究人员全面了解程序智能合成的研究进展，也有助于软件产品
研发工作者学习并发现软件系统开发自动化的解决方案。
李晓锋（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李晓锋，研究员，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软件中心副主任，航天五院软件
专家，CCF 软件工程专委执行委员、嵌入式系统专委执行委员。主要研
究领域：可信软件、自适应软件演化、软件自动化等。长期从事星载嵌
入式软件开发和相关研究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了深空探测系列、
星网星座等多项国家航天重大工程的软件研制，先后主持和参加了 10
余个预研项目，获军队科技进步奖 1 项、国际发明展金奖 2 项，发表论
文 30 余篇，获得专利 40 余项。
报告题目：空间飞行器控制软件在轨自适应演化框架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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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软件自适应演化是提升空间飞行器智能自主水平及在轨稳定运行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当前
软件工程领域的研究热点.报告首先概述空间飞行器软件自适应演化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
上,针对空间飞行器在轨运行环境开放、宿主计算资源受限和飞行任务实时响应等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
知识制导的可信自适应控制软件演化框架（MAPE-KV，,Monitor-Analyze-Plan-Execute over Knowledge
and Verification）,并阐述在系统模型建立、调整策略自动生成以及在线实时验证三方面需要解决的关
键技术;最后,对软件自适应演化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陈小红（华东师范大学）
陈小红，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需求工
程、需求形式化与验证以及 IoT 最终用户编程。主持并参与多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发、863、973 项目及省部级项目，主要工作包
括基于环境建模的需求建模与推理、基于环境模型的安全需求形式化
建模与验证、基于投影的需求自动分解、基于因果关系的约简与基于
用户意图的 IoT 最终用户编程、智能系统的需求确认等，在国内外知
名期刊、会议发表论文 50 余篇。
报告题目：嵌入式系统的需求描述研究
报告摘要：嵌入式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需求正变得越来越复杂，需求分析成为嵌入式开发的关键
阶段，如何准确地建模和描述需求成为研究热点。本文系统地调研了嵌入式系统的需求描述，并进行
全面的比较分析，以便深入理解嵌入式系统需求的核心关注点。本文首先采用系统化文献综述方法，
对 1979 年-2022 年 6 月间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识别、筛选、汇总和分析。通过自动检索和滚雪球等
过程检索相关文献，经过筛选后得到 134 篇文献，力求文献综述的全面性。其次，本文从需求建模关
注点、需求描述维度、需求分析要素等方面，分析现有嵌入式需求描述语言的表达能力。最后，总结
嵌入式软件需求描述的挑战，并针对嵌入式软件智能合成任务，提出对嵌入式系统需求描述方法表达
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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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缺陷的自动发现与修复论坛
论坛简介：
软件在现代计算机科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支撑现代信息系统高速发展的基石。存在
缺陷的软件可能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大威胁。然而，软件缺陷在软件开发过程中是不可避免
的，尤其是随着软件系统的复杂性和规模的迅速增加，发现和调试软件缺陷给开发人员带来了巨大的
负担。因此，研究和开发自动化技术来辅助开发人员完成这些任务以确保软件质量至关重要。在过去
的几十年中，自动发现缺陷是一个长期存在且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如何提高其有效性和效率是使
其满足实际使用要求的根本挑战。最近十多年，自动故障定位和程序修复的研究兴趣也在迅速增长，
这有望使开发人员从繁重的调试任务中解脱出来。然而，由于大型软件系统的复杂性和异构性，如何
精确定位错误代码并生成有意义的补丁依然面临重大的挑战。
软件缺陷的自动发现与修复论坛旨在为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与从业人员提供展示最新尝试和
研究成果的机会，探讨高效的软件质量保障技术、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上午 8:30-12:30
论坛日程：
时间
8:30-9:10

报告题目

特邀报告—程序缺陷修复：历史与展望

讲者/嘉宾
熊英飞

CrossFix: Resolution of GitHub issues via Similar Bugs
Recommendation

Tan, Shin Hwei; Li,
Ziqiang; Yan, Lu

Multi-Graph Learning-based Software Defect Location

Ying, Yin; Zhao,
Yuhai; Shi, Yucen;
Wahab, Fazal

9:10-10:10
Adaptive Solving Strategy Synthesis for Symbolic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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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Zhenbang;
Zhang, Guofeng;
Chen, Zehua; Shuai,
Ziqi; Pan, Weiyu;
Zhang, Yufeng;
Wang, Ji

10:10-11:20

RobustnessEvaluator: Evaluation of the robustness of Neural Program
Repair Models

Ge, Ji-Dong; Ge,
Hongliang; Zhong,
Wenkang; Li,
Chuanyi; Hu, Hao;
Luo, Bin

Revisiting Deep Neural Network Test Coverage from the Test
Effectiveness Perspective

Yan, Ming; Chen,
Junjie; Cao, Xuejie;
Wu, Zhuo; Kang,
Yuning; Wang, Zan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tepretability in Neural Program Repair

Ge, Ji-Dong; Ai,
Hongfei; Zhong,
Wenkang; Li,
Chuanyi; Hu, Hao;
Luo, Bin

Efficient Generation of Valid Test Cases for Deep Neural Networks
via Gradient Search

Jiang, Zhouxian; Li,
Honghui; Wang, Rui

Met: Model Checking-Driven Explorative Testing of CRDT Designs
and Implementations

sFuzz2.0: Storage-Access Pattern Guided Smart Contract Fuzzing
11:20-12:30

Zhang, Yuqi; Huang,
Yu; Wei, Hengfeng;
Ma, Xiaoxing
Wang, Haoyu; Wang,
Zan; Liu, Shuang;
Jun, Sun; Zhao,
Yingquan; Wan, Yan;
Nguyen, Tai D.

A Novel Test Case Prioritization Approach for Black-box testing
based on K-medoids Clustering

Gu, Yuechao; Chen,
Jinfu; Cai, Saihua;
Chen, Haibo; Chen,
Jingyi

A Soft Computing approach for Software Defect Density Prediction

Azzeh, Mohammad;
Alqasrawi, Yousef;
Elsheikh, Yous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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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姜佳君，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CCF 会员、
CCF 软件工程专委委员。2015 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获得
学士学位，202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软件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
究领域为软件测试与分析，包括软件缺陷自动定位、缺陷自动修复、
深度学习系统调试和程序变换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软件工程
领域高质量会议和期刊上，包括软件工程领域 CCF-A 旗舰会议 ICSE、
ESEC/FSE、ISSTA 和 ASE 等。2021 年获得 IEEE TCSE 杰出论文奖。多次受邀担任领域权威期刊的审
稿人，包括 TSE、TOSEM、EMSE 和 STVR 等；受邀担任 ICSE’24、SANER’23、ISSRE’22、
ASE’21 等多个国际学术会议的程序委员会成员和 session 主席。担任 ISSTA 2019 志愿者主席、2022
年中国软件大会专刊编委。

王博，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会员、CCF 系统软件专委执行委员。本科、硕士和博士分别毕业
于中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北京大学，并于 2019 年访问新加坡
国立大学计算机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软件质量保障，具体兴趣主要利
用软件分析、验证、调试、测试等手段来发现或修复缺陷，相关工作已
发表在 ASE 、ISSTA、TOSEM、软件学报等国内外软件工程方向的
CCF-A 类 会 议 期 刊 。 并 在 ISSTA ’ 17 会 议 上 获 得 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受邀担任 IEEE TDSC、IET Software、JSME 等期刊审稿人，以及 ASE’21
Artifacts Evaluation、ICST’23 等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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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华中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
师，CCF 会员，CCF 系统软件专委通讯委员。2014 年从浙江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获得本科学位，2019 年 6 月在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师从张成志教授。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苏振东教授课题组担任访问学者。
2019 年 6 月至 2019 年 11 月，在香港科技大学全职任职博士后研究员。
2019 年 12 月，加入华中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聘为副教授。主
要研究领域为软件测试与分析，缺陷定位与修复，软件供应链安全等，
在计算机软件工程领域累计发表 30 余篇高质量的论文。常年担任国际权威期刊 IEEE TSE，ACM
TOSEM，IEEE TDSC 的审稿人，并被邀请担任 CCF-A 类会议 IEEE/ACM ASE 2021，ACM ESEC/FSE
2022 的程序委员会委员，并于 2021 年获批第七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计划。

刘逵，华为 2012 实验室软件工程应用技术实验室智能化软件工程技术
专家，Clean Code 首席架构师，CCF 会员。2019 年毕业于卢森堡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2020 年加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聘
为副教授；2021 年 12 月加入华为 2012 实验室软件工程应用技术实验室，
主要负责软件分析、软件测试、代码智能等智能化软件工程应用技术的
研究。在软件工程领域累计发表 30 余篇高水平研究论文；担任国际权
威期刊 IEEE TSE, ACM TOSEM, EMSE 的审稿人。

刘辉，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CCF 杰出会员，软件工程专委会
常务委员。长期从事软件质量保障和智能软件开发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
作。相关研究工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及重点项目的资助。
发表 CCF A 类论文二十余篇，曾获得 2016 IET Premium Award、RE
2021 最佳论文奖以及 ICSE 2022 杰出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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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熊英飞，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新体制长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
导师，CCF 会员，CCF 软件工程/形式化专委执行委员。2009 年从日本
东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9-2011 年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工作，2012
年加入北京大学，现任新体制长聘副教授。熊英飞的研究兴趣是程序设
计语言和软件工程，特别是程序合成、修复和分析。他提出了理论和方
法降低程序编写和缺陷修复的代价。比如，基于差别的双向变换框架是
最广泛使用的双向变换框架之一，概率和逻辑结合的程序合成框架玲珑
框架将程序修复的正确率从此前不到 40%提升到 80%以上。他的工作也
被工业界采用，比如新一代 Linux 内核配置项目、燕云 DaaS 系统、华
为公司等。他获得 CCF-IEEE CS 青年科学家奖、MODELS 十年最有影响力论文奖，5 次获得 ACM
SIGSOFT/IEEE TCSE 杰出论文奖。他是 SATE18 的程序委员会联合主席，也在 ICSE、FSE、ASE、
ISSTA 等会议担任 PC。
报告题目：程序缺陷修复：历史与展望
报告摘要：过去十五年是程序自动修复蓬勃发展的十五年。在学术界，程序缺陷修复从确定问题定义
开始，逐步成为软件工程领域被研究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工业界，程序缺陷修复技术走出实验室，
在多家大型企业得到落地和应用。这十五年也是中国学术界从追随转变为并跑的十五年，在程序修复
领域我们也能见证中国学者和企业发挥着越来越多的重要作用。在本报告中，我将回顾这一历程，包
括从全球范围来看程序修复的发展历程，以及由中国学术界和工业界做出的多项重要贡献。最后，我
将展望程序缺陷修复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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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人工智能的边缘计算技术
论坛简介：
面向人工智能的边缘计算技术论坛，是中国软件大会上的一个重要活动，为国内外相关研究人员
和实践者在面向 AI 的边缘计算领域的新方法、新技术、新模型等方面提供发表最新成果的学术交流平
台。组织形式为：公开征集相关论文，经过专家的评审，由筛选出论文作者在论坛进行汇报、交流。
投稿论文经大会两轮评审择优推荐给《计算机学报》。本年度共征集到 8 篇优秀的学术论文，每篇论
文至少经２位评审人的评审打分，最终 8 篇进入该论坛，涉及理论、方法、以及应用等方面。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上午 8:30-12:20
论坛议程：
时间

题目

8：30-9：00

特邀报告：高能效无感计算调度框架初探

9：00-9：25

基于知识蒸馏的多任务压缩人脸验证方法研究

9：25-9：50

共振攻击：揭示跨模态模型 CLIP 的脆弱性

9：50-10：15
10：15-10：40
10：40-11：05

11：05-11：30

11：30-11：55
11：55-12：20

一种面向移动边缘计算的混合启发式服务缓存和
任务卸载方法
面向无人机边缘服务器的嵌入式 GPU 能耗优化实
时调度
基于多任务更新的无人机群上分布式推理调度优
化方法

Transformer 视觉感知推理 GPU 性能与优化探究

gEdge：基于容器技术的云边协同的异构计算框
架
OCamlFlow——一种基于 OCaml 与 GPU 加速的
函数式深度学习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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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嘉宾
徐子晨 教授
程天聪, 张 盈, 於志文，
郭 斌
陈天宇
魏江坡
党 怡
陈禹杰
Shuo Liu, Yu Zhang,
Jiacheng Wan, Meihui Liao,
Yanyong Zhang and
Jianmin Ji
汪 沄
陈 宁

论坛主席：
孙毓忠，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孙毓忠，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获得者，共发表论文和
专利 100 篇以上，论文它引 400 次。长期从事数据中心高效能和高安全
性系统软件与运行时系统软件的设计与分析方法的研究，特别是在数据
中心虚拟化技术和高效能调度技术的研究方面，课题组获得了上海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云操作系统设计理论和方法方
面形成了研究特色，体现在课题组承担的基金委重点课题“基于虚拟机
架构的可信计算环境与可信软件设计”和“云数据中心基于应用共存特性的混合调度研究”等基金委
基础研究课题，参与了李国杰院士牵头的基金委创新群体课题“超并行高效能计算机体系结构与设计
方法研究”等其它基础研究课题方面；课题组也在高效能云操作系统关键使能技术方面通过承担的
863 课题“基于虚拟技术的新型网络服务器的研究”和“分布式 I/O 资源虚拟化技术研究”等在工程和
关键技术方面验证了前述的基础理论研究。

宋莹，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宋莹，博士，副教授，硕导，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数据科学系
主任。2009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担任
国 际 刊 物 《 IEEE Transactions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 和
《IEEE Transactions on Services Computing》、国内重要刊物《软件学报》
等的评阅人。研究领域与方向：分布式计算、云计算、大数据计算平台。
作为项目负责人多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多项课题；参与
国家 863 计划、中国科学院创新计划等 10 余项项目。目前的研究重点
是大数据存储优化及恢复关键技术、大数据分析等。共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被 SCI 收录的论文有 10 余篇，单篇最高他引 190 余次（采用 Google 学术搜索检索），
授权国内发明专利 20 余项。所在团队获 2015 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 2016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8 年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第十一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2019 年获北京市第十一届青年
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三等奖、最受学生欢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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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正伟，上海交通大学
戚正伟，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CCF 系统软件专委会委员，
中国计算机学会杰出会员、微软亚洲研究院访问教师、美国 CMU 大学
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系统软件与程序分析，包括新型设备虚拟化
（GPU/FPGA 等）和新型“多虚一”虚拟化、云计算、异构加速计算等，
2011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主持一项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和
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担任一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负责人，出版
专著《NewBluePill：深入理解硬件虚拟机》、译著《UNIX 高级环境编
程》、和专著《深入浅出系统虚拟化：原理与实践》。获得 2012 年度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14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8 年度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和 2019 年
度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李建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建欣，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计算机学院党委书记，大数据科学
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2001 年和 2008 年分别在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获工学学士和博士学位，2008 年英国卢瑟福.阿普
尔顿国家实验室访问，2011 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访问研究员，2015-2016
年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CMU 机器学习系访问学者。现任中国人工智
能学会组织委员会委员、青工委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委会执
行委员、系统软件专委会执行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大数据计算、可
信计算等。主持和参与了国家 973、核高基重大专项、科技支撑、国家
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香港 RGC 联合项目等。在 TKDE, TC,
TDSC KDD,IJCAI, NeurIPS 等国际期刊和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获 AAAI 2021、IWQoS 2022、
DependSys 2017 最佳论文奖等，IEEE 会议杰出贡献奖。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专利 20 余项，曾获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4 项，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2021 年获评“国家科技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曾获“微软学者”和微软亚洲研究院
“铸星计划”，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和“青年学者”，中国电
子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十佳）等。指导学生获得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博、ACM China 北京分会优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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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徐子晨，南昌大学
徐子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南昌大学教授，数学与计算机学
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包括数据密集计算，智能计算，高能效计算及分
布式数据存储等系统软件可靠性及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教研工作。以第
一作者发表数据库、体系结构、分布式系统及可持续计算等方向旗舰
期 刊 、 会 议 文 章 40 余 篇 （ CCF-A/B 类 ， SCI I 区 ） ， 是
TKDE/TC/TPDS/TCC 等 期 刊 的 文 章 审 稿 人 及 客 座 编 辑 ， 承 担 IEEE
BigData, INFOCOM, ICDE, IWQoS, ICDCS 等国际顶级会议的会议主席
及程序委员会委员等相关工作，是 TCAD，TPDS，TC 等 IEEE 计算机类旗舰期刊长期审稿人。独立完
成基于 Google Cloud、Amazon AWS、Tencent Cloud 等云平台的分布式存储系统架构设计，独立完成
基于亚马逊云计算平台的高可靠性分布式弹性缓存原型系统设计及实现，该系统目前运行于亚马逊底
层存储服务中。获得十余项国家自然基金、教育部、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省重点研发计划及华为、
腾讯、微软、亚马逊、谷歌等国内外纵、横向基金资助。
报告题目：高能效无感计算调度框架初探
报告摘要：面向算力网络的跨域延伸需求，无感计算（serverless computing）成为端云互连的新型接口。
然而，云端微服务部署的时效性、冷启动、效能比等问题在跨域联动时被进一步放大。讲者从微小服
务系统上的无感计算出发，研讨高效无感计算编排，高通量无感计算优化及高能效可持续计算等无感
计算在云端协同时所需要考虑的新场景新问题和部分初步结论，继而展望无感服务泛化计算的可见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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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可解释人工智能的软件工程论坛
论坛简介：
“可信 AI”是当前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将 AI 模型投入生产时，可解释性对于
组织建立信任和信心至关重要。AI 可解释性也有助于组织采用负责任的方法进行模型与应用开发。在
AI 和软件工程的交叉领域，从需求建模，到模型设计与验证，到模型的服务化部署与软件质量保证问
题都需要 AI 和 SE 领域专家知识的交叉融合。
本次论坛聚焦人工智能模型设计、任务驱动的模型选择与工程应用。从软件工程的视角，结合可视化、
认知计算技术辅助分析人工智能算法和结果的可信性。我们邀请了国内可信人工智能和软件工程领域
的学者分享他们在理论、技术或实验方面的研究进展与成果，并共同探讨其在产业界的应用前景。论
坛报告中的部分成果会后将在《计算机研究与发展》以及《计算机科学》“面向可解释人工智能的软
件工程方法与技术”专刊发表。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下午 13:30-17:30
论坛日程：
环节
特邀报告

时间
13：30-14：30
14：30-14：50
14：50-15：10

论文报告 1
15：10-15：30
15：30-15：50
15：50-16：05
论文报告 2
16：05-16：20

题目
异质图神经网络及其在软件工程
的应用思考
面向机器学习应用的可解释性需
求分析方法
基于高分辨率图像内容自适应感
知的道路病害检测方法

讲者/嘉宾

主持人

石川（北京邮电大学）

邢 颖

裴忠一（清华大学）
葛永新（重庆大学）

基于可解释性分析的深度神经网

崔展齐（北京信息科技

络自动修复方法

大学）

可解释性方法在云平台任务终止

刘春红（河南师范大

状态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学）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可解释点击率

杨斌（中国联通研究

预估模型研究

院）

软件缺陷预测模型可解释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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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梅（北京联合大
学）

孙昌爱

李春芳

16：20-16：35
16：35-16：50
圆桌论坛

16：50-17：30

基于 BASFPA-BP 的可靠性预测

李红辉（北京交通大

模型研究

学）

基于 BERT 和弱行为轮廓的可解
释性事件日志修复方法

方欢（安徽理工大学）

让未来世界透明可解释的智能与

石川、孙昌爱、邢颖、

软件技术与方法

李春芳等

刘 璘

论坛主席：
刘璘 （清华大学）
刘璘，博士主要从事软件需求工程与知识工程领域的研究工作。她的
主要研究兴趣包括软件系统建模与分析，医疗大数据分析与处理，新
型网络服务软件开发方法等。现任《需求工程》国际期刊（REJ）编委，
《信息系统建模与设计国际期刊》（IJISMD）副主编。曾编辑过服务
计算通讯（TSC）期刊的“服务需求工程”特约专栏，《需求工程》国
际期刊（REJ）的“云计算环境下的安全需求工程”专刊，《软件学报》
的“大数据时代的软件工程”专刊，《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的“人工
智能背景下的需求工程”专刊，《计算机科学》的“复杂系统的软件
工程与需求工程”专刊等。她参与专刊主题相关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两项和主持 863 项目一项，分别致力于“面向大规模群体
协同的软件建模方法与技术”以及“基于最优决策的需求工程方法”的研究与实践。

孙昌爱 （北京科技大学）
孙昌爱教授长期从事软件工程、服务计算领域的研究与教学，侧重于服
务计算、软件测试、程序分析等方向。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 、 IEEE Transactions on
Services Computing、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ACM Transactions
on the Web、Journal of Systems and Software、中国科学、计算机学报、
软件学报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申请中国国家发
明专利 10 项、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5 项，出版译著 3 部。主持完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中国航空科学基金等二十余
项研究课题。担任 TrustCom2008、UIC2015、CBPM2020 等国际/全国学
术会议程序委员会主席，担任国际会议 IEEE SOCA2015、全国服务计算学术会议 NCSC2018 研讨会主
席，担任 IEEE ICWS2020、COMPSAC2020 等软件工程、服务计算领域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120
余次。IEEE 高级会员、中国计算机学会软件工程专委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服务计算专委委员。曾在
美国普渡大学、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澳大利亚斯文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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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 （北京邮电大学）
石川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智能通信软件
与多媒体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 数据挖掘和机器学
习，特别专注于图数据挖掘与学习。近 5 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CCF A 类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 50 余篇，中英文专著五部，授权发明专
利 20 余项，相关研究成果应用于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美团等公司。
获得 ADMA2011/ AMDA2018 最佳论文奖和 WWW2019 最佳论文候选。
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 5 项，包括北京市/CCF 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
二等奖（第一）和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三），获得北京
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和师德先锋等称号。

邢颖 （北京邮电大学）
邢颖，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CCF 高级会员、
软件工程专委会执行委员，九三学社社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
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程序分析与理解、软件缺陷检测与预测、人工智
能及其应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及其他横、
纵向项目多项，并承担了多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国家及省部级项
目。申请专利 10 余项。出版专著《源代码分析》、《面向对象软件工
程》等。在《软件学报》、《中国科学：信息科学》、EAAI、JCST、
JSS、IET Software、KBS 及 ChinaSoft 等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担 任 《 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 》 、 《 Chinese Journal of
Electronics》、《软件学报》、《电子学报》等期刊的审稿人。

李春芳 （中国传媒大学）
李春芳，中国传媒大学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艺
术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可视化、软件工程、计量电影学。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横向开发多
项。主持开发了多个智能信息系统中国剧本库（ruyi.cool）、智能影视
平台（yingshinet.com）、电影翻译库（film.yingshinet.com）、中国电影
知识体系平台（movie.yingshinet.com），出版《数据可视化原理与实
例》、《大数据技术导论》，申请专利 6 项，软著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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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嘉宾：石川 （北京邮电大学）
石川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智能通信软件
与多媒体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 数据挖掘和机器学
习，特别专注于图数据挖掘与学习。近 5 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CCF A 类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 50 余篇，中英文专著五部，授权发明专
利 20 余项，相关研究成果应用于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美团等公司。
获得 ADMA2011/ AMDA2018 最佳论文奖和 WWW2019 最佳论文候选。
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 5 项，包括北京市/CCF 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
二等奖（第一）和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三），获得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和师德先
锋等称号。
报告题目：异质图神经网络及其在软件工程的应用思考
报告摘要：异质图，也称异构图或异质信息网络，是由不同类型的实体和关系构成图，是建模现实复
杂交互系统的基本工具。随着图神经网络（GNN）的发展，异质图神经网络（HGNN）的研究近年来
受到了广泛关注。不同于传统的 GNN，HGNN 面临着一些独特的挑战：处理异质结构和利用语义信息。
本报告介绍异质图神经网络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进展。此外，异质图也是建模软件工程中广泛存在的交
互关系的有力工具，本报告也将汇报异质图神经网络在软件工程的应用实践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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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际计算系统软件技术论坛
论坛简介：
数字时代的蓬勃发展正加速推动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相互融合，然而物理世界人类复杂交互行为
的全域性与数字世界提供算力支撑的资源区域性之间具有天然鸿沟。本质而言，这是以数据洪流、算
力需求黑洞等现象为代表的“算力需求无限性”与“算力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系统性矛盾，也是发展
中的必然。构建算力资源间的网络桥梁，推动超算算力、通用算力和智算算力等算力资源通过云化接
入、云际互联和云际协作等方式形成云际计算生态系统是缓解上述矛盾的有效愿景。
同时，我国已正式启动“东数西算”工程，通过建设若干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构建新型算力网络体系，这是云际计算范式物化落地的一种典型体现。第六届云际计算技术论坛为从
事云际计算系统软件研发、场景创新、技术突破、示范应用和标准研制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代表提供
一个深入交流与研讨的平台，旨在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分享探讨云际计算系统软件的研究进展和应
用前景，展示最新科研成果和成功案例，促进国内产业界与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助力国家算力网络体
系建设。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7 日 上午 8：30-12：30
论坛日程：
8：30-8：40 致辞
王怀民，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云际计算概念提出者
8：40-9：05
特邀报告：一种以任务为中心的云际计算方法
王晓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之江实验室高级研究专家，中国计算机
学会会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
9：05-9：30
特邀报告：协同融合四多架构，赋能智慧金融与生态——建行云思考和实践
王升东，中国建设银行运营数据中心云产品团队副处长
9：30-9：50
嘉宾报告：云际计算助力高精度地图量产与关键技术突破
朱大伟，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图产品中心政策标准总监
9：50-10：10
嘉宾报告：云际赋能的智能矿山安全监管场景创新
袁晓慧，迪迈数码科技公司任总经理，中国有色金属学会智能化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委员，中国砂石协会理事单位委员，CMMI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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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30
嘉宾报告：建设可持续云——利用能源系统虚拟化推动低碳云际边缘计算
郭甜，Assistant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at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WPI)
10：30-10：50
嘉宾报告：云际协作赋能众源高精地图的思考
汤咏林，易图通，擅长导航地图产品、自动驾驶地图产品、定位服务产品以及自动
驾驶地图标准法规等领域
10：50-11：10
嘉宾报告：基于云际分布式计算的三维重建与定位技术
崔兆鹏，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百人计划”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入选者
11：10-11：30
嘉宾报告：面向云际计算的网络测调
李振宇，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科大岗位教授，中科院青促会优秀
会员

论坛主持人：
王意洁（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教授，博士生导师，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教育部青年教师奖获得者，入选湖南
省新世纪 121 人才工程，湖南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沙市三八红旗
手。国家教育部高性能计算创新团队学术骨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
新研究群体学术骨干。中国计算机学会杰出会员，信息存储专委秘书
长，《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编委和专刊主编。从事大数据与云计算前
沿技术研究，承担国家重要科研项目 20 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3 项，
出版专著 3 部，在重要国际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 20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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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陈志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软件应用与服务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软件
工程实验室技术负责人，工信部海峡两岸云计算分论坛软件标准组大陆
组长，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云计算标准测试组组长。长期从事
信息技术领域标准化工作，承担和参与了 20 余项云计算、中间件等领
域国家标准的标准研制工作，是国家标准《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际计算
参考架构》召集人和编制人，承担和参与 10 余项“核高基”重大专项、
“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智能制造专项等
国家重点项目研制工作。支撑工信部《云计算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
等相关政策文件编制工作和地方宣贯工作，以及《云服务运营能力通用
要求》国家标准的 IaaS、SaaS 测评工作。

王伟（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布式系统软件与软件工程，发表论文 70 余篇，获发
明专利授权 22 项（转让 2 项）。先后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 计划、中科院先导 A 类专项、工信部电子发展基
金等课题任务，成果转化到华为、阿里以及国产基础软件骨干企业，在
党政、金融、能源、交通、互联网等领域批量应用，参与制定多项国标、
行标、团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一等奖/二等奖 3 项。兼
任中国电子学会软件定义推进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计算机学会系统软
件专委会委员/副秘书长等。

史佩昌（国防科技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长期从事系统软件相关研究与实践
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科技创新特区、国防科技基础加强
等多个相关课题，在 Arm64 架构自主安全操作系统设计实现、云际计
算分布系统构造演化机理、区块链系统分布一致性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
要成果，发表高水平期刊/会议论文 40 余篇，申请国家专利 10 余项、
担任 IEEE JCC 2020 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主席，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荣立三等功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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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王怀民，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士，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领军人才，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负责人。曾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获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分布计算领域研究和人才培养，
在分布计算模型、技术与平台方面做出系统性和创造性工作，为我国分
布计算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为国家和军队网络信息系统建设和发展
做出突出贡献。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次、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2 次，作为重要贡献者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 次，国
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2 次。

王晓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之江实验室高级研究专家，
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于复旦大学获得计算机
科学学士、硕士学位，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曾在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美国佛蒙特大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任职，任终
身职正教授、Dorothean 冠名教授、项目主管等职。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大
数据分析及系统，主持或曾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NSFC 重点项
目等 20 余项，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得美国 NSF 的 CAREER Award，
现任 IEEE ICDE 会议系列、IEEE BigComp 会议系列指导委员会委员，
曾任 Springer DSE 期刊主编，IEEE ICDE 2012 及 ACM CIKM 2014 总主
席，WAIM 会议系列指导委员会主席等。
报告题目：一种以任务为中心的云际计算方法
报告摘要：云计算已成为向各种应用程序提供计算服务的基础设施，然而云计算服务模式仍然基于在
启动任务之前获取单个云计算提供商的服务而进行，这要求对任务与服务的匹配有很深的理解，提出
相对硬性的服务需求，之后的伸缩调整也在一个云计算提供商的资源范围内进行。对此，我们提出一
种以任务为中心的观点，即设想一个系统，基于对计算任务通过自动注释或人工注释，达成计算需求
的灵活分解，允许从不同类型的提供商动态获取合适的同步或异步、同构或异构服务，用一种自动化
的过程来完成给定的任务。之江实验室正在这方面进行努力，构建“之江攸连系统”，对以任务为中
心的云际计算方式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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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升东，中国建设银行运营数据中心云产品团队副处长，具有多年的 IT
信息系统建设和运营运维经验，曾是数据中心专家团队最年轻的成员之
一；现负责建行云的建设、规划和架构管理工作，相关研究和实践成果
获 NIISA 联盟 2020 年度、2019 年度科技创新特等奖，中国银行业协会
“中国银行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2021）”等奖项；同时也是信标委云
建设与应用专题工作组的主要成员，深度参与云计算领域基础性国家标
准的研制工作。
报告题目：协同融合四多架构，赋能智慧金融与生态——建行云思考和
实践
报告摘要：在数字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践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大型商业银行转向数
字化平台化经营，以安全可控的方式充分发挥云计算的生产能力成为必然选择。一般机构的云计算服
务模式，应对数字化平台化发展所需的差异化服务、多元应用场景时，在安全控制、风险隔离和算力
协同等方面存在众多不足。建行云构建了同业独有的“多区多地多栈多芯”四多融合架构，满足各项
标准规范和监管合规要求，兼具自主可控能力，同时充分融合、高效发挥各区域的算力协同能力，以
科技赋能全行智慧金融与生态发展，走出了一条以算力作为内生动力，服务数字化发展的建行道路。

朱大伟，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图产品中心政策标准总监，
深耕导航电子地图行业 15 年，具有丰富的导航电子地图设计和开发经验，
主导了多种导航地图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实现了大量的社会化应用。 带
领团队开创了智能驾驶高精度地图产品设计的新思路，推动了业界从导
航电子地图到高精度地图设计的思维转变，完成了多项高精度采集、点
云精度优化等重大课题攻关。践行行业共同发展的理念，参与了多项高
精度地图国家政策的咨询调研，牵头 2 项高精度地图国家标准，参与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十多项，推动了行业的标准统一和产品发展。
报告题目：云际计算助力高精度地图量产与关键技术突破
报告摘要：重点介绍了高精度地图的产品形态和发展进展，提出了面向从 L0 到 L4 级自动驾驶的从停
车位到城市道路、高速道路，再到城市道路和停车位的全场景的完整的地图解决方案，建立了基于地
图的自动驾驶车道级、道路级及停车场导航的各种工况的路径导航与定位服务；并着重针对高精度地
图快速更新面临的数据源、融合算法、法律法规等行业难题提出了系统的云际计算解决方案，让高精
度地图向满足自动驾驶车辆的实时更新需求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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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慧，迪迈数码科技公司任总经理，中国有色金属学会智能化信息化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砂石协会理事单位委员，CMMI 专家。多年来在
科技行业上市公司、世界 500 强央企从事研发与管理工作，参与过省级
科研课题、国家邮储、全国工商银行数据大集中、全国移动运营商计费
与业务支撑系统等大型项目并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
报告题目：云际赋能的智能矿山安全监管场景创新
报告摘要：智能矿山被科技部列为首批支持建设的十个“新一代人工智
能示范应用场景”之一，运用新一代自主可控信息技术达成井工矿“数
字网联、无人操作、智能巡视、远程干预”的常态化运行示范采掘工作
面，全面提升我国矿山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意义重大。报告围绕智能矿山的数字化全景图，矿山本质安
全体系的建设要求，业务痛点和技术难点，以及基于云际计算技术赋能智能矿山智慧安全监管的技术
途径等进行了系统性介绍。

Amherst.

Dr. Tian Guo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at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WPI). She earned her Ph.D.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designing systems
mechanisms and policies to handle trade-offs in cost, performance, and
efficiency for emerging applications. Specifically, she has worked on projec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ystems and machine learning, secure machine learning,
cloud/edge resource management, big data frameworks, deep learning
inference, distributed training,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and AR/VR. Her
recent work focuses on improving system support for deep learning and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deep learning in AR/VR. She is the recipient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CRII award, the MMSys 2020 best paper
award, and the 2022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by a Young Alum
from The Manning 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s, UMass

报告题目：建设可持续云——利用能源系统虚拟化推动低碳云际边缘计算
报告摘要：Cloud platforms' growing energy demand and carbon emissions are raising concerns about thei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current approach to enabling sustainable clouds focuses on improving
energy-efficiency and purchasing carbon offsets. These approaches have limits: many cloud data centers
already operate near peak efficiency, and carbon offsets cannot scale to near zero carbon where there is little
carbon left to offset. Instead, enabling sustainable clouds will require applications to adapt to when and where
unreliable low-carbon energy is available. Applications cannot do this today because their energy use and
carbon emissions are not visible to them, as the energy system provides the rigid abstraction of a continuous,
reliable energy supply. In this talk, I will advocate for a “carbon first” approach to cloud design that elevates
carbon-efficiency to a first-class metric. To do so, we argue that cloud platforms should virtualize the energy
system by exposing visibility into, and software-defined control of, it to applications, enabling them to define
their own abstractions for managing energy and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their own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cloud platforms are already building out distributed edge infrastructure, which can reduce renewable
un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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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咏林，先后任职于国内两 Top 甲级导航图商共 16 年+，历任 RD、PM、
TCS、产品 PM、产品开发总监、战略企划总监、产品拓展与策略总监等，
擅长导航地图产品、自动驾驶地图产品、定位服务产品以及自动驾驶地
图标准法规等领域，近年牵头、参编、审查、第三方咨询等涉及高精地
图与定位及 V2X 方面的标准、行业报告等百余项。
报告题目：云际协作赋能众源高精地图的思考
报告摘要：众源高精地图数据收集、处理、发布共享、安全等面临的挑
战、应对、趋势等。

崔兆鹏，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百人计划”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入选者。2017 年在加拿大
西蒙弗雷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7 年至 2020 年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计算机视觉和几何实验室任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三维计算机
视觉，主要从事基于视觉信息的三维感知与理解，具体包括三维重建、
SFM、多视角立体几何、三维场景理解、SLAM 等。曾获机器人领域顶
级会议 ICRA 2020 机器视觉最佳论文提名和 IROS 2021 安全、安保和
救援机器人最佳论文提名。
报告题目：基于云际分布式计算的三维重建与定位技术
报告摘要：作为连接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桥梁，三维场景重建和定位
技术在自动驾驶、智慧城市、元宇宙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传统的基于视觉信息的三维重建和定位算
法一般效率差、精度低、地图更新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了基于云际分布式计算的三维重建与
定位系统。首先利用分布式计算，针对三维重建流程的特性，设计了大规模云际分布式三维地图重建
系统，有效地提升了三维重建的效率；同时充分利用了端边云协同计算的能力，搭建了端边云协同下
的实时定位跟踪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三维地图的快速动态更新。

李振宇，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大学岗位教授，曾
在 CMU、NICTA 访问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体系结构与网络测量，
主持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学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863/973 课题等，研究成果发表在 SIGCOMM、INFOCOM、IMC、IEEE
Trans 等领域著名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受到国内外主流媒体报道；部分
成果被阿里巴巴、华为、快手等实际产品采用部署，服务上亿用户。担
任 INFOCOM（2019-2023）、ICNP（2019、2020、2022）等国际会议
的 TPC 成员。2017 年度入选中科院青促会优秀会员，2020 年获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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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报告题目：面向云际计算的网络测调
报告摘要：云之间高效数据传输是云际计算的重要使能技术。网络测调通过对流量、通信模式等测量
与分析，设计流量与资源调度方法，实现数据高效传输。本报告将首先介绍软件定义广域网流量的测
量分析，重点关注时延敏感业务的数据传输需求、通信模式、时空动态性与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设
计基于 GCN 的时延敏感业务流量预测方法，在满足 SLA 的前提下，提升广域网带宽利用率。接着，
以分布式深度学习的训练为例，通过测量分析，发现稀疏训练参数“热度”的重尾分布特性，并据此
设计基于在网计算的训练加速方法，通过网络内梯度聚合大幅减少传输数据量，提升训练效率。最后，
对面向云际计算的网络传输未来工作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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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 AI 软件系统工程技术
论坛简介：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据 IDC 相关数据显示，2021
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为 3619 亿美元，预计在 2022 年同比增长 19.6%，达到 4328 亿美元，预计在
2023 年将超过 5000 亿美元。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深入渗透，其带来的数据隐私、决策偏见、
算法歧视、安全鲁棒等问题挑战着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因此，发展可信 AI 软件工程技术，推动
AI 可解释性、公平性、安全性、鲁棒性、隐私，是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必由之路。本次论坛将邀请来自
企业的业界专家以及来自高校的研究学者共同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专题报告和讨论，分享工业界和学术
界研究与实践的最新发展，共同探讨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下午 13:30 – 17:30
论坛日程：
13:30-13:35

论坛开幕

13:35-14:00

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发展趋势

潘青华（科大讯飞）

14:00-14:25

自动驾驶仿真测试

杨子江（深信科创）

14:25-14:50

开放环境下的人工智能安全

陈恺（中科院信工所）

14:50-15:15

基于变异分析的深度学习测试用例排序方法

王赞（天津大学）

15:15-15:40

DeepJudge: A Testing Framework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Deep Learning Models

马兴军（复旦大学）

15:40-16:05

量化神经网络鲁棒性形式验证

宋富（上海科技大学）

16:05-16:30

基于数据多样性分析的智能软件测试充分性度量

冯洋（南京大学）

16:30-16:55

深度学习系统的缺陷分析与检测初探

陈碧欢（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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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彭鑫，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CCF
软 件 工 程 专 委 会 副 主 任 、 开 源 发 展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 《 Journal of
Software: Evolution and Process 》 联 合 主 编 ， 《 ACM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Methodology》等多个期刊编委。2016 年获得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软件智能化开发与运维、
人机物融合泛在计算、机器人软件工程等。研究工作获得 ICSM 2011 最
佳论文奖、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ASE 2018/2021、ICPC 2022）、
IEEE TCSE 杰出论文奖（ICSME 2018/2019/2020）、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年度最佳论文奖（2018）。

陈碧欢，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导。目前的主要研究
方向是软件供应链分析、可信 AI 系统工程。作为课题负责人和技术骨
干参加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承担多项企业合作项目。至今已在 ICSE、FSE、ASE、ISSTA、
S&P、SEC、CCS、TSE、TIFS 等顶级国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30 余篇，并获得了 3 次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FSE2016、
ASE2018、ASE2022）、以及 1 次 IEEE TCSE 杰出论文奖
（ICSME2020）。

陈振宇，南京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智能软件工程的研究。
慕测科技创始人、IEEE 国际软件测试大赛发起人，江苏省计算机学会
产业工委执行主任，苏宁易购独立董事。中国计算机学会杰出讲者，国
家一流本科课程《软件测试》负责人。曾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各 1 项。部分研究成果已经在中船重工、航
天科工、中国电科、国家电网、百度、阿里、腾讯、华为等知名企业转
化，研究成果获 2012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5 年湖北省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2017 年 CCF NASAC-东软青年软件创新奖、2021 年
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 2021 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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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洋，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软件质量保
障，具体研究课题包括复杂智能软件系统的质量保障技术，基于程序设
计语言的软件质量保障等。近年来在软件工程领域的 ICSE、FSE、ASE、
ISSTA、TSE、TOSEM 等 CCF-A 类期刊与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并于 2022 年 ASE 大会获 ACM 优秀论文奖。申请发明专利多项，部分专
利成果已经在百度、阿里、华为等知名软件公司转化；担任多个期刊审
稿人及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

论坛嘉宾：
潘青华，科大讯飞研究院副院长，AI 工程院院长，长期从事语音识别
算法和深度学习框架及 AI 平台研发工作。先后获得 2015 北京市科技进
步一等奖、2019 年二十一届中国专利银奖，2021 年二十二届中国专利
金奖，先后主导科大讯飞语音识别引擎产品研发、语音转写技术孵化和
讯飞听见实时转写产品落地、讯飞深度学习训练平台和私有化 AI 平台
架构和研发工作，提出多项人工智能软件的创新架构和方案，在语音识
别、深度学习等领域有经验丰富工程实践经验。
报告题目：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发展趋势
报告摘要：近 10 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深度学习算法基础上不断突破，既让人与机器的交互更高效更
自然，也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各行各业产生深刻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还将持续快速发展，同时也
面临很多挑战，其中包括算法的可解释性、鲁棒性、隐私保护等可信人工智能相关问题，本报告重点
围绕科大讯飞在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中的实践、对可信人工智能的认识、对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
趋势的判断，以及解决以上挑战的主要思路——构建 数据贯穿、人机协同、知识融入 的复杂智能系
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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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江，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 of Pennsylvania)博士，赖斯大学(Rice
Univ.)硕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士。深信科创创始人，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曾任美国西密西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正教授。任元遨(Carsmos)智
能出行开源组组长，IEEE 国际自动驾驶技术委员会主席，2019 年 IEEE
国际软件测试及验证大会主席、2018 年国际可靠软件工程会议程序委员
会主席、2019 年中国计算机协会龙星计划信息安全领域讲师。多次担任
美国科学基金、美国宇航局博士后基金、美国能源部初创科技企业基金、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评委。获得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ACM
TODAES 最佳期刊论文奖。发表论文百余篇及十项美国专利。
报告题目：自动驾驶仿真测试
报告摘要：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落地场景。作为最复杂的软
件系统同时又是安全攸关系统，深度学习所面临的长尾问题阻碍自动驾驶的实际应用。根据兰德智库
的论文，自动驾驶量产需要的经过 110 亿英里的测试，这显然是实车测试无法完成的。我们通过仿真
测试来解决自动驾驶加速测试的科学问题。面对真实场景数据严重不足，我们开发了场景描述语言进
行仿真交通环境建设。同时，我们成立了元遨(Carsmos)智能出行开源社区，通过数据及平台共享来推
进自动驾驶科研的进步。

陈恺，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信息安全学报》编辑部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安全。在 IEEE S&P、USENIX
Security、ACM CCS、NDSS、ICSE、ASE 等发表论文 100 余篇；曾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部委课题 40 余项。担任
S&P、USENIX Security、CCS 等 A 类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获得国家
高层次人才计划领军人才、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CCF-IEEE CS 青
年科学家奖、北京市“杰出青年”基金、北京市智源青年科学家、CCF
杰出演讲者、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等。
报告题目：开放环境下的人工智能安全
报告摘要：报告将介绍开放环境下的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包括真实物理
世界中的对抗样本、模型的精细化修复等问题。具体将介绍移动平台下的真实神经网络模型，目前学
术界常用的模型和数据集多为 MNIST、CIFAR-10 等，在真实世界中的模型是否会有区别？报告中将
详细介绍。针对这类问题，与传统修复方法不同，我们提出了“神经网络手术刀”，可定位出引发错
误的神经元进行修复，将传统模型修复的“大手术”转变为“微创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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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赞，天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智能软件测试和程序分
析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并发程序测试、深度学习测试以及自动驾
驶系统质量保证等。近五年在软件工程领域内的国内外高水平会议及期
刊（包括 ICSE、FSE、ASE、TSE、TOSEM 及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
等）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 FSE2020 的文章“Deep Learning
Library Testing via Effective Model Generation”获得 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近五年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和多项工业界委托项目，担任多个高水平期刊审稿人。
报告题目：基于变异分析的深度学习测试用例排序方法
报告摘要：随着深度神经网络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DNN 的质量问
题也得到了学界和业绩的广泛关注。深度神经网络测试是保证 DNN 质量的最常用方法之一。深度神
经网络测试常常需要将大量带有标注的测试用例输入到 DNN 模型，并将 DNN 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已标
注的标签进行比较以检查 DNN 的准确性。然而标注测试用例往往通过引入大量人力成本，这为 DNN
测试带来了巨大的开销，对整体测试效率造成影响。为了缓解标注开销的问题，本报告介绍一种新的
测试用例排序方法 PRIMA，通过智能变异分析寻找更能揭错的测试输入并在有限的时间内优先进行标
注，以提升 DNN 测试的效率。

马兴军，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墨尔本大学博士、墨尔本
大学博士后、曾任职迪肯大学助理教授。国家级海外青年人才基金获得
者，上海市领军人才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可信机器学习，重点关注
机器学习算法与模型的安全性、鲁棒性、可解释性、隐私性、公平性和
版权保护等。在国际会议，如 NeurIPS、ICML、ICLR、S&P、CVPR、
ICCV、AAAI 等，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的工作
获得国际知名媒体 MIT Technology Review 的报道。曾获得 SISAP'21 最
佳论文和 SSDBM'21 最佳论文第二名。现担任国际会议 NeurIPS、ICML、
ICLR、CVPR 等程序委员会委员和国际期刊 NC、TPAMI、TIP 等审稿
人。
报告题目：DeepJudge: A Testing Framework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Deep Learning Models
报告摘要：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往往耗资巨大，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计算资源。因此，如何有效的确保
AI 模型的版权不受侵犯变的极其重要。在这次讲座中，我将介绍几个我们在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些探索，
同时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的版权保护方法更有前景”。我们的探索涵盖了图像和语音模型，通过
使用一些列测试指标来验证一个“嫌疑模型”是否是“所有者模型”的简单复制，包括微调、剪枝、
模型窃取、迁移学习（修改模型最后一层，然后微调）等。基于这些探索，我们深入的讨论和比较
“侵入式”保护方法（如模型水印）和“非侵入式”保护方法（如模型指纹和相似度测试）的优缺点，
并希望这些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构建有效的深度学习模型版权保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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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富，上海科技大学常任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系统与安全中
心主任，主要研究系统与软件安全验证和测试技术、及相关逻辑和自动
机理论。宋富于 2013 年获巴黎狄德罗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华东师范大
学担任讲师和副研究员。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面
上和重点项目，曾获上海市浦江人才和上海市晨光学者人才计划资助、
2021 年秋季亚马逊研究奖，已在国际著名会议或期刊（如 CAV、
ESEC/FSE、ICSE、ASE、ISSTA、TACAS、FM、TOSEM、TSE、
TDSC、I&C）发表多篇论文。
报告题目：量化神经网络鲁棒性形式验证
报告摘要：神经网络量化技术将模型的浮点数权重转化到固定少量位数
的表示，有效减少神经网络模型内存开销且提升运行效率，因次量化神
经网络广泛应用于资源受限设备。在安全攸关领域，量化神经网络的鲁棒性需要进行形式验证，但是
之前针对实数或浮点数的神经网络的形式验证技术不适用于量化神经网络，急需针对量化神经网络的
鲁棒性形式验证技术方法。本报告将介绍我们在量化神经网络的鲁棒性形式验证的研究进展，包括基
于二元决策图（BDD）的二值量化神经网络定量形式验证和基于整数线性规划的多值量化神经网络定
性形式验证。

冯洋，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软件质量保
障，具体研究课题包括复杂智能软件系统的质量保障技术，基于程序设
计语言的软件质量保障等。近年来在软件工程领域的 ICSE、FSE、ASE、
ISSTA、TSE、TOSEM 等 CCF-A 类期刊与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并于 2022 年 ASE 大会获 ACM 优秀论文奖。申请发明专利多项，部分
专利成果已经在百度、阿里、华为等知名软件公司转化；担任多个期刊
审稿人及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
报告题目：基于数据多样性分析的智能软件测试充分性度量
报告摘要：软件的测试充分性一直是评价与保障软件质量的关键性指标。
然而，由于智能软件系统中的感知，决策等关键模块通常采用数据驱动
的开发范式，其依赖于大量神经元及连接对海量数据信息进行学习，从
而形成逻辑决策功能。该特性使得智能软件系统在各类功能上具有较好的性能，但却对其的测试充分
性评估带来了较大的挑战。本报告主要介绍了一种面向智能软件的新型测试充分性评估指标。我们探
索了一种与传统结构性神经元覆盖技术完全不同的方案。我们从数据多样性分析原理出发，将高维度
的深度神经网络输出空间进行投影与划分，进而形成对智能软件输出域的可量化覆盖。该指标的运算
无需对大量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中的隐藏层进行插桩提取，从而具有较好的运算性能与可用性。我们在
多个应用任务上对该指标进行了评估对比，发现该指标能够有效地评估智能软件测试集的多样性，并
能够有效指导智能软件测试集的选择与用例生成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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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欢，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导。目前的主要研究
方向是软件供应链分析、可信 AI 系统工程。作为课题负责人和技术骨
干参加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承担多项企业合作项目。至今已在 ICSE、FSE、ASE、ISSTA、
S&P、SEC、CCS、TSE、TIFS 等顶级国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30 余篇，并获得了 3 次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FSE2016、
ASE2018、ASE2022）、以及 1 次 IEEE TCSE 杰出论文奖
（ICSME2020）。
报告题目：深度学习系统的缺陷分析与检测初探
报告摘要：以深度学习系统为代表的智能软件系统正在成为支撑未来智
能化社会运转的新型基础设施，其质量保障正变得尤为关键。然而，深
度学习系统具有数据驱动的特性、复杂的软硬件技术栈、以及开放的运行环境，使其质量保障变得尤
为困难。本报告将介绍我们团队在深度学习系统的缺陷分析与检测方面的研究进展，包括深度学习系
统的性能缺陷分析与检测、深度学习系统的依赖缺陷分析与检测、深度学习框架的缺陷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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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软件论坛
论坛简介：
开源软件论坛是依托中国计算机学会软工专委在中国软件大会上持续组织的一个重要活动，旨在
促进围绕开源软件开发、生态建设，以及供应链安全的学术研究与业界需求深度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组织形式为：邀请近年有先进学术成果的研究者和业界从事开源开发的专家进行成果交流与问题讨论。
最后围绕国内外开源软件可持续发展组织圆桌会议。

支持单位：
北京大数据先进技术研究院 红山开源平台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上午 8:30-12:30
论坛日程：
时间

汇报主题

报告人

8:30 - 8:35

开场

周明辉

8:35 - 8:50

开源软件容器化构建的延迟分析与预测

张 洋

主持人

张宇霞
8:50 - 9:05

开源软件版本发布说明的挑战、实践与未来

武健宇

9:05 - 9:20

GitHub 项目中的 Good First Issues 的自动化推荐

肖文鑫

9:20 - 9:35

语言边境线的“防控”：跨越程序语言生态的安
全漏洞传播治理

王 莹

9:35 - 9:50

软件中代码注释质量的评估标准与自动度量

王 潮

9:50 - 10:05

深度学习软件供应链初探

高 恺

10:05 - 10:20

开源软件生态中的公司主导

张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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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鑫

10:20 - 10:35

是什么激励着软件实践者为内源项目做出贡献？

万志远

10:35 - 10:50

基于加密货币的开源项目激励机制研究

谭 鑫
朱家鑫

10:50 - 11:05

红山开源平台发展理念与实践探索

李光杰

11:05 - 11:20

开源 devops 项目实践分享 - 建木

章津楠
胡欣蔚
谭中意

11:20 - 12:30

王 涛

Panel:开源软件可持续发展

章津楠

杨丽蕴

张宇霞
邹 欣

论坛主席：
周明辉 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软件工程、
数据挖掘、智能推荐和开源开发。在国际顶级期刊和会议等发表 80 多
篇论文，多次获国际会议优秀论文和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入
选 2012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获 2015 年中创软件人才奖。
两次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多次担任国际顶级会议 ICSE、FSE 和
ASE 的 PC，是 ASE 2024 PC Co-Chair 等。是著名国际期刊 EMSE、
JSS、IST 及 JSME 等的编委。主持制定了首个中英双语开源许可证“木兰宽松许可证”并获得 OSI 认
证，被~10 万个开源项目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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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副研究员、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执行委
员。朱家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长期从事软件资产管理、开
源治理、开发运维一体化的研究工作。朱家鑫博士作为项目负责人、核
心骨干承担、参与多项开源软件生态、智能化软件开发相关的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科院软件所优秀青年项目等，
参与了“木兰”开源社区建设，RISC-V 开源生态建设，相关研究成果
在 ICSE、FSE、ISSTA、TOSEM 等领域顶级会议、期刊发表，获得多
项专利，荣获 2021 年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2021 年中国电力
科技创新一等奖。

张宇霞，博士，北京理工大学特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CCF 软件工
程专委会委员，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开源软件生态系
统，软件仓库数据挖掘，实证研究等，在 TOSEM、TSE、ICSE、FSE
和 EmSE 等高水平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点研发计划等多个
纵向项目。担任国际顶级期刊 TSE，EMSE，和 JSEM 的审稿人，国际
顶级会议（ICSE24、FSE23、和 MSR22）的程序委员。

谭鑫，博士，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2021 年于北京大学获得理学博士
学位，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主要集中
在软件存储库挖掘、实证软件工程，以及开源软件开发，对群体协作和
社区成长有深入研究。已在国内外期刊、会议上发表 10 多篇论文，其
中以第一作者在 CCF A 类国际会议 ICSE, FSE 以及 CSCW 上发表多篇
论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并作为骨干参与重点研发计划
等多项国家级项目，受邀担任 FSE、ICSE、MSR 等国际知名会议 PC、
session chair，以及 TSE、Journal of Software: Evolution and Process 等顶级期刊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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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张洋，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PDL 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主要从
事开源软件、软件版本库挖掘、DevOps 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实践工作，
获 评 湖 南 省 优 秀 博 士 论 文 奖 （ 2021 ） 和 IEEE TCSE 杰 出 论 文 奖
（SANER 2022），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多
项，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作为核心骨干参与研发了 Trustie、GitLink
等平台。
报告题目：开源软件容器化构建的延迟分析与预测
报告摘要：Docker 构建在软件容器化工作流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它旨在根据配置文件中的指令，将源代码打包并封装为 Docker 镜像，进而发布到镜像托管社区。本研
究立足于大规模开源软件的 Docker 构建历史数据，围绕 Docker 构建延迟的分析和预测问题展开了深
入探索。研究首先对开源软件的 Docker 构建延迟现状进行定量分析，并利用问卷调查了解实际开发者
的痛点和看法，进一步从 Docker 配置、上下文信息中提取多维度特征指标，采用 8 种机器学习算法构
造了 Docker 构建延迟预测模型，并通过多种实验验证了模型的性能。研究揭示了目前 Docker 构建延
迟过长问题的普遍性，并提供了初步的解决方案。

武健宇，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四年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开源软
件，主要研究兴趣集中于版本发布说明的实践探究，曾获 ACM 杰出论
文奖、北京大学“五四”奖学金。他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ICSE、
ICPC 和软件学报等国内外知名会议和期刊上。
报告题目：开源软件版本发布说明的挑战、实践与未来
报告摘要：软件版本发布说明描述了新旧软件版本间的主要变化，并
为用户在升级软件时提供参考依据。然而，由于版本发布说明的生产
和管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开发者在生产和使用其过程中遇到了各式
各样的问题，例如，许多用户无法高效或有效地从版本说明中提取信
息；同时，版本发布说明在不同的项目、版本类型间差异依然缺乏经验性的理解。本报告分析了
GitHub 平台上 1,731 个关于版本发布纪要的问题(issues)以及来自 233 个流行项目的 612 篇版本发布说
明，以理解当前版本发布说明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挑战，并围绕内容、结构、风格三个方面刻画当
前实践。最后，本报告也将初步探讨版本发布说明自动化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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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鑫，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三年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开源
软件开发和开源数据挖掘，主要关注开源项目的可持续性研究。报告内
容发表于 ICSE 2022。
报告题目：GitHub 项目中的 Good First Issues 的自动化推荐
报告摘要：吸引和留住新开发者是实现开源软件项目的可持续性的重要
途径。然而，开发者可能难以在新项目的大量任务中找到适合他们的开
发任务。GitHub 官方推荐的 Good First Issues (GFIs)标签机制旨在帮助
新人快速定位可能适合新人的任务，但该标签目前仍未得到广泛应用，
甚至还存在大量对不合适的 issue 错误标记的现象。我们提出了一种自动向新手推荐 Good First Issues
的模型 RecGFI。该模型从多个维度对 issue 的内容和背景进行建模，并使用 XGBoost 分类器来计算
GFI 概率。评估表明，RecGFI 的 AUC 可以达到 0.853，优于其他基线方法。我们通过对模型的可解释
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关于 GFI 特征的洞察。最后，我们在多个 Github 项目应用 RecGFI 并根据预测结果
报告了潜在的 GFIs，有 16 个 issue 被项目维护者确认为真正的 GFI。

王莹，博士，现为东北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 院长学术助理， CCF 女
工委委员。 2019 年 1 月于东北大学获得软件工程专业博士学位， 2019
年 2 月以引进副教授人才方式留校任教。荣获微软研究院铸星计划访问
学者(2020)、中国计算机学会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2020)、辽宁省优秀
博士论文奖(2021)、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ICSE 2021)。主要研究
方向为开源软件生态治理技术、软件供应链分析等。在多种程序语言软
件生态（包括 Java/C#/Python/Go/JavaScript/Android/Rust 等）治理方面
发表系列学术成果，形成系列工具平台“英雄联盟”LOL 自动化监控开
源软件生态的依赖缺陷。多项技术落地于华为、微软等企业平台。担任
SANER 2023 Tool Track 联合主席，“计算之美”2021 博士生论坛主席等，热衷参与学术活动以鼓励
计算机领域女性“研究媛”和“程序媛”坚持科研梦想。
报告题目：语言边境线的“防控”：跨越程序语言生态的安全漏洞传播治理
报告摘要：现象一：“风从南洋来，吹过北疆边”——现代复杂软件生态中，程序的安全漏洞或缺陷
能随着跨语言调用的关系，从间接依赖的外部语言第三方软件库无声无息地传播进软件供应链中。然
而，软件项目的构建工具及软件成分分析工具，通常只能检测与警告同语言构建软件的安全漏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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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给出跨语言调用的安全警告，这使得软件客户端可能“身处风险，而不自知”。现象二：随着安全
漏洞的逐步披露，在多数情况下开发者能快速响应并发布相应的漏洞补丁。然而，由于软件依赖链路
的复杂版本约束、以及活跃度等因素，导致漏洞补丁在软件供应链中“传播阻塞”，无法被下游软件
项目及时“引入”。
针对上述两个值得深思而又被忽视的现象，本次报告试图站在开源软件生态的视角，进行深入剖析并
给出相应的技术治理方案：1. 提出一种新的混合语言软件成分分析技术 Insight，可有效划分软件成分
边界，以确定外部程序语言组件源代码的“身份”，进而实现准确的安全性等问题的检测。2. 提出一
种开源软件供应链中安全漏洞补丁传播阻塞的“疏通”技术 Plumber，以“管道工”的形式准确定位
传播阻塞的“症结”所在，推断出“应该让哪些关键的软件库，做哪些少量修改”，以使用最小的代
价，自动化加速安全漏洞补丁在软件生态中的有效传播。

王潮，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五年级博士生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开源软
件开发、软件仓库挖掘和数据驱动的软件开发，主要研究兴趣集中于
代码注释等软件制品的相关机制与质量分析。相关研究成果以第一作
者发布在 TOSEM 等国际期刊上。担任 JSEM 等国际期刊的审稿人。
报告题目：软件中代码注释质量的评估标准与自动度量
报告摘要：代码注释在软件开发的过程中扮演中重要角色，帮助开发
者快速理解代码逻辑和开发进度。然而代码注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质
量问题，阻碍开发者快速有效地完成相关开发任务。与此同时，公认
的代码注释评价标准仍然是缺失的，使得开发者无法有效且全面地对代码注释质量进行度量。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我们收集相关文献和开源社区的编码指南，提出了包含七条准则的代码注释质量评估框
架。面向这一框架，我们提出了一些列指标来对代码注释质量进行度量。基于从海量开源项目代码提
交记录中提取的包含近十万条代码注释的数据集，我们搭建了自动化方法来对代码注释质量进行度量，
并对影响代码注释质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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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恺，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四年级博士研究生。他于 2019 年分
别在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和国家发展研究院获得计算机科学学士
学位（主修）和经济学学士学位（双学位）。他的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
尤其是利用各种数据分析方法从大规模软件仓库数据中挖掘出有利于开
源软件供应链管理和维护的实践。他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TSE、ICSE
和 ICPC 等国际期刊和会议上，并申请专利一项。他还受邀担任 ICSE
2023 Artifact Evaluation 的审稿人。
报告题目：深度学习软件供应链初探
报告摘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代码复用方式，软件之间形成了供应（即依赖）关系。随着软件的不断增
多，这种供应关系日趋复杂，呈现层级的结构，逐渐形成了软件供应链。在深度学习领域，开发者广
泛使用以 TensorFlow 和 PyTorch 为代表的深度学习框架开发各种深度学习软件，形成了以深度学习框
架为核心，大量下游项目为外围的深度学习软件供应链。本报告基于开源大数据，以

TensorFlow 和 PyTorch 为例构建它们的软件供应链，然后从结果、应用领域、演化因素和
开发挑战等方面展开分析，提供一组关于深度学习软件供应链的洞察。
张宇霞，博士，北京理工大学特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CCF 软件工
程专委会委员，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开源软件生态系
统，软件仓库数据挖掘，实证研究等，在 TOSEM、TSE、ICSE、FSE
和 EmSE 等高水平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点研发计划等多个
纵向项目。担任国际顶级期刊 TSE，EMSE，和 JSEM 的审稿人，国际
顶级会议（ICSE24、FSE23、和 MSR22）的程序委员。
报告题目：开源软件生态中的公司主导
报告摘要：商业公司的参与在开源软件开发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同于志愿者，公司对开源项
目的参与总是利益驱动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公司可能会主导开源项目的发展方向。单个公司的
主导可能会“挤走”其他贡献者，改变开源软件自由开放的本质，最终威胁到开源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现有关于公司参与开源项目的工作多关注积极面，如参与战略、贡献与协作模式等。人们对公司参与
可能给开源软件开发带来的负面效应知之甚少。本次报告针对开源生态中的公司主导现象，介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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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OpenStack 为案例的实证研究结果：1. 公司主导在开源生态中的普遍性；2. 公司主导的模式都有哪
些；3.公司主导是否会影响开源项目的持续性。我们发现对于像 OpenStack 这样成熟的大型开源生态
系统，公司对项目的主导是普遍存在的（73%）。此外，我们凝练出五种主导模式，并发现公司主导
与开源项目的生存几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可以为构建持续和谐的公司与开源生态之间
的关系提供参考。
万志远，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软件工
程系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采用经验软件工程与数据科学
交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从软件工程大数据中挖掘具有价值的洞见，理
解人的想法、行为和期待，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进而研发相关工
具集，旨在提升软件质量，提高实践者研发效率。近年来，在 TSE、
ICSE、ASE、UbiComp 等顶级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受邀担
任 ICSE、ESEC/FSE、ASE 等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TSE、EMSE、
IEEE Software 等国际期刊审稿人，并参与组织了 MSR 2022 等国际会议。
报告题目：是什么激励着软件实践者为内源项目做出贡献？
报告摘要：内源（Inner Source）是指软件研发企业及组织在其内部采用
开源实践，支持并增强软件开发过程。本研究旨在理解软件实践者为内源项目贡献的动机，从而吸引
实践者持续参与到内源项目中，进而保证内源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
法，在定性阶段对 20 名实践者进行访谈，在定量阶段对来自 13 个国家的 124 名实践者进行调查问卷。
研究揭示了实践者为内源项目贡献的动机，并与开源项目参与动机进行比较。此外，还揭示了实践者
的动机如何影响其在内源项目中的贡献水平及持续贡献意愿。

谭鑫，博士，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2021 年于北京大学获得理学博士
学位，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主要集中
在软件存储库挖掘、实证软件工程，以及开源软件开发，对群体协作和
社区成长有深入研究。已在国内外期刊、会议上发表 10 多篇论文，其
中以第一作者在 CCF A 类国际会议 ICSE, FSE 以及 CSCW 上发表多篇
论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并作为骨干参与重点研发计划
等多项国家级项目，受邀担任 FSE、ICSE、MSR 等国际知名会议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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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chair，以及 TSE、Journal of Software: Evolution and Process 等顶级期刊审稿人。
报告题目：基于加密货币的开源项目激励机制研究
报告摘要：激励开发人员长期贡献是确保开源项目可持续性的关键。然而，现有的激励机制（如
GitHub sponsor）并不令人满意。区块链社区遵循“Open source money will build the open source
ecosystem”，这为开源项目的激励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理解这一机制，我们调查了 Gitcoin
Grants，这是一个通过被称为二次融资的专有民主系统为开源项目提供加密资金的平台。我们调研了
其应用现状和影响因素，并通过与传统货币捐赠的比较，我们试图揭示其本质差异和推广潜力。该项
研究将为开源项目的新型激励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李光杰，北京大数据先进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软件
工程专委会委员，长期从事软件质量、代码重构、开源软件等方面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工作，主持及参与多项国家级重点项目，在软件
工程领域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出版专著 10 余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及软件著作权多项，目前负责红山开源平台技术总体工作。
报告题目：红山开源平台发展理念与实践探索
报告摘要：主要介绍红山开源平台发展理念、目标定位、工作模式、
对外交流及以及合作方式等。

章津楠，建木发起人/九州云联合创始人，有 10 年以上开源项目和云计
算从业经验。坚持深耕云计算领域知识，致力于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产品服务赋能。多次在云计算大会、CCF、
OpenInfra、金融双态运维和金融科技等会议上对云计算、开源领域的实
践分享。2021 年基于企业 devops 实践经验发起并开源了建木项目，并
于 2021 年 9 月进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木兰开源社区”平台孵化，
2022 年 9 月完成建木项目正式捐赠。在开源学术领域，配合 CCF 开源
发展委员会（ODC）合作推动开源高校夏令营推动开源高校普及和产学研合作。通过开源合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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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CCF 旗下的 GitLink 和建木联合研发，实现 GitLink 平台 devops 功能上线。参与多项开源领域的
标准编写，获得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颁发的“2022 年度云计算标准工作先进个人”。
报告题目：开源 devops 项目实践分享 - 建木
报告摘要：主要介绍建木项目发起背景、发展情况、合作生态、用户案例和商业化规划。结合自身在
开源项目工作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对当下开源治理、devops 文化等融合的一些思考和自己的见解。

Panel 嘉宾：

胡欣蔚 ，2011 年加入华为，现为 ICT 操作系统首席专家，庞加莱实验
室主任；2020 年起任 openEuler 社区技术委员会主席；曾在 SuSE Linux
等公司担任研发负责人，具有长期的操作系统、高可用软件、底层软件
等领域工作经验和技术积累；对处理器、体系架构、OS、容器等具有
广阔的技术视野。

谭中意，资深开源专家，20 年开源工作经验，开放原子基金会 TOC
（技术监督委员会）副主席，Apache brpc ppmc member，在百度、腾讯
等有深入的平台化和开源治理及运营经验，也是多个开源基金会项目
Mozilla、GNOME、Apache、InnerSourceCommons、Openchain 的贡献
者，对云原生和 AI 比较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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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国防科技大学副研究员，计算机学院 PDL 实验室分布计算研究
室副主任，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副秘书长，木兰开源社区技术委员会委
员。长期从事群智软件工程、开源生态研究以及开源平台的建设与实践，
在 TSE、CHI、MSR 等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多篇，是群体化创新实践
科教平台 Trustie 以及 CCF 开源创新服务平台 GitLink 研发负责人，为木
兰开源社区、红山开源社区等提供平台和技术支撑。

杨丽蕴，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软件应用与服务研究中心云计算
研究室主任，中国开源云联盟常务副秘书长，工信部海峡两岸云计算
分论坛大陆召集人，全国信标委云计算标准工作组秘书处负责人。长
期从事信息技术领域标准化工作，主导和参与 20 余项云计算、中间件
以及编程语言等领域国家标准和云计算开源技术团体标准。长期从事
开源社区建设运营、标准化及技术研究等工作，是木兰开源社区和木
兰开源许可证族的核心发起人和主导人之一，牵头推进开源社区建设
运营及相关标准化和技术研究工作。

章津楠，建木发起人/九州云联合创始人，有 10 年以上开源项目和云计
算从业经验。坚持深耕云计算领域知识，致力于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产品服务赋能。多次在云计算大会、CCF、
OpenInfra、金融双态运维和金融科技等会议上对云计算、开源领域的
实践分享。021 年基于企业 devops 实践经验发起并开源了建木项目，
并于 2021 年 9 月进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木兰开源社区”平台孵
化，2022 年 9 月完成建木项目正式捐赠。在开源学术领域，配合 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ODC）合作推动开源高校夏令营推动开源高校普及
和产学研合作。通过开源合作的方式推动 CCF 旗下的 GitLink 和建木
联合研发，实现 GitLink 平台 devops 功能上线。参与多项开源领域的
标准编写，获得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颁发的“2022 年度云计算标准工作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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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霞，博士，北京理工大学特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CCF 软件工
程专委会委员，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开源软件生态系
统，软件仓库数据挖掘，实证研究等，在 TOSEM、TSE、ICSE、FSE
和 EmSE 等高水平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点研发计划等多个
纵向项目。担任国际顶级期刊 TSE，EMSE，和 JSEM 的审稿人，国际
顶级会议（ICSE24、FSE23、和 MSR22）的程序委员。

邹 欣 ， 现 任 CSDN 副 总 裁 。 他 曾 在 微 软 Azure ， Bing ， Office 和
Windows 团队担任首席研发经理。 并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北京）工作
了 10 年。 在软件创新、开发和软件工程教学改进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他的《编程之美》、《构建之法》等技术书籍是 IT 界的畅销书。

123

服务生态系统的构建、运维与演化
论坛简介：
当前，业务多元化扩张成为现代企业重要发展战略，以 BAT 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已逐步实现
从单一业务到多元化业务再到业务生态的战略转移。在这种新的业务形态下，底层的软件服务(系统)
之间不再孤立，而是直接或间接的 彼此连接、关联、交织在一起，共同支撑企业纷繁复杂、动态多变
的业务发展， 从而最终形成跨界融合、持续演化的服务生态系统，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设施。目
前，国内多个研究团队针对服务生态系统展开研究，但对服务生态系统缺乏严格统一的定义，特别是
缺乏服务生态系统的研究框架。此次论坛拟通过邀请相关专家展开交流，期望能形成服务生态系统较
为全面的认知和研究体系，为展开服务生态系统的研究提供指导。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上午 8:30-12:30
论坛日程：
08:30-09:00

元宇宙环境下的服务生态系统

徐晓飞（哈尔滨工业大学）

09:00-09:30

数字服务生态跨界融合理论与关键技术

尹建伟（浙江大学）

09:30-10:00

智能数字服务生态系统演化支撑理论与应用

冯志勇（天津大学）

10:00-10:30

服务生态系统的融合建模与演化模式

李兵（武汉大学）

10:30-11:00
11:00-11:30

基于链路数据分析的微服务系统运维保障与
架构治理
面向不确定性的服务化软件系统可靠性保障
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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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鑫（复旦大学）
吴国全（中科院软件所）

论坛主席：
邓水光 教授，浙江大学
邓水光，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导，求是特聘学者，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IET Fellow / EAI Fellow。曾获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IEEE TCSVC Rising Star、CCF 服
务计算杰出成就奖等荣誉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服务计算、边缘计算、
软件工程等。担任 IEEE Trans. on Services Computing、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等国际期刊 Associate Editor/Survey Editor。近年来，
在国际权威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获 9 次国际期刊和会议的
杰出论文奖/最佳论文奖/最佳学生论文奖，入围 2022 年全球前 2%顶尖
科学家终身榜，入选爱思唯尔 2020 年、2021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0 余项，出版 5
部学术专著；主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5 项。

王忠杰 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忠杰，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学部副主任、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计算机学会杰出会员、服务计算专委会副主
任、软件工程专委会委员、工信部服务型制造联盟专家组成员。研究
方向：服务计算、软件服务工程、业务分析与优化、服务管理。在双
边资源整合服务模式、外部服务感知、服务生态系统模型与演化分析、
服务价值链与价值网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在 IEEE SCC、
SOSE、CCF ICSS、IEEE SERVICES、ICSOC 等国际会议上担任学术
职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负责过 10 余项 863 项目、自然基金项目、重点研发课题。在
IEEE TSC、IEEE TCC、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和 IEEE ICWS、SCC、ICSOC 等重
要会议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曾获 APSEC 2016 和 ICSS 2020 最佳论文奖、SCC 2021 最佳学生论文奖、
ICWS 2021 特别论文奖。出版专著 2 部、译著 1 部。获专利与软著 20 余项，研究成果在制造业、物流、
健康医疗、文化科技服务等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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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徐晓飞 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元宇宙环境下的服务生态系统：当前，数字化社会呈现出网络化、智能
化、服务化、虚拟化的趋势。自 2021 年元宇宙元年以来，元宇宙浪潮
正给信息化社会带来新一轮冲击，也同样给服务生态体系带来新的影响。
元宇宙是由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的人类生活、工作、创造与娱乐的数字
化虚拟生态体系。元宇宙引发了数字服务的新形态，也使服务世界更加
丰富多彩。反过来，服务融入到元宇宙中，能够使元宇宙社会的人事物
与行为活动更加有序运行与治理。“元宇宙服务（Metaverse Services）”
是由来自元宇宙虚拟空间和虚实融合空间的海量异构数字服务通过跨网络、跨领域、跨区域、跨世界
的聚合与协同而形成的复杂服务形态。本报告将分析元宇宙环境下服务生态系统的新特点与新内涵，
阐述“元宇宙服务”新概念、新形态、新需求、新方法、新质量、新价值；描述元宇宙服务生态系统
的体系结构与构成；指出元宇宙服务理论体系的研究新方向；展现元宇宙服务的典型应用场景。元宇
宙将引发数字化社会巨大变化，元宇宙服务生态系统将促使服务世界与服务计算进入一个新纪元，将
改变人们未来的工作与生活方式。
徐晓飞，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 会士与理事；兼任教育部高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校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专家组组长、教育部新工科工作组成员、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执委会主任、信息技
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副理事长等；曾任 CCF 服务计算专业委员会主任。他在服务计算、服务科学与工
程、企业计算与大数据分析、软件工程等领域研究多年，率先提出了大服务、元宇宙服务等新概念及
其理论体系，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担任过 IEEE ICWS、SCC、ICSOC、CCF ICSS、CCF
NCSC 等大会主席或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 30 多次；指导出博士、硕士 130 余人；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 1 项、省级教学成果特等/一等奖 7 项，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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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伟 教授，浙江大学
数字服务生态跨界融合理论与关键技术：以数字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
业已成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将跨越不同行业、组织、价值
链等边界的服务进行深度融合和模式创新，为用户提供多维度、高质量、
富价值的跨界服务，形成服务生态体系，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创新
途径，也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跨界是服务生态体系的
重要特征，融合是实现跨界的主要技术方法。服务生态体系的跨界融合，
面临模式、设计、运行环境、质量与价值等多方面的融合挑战，报告结
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跨界服务融合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研究成果，介绍服务模式计算方法、面
向服务生态的融合设计方法、大规模服务网络架构与基础设施、时空界融合的跨界服务质量与价值融
合理论等实现服务生态体系跨界融合的基础理论与技术方法。
尹建伟，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软件学院常务副院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浙江省现代
服务业电子服务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国家
重大专项项目负责人，入选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担任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科技
与现代服务业”专项实施专家组专家、“高性能计算”专项指南编制专家组专家、教育部电子商务类
专业教指委委员、工信部服务型制造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服务计算专委主任、
领域 Top 期刊 IEEE TSC 编辑、浙江省科技厅新一代信息技术专家组成员，长期从事现代服务业平台
软件与服务系统、智能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 TC、TSE、TKDE、TPDS、CHI、ICDE、
IJCAI 、 AAAI 等 国 际 期 刊 及 会 议 发 表 百 余 篇 论 文 ， 获 得 服 务 计 算 Top 会 议 ICSOC2017 、
ColllaborateCOM2020 、 IEEE SMDS2020 、 FedGraph2020 最 佳 论 文 ， 指 导 学 生 获 得 ICSS2020 、
ICWS2019、CollaborateCOM2019、IEEE SCC2012 最佳学生论文奖。研究成果应用在阿里巴巴、中国
电信、中国航天、工商银行、网易、同花顺、新华三等百余家大型单位，获得 120 项国家发明专利，
获得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5 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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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勇 教授，天津大学
智能数字服务生态系统演化支撑理论与应用：“一切皆服务”、“万物
智联”导致服务更“紧贴”用户，服务上云、服务跨界、服务融合等催
生了技术、社会、商业高度综合的服务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在新需
求出现、环境变化和性能改进等因素的影响下持续动态演化。然而，服
务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经济系统特征和复杂网络特
征的复杂系统，对其演化的分析与控制极具挑战性。本报告以近年承担
的国家重点基金项目“价值驱动的软件服务持续迭代演化机理与关键技
术”和“面向不确定性需求的认知服务构造与演化机理”为依托，介绍
了“价值网络-社会网络-服务网络”三网合一的服务生态系统框架，从群体智能和复杂系统理论出发
研究服务生态系统持续迭代演化的特征，以计算实验方法为分析和推演手段，探讨智能数字服务生态
的演化机制与扩展边界。随后，以养老领域为例，介绍了服务生态系统演化理论在养老领域的应用。
报告从健康养老跨界服务价值链及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出发构建养老服务生态系统。紧接着借助策略分
析、演化控制、评价等方法和模型对养老服务生态系统演化进行分析。进一步设计了养老服务生态价
值分配策略，指导健康养老跨界服务融合平台的研发和应用。
冯志勇，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计算机学
会杰出会员，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会第十、十一届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服务计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ACM 中国天津分部首任主席，《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编委，《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编委。主持国家
重点研发项目、国家 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重点项目等二十多项；在 AAAI、IJCAI、CVPR、
WWW、ICWS、ICSOC、TSC、计算机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主要研究领域：服务计算、知
识工程等。

李兵 教授，武汉大学
服务生态系统的融合建模与演化模式：服务生态系统是软件服务、开发
者与用户通过数据流、知识流与价值流等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共同演
化形成的社会、商业与技术融合的复杂系统。当前“云-边-端”服务、
超级 APP、Serverless 以及智能 RPA 等新型服务生态系统不断涌现，从
生态化的视角来认识其中的复杂关系与关键问题，探讨其中的建模与设
计方法，对于准确把握用户的潜在需求或真实意图，实现敏捷高效的软
件服务开发，推动服务创新应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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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兵，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复杂网络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
杰出会员、服务计算专委会副主任，中国指挥与控制系统学会网络科学与工程专委会副主任，中国人
工智能学会不确定性人工智能专委会委员，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委员，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计算机软件工程学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软件工程、
服务计算、人工智能、复杂系统、云计算等。在国内外著名期刊与会议上发表论文 170 余篇，获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 10 项。主持与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973 计划、国家 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与面上项目、以及省市重点科技计划项目研究工作，研究成果曾获得政府和学会的多项奖励。

彭鑫 教授，复旦大学
基于链路数据分析的微服务系统运维保障与架构治理：大规模微服务系
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普遍面临技术风险高、故障定位难、缺
少全局业务和技术视图、架构退化等方面的问题。包含链路轨迹在内的
各种可观测性数据不仅可以用于运行时问题发现和根因定位，而且也为
我们洞悉系统架构现状及演化趋势提供了手段。本次报告将围绕基于链
路数据分析的微服务系统运维保障与架构治理介绍复旦大学
CodeWisdom 团队在相关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彭鑫，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计算机学会（CCF）杰出会员、软件工程专委会副主任、开源发展委员会常务委员，IEEE 高级会员，
《Journal of Software: Evolution and Process》联合主编，《ACM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Methodology》编委，《软件学报》编委，《Empirical Software Engineering》编委，IEEE 软件维护
与演化国际会议（ICSME）执委（2017-2020）。2016 年获得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主要研究方向
包括软件开发大数据分析、软件智能化开发、云原生与智能化运维、人机物融合泛在计算、机器人软
件工程等。研究工作获得 ICSM 2011 最佳论文奖、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ASE 2018/2021、ICPC
2022 ） 、 IEEE TCSE 杰 出 论 文 奖 （ ICSME 2018/2019/2020 ） 、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年度最佳论文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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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全 研究员，中科院软件所
面向不确定性的服务化软件系统可靠性保障技术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
的发展和云计算平台的逐渐成熟，采用面向服务架构构建分布式软件系
统正逐步成为主流。服务化软件部署运行于复杂、动态、多变的环境中，
系统功能和非功能属性动态变化，各种不确定因素不断涌现，服务化软
件系统的可靠性保障面临巨大挑战。本次报告主要分享我们在面向不确
定性的服务化软件系统可靠性保障方面取得的研究进展与成果。
吴国全，中科院软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
CCF 高级会员，CCF 服务计算专委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
服务计算、软件测试与维护、软件可靠性保障等。主持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中科院先导 A
类专项等。研究成果发表在 ICSE、FSE、ASE、ICSME、ISSRE、ICWS、ICSOC、TSC、JSS、软件
学报、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等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和期刊，并应用于南方电网、北京市交通委等国内多
家企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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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软件工程论坛
论坛简介：
移动互联网的统计数据表明信息时代已经向移动化、智能化深入发展。随着 iOS、Android 和
Harmony 等移动智能终端系统的崛起，移动智能终端和移动 App 数量快速增长，并广泛应用于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已经成为人机物融合重要载体。因此，移动软件相关的安全隐私、质量保障、智能分
析等多方面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关注。
为促进国内移动软件工程的发展，展现当前移动软件工程研究现状和热点方向，本论坛重点关注移动
智能终端和移动 App 的安全和质量等方面的突破性、创新性研究进展和成果，并重点讨论移动软件工
程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论坛邀请了学术界和工业界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移动软件工程发展所面
临的问题与挑战，进一步推动国内移动软件工程的稳步发展。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08:30-12:30
论坛日程：
时间
08:30-09:00

题目

讲者/嘉宾

Android 动态权限误用问题的实证研究与自动
检测

刘烨庞

09:00-09:30

小程序隐私数据合规分析

范 铭

09:30-10:00

小程序运行架构及其安全研究

张 磊

10:00-10:30

面向安卓组件间交互特性的质量保障方法

燕季薇

10:30-11:00

移动应用测试实践与挑战

杨 萍

11:00-11:30
11:30-12:30

HMS Core 开放能力赋能千行百业，繁荣鸿蒙
生态
panel discussion: 移动软件安全、质量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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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勇强

论坛主席：
苏亭，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工程学院教授/博导，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
相关研究成果获得了 CCF 科技成果奖技术发明一等奖、Google 教授研
究奖、三项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等。主要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
程序语言和软件安全，已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担任 ESEC/FSE、ICSE、
OOPSLA 等国际重要会议的评委。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对各类复杂软件
与系统的质量和可靠性保障。其中，设计研发的 App 自动化测试工具已
为字节、腾讯、Google 等拥有亿级用户数量的软件产品发现了不少真实
的软件错误，多项技术成果已经落地集成到了字节跳动官方 APP 测试平
台工具 FastBot；研发的工业控制软件自动化单元测试工具 SmartRocket
TestGrid 已服务于国内十余家大型企业的软件生产部门。其研究工作受到了中国/瑞士国家自然基金委、
谷歌、字节、蚂蚁和华为等公司的资助。个人主页：https://tingsu.github.io

陈森，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英才副教授，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荣获 2022 年度 ACM 中国新星奖（天津分会），曾任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科研助理教授和博士后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软件安全与分析，包
括移动软件安全，智能软件安全，开源软件安全等。近 5 年，在国际高
水平期刊或会议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 CCF-A 类近 40 篇，涵盖信息
(软件)安全和软件工程领域所有 CCF 推荐的 A 类期刊和会议。带领团队
发现了谷歌、微软、腾讯、阿里巴巴、英国汇丰银行、新加坡华侨银行
等企业软件的多个安全漏洞，有效提升了多平台基础/应用软件的安全性，
相关成果孵化出三项国际顶级会议 ICSE2018，ICSE2021，ASE2022 的 ACM 杰出论文奖，2020 年天
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指导互联网+、挑战杯等双创类竞赛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10 余项。承担/参与
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项。担任 ASE, FSE,ICSE 等 CCF-A 类国际顶级会议程序委
员会成员。个人主页：https://sen-chen.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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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震，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复旦大学
青年副研究员，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系高级研究员，致力于软件
分析与软件测试研究。先后参与完成多个国际联合项目，包括卡巴斯基
公司、新加坡电信公司、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等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合
作项目，在 ICSE，FSE， ISSTA， ASE 等国际会议上发表研究论文 20
余 篇 ， 获 得 ICSE'20 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 、
AsiaCCS’21 Best Paper Award (1/370)、ASE’22 Distinguished Reviewer
等奖项或荣誉称号，长期担任知名期刊审稿人、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
员，个人主页：https://zhendong2050.github.io

范玲玲，南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南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
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曾于 2019 年-2020 年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软件测试
与分析、软件安全分析等。近五年发表 ICSE，ASE，ESEC/FSE, TSE,
TOSEM, S&P, TDSC 等顶级期刊或会议发表论文 30 余篇。曾三次在国际
顶级会议 ICSE 以及 ASE 上获得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ICSE 2018、
ICSE 2021、ASE 2022）。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省部级科研项目，校企合作横向项目多项。共同组织多个国际学
术会议，担任 Internetware’20 的会议议程主席，APSEC’20 的财务执
行主席以及 Poster Track Chair，同时担任多个国际顶级会议的程序委员
会成员以及期刊的审稿人，如 ICSE、ASE、ISSRE、TDSC、TSE、TIFS、
TOSEM 等。详见 https://lingling-fan.github.io/。
谢涛，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高可信软件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
学）副主任，国家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111”计划）基地负责人。
曾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计算机科学系正教授。当选
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计算机学会（ACM）会士、电气电子工程师
学会（IEEE）会士、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会士、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会士。曾获科学探索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海外杰青及其延
续资助，ACM 软件工程领域（SIGSOFT）杰出服务奖，IEEE 软件工程
领域（TCSE）杰出服务奖，软件仓库挖掘奠基性贡献奖等。担任 CCF
软件工程专委会副主任，2020 年中国计算机大会程序委员会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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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刘烨庞，现为南方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助理教授（博导），深
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南方科技大学斯发基斯自主系统研究院可信软件
中心负责人。南方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2010 年本科毕业于南
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2015 年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系，2015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香港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及计算
安全实验室担任博士后研究员。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智能软件工程，软
件自动化测试与分析，信息物理系统，计算安全。承担多项国家级、省
部级科研项目，校企合作横向项目，多次参与各类国际会议及期刊的组
织与审稿工作，发表论文 60 余篇，获 ACM SIGSOFT 颁发的杰出论文奖
三次、杰出软件制品奖一次。更多信息请见 https://yepangliu.github.io/。
报告题目：Android 动态权限误用问题的实证研究与自动检测
报告摘要：Android 权限机制是保护用户隐私和系统安全的重要手段。在 Android 6.0 之前，应用程序
会在安装时申请全部危险权限，如果用户不授权，不少应用就无法成功安装，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
Android 6.0 引入动态权限机制，应用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当需要使用危险权限时，向用户动态申请。这
一机制虽然提升了对用户隐私的保护，但也引入了一系列新的软件缺陷。本报告将与大家分享我们团
队在 Android 动态权限误用问题方面的一些研究发现，并介绍此类问题如何通过静态分析来自动地检
测。

范铭，西安交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西安交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
教授，博士生导师；获香港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双博士学位；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CCF 腾讯犀牛鸟基金等 10 余项
课题；在 IEEE TIFS、IEEE/ACM ICSE、ACM ISSTA 等国际顶级期刊
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获 IEEE QRS 2021， IEEE ISSRE 2016
等最佳论文奖 4 项；获 2022 年陕西省科协青年人才托举计划、2021 年
陕西省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荣誉奖励。
报告题目：小程序隐私数据合规分析
报告摘要：以健康码、乘车码、生活缴费等为代表的小程序，已经成为
中国网民日常工作生活中方便快捷的基础服务产品。小程序依托第三方
平台，更易得到用户的信任，和获取到用户的行程轨迹、支付行为等隐私信息，在给广大群众带来生
活便利的同时，其违规信息收集行为成为了国家数据安全领域的痛点。本团队重点通过程序分析技术
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缓解移动应用的隐私数据合规问题，并撰写了小程序隐私安全风险研究报告，
助力保障小程序生态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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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复旦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在移动安全、系统
安全、供应链安全和云安全领域进行安全漏洞相关研究，包括程序代码
分析技术以及漏洞挖掘与利用技术等，目前已在 IEEE S&P、ACM CCS
等网络安全顶级学术会议上发表 5 篇一作文章，并获得 2020 年 ACM
SIGSAC 中 国 优 博 奖 和 ACM 中 国 优 博 提 名 奖 ， 以 及 2022 年 Usenix
Security 杰出论文奖。
报告题目：小程序运行架构及其安全研究
报告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流行移动应用软件开始支持小程序功能。
他们提供了开放的功能及特色的移动互联生态供各类小程序使用，从而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及用户。相关数据表明，目前小程序数量已经
超过了谷歌官方市场的移动应用数量，这也导致小程序安全成为一个亟需重视的问题。
本研究从小程序的基础运行架构出发，分析各主要小程序框架的安全防护机制，发现由于作为底层基
础的开源组件 WebView 具有一些固有缺陷，导致主流小程序框架均难以区分小程序代码的真实调用者，
使 得访 问控 制机 制失 效， 攻 击者 可以 远程 注入 恶 意代 码并 执行 。相 关研 究 成果 已发 表在 Usenix
Security 2022 上，并获得杰出论文奖。

燕季薇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是程序分析和软件测试，具体关注于从应用软件的字节码
出发，采用程序分析等自动化手段查找和定位应用中普遍存在的缺陷。
目前在 ICSE、FSE、ISSTA、ASE、SCP 等软件工程领域的国际知名会
议、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1 项，华为横
向合作课题 1 项，作为骨干成员参与中科院前沿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等。
报告题目：面向安卓组件间交互特性的质量保障方法
报告摘要：安卓的组件间交互特性是其最重要的框架特性之一，不同组
件之间通过接收及发送满足特定规范的消息实现组件间通讯（ICC），
使得框架层的函数调用行为对上层应用透明。组件间通讯消息的建模和提取是获取应用完整控制流、
数据流行为的重要一环，对移动应用的分析和测试具有重要意义。真实应用中组件间交互往往复杂程
度高、分析难度大，本报告将介绍在真实 ICC 消息提取和评估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如何应用
ICC 解析结果指导上层应用的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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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萍，字节跳动。2014 年毕业于北航，2018 年加入字节跳动。目前负责
应用架构研究中心，团队研究方向包括：软件测试，程序分析，应用安
全与合规，AI for Software Engineering 等。
报告题目：移动应用测试实践与挑战
报告摘要：2019 年，字节跳动研发了针对移动应用的稳定性测试工具
Fastbot。经过不断的迭代和优化，Fastbot 已经具备包括智能遍历、多机
协同、定向测试和拟人测试等能力，也逐步成为了公司重要的研发基础
设施。本报告将介绍 Fastbot 在工业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并结合相关技术
研究工作，给出移动应用测试的挑战和思考，也希望能够与学术界一起探讨移动应用测试研究的未来。

邵勇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00 年加入华为，一直从事软件研发工作，
目前为华为公司鸿蒙专家组成员，负责华为鸿蒙开放能力 HMS Core 架
构设计工作。
报告题目：HMS Core 开放能力赋能千行百业，繁荣鸿蒙生态
报告摘要：基于鸿蒙的设备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越来越广泛，期望和学
术界一起讨论，如何快速的构筑鸿蒙开放能力，使能千行百业，繁荣鸿
蒙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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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研究与实践论坛
论坛简介：
本次论坛聚焦软件工程前沿理论突破和相关技术在行业中的实践应用。在这数字化和软件定义一
切的时代，软件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基础设施。软件工程的前沿理论和技术实践需要不断的突破，以提
升软件工程能力和软件开发的效率，从而适应频繁变化的应用需求和动态多变的应用场景。当前华为
公司拥有近千亿行代码量的海量软件资产，支撑了 ICT 产品、终端、云、车等诸多领域的软件产品。
复杂多变的软件形态和海量的软件开发数据对华为软件工程能力提出了重大的挑战。本次论坛拟邀请
华为软件工程技术专家和学术界软件工程领域的杰出学者，从软件供应链、开源软件、智能化软件工
程、软件测试等多个研究方向探讨软件工程的前沿研究和业界实践。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8:30-17:45
论坛日程：
时间
8:30-9:15
9:15-10:00

主题

主讲嘉宾

复杂嵌入式软件系统需求投影和基
于模式的规约
程序设计语言与软件生存期

金 芝
徐宝文

单位及任职
北京大学
教授
南京大学
教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00-10:45

软件资产管理：从无序到有序

夏 鑫

软件工程应用技术实验室
主任

休息 10:45-11:00
11:00-11:30

软件成长理论初探与技术进展

许 畅

11:30-12:00

智能化开发者测试：现状以及挑战

王少华

12:00-12:30

开源软件供应链风险分析与治理

陈碧欢

南京大学
教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
副教授

午休 12:30-14:00
14:00-14:30

开源生态的挑战和建设

周明辉

14:30-15:00

软件设计工程初步探索

邱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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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教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00-15:30

刘 辉

智能化软件重构

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休息 15:30-15:45
15:45-16：15
16:15-16：45

周迪之

程序分析：演进与融合
静态程序分析框架“太阿”的设计之
道

李 樾

16:45-17:15

Clean Code 2.0: 进展与挑战

刘 逵

17:15-17:45

软件开发中的代码智能

胡星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大学
副教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
特聘研究员

论坛主席：
夏鑫，目前担任华为软件工程应用技术实验室主任，软件工程应用技术
科学家和首席专家。 他的研究方向是智能化软件工程、软件仓库挖掘和
经验软件工程。夏鑫至今发表了 270 多篇期刊和会议论文，其中包括 98
篇 CCF A 类期刊和会议长文， Google Scholar 引用 9700 多次，H-index
55。夏鑫获得了 2022 年 ACM SIGSOFT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Award，
部分论文获得国际会议最佳/杰出论文奖项，其中连续四年获得软工顶
会 ASE 2018-2021 的 杰 出 论 文 奖 。 此 外 他 担 任 了 MSR 、 SANER 、
PROMISE 等会议的 Steering Committee，多个国际会议的 PC (ICSE，ESEC/FSE, ASE 等)，多个期刊的
编委（EMSE、JSEP 等），以及参与组织了多个国际会议（ICSE 2023 和 2024， ASE 2020-2021，
SANER 2019-2020 和 2023 等）。在华为，夏鑫主要主导软件工程前沿技术突破，构建下一代软件工程
自主技术栈，致力于提升公司软件工程能力，提高开发人员研发效率，保证软件高可信，提高软件竞
争力。更多信息在 https://xin-xia.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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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博士，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特聘研究员，硕士生导师，CCF 软件工
程专委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化软件工程，程序理解、软件仓库
挖掘。在 TOSEM、ICSE、ASE 和 EMSE 等高水平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
文 10 多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培育项目，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等多个科研项目。获得 ICPC 2018 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担任国际级顶级期刊（TSE、EMSE）审稿人，受邀担任国际会
议 MSR Data and Tool Showcase Track, ICSE Demo、SANER 的程序委员
会成员

鲍凌峰，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
包括人因软件工程、软件仓库挖掘、经验软件工程等。已在软件工程高
水平会议和期刊 ICSE、FSE、ASE、TSE、TOSEM 等发表论文近 40 篇。
受邀担任 ASE、ICSME、SCAM、QRS 等国际学术会议程序委员，以及
TSE、TOSEM、EMSE 等国际期刊的审稿人。

王少华，长期主要从事软件工程领域研究。他的研究重点主要通过结合
软件工程，语言设计，人工智能等领域来研究如何有效的高效的帮助程
序员开发出安全的，高性能的，高质量的软件. 具体研究课题例如代码补
全 / 推 荐 / 生 成 , AI-assisted program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Bug/Fault localization, Program Repair, Bug and Vulnerability Detection ，
Web API， 可解释 AI 等. 主要研究成果发表于软件工程和程序设计领域
顶会，例如 ICSE， FSE， ASE， OOPLSA 等. 长期作为 Top 会议和期刊
审稿人： FSE, ASE, MSR, TSE, TSC, TOSEM, JSS, EMSE, IS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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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金芝，北京大学教授，高可信软件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士。兼任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软件工程），中国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计算机学会系统软件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知识工程与分
布智能专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软件工程和知识工程的研究，先后担任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
项目等的项目负责人。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F 技术发明一等
奖 、 北 京 市 技 术 发 明 二 等 奖 、 CCF 杰 出 成 就 （ 夏 培 肃 ） 奖 、 IEEE
TCSVC 杰出领导力奖、中创软件人才奖等。发表论文两百余篇，4 次获
得 ACM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s，出版专著 3 部。任《软件学报》执
行主编，《计算机学报》副主编，JCST 领域编委，以及 IEEE TSE、IEEE TR、ACM TAAS、EMSE 及
RE 等的编委。
报告题目：复杂嵌入式软件系统需求投影和基于模式的规约
报告摘要：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嵌入式软件系统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相比于一般软件系统，复杂
嵌入式系统典型具有任务意图强相关、物理设备强依赖以及执行逻辑交织等特征，如何系统化地提取
和表示系统设计意图，模式化地解耦和精化需求问题，最后通过分析获得可操作化的细粒度软件需求，
是解决复杂嵌入式软件系统高效开发（自动生成）的瓶颈问题。本报告以基于环境建模的需求工程方
法为指导，系统化构建嵌入式软件系统的需求模式，提出基于投影的嵌入式软件系统需求规约方法，
实现从任务意图到嵌入式软件需求的变换，本报告还将介绍该方法在具体案例上的实践。
徐宝文，南京大学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计算机学
会会士、信息系统专委会名誉主任。1990 年与 1994 年分别破格晋升副
教授与教授。国内外三十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与客座教授。1980 年代开
始并坚持从事程序设计语言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是我国程序分析、软件
度量、软件测试领域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发表论文 400 余篇，被 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学者引用与采用 10000 余次，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
科技进步（自然科学）一等奖四次、二等奖 6 次、三四等奖若干次。
1990 年开始指导硕士生，1995 年评为博士生导师。已指导博士后 15 人、
博士生 60 余人。所指导的学生 10 多人次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全国软件工程学科第一篇百优博士论文）、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科学家奖、微软学者奖、江苏省优
秀博士论文、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江苏省优秀本科毕业论文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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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程序设计语言与软件生存期
报告摘要：程序设计语言是软件开发的核心工具。本报告主要探讨程序设计语言对软件开发、测试与
维护各阶段以及软件质量的作用、影响以及程序设计方法、软件开发、测试与维护各阶段对程序设计
语言设计与演化的影响，讨论软件生存期各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

夏鑫，目前担任华为软件工程应用技术实验室主任，软件工程应用技术
科学家和首席专家。 他的研究方向是智能化软件工程、软件仓库挖掘和
经验软件工程。夏鑫至今发表了 270 多篇期刊和会议论文，其中包括 98
篇 CCF A 类期刊和会议长文， Google Scholar 引用 9700 多次，H-index
55。夏鑫获得了 2022 年 ACM SIGSOFT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Award，
部分论文获得国际会议最佳/杰出论文奖项，其中连续四年获得软工顶会
ASE 2018-2021 的杰出论文奖。此外他担任了 MSR、SANER、PROMISE
等 会 议的 Steering Committee， 多 个国 际 会 议 的 PC (ICSE ， ESEC/FSE,
ASE 等)，多个期刊的编委（EMSE、JSEP 等），以及参与组织了多个国
际 会 议 （ ICSE 2023 和 2024 ， ASE 2020-2021 ， SANER 2019-2020 和
2023 等）。在华为，夏鑫主要主导软件工程前沿技术突破，构建下一代
软件工程自主技术栈，致力于提升公司软件工程能力，提高开发人员研发效率，保证软件高可信，提
高软件竞争力。更多信息在 https://xin-xia.github.io/
报告题目：软件资产管理：从无序到有序
报告摘要：现代软件工程累积了海量软件资产，例如代码、文档、模型、第三方库等。如何管理这些
资产越来越成为一大挑战。但是纵观业界，当前缺少对软件资产的定义以及软件资产如何从无序迈向
有序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而对资产的有序管理是对资产的复用（例如智能化软件工程能力）起
到关键的决定作用。本次报告总结我们在软件资产管理的一些初步思考和探索以及我们遇到的挑战。
以开源软件资产管理为例，汇报当前我们在软件物料清单（SBOM）、软件过程元数据、漏洞工程能
力和防投毒风控等方面的进展，并初步畅想软件资产管理的未来。

许畅，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开放环境
软件质量保障理论、方法与技术研究，着重关注开放环境软件的环境感
知一致性、开放运行确定性、以及质量保障持久性。国家级人才计划入
选者，曾获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和基金委重点项目等资助；在
TOSEM、TSE、ICSE、ESEC/FSE 和《中国科学》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和
会议上发表论文多篇，获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四次、ACM Europe
Council 最佳论文奖、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CCF 青年科学家奖和中创软
件人才奖等。
报告题目：软件成长理论初探与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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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报告将汇报我们在软件可成长性理论与自成长技术方面的一些思考与进展，并结合软件成
长过程中的泛在感知、适应合成、持续演化和生态保障等需求，介绍几项具体的挑战问题和相应的解
决方案，例如，如何保障软件执行环境的一致性、如何合成跨场景程序的新代码、如何生成程序运行
时状态的转换函数、以及如何保障软件生态的健康成长等，最后介绍更广阔范围内的软件自成长技术
的最新进展。

王少华，华为软件教练，技术专家。他长期主要从事软件工程领域研究。
他的研究重点主要通过结合软件工程，语言设计，人工智能等领域来研
究如何有效的高效的帮助程序员开发出安全的，高性能的，高质量的软
件. 具体研究课题例如代码补全/推荐/生成, AI-assisted program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Bug/Fault localization, Program Repair, Bug and
Vulnerability Detection， Web API， 可解释 AI 等. 主要研究成果发表于
软件工程和程序设计领域顶会，例如 ICSE， FSE， ASE， OOPLSA 等.
长期作为 Top 会议和期刊审稿人： FSE, ASE, MSR, TSE, TSC, TOSEM,
JSS, EMSE, IST 等。
报告题目：智能化开发者测试：现状以及挑战
报告摘要：报告从开发者测试的演进切入，梳理了学术界、工业界在该
领域前进脉络。基于热点领域展开开发者测试的所面临的技术挑战与未来有可能的发展趋势

陈碧欢，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导。目前的主要研究
方向是软件供应链分析、可信 AI 系统工程。作为课题负责人和技术骨
干参加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承担多项企业合作项目。至今已在 ICSE、FSE、ASE、ISSTA、
S&P、SEC、CCS、TSE、TIFS 等顶级国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30 余 篇 ， 并 获 得 了 3 次 ACM SIGSOFT 杰 出 论 文 奖 （ FSE2016 、
ASE2018 、 ASE2022 ） 、 以 及 1 次 IEEE TCSE 杰 出 论 文 奖
（ICSME2020）。
报告题目：开源软件供应链风险分析与治理
报告摘要：每个软件产品几乎都有复杂的开源软件供应链。然而，开源软件供应链上的任何一个开源
软件都有可能存在安全漏洞、许可证、兼容性等问题，严重提高了软件产品使用开源软件的风险。针
对开源软件供应链风险问题，本报告将概述我们的供应链风险分析与治理框架，并具体介绍 1）调用
图构建优化，实现风险分析使能技术的增强；2）开源软件安全漏洞知识库构建，实现安全分析与治理
的赋能；3）开源软件安全漏洞影响分析，量化开源软件安全漏洞对软件产品的风险及规避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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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辉，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软件工程、
数据挖掘、智能推荐和开源开发。在国际顶级期刊和会议等发表 80 多篇
论文，多次获国际会议优秀论文和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入选
2012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获 2015 年中创软件人才奖。两次获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多次担任国际顶级会议 ICSE、FSE 和 ASE 的 PC，
是 ASE 2024 PC Co-Chair 等 。 是 著 名 国 际 期 刊 EMSE 、 JSS 、 IST 及
JSME 等的编委。主持制定了首个中英双语开源许可证“木兰宽松许可证”
并获得 OSI 认证，被~10 万个开源项目采纳。
报告题目：开源生态的挑战和建设
报告摘要：开源模式以理想主义为源起，以互联网为载体，有效汇聚用户创新和群体智慧，开发了无
数优秀开源软件，进而以商业化为蓬勃助力，为产业和社会带来了巨大机会。中国从开源受益，也正
在以开源为手段发展产业，但其最大的挑战是生态的形成和持续。报告介绍开源生态的现状和挑战，
讨论生态建设的重要维度，以及产学研可以做的贡献。

邱栋，华为公司软件工程应用技术实验室技术专家，主要负责软件设计、
架构分析等方向的研究和应用工作。博士毕业于东南大学，加州大学戴
维斯分校访问学者，在 ESEC/FSE, ICSME, ACM Computing Surveys 等会
议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研究方向包括软件架构分析、缺陷自动修复、
智能化软件工程等
报告题目：软件设计工程初步探索
报告摘要：软件设计是华为公司当前比较活跃的话题，在变革中也面临
着众多的挑战。软件设计的好坏，对于软件开发效率的提升、软件质量
的看护及软件系统的可持续演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报告旨在介绍
软件设计工程的整体思路和研究进展，并结合产品实践分享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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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CCF 杰出会员，软件工程专委会
常务委员。长期从事软件质量保障和智能软件开发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
作。相关研究工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及重点项目的资助。
发表 CCF A 类论文二十余篇，曾获得 2016 IET Premium Award、RE’
2021 最佳论文奖以及 ICSE 2022 杰出论文奖。
报告题目：智能化软件重构
报告摘要：软件重构（Software Refactoring）是提高软件质量，尤其是软
件可维护性和可理解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最近二十年，软件重构的相关
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突破，在工业界也获得了大范围的成功应用。自动化的软件重构支持已经成
为 IDEA、Eclipse、Visual Studio 等主流 IDE 的标配功能。本报告重点介绍近年来智能化软件重构方面
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在 code smell 检测与重构方案推荐方面的研究进展。

周迪之，程序分析技术专家。加拿大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计算机
科学博士，曾荣获 2014 年加拿大博士毕业生最高荣誉 Governor General's
Gold Medal，UNB 大学最佳博士论文奖，IEEE CCNC 2013 最佳学生论文
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海外优秀留学生奖学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 年国际暑期课程受邀讲师，出版有《开源网络模拟器 ns-3：架构与
实践》一书
报告题目： “程序分析：演进与融合”
报告摘要：报告从程序分析技术的演进切入，梳理了学术界、工业界在
该领域前进脉络。基于真实世界的应用场景，总结了程序分析技术在动静态结合、大规模代码、异构
计算平台等热点领域所面临的技术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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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樾，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级
青年人才计划、南京大学登峰人才计划，南京大学紫金学者。2016 年博
士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之后先后在新南威尔士大学与丹麦
奥胡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研究方向为程序设计语言与程序分析，
在程序设计语言相关国际期刊与会议，TOPLAS、PLDI、OOPSLA、
ECOOP 等发表文章。 曾获 ECOOP 杰出论文奖，CGO 最佳论文奖，曾
担任 APLAS、ISSTA 等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TOPLAS、
PACMPL(POPL) 等期刊审稿人。
报告题目：静态程序分析框架“太阿”的设计之道
报告摘要：近年来，静态程序分析已成为保障软件安全可信以及高效性的关键技术之一。该报告将简
要介绍 Java 静态程序分析框架“太阿”的设计理念、基本方法以及核心组成。

刘逵，华为 2012 实验室软件工程应用技术实验室智能化软件工程技术专
家，CCF 会员。2019 年毕业于卢森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20 年加入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聘为副教授；2021 年 12 月加入
华为 2012 实验室软件工程应用技术实验室，主要负责软件分析、软件测
试、代码智能等智能化软件工程应用技术的研究。在软件工程领域累计
发 表 30 余 篇 高 水 平 研 究 论 文 ； 担 任 国 际 权 威 期 刊 IEEE TSE, ACM
TOSEM, EMSE 的审稿人。
报告题目：Clean Code 2.0: 进展与挑战
报告摘要：在华为，我们开发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来支持开发人员编写 Clean Code，包括编码指南和规
约、Clean Code 检查工具和 Committer 机制。我们还定义了一些严格的规则，例如，函数/方法的 LOC
应小于 50，开发人员在发布版本之前遵循这些规则。然而，目前的 Clean Code 系统增加了开发人员在
日常活动中的工作量，我们使用的自动化工具面临许多技术挑战，例如，我们的静态分析工具报告了
许多误报，并存在漏报。为了激发开发人员编写 Clean Code 的热情，并使用先进的软件工程技术来赋
能开发人员和 Committer，我们提出了下一代 Clean Code，即 Clean Code 2.0。在这次报告中，我将介
绍我们目前在开发 Clean Code 2.0 系统方面的进展和挑战。与 Clean Code 1.0 不同，Clean Code 2.0 从
代码规范性、代码正确性和代码可演进性（即确保代码与架构的一致性）三个方面评估代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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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博士，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特聘研究员，硕士生导师，CCF 软件工
程专委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化软件工程，程序理解、软件仓库
挖掘。在 TOSEM、ICSE、ASE 和 EMSE 等高水平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
文 10 多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培育项目，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等多个科研项目。获得 ICPC 2018 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担任国际级顶级期刊（TSE、EMSE）审稿人，受邀担任国际会
议 MSR Data and Tool Showcase Track, ICSE Demo、SANER 的程序委员
会成员
报告题目：软件开发中的代码智能
报告摘要：近年来，智能化软件工程成为软件工程领域的热点问题，利用深度学习等技术可以有效的
学习代码的语义和结构表示，从而提升机器理解代码和生成代码的能力。智能化软件工程技术研究极
大的推动了开发人员的开发效率，同时提高了软件质量。报告从开发人员的日常软件开发视角为出发，
介绍近年来在软件开发中的代码智能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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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华为胡杨林基金-形式化方法专项论坛
论坛简介：
“CCF-华为胡杨林创新基金”是由华为与中国计算机学会联合发起,致力于为海内外高校及科研院
所的学者搭建产学研合作及学术交流的平台。本次研讨会邀请了获得 2022 年“CCF-华为胡杨林创新
基金”形式化方法专项资助的优秀学者进行项目进展介绍及技术交流，旨在进一步明确项目的方案、
技术与应用场景，加强学术界与工业界合作，促进形式化方法的研究和发展。

论坛时间： 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下午 14:00-18:00
论坛日程：
时间

题目

讲者

14:00–14:25

C 程序循环不变式自动生成技术研究

贺 飞

14:25–14:50

数组以及指针相关循环不变式自动生成方法

符鸿飞

14:50–15:15

基于 Mediator 的面向协议建模语言设计及工具实现

孙 猛

15:15–15:40

基于 NLP 的安全协议自动化建模技术研究

王竟亦

15:40–16:00

休息

16:00–16:25

面向 unsafe 代码的 Rust 库函数测试技术研究

许智武

16:25–16:50

基于非线性 Craig 插值技术的程序不变式自动生成

甘 庭

16:50–17:15

基于关键特征的程序性质预测模型的缺陷检测

高凤娟

17:15–17:40

面向 CPS 时空约束的资源建模及其安全性验证方法

祝 义

17:40–18:05

场景驱动的智能系统关键属性评价测试用例自动生成方法研究

沈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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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秦胜潮，华为资深技术专家，形式化验证科学家。目前担任费马实验室
主任，负责形式化技术研究和工程能力建设。北京大学学士（1997）和
博士（2002）。博士毕业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新加坡-MIT 联盟计算
机科学研究员。 2005 年起在英国 Durham 和 Teesside 大校任教，历任讲
师、正教授、科研副院长等职。2021 年加入华为香港研究所。主要研究
领域包括软件理论与形式化方法，软件工程，程序语言等。研究工作主
要涉及形式化规范和建模，程序理论和程序逻辑，程序分析与验证等。

论坛主持人：
吴志林，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 “CCF-IEEE CS”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博士毕业于中国科
学院软件研究所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先后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中法计算机科学、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和法国波尔多第
一大学 LaBRI 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2014-2015 在巴黎第七大学 IRIF
实验室担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长期从事计算逻辑、自动机
理论、程序验证相关的研究，在知名国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
篇，包括 LICS、POPL、CAV、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IJCAR、
CADE、CONCUR 等。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级项目，包括“十三五”全军
共用信息系统装备预先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等；同时
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项目多项。中
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会议 ATVA 2022 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国际会议
CAV、ATVA、ICECCS 等国际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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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家文，可信测试工程实验室/费马实验室高级工程师，华东师范大学博
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形式化方法、软件工程。目前于费马实验室从事系
统设计的形式化验证技术探索、工程工具落地规划、设计、实施及项目
管理等工作。

论坛嘉宾：
贺飞

清华大学

简介：贺飞，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CCF 形式化专委会常
务委员。主要从事程序验证、模型检验和自动推理的研究。开发了模型
检验和 软件验证工 具，并应用于 国家重大安 全领域。在 包括 POPL,
CAV, PLDI, OOPSLA, PPoPP, ICSE, ESEC/FSE, ASE 等在内的国际重要
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现任《Theory of Computing Systems》
编 委 ， 《 Frontiers of Computer Science 》 青 年 副 主 编 ， 现 / 曾 任 ICSE,
ESEC/FSE, CONCUR, FMCAD, SAT, ATVA, APLAS, ICECCS, SETTA
等国际学术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获 ASE 2018 Distinguished Paper、
PPoPP 2022 Best Paper 奖等。
报告题目：C 程序循环不变式自动生成技术研究
报告摘要：循环不变式自动生成是程序分析与验证的经典难题。这个问题是不可判定的，即不存在任
何有效算法能够对任意程序生成满足要求的不变式。近年来抽象解释、模型检验、自动推理等领域的
技术发展为循环分析提供了工具和手段。我们结合机器学习和约束求解技术，研究了数据驱动的 C 程
序循环不变式自动生成技术。本报告将介绍我们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工程化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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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鸿飞

上海交通大学

简介：主攻形式验证的前沿理论，在概率系统模型检验、概率程序形式
验证、循环不变式自动生成方面作出基础性理论贡献。先后在形式化方
法以及程序语言理论国际著名学术会议及期刊 POPL、PLDI、OOPSLA、
CAV、ICALP、TOPLAS 等发表二十余篇学术成果，涵盖可判定性、计
算复杂性、验证算法以及相关数学理论等形式验证的各个基础理论层面。
获 2013 年度信息物理系统形式验证国际学术会议 HSCC 最佳学生论文
奖。概率程序形式验证方面的部分成果发表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专著章节中。
报告题目：基于 ACSL 语法以及 Frama-C 平台的数组指针循环不变式
自动生成工具实现
报告摘要：循环不变式自动生成是程序验证中的经典问题，在很多关键程序性质的形式验证方面有广
泛的应用。数组与指针是程序中重要的数据类型，因此针对数组以及指针的循环不变式自动生成在程
序验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本报告中，讲者将介绍在基于 ACSL 语法以及 Frama-C 平台的数组指针
循环不变式自动生成工具的实现中，所采取的循环不变式生成策略以及在一些实例上的实际效果。

孙猛

北京大学

简介：孙猛，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委会执行委员，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
学会区块链专委会委员，曾任职于荷兰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
（CWI）、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UNUIIST），主要研究领域为程序理论、软件形式化方法。主持及作为主要
成员参加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十余项，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ICSE、ESEC/FSE、AAAI、FM 等期刊及会议发表论文百
余篇，获 TASE 2015、SBMF 2017 等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任 ICFEM
2018、TASE 2023 等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主席，FM 2019、TACAS
2019 等多个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报告题目：基于 Mediator 的面向协议建模语言设计及工具实现
报告摘要: 近年来，随着 5G、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式各样的协议正在起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而它们的安全性、可靠性也需要更加严格的保障。Mediator 是一种基于自动机的轻量形式
化建模语言，在该语言中，组件之间的通信交互通过可组合的连接件完成，组件内部的行为则通过自
动机的形式进行定义。本次报告中将介绍我们在 Mediator 语言的基础上关于协议建模和验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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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竟亦 浙江大学
简介：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8 年从西安交通
大学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获得本科和博士学位，新加坡国立大学
Research Fellow。主要研究兴趣是软件工程、形式化方法与系统安全、隐
私等。多项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会议和期刊如 ICSE、S&P、TSE、
FM、TACAS 等。曾两次获得 ICSE 的杰出论文奖（ICSE 2018/2020），
其中 ICSE 2020 人工智能公平性测试文章同时入选 ACM SIGSOFT
Research Highlights。
报告题目：基于 NLP 的安全协议自动化建模技术研究
报告摘要：安全协议，如加密认证协议等，被广泛用于安全的应用程序
级数据传输和访问控制，如 TLS、WPA2 等。针对安全协议的形式化验证技术可以严谨地证明该类协
议在设计层面免受特定攻击的影响或用于发现潜在的隐蔽攻击向量。然而，安全协议本身的高复杂度
和当前广泛应用的协议形式化建模工具所需要的的专家知识，使得基于人工的协议形式化建模成本高
昂且极易出错，为形式化验证技术在现实世界复杂安全协议上的应用带来了极大瓶颈和挑战。本报告
将介绍一些借助 NLP 技术从协议设计文档中更高效地提取形式化模型来进行安全验证的初步尝试。

许智武 深圳大学
简介：许智武，深圳大学副教授，毕业于巴黎第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
学（联合培养），主要从事程序分析与验证、类型系统、软件安全、自
动机与逻辑、机器学习等方面的研究工作，2014 年获得 EAPLS（欧洲
程序语言与系统协会）最佳博士论文奖（整个欧洲每年仅一篇），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青年基金 1 项，已在国际顶级会议
POPL、ICFP、FM、ICSE、ASE、FSE、USENIX 等发表多篇论文。
报告题目：面向 unsafe 代码的 Rust 库函数测试技术研究
报告摘要：为了在安全性保证与资源管理之间取得平衡，Rust 程序语言
一方面采纳了基于所有权和借用的强类型系统，通过静态类型检测来禁
止对共享状态的修改；另一方面，Rust 允许在安全代码中封装 unsafe 代码，以便支持严重依赖于共享
可变状态的数据及其操作（很难或没法通过 Rust 的类型检测）。由于 Unsafe 代码的存在，即便拥有强
大的安全性，Rust 仍然无法安全避免漏洞的存在。特别在工业应用中，程序员往往为了实现所需功能
而 不 得 以 使 用 unsafe 代 码 ， 导 致 代 码 库 的 漏 洞 威 胁 仍 然 存 在 。 据 统 计 ， 在 2015 到 2022 年 的
RustSecurity 安全数据库的漏洞中，65%漏洞是直接或间接受 unsafe 库函数的影响所导致的。本报告将
关注 Rust 库函数中的 unsafe 代码，分析与 unsafe 代码相关的 Rust 库函数之间的交互，探讨 Rust 库函
数的调用程序的高效生成，并对生成的调用程序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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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庭 武汉大学
简介：甘庭，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讲师。201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科
学学院，获得博士学位。CCF 形式化方法专业委员会执行委员。主要从
事程序和混成系统形式化验证、自动推理、约束求解研究，在中国科学、
软件学报、CAV、IJCAR、AAAI、IJCAI、KDD、IEEE TAC、JSC 等国
内外著名会议和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项目 1 项。
报告题目：基于非线性 Craig 插值技术的程序不变式自动生成
报告摘要：形式化方法是保障计算机系统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有效手段，
而循环不变式自动生成则是形式化方法中最为困难和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非线性公式在程序验证和
嵌入式系统验证中经常出现，特别是安全攸关嵌入式系统的控制软件。本报告研究线性与非线性循环
程序的非线性不变式生成问题，基于非线性 Craig 插值生成的技术和思想，提出循环程序的非线性不
变式自动生成方法。

高凤娟 南京理工大学
简介：1991 年出生，本科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毕业
于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现为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程序分析,软件缺陷检测。
报告题目：基于关键特征的程序性质预测模型的缺陷检测
报告摘要：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该技术也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
各个领域，包括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以及程序语言领域等。其中，
在程序语言领域，深度学习技术主要用于预测程序的性质，包括预测变
量名、检测变量误用、生成代码、预测代码文档描述和预测程序缺陷等。
由于程序的复杂性，程序性质预测模型中不可避免存在缺陷。程序性质
预测模型中的缺陷不仅会降低模型的可用性，导致程序中的缺陷被误报或漏报，还可能使恶意程序被
预测为安全程序，进而受到恶意攻击。因此，研究如何检测程序性质预测模型中的缺陷具有重要意义。
本工作拟通过对程序性质预测模型的输入程序进行保持语义的等价变换，从而破坏输入程序的原有结
构信息，然后找到其他程序的关键特征，最后在输入程序中植入其他程序的关键特征，从而构造能够
使程序性质预测模型更改预测结果的对抗样本，进而检测到程序性质预测模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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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义 江苏师范大学
简介：江苏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副院长，CCF 高级会员，CCF
形式化方法专委会委员，江苏省计算机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研究方向为软
件可靠性、智能化软件、自适应学习等，近年来，主持国自科面上项目 1
项、CCF- 华为胡杨林基金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6 项。担任《TSE》
《INS》《SPE》《计算机学报》等期刊审稿专家。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及
会议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 SCI/EI 检索 4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
软件著作权 15 项。个人入选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
学技术带头人、“南京 321 计划”人才，获淮海科学技术奖等奖项。
报告题目：面向 CPS 时空约束的资源建模及其安全性验证方法
报告摘要：信息物理融合系统 CPS(Cyber Physical System)是在环境感知的
基础上，集合物理与计算的系统，可以实现与环境的智能交互。CPS 信息物理空间的不断变化对 CPS
资源安全性造成一定的挑战。因此，如何研究这一类由时空变化而导致的 CPS 资源安全性问题成为关
键 。 本 报 告 针 对 该 问 题 提 出 了 面 向 CPS 时 空 约 束 的 资 源 建 模 及 其 安 全 性 验 证 方 法 。 首 先 ， 在
TCSP(Timed Communicating Sequential Process)的基础上扩展资源向量，提出时空资源通信顺序进程
DSR-TCSP(Duration-Space Resource TCSP)，使其能够描述 CPS 拓扑环境下的资源;其次，从时空约束
的资源安全性需求中获取时间安全需求，通过 DSR-TCSP 的时间属性验证算法对时间安全需求进行验
证;再次，将满足时间安全需求的模型转换为偶图与偶图反应，并输入到偶图检验工具 BigMC 中，验
证其物理拓扑安全需求，对没有通过验证的反例，修改 DSR-TCSP 模型，直至满足所提出的安全需求;
最后，通过一个驾驶场景实例，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

沈博

西北工业大学

个人简介：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2017 年于西北工业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2017 年至 2018 年于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
究领域为人机物融合系统建模与分析、智能系统验证与评价、嵌入式软件
智能合成等方面，在相关领域国内外著名会议和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
申请专利、软著 10 余项。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CCF-华为胡杨林基金等项目 7 项，担任 SSCPS 21、22 主席及多个国际会
议和期刊评审人
报告题目：场景驱动的智能系统关键属性评价测试用例自动生成方法研究
报告摘要：随着计算、通信、控制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无人系统已广
泛部署在多种应用场合。无人系统集群的有效协作通常是提高应用性能的
重要途径。为了开展无人系统集群关键属性测试评价，我们提出一种描述无人系统集群场景的领域任
务语言，实现无人集群场景任务的建模与解析。该场景语言支持集群任务到单系统任务的自动生成，
以便于单系统任务动态部署。最后，通过虚实结合方式对语言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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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华为胡杨林基金-系统软件专项论坛
论坛简介：
“CCF-华为胡杨林创新基金”是由华为与中国计算机学会联合发起,致力于为海内外高校及科研院
所的学者搭建产学研合作及学术交流的平台。本次研讨会邀请了获得 2022 年“CCF-华为胡杨林创新
基金”系统软件专项资助的优秀学者进行项目进展介绍及技术交流,旨在进一步明确项目的方案、技术
与应用场景,加强学术界与工业界合作,促进基础软件研究和发展。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9:00-16:00
论坛日程：
时间
9:00~9:30
9:30~9:50
9:50~10:10
10:10~10:30

议题名称

报告人

下一代智能座舱的智能化人机交互挑战

王 季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新型通用轻量的灰色故障检测定位和自适应恢

李诗逸

复技术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面向新介质的高性能高可靠文件系统

郑圣安
上海交通大学

面向数据访问特征感知的通用“数据流大脑”技

陈 晨

术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10:30~10:50

茶歇

10:50~11:10

面向鸿蒙操作系统的跨设备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11:10~11:30

面向异构内存的可靠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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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亮
华东师范大学
张 伟
山东大学

11:30~11:50
11:50~12:10

面向人工智能芯片的高效自动微分框架研究

杨已彪

位技术研究

南京大学

午休

14:00~14:20

数据驱动的 JVM 测试方法研究

天津大学
葛季栋

析技术研究

南京大学

终端智能模型的安全防御技术研究

15:00~15:20

面向隐私计算的边缘协同训练新范式研究

15:40~16:00

陈俊洁

SaferRW: Go 语言程序的数据竞争静态检测分

14:40~15:00

15:20~15:40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基于细粒度优化选项配置差分的编译器缺陷定

12:10~14:00

14:20~14:40

李广力

孟国柱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吴 昊
南京大学

基于历史提交代码与预生成模型混合驱动的开

汤战勇

源漏洞挖掘方法

西北大学

茶歇

论坛主席：
胡欣蔚，2011 年加入华为，现为 ICT 操作系统首席专家，庞加莱实验
室主任；2020 年起任 openEuler 社区技术委员会主席；曾在 SuSE Linux
等公司担任研发负责人，具有长期的操作系统、高可用软件、底层软件
等领域工作经验和技术积累；对处理器、体系架构、OS、容器等具有
广阔的技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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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软件学院院长。大数据
科学与脑机智能北京市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系统软
件专委会常务委员，计算机科学普及工委主任，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
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包括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分布式
系统、计算系统虚拟化、数据中心资源管理与调度、图计算查询优化等。

论坛主持人：
王芳鹏，华为中央软件院嵌入式操作系统项目经理，主要负责方向为存
储、调度、维测调优、开源软件，为华为嵌入式操作系统构建低时延、
高性能、轻量化、安全可信等核心竞争力。

论坛嘉宾：
王季，华为中央软件院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SE，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汽车
操作系统、安全、虚拟化等基础软件的先进性问题，全程参与从 0 构建的
华为智能座舱、自动驾驶等车载部件的基础软件设计研发，整车安全解决
方案设计和架构演进，为华为智能汽车智选产品和 Huawei InSide 产品解
决方案提供基础软件竞争力。
报告题目：下一代智能座舱的智能化人机交互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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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随着汽车智能化的发展，智能座舱作为直接与人交互的载体，承担行车交互和车载娱乐的
多重角色，作为人的第三生活空间，重要性越来越高。智能座舱的显示和输入方式的多样性，如
Camera、音频、雷达、红外等多模输入，仪表、中控、副驾、后排、HUD 等多屏多设备输出，为新一
代座舱人机交互方式提供了很大的想象力空间。局部空间内如此多样的输入和输出设备协同，需要定
义新的座舱人机交互方式，如多模态融合、多屏协同、实景融合让交互拟人化、智能化，此外人机交
互存在的问题，如语音控制的精确、实时、多区定位问题。这些问题对操作系统、AI、安全等基础软
件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操作系统需要保证任务的最优调度和数据处理能力，图形系统支持多屏多维、
多用户、多路协同的输出方式；AI 需要根据输入不同进行不同阶段的高效融合，保证精确性和实时性；
需要 TEE 等安全组件解决交互过程的安全隐私问题等，以上都是座舱新一代人机交互面临的挑战。

李诗逸，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助理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华中科技大
学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纠删码、亚健康、故障预测、
容错系统、故障自愈、可靠性、存储系统、云计算，在USENIX ATC,
TPDS, SRDS, ICPP等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并多次受邀
进行成果汇报，担任IEEE Trans.系列刊物和多个学术会议的审稿人。参
加过多项国家重大项目（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曾
在企业工作近6年，担任架构师/首席可靠性专家/资深技术专家等职务，
积累了丰富的工业界经历。在企业期间一直从事可靠性相关技术的预研
和产品化，设计实现了针对磁盘，内存、网络等计算机组件和系统的生
命周期管理（故障风险/检测/预测/恢复）和AIOps创新技术。共申请专利30余项（已授权10项）。
报告题目：新型通用轻量的灰色故障检测定位和自适应恢复技术研究
报告摘要：随着软件系统规模的快速增长，故障越来越常见，故障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其中一类灰色
故障，由于其检测时间长，症状神秘，后果严重，难以恢复等特征，给管理人员带来极大的困扰。但
是现有灰色故障的研究存在两个主要缺陷：（1）缺乏通用轻量的故障定位能力。（2）缺乏灰色故障
自愈能力。基于此，本项目计划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1）通过结合新颖的ebpf技术和基于
传播路径的推理性根因定位的研究新思路，来设计通用轻量的灰色故障定位策略，（2）根据灰色故障
类型设计自适应恢复策略来提供高效的故障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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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圣安，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长聘教轨助理教授。主
要研究方向为持久内存、文件系统和分布式系统。2014年和2019年分别
在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取得学士和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
亚哥分校和清华大学分别进行公派联合培养和博士后工作。在FAST、
VLDB、DAC、TPDS等国内外高水平会议和期刊上发表系统软件领域论
文二十余篇，担任ACM TOS、IEEE TPDS、TC、JPDC、SoCC等国际期
刊和会议的审稿人。主持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博士后基金面
上项目，并以骨干成员身份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863计划等多项
国家级项目，相关研究成果获2020年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报告题目：面向新介质的高性能高可靠文件系统
报告摘要：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各行业大数据资源的聚集，数据规模和数据处理能力间的矛盾日
益严峻，传统的文件系统架构越来越难以应对大数据处理对时效、性能方面的需求。新型持久内存的
全新硬件特性正在颠覆现有存储系统架构和系统软件设计。然而，现有的持久内存文件系统未能充分
发挥持久内存的硬件特性以有效提升其并发访问性能。本研究拟基于EulerFS研究高并发数据一致性保
护技术。在数据组织方面，采用双向感知的方式对EulerFS文件数据的组织方式进行优化；在目录项索
引方面，设计双层可扩展哈希和自适应目录项更新技术动态应对不同大小的目录项。基于此，实现高
并发的文件和目录访问，突破文件系统的并发访问性能瓶颈，满足上层应用的性能需求。

陈晨，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长聘教轨副教授。2014
年在清华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18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取得计算机博士
学位。以分布式系统为主要研究方向，创新成果涵盖云计算调度、机
器学习系统、存储缓存优化等多个子领域，在SoCC，INFOCOM, SC,
ICDCS, TCC等相关方向的著名会议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曾在华为
香港研究中心从事产品研发工作，期间取得1项华为高潜专利，3次创
新先锋荣誉奖励。
报告题目：面向数据访问特征感知的通用“数据流大脑”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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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现代计算机系统从传统的“算存一体化”形态逐渐向“算存分离”
和“存存分离”的新形态演化，比如我国近期启动的“东数西算”工程，以及基于虚拟文件系统的分
解式存储平台等。尽管“算存分离”和“存存分离”可以支撑更大的存储空间以及更高的资源利用率，
但是也带来了更强的运维调优需求。比如，超大空间或者跨网络的数据读取效率往往较低，需要通过
缓存预取和冷热识别替换等优化机制来加速数据访问。为了高效灵活地支撑各类运维调优机制，本项
目拟开发出一个以数据流特征实时感知为核心的通用软件模块——数据流大脑。该数据流大脑本质上
是计算侧和存储侧之间的一个中间层，将来自计算侧的实时访问行为进行自动分流建模，并将这些访
问流信息通过通用接口提供给预取、替换等运维调优机制。与已有技术相比，这种独立的数据流大脑
设计对上层应用透明，对下层硬件通用，同时也能提供准确的数据流整合，可以很好地规避因集成异
构或分散的存储资源而造成的性能损失。

石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启明星计划入选者。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联合博士学位，香港城市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
方向为操作系统、存储系统和分布式系统。研究工作获得多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技项目、企业合作项目的资助，研究成果发表
在包括FAST、ATC、MICRO、DAC、TC、TCAD等系统结构领域的国
际会议和期刊，并获得NVMSA 2015最佳论文奖、ASPDAC 2017最佳
论文提名奖、华为上研所2020年和2021年优秀技术成果奖。担任
DAC、CODES、ASPDAC、NVMSA等国际会议的评审委员会委员。
在嵌入式领域国际顶级会议连续多年组织存储与内存计算国际研讨会
议。2013年来，连续9年讲授《操作系统》课程。
报告题目：面向鸿蒙操作系统的跨设备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报告摘要：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智能终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每人拥有或者每家庭拥有的智能终端越
来越多，包括智能手机、智能音箱、智慧大屏、智慧空调。而这些终端之间实现高质量、用户友好的
跨设备交互是目前智能终端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向。华为鸿蒙操作系统作为目前最为广泛的一类消费终
端分布式操作系统在这一领域表现突出。本项目，我们针对华为鸿蒙操作系统展开多方面技术研究。
具体来说，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课题研究：1）研究跨设备的分布式文件系统优化，实现跨设备文件
的友好访问能力；2）研究跨设备的任务冲突优化，实现多设备交互时多任务的冲突感知调度；3）研
究跨设备的快速唤醒与快速连接技术，实现跨设备的低功耗和高速互联的能力。预期通过本项目将进
一步推动鸿蒙操作系统在跨设备场景下的友好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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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山东大学副研究员，2021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获博
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实时嵌入式系统设计、分析、与优化以及面向
无源物联网的操作系统设计。先后担任多个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近
五年以第一作者发表包括DAC、RTAS、EMSOFT、TCAD在内的CCFA/B类会议期刊论文数十篇。CCF系统软件专委、嵌入式专委委员。曾参
与华为LiteOS-intermitter内核的设计与开发工作。承担面向航天领域的国
产实时操作系统可靠性分析等项目。
报告题目：面向异构内存的可靠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报告摘要：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内存容量需求，内存生产技术和内存生产工艺获得快速发展，但同时
也带来内存出错率的大大提升。同时由于不同厂商的成产工艺差异，不同厂商生产的DRAM芯片导致
的系统出错概率存在巨大差异。内存错误，尤其是不可更改错误的产生（uncorrectable error, UCE）严
重影响系统的可靠性。为了在提高系统可靠性同时保证系统性能。异构内存架构已被广泛应用于服务
器、数 据中心等大型计算平台当中。异构内存中往往同时包含性能较低但可靠性高的内存介质，和性
能较高但可靠性低内存介质。本研究针对此异构内存架构拟，通过静态分析与动态运行时内存管理相
结合的手段设计高效可靠的内存管理机制，合理利用不同内存介质，在实现系统可靠性的同时，保证
系统的运行效率。

李广力，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特别研究助理，在吉林大学获得学
士和硕士学位，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获得计算机系统结构博士学位。主要
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编程语言与框架、深度学习编译器、神经网络模
型压缩技术。在 IEEE TCAD、ACM TACO、JSA、CGO、PACT、ICPP
等高水平国际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担任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刊
《计算机科学》、IEEE 汇刊 TNNLS 审稿人。
报告题目：面向人工智能芯片的高效自动微分框架研究
报告摘要：随着人工智能（AI）进入大模型与轻量级模型并存的时代，
AI 应用对算力的需求以远超摩尔定律的方式在增加，催生了一系列架构各异的 AI 芯片。与此同时，
研究人员对编程简洁性和多功能性的要求日益提高。在这种形势下，开发者对编程框架提出了新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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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利用自动微分来生成 AI 应用中的梯度计算代码。尽管已经有大量关于 AI 编程框架的研究工作，
但是在自动微分等新型应用需求的支持、AI 芯片算力的挖掘等方面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开发人员在使
用现有编程框架实现复杂的大型应用时，仍面临着开发困难、性能欠佳等问题，这需要从编程范式、
类型系统、编译优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思考。本研究将探索面向人工智能芯片的高效自动微分框架，从
AI 应用的可微分特性入手，构建可微分的多层次中间表示和类型系统，通过编译优化技术释放 AI 芯
片的计算潜力，提升 AI 应用软件的执行效率。

杨已彪，现任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特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兴
趣包括软件测试与分析、缺陷检测与预测等。2016年9月博士毕业于南京
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并荣获江苏省和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毕业后于2016年9月至2019年8月在南京大学计算机系从事博士后研究。
近年来，在ICSE、FSE、ASE等会议和TOSEM、TSE等期刊发表论文二
十余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和青年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青
年基金和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等项目资助。
报告题目：基于细粒度优化选项配置差分的编译器缺陷定位技术研究
报告摘要：编译器是软件构建的基石，准确定位编译器中的缺陷对于构建高可信软件产品具有重要意
义。然而，由于编译器系统庞大功能复杂，准确定位编译器的缺陷有很大挑战。为此，本研究拟基于
编译器提供的大量细粒度优化选项，构造隐藏缺陷和触发缺陷的细粒度优化配置序列，以更小代价定
位编译优化类的缺陷，有效降低根因诊断与缺陷修复成本。

陈俊洁，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特聘研究员，软件工程团队负责人。
研究方向主要为基础软件测试（如：编译系统、操作系统、深度学习系
统等测试与分析）以及在线服务系统智能运维。博士学位论文荣获2019
年度CCF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近年共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CCF
A类论文近40篇，获得五项最佳论文奖（包括ASE 2019、ISSTA 2019 、
FSE 2020、FSE 2021的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以及
ISSRE 2021的Best Research Paper Award）；担任CCF-A类会议ASE
2021评审过程主席，Dagstuhl研讨会联合主席，软件学报专刊特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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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以及FSE、ASE、ISSTA、ECOOP等顶级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
报告题目：数据驱动的 JVM 测试
报告摘要：JVM是Java程序运行的重要基石，其稳定性影响基于其运行的Java程序。与其他软件缺陷不
同，JVM缺陷会带来更广泛的影响。因此，保证JVM质量至关重要，其中JVM测试是保证JVM质量的
最重要手段之一。本项目旨在生成具有强揭错能力的测试程序并设计具有强捕错能力的测试预言，以
提升JVM测试效果。为了达到该目标，本项目拟采用数据驱动的方式，利用历史揭错测试程序的素
材，结合新的程序上下文信息，通过深度学习技术支撑有效测试程序的合成，并对所生成程序的内部
状态进行充分探索以增强缺陷捕获能力。该方法不仅测试广泛使用的开源JVM（如：HotSpot和
OpenJ9），也将集成BishengJDK，对华为国产JVM进行有效质量保证。

葛季栋，副教授/博导。2007 年获南京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
自然语言处理与智能软件工程、分布式计算与服务计算等。IEEE TMC、
IEEE TPDS、IEEE/ACM TNET、IEEE/ACM TASLP、ACM TKDD、
IEEE TSC、JASE、Inf. Sci.、JSS、JPDC、ComNet、FGCS、JNCA、
ESA、ExpSys、JSEP、SCIS、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电子学报等国内
外期刊和 ICSE、FSE、ASE、AAAI、EMNLP、IWQoS 等重要国际会议
上录用和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期刊论文 36 篇，CCF 推荐 A 类
会议/期刊论文 12 篇。研究成果工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50 项，其中已授权
6 项。
报告 题目：SaferRW: Go 语言程序的数据竞争静态检测分析技术研究
报告摘要：随着大数据、分布式等技术的发展，并发程序的开发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由于并发
程序中代码执行次序的不确定性，并发程序缺陷往往具有难调试、难复现的特点，由此所造成的损失
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使用自动化方法检测并发缺陷是一种常用且有效的途径。Go 语言是当前较为
流行的一种并发程序编程语言，它采用了基于 CSP 的并发编程模型，使用信道进行协程之间的通信，
与传统基于锁的并发编程相比，其更加简单易用。然而，这样的设计并没有减少并发缺陷的产生，反
而增长了产生并发缺陷的可能性。这是由于 Go 语言混用多种并发编程模式，且面向对象语法设计得
不够严谨，使得开发人员容易出错。数据竞争是一类常见的并发缺陷。本项目我们希望针对 Go 语言
的特性设计一个轻量的数据竞争静态检测算法，能够兼顾分析速度和准确率，同时具有较好的用户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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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国柱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2017年博士毕业于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18年加入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担任副研
究员。曾获2019年ACM中国SIGSAC科技新星。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人工
智能安全与隐私、移动安全分析和测试，在USENIX Security、CCS、
ICSE、FSE等国际CCF-A类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了如科
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CCF-腾讯犀牛鸟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报告题目：终端智能模型的安全威胁研究
报告摘要：深度学习模型已广泛用于终端设备如手机、智能音箱、摄像头等。但这些模型一旦部署在
不受信任的设备中，就会遭受多种攻击的威胁。本报告将介绍我们对 Android 应用中深度学习模型的
安全风险研究。该工作设计了一套自动化的方法实现对现实世界中深度学习模型的安全评测，包括从
Android 应用中自动提取深度学习模型，捕获模型的输入和输出，生成对抗样本评测模型鲁棒性。通
过对 62,583 个Android应用程序进行分析，揭示了真实世界中深度学习模型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和防御
技术。

吴昊，南京大学计算机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移动计算及
其隐私安全。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在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
并获得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优秀博士论文。现担任第二届大数
据与隐私计算专委会委员，CCF系统软件专业委员会通讯委员，“紫金
山英才”栖霞先锋计划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发表
在MobiCom，MobiSys,WWW,《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等国内外顶级学术
会议和期刊上。现主持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1项。围绕移动
智能和隐私计算取得授权发明专利5项，部分专利技术进行落地转化，获
得“赢在南京”大赛栖霞区第一名、创栖霞大赛三等奖。
报告 题目：面向隐私计算的边缘协同训练新范式研究
报告摘要：万物的泛在互联和深度的人机交互产生了海量的边缘数据，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更让人们
对数据共享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产生无限遐想。然而，数据隐私安全与数字经济、智能技术发展
之间的博弈与冲突正被推向风头浪尖。各界都在积极探索、研发有效的数据隐私保护方案来促进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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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流通共享。本报告将瞄准异构数据海量、保护需求多样、场景动态复杂、隐私认知差异等多个
挑战性问题，介绍隐私计算在边缘智能场景下的研究工作，并以已有研究为基础讨论探索隐私安全性
与协同可用性平衡的协同训练新范式设计。

汤战勇，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国之颐睡眠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陕
西省无源感知物联网科技创新团队核心成员。目前主要围绕物联网软件
与系统安全、无线感知识别与用户认证展开研究，主持和参与各类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国基金面上、省部级课题以及企业项目二十余项，相关
成果在CCS、PLDI、NDSS、PACT、MOBICOM、INFOCOM、

UBICOMP、SenSys以及TIFS、TOPS、TON等一流会议和期刊上发表，
获CCS'18和SenSys'19最佳论文提名。部分研究进入欧美等一流大学计算
机课堂,不仅被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福布斯、新华社广泛报道,而且在蚂蚁
集团、华为2012实验室、腾讯等企业落地。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陕
西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一等奖,ACM China新星奖(西安)。
报告题目：基于历史提交代码与预生成模型混合驱动的开源漏洞挖掘方法
报告摘要：开源软件是软件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开源软件漏洞是软件供应链安全的重要威
胁。本报告拟从开源漏洞数据集构建、静态漏洞检测和动态漏洞挖掘三方面面临的问题入手，结合开
源仓库软件历史提交的漏洞信息以及预生成模型与导向变异测试，探讨如何构建智能漏洞检测系统，
促进开源软件的安全应用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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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华为胡杨林基金-软件工程专项论坛
论坛简介：
“CCF-华为胡杨林创新基金”是由华为与中国计算机学会联合发起，致力于为海内外高校及科研
院所的学者搭建产学研合作及学术交流的平台。本次论坛邀请了获得 2021 年软件工程专项资助的优秀
学者进行项目结题及获得 2022 年资助的优秀学者进行项目开题报告研讨及技术交流，旨在进一步交流
项目的方案、技术与应用场景，加强学术界与工业界合作，促进软件理论研究、工具成果和行业实践
应用的融合发展。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9:00-17:00
论坛日程：
时间

议题名称

报告人

“华为技术挑战”及“2021 年软件工程专项结题报告”研讨

9:00~9:20

“开源漏洞发现与修复”技术挑战

9:20~9:40

“基于大模型的代码生成”技术挑战

9:40~10:00

基于 Git DAG 模型的非对等分布式版本控制

10:00~10:20

敏感操作推理识别与缺陷检测

10:20~10:40

休息

梁广泰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马宇驰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朱家鑫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梁 彬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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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基于 STRIDE 方法的安全威胁识别及测试生成

张 贺

技术研究

南京大学

知识图谱与集成指标融合的软硬件多场景测试

巩敦卫

用例快速精准筛选

中国矿业大学

基于日志的轻量级异常检测与根因定位算法研

贺品嘉

究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大规模高质量软件缺陷库的构建与应用

刘 辉
北京理工大学

2022 年软件工程专项开题报告研讨
12:00~14:00

午休

14:00~14:20

业务特性感知的资源调度技术

14:20~14:40

基于模式挖掘的缺陷自动修复技术研究

14:40~15:00

赵来平
天津大学

黄凯锋

挖掘

复旦大学

Flaky 测试的根因分类定位方法

15:20~15:40

休息

15:40~16:00

基于知识图谱的多态失败日志根因定位机制

16:00~16:20

面向研发数据的知识图谱构建技术研究

16:40~17:00
17:00

天津大学

基于开源漏洞特征库深度构建方法的同源漏洞

15:00~15:20

16:20~16:40

姜佳君

董 震
复旦大学

张圣林
南开大学
方一向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面向自主可控的新型智能合约编程语言及其配

李杉杉

套开发生态研究

南京大学

上下文感知的多级修复模式及其自动挖掘技术

裴 玉

研究

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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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王千祥，华为云智能化软件研发首席专家，PaaS 技术创新 LAB 主任，华
为可信领域科学家，主导华为公司的智能化软件研发，结合 AI 技术与软
件分析技术，赋能公司的系列软件研发工具。

论坛主持人:
梁广泰，华为云 PaaS 技术创新 Lab 软件分析 Lab 负责人、智能化开发服
务领域首席技术专家。14 年初获得北京大学计算系博士学位，之后入职
IBM 中国研究院担任研究员职位。16 年 5 月加入华为工作至今，带领团队
先后围绕代码缺陷检测与修复、开源成分分析与治理、代码智能同步/重构
/移植等方向成功孵化多项智能化开发服务并规模化落地。至今已发表 top
会议期刊论文 30 余篇（含 ICSE/FSE/ASE/OOPSLA 等），曾获 FSE 最佳
论文奖，先后担任一系列软工 Top 国际会议 PC Member/Chair 等角色（含
ICSE/OOPSLA/ISSRE 等）。

万锐媛，华为研发工具测试技术专家。12 年初获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博
士学位，UC Berkeley EECS 访问学者。16 年 7 月加入华为至今，从事智
能辅助测试技术探索、工程工具落地规划、设计，带领团队先后围绕智能
辅助测试设计、测试模型推荐生成、自然语言测试步骤推荐测试 API, Rest
接口场景级用例全自动生成，多目标精准回归，测试失败智能定界等方向
成功孵化多项智能测试服务并规模落地应用，先后获得华为 2012 实验室
总裁个人奖、金牌团队，光产品线总裁奖，上研所长奖，数机研发部长奖，
数字能源总裁奖，多次获得华为海盗派重大测试技术突破奖。至今申请专
利 5 项，担任 ICST、ISSRE 等国际会议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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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梁广泰，华为云 PaaS 技术创新 Lab 软件分析 Lab 负责人、智能化开发服
务领域首席技术专家。14 年初获得北京大学计算系博士学位，之后入职
IBM 中国研究院担任研究员职位。16 年 5 月加入华为工作至今，带领团
队先后围绕代码缺陷检测与修复、开源成分分析与治理、代码智能同步/
重构/移植等方向成功孵化多项智能化开发服务并规模化落地。至今已发
表 top 会议期 刊论文 30 余篇（ 含 ICSE/FSE/ASE/OOPSLA 等）， 曾获
FSE 最佳论文奖，先后担任一系列软工 Top 国际会议 PC Member/Chair
等角色（含 ICSE/OOPSLA/ISSRE 等）。
报告题目：“开源漏洞发现与修复”技术挑战
报告摘要：开源供应链为企业提供了大量“免费午餐”，但开源漏洞的
存在也给企业带来了严峻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多的黑客会优先利用开源漏洞攻破商业产品防线，开源
成分的安全管理迫在眉睫。Forrester Research 研究也表明，应用软件 80%~90% 的代码来自开源组件。
开源安全性不容乐观，它已成为软件供应链安全问题增长的重要因素。开源漏洞层出不穷，一个小小
的安全漏洞（如 Log4j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却足以搅动整个软件或互联网产业发生地震（进行大面积
库升级或替换以缓解安全危机）。为了缓解漏洞带来的严重影响，希望基于“开源大数据”进行智能
挖掘与洞察，探索一系列技术以快速感知开源安全漏洞并进行精准漏洞影响范围通知及安全响应，从
而大大降低上述时间空档，为未来开源组件使用场景提供有力安全技术保障。

马宇驰，华为云 PaaS 技术创新 Lab DevAI Lab 负责人、AI 算法科学家、
智能化研发算法技术专家。毕业于四川大学本硕博连读计划，17 年获得
博士学位即入职华为，历任 AI 算法科学家、智能化测试技术专家、研发
智能博士军团 Leader 等岗位。17 年加入华为工作至今，带领团队先后围
绕智能化
代码生成、智能化测试、智能化运维、智能路由与调度等方向成功孵化
多项智能化服务并规模化落地并外溢，先后获得华为金牌个人、金牌团
队、总裁个人、总裁团队等奖项。
报告题目：“基于大模型的代码生成”技术挑战
报告摘要：2022 年 6 月微软 CEO Satya 在 Build 2022 上面宣布：面向程序员的 AI 代码生成插件
Copilot 结束自 21 年底起的内测，正式向全网发布，截止至发布日，Copilot 已积累 120 万用户。同月，
亚马逊 DATA VP Swami 发布了名为 CodeWhisperer 的 AI 编程辅助工具，并在功能上对标 Copilot。

在 11 月，华为云全球生态总裁 康宁也经由 HC 大会发布了名为 CodeArts-Snap 的 AI 代码生成插件。
无论是从 Gartner 的 2022 技术趋势对于生成式 AI 技术的产业趋势判断，还是从今年以来，一线大厂相
关产品密集的发布来看，基于大模型技术的智能编码技术已经成为了开发新范式的趋势，将助力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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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更高的软件交付效率和质量应对变化的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围绕这一系列智能编码产品背后的
数据、模型、性能优化、Prompt Refine、后处理、下游任务等关键模块也给产业界与学术界带来了全
新的技术挑战。

朱家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家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软件工程，长期从事开源治理、软件资产管理、开发运维一体化的研究
工作，特别地，在版本控制系统及版本控制数据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和实
践经验。朱家鑫博士作为项目负责人、核心骨干承担、参与多项开源软
件生态、智能化软件开发相关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软件所优秀 青年项目等， 相关研究成果 在 ICSE、 FSE、
ISSTA、TOSEM 等领域顶级会议发表，获 2021 年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
步一等奖，并支持了“木兰”开源社区的建设。
报告题目：基于 Git 的非对等分布式版本控制方法
报告摘要：版本控制是软件开发的一种基本实践方法，版本控制系统记
录和管理着软件项目在开发演化过程中代码的变更，有效支撑了大规模软件项目的团队协作，特别是
以 Git 为代表的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促进了开源开发模式的快速普及和发展。Git 凭借其巧妙的分支模
型等特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部分实践场景中 Git 还存在访问控制机制简单，数据传输、存储
开销大，数据压缩和检索效率低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基于 Git 原生数据模型提出一种非对等
的分布式版本控制模型及相关关键技术，实现了对 Git 数据的文件级的访问控制和自适应存储，Git 数
据的传输和读取时耗的显著降低。

梁彬，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软件安全性分析及
信息安全攻防对抗，长期从事软件安全性分析技术研究，近年来主要研究
方向包括：代码智能分析、代码挖掘、移动安全及人工智能系统攻防等，
曾获 CCF 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一等奖。
报告题目：敏感操作推理识别与缺陷检测
报告摘要：探索基于代码大数据分析的敏感操作自动识别方法。根据少量
已知敏感操作实例或敏感操作特征，综合采用数据挖掘、代码表征、类比
推理、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从大规模代码中自动识别类似的未知敏感操作。
核心技术思路为在合适的操作（函数）表征学习的基础上，综合函数引用
上下文信息，并妥善处理稀有函数，基于类比推理发现与已知敏感操作相
似的未知敏感操作。最终，根据上述自动识别的敏感操作配置相应的检测
规则以发现目标系统中的相关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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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贺，博士，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软件研发效能实验室主任，
兼任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资深主任科学家。曾
在欧洲和澳洲从事软件工程产业实践与学术研究十余年，主要研究方向
包括：DevOps（研发运维一体化）、持续软件工程、软件架构、软件过
程、软件质量、软件安全、软件标准化、AI 工程、经验软件工程、区块
链软件工程等。担任 APSEC、EASE 等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委员（主席），以及多个国际学术会议程序委员。负责主持
多个澳大利亚、爱尔兰、挪威等国家级科研基金项目，以及中国自然科
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与国内外几十家软件企业、机构、标
准化组织开展合作，致力于构建软件研发效能提升理论及系统化解决方
案。著有英文专著两部，并在国际软件工程学科主流期刊和会议上发表
论文 180 余篇，其中 11 篇会议/期刊长文获国际最佳论文奖。
报告题目：基于 STRIDE 方法的安全威胁识别及测试生成技术研究
报告摘要：目前威胁建模、安全风险分析多依赖分析人员安全技术水平，技术门槛较高，分析质量参
差不齐，自动化程度不足，威胁识别结果不能很好地指导后续的设计和开发，缺乏满足业界需求的自
动化识别威胁并生成测试的工具。项目研究基于 STRIDE 方法研究识别安全威胁并进一步生成测试的
技术，提供可供业界使用的自动化工具，通过自动化识别安全风险和测试生成来提升威胁建模质量和
速度，在软件开发早期需求和设计阶段进行安全威胁分析并生成测试，指导后续的开发和测试设计，
将安全技术更好地嵌入到软件设计和开发之中。

巩敦卫，中国矿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计算机学会杰出会
员、软件工程专委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基于智能优化和知识图谱的软件
工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 项（含重点项目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项目、国家“973”计划子课题、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子课题各 1 项，此外，主持 CCF-华为软件工程创新研究计划项目
1 项。研究成果获 2017 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二等奖
和 2018 年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均排名第 1）；获授权发明专利 26 项；
发表包含 IEEE TSE、TR 和 ACM TOSEM 等在内的中科院一、二区期刊
论文 80 余篇。
报告题目：知识图谱与集成指标融合的软硬件多场景测试用例快速精准
筛选
报告摘要：软硬件兼容性测试通常需要在环测试部分或全部软硬件形态组合。目前，由于芯片、器件、
单板等硬件更新频繁，导致软硬件形态组合呈现爆炸性增长，极大增加了测试难度。如何在有限时间
内精准快速地筛选最小测试用例集和相关形态组合，同时保证测试缺陷优先拦截、软硬件变更覆盖、
测试等价类挖掘，是一项十分新颖且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报告介绍通过构建和应用知识图谱，并集成
多种指标，实现白盒和黑盒测试用例有效筛选的主要技术、测试结果，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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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品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助理教授。贺品嘉教授的研究方向为软
件工程、软件测试、软件安全、智能运维、可信人工智能等。 近年来，
他在 ICSE, ESEC/FSE, ASE, ISSTA, OSDI, CSUR, TDSC 等顶级会议期刊
发表过学术论文 30 余篇。获得首届 IEEE 开源软件服务奖、ISSRE 最有
影响力论文奖、ISSRE 2022 杰出审稿人奖。其 Google Scholar 引用超
2600 次，H-Index 为 20。主导的自动化日志分析开源项目 LogPAI 在
GitHub 上被 star 3000 余次，并被 380 多个学界业界组织下载 8 万余次。
贺品嘉教授是 ICSE, ESEC/FSE, SANER, ISSRE 等会议的程序委员会成
员，POPL, OOPSLA 等会议的 Artifact Evaluation 委员会成员，TOSEM
期刊的杰出审稿人。
报告题目：基于日志的轻量级异常检测与根因定位算法研究
报告摘要：目前基于日志的异常算法研究普适性较差，无法被应用于业
界真实场景。此外，在异常检测后，开发者需要对导致异常的根因进行分析。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本项目通过对当前的典型异常检测算法进行了鲁棒性评估，发现多种异常检测算法的性能在不同的数
据分布和标签噪声的影响下波动显著。尽管深度学习在异常检测的任务上效果出色，但是这些方法通
常需要花费较久的时间去训练和推理。我们通过改进日志向量化处理的方式，并采用贝叶斯优化器来
进行训练、推理时间和性能的多目标优化，使得轻量级异常检测模型能以较少的训练和推理时间取得
与深度模型相当的准确性。在根因分析上，本项目使用失败用例聚类算法在产品线数据上进行测试。
我们考虑了超图聚类算法、频繁项聚类算法以及优化超图聚类算法等。我们对不同算法的效果进行了
评估与分析。

刘辉，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CCF 杰出会员，软件工程专委会
常务委员。长期从事软件质量保障和智能软件开发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
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及重点项目，参与自然基金重大
项目及重点研发项目，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以第一
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CCF A 类论文二十余篇，曾获得 2016 IET Premium
Award、RE’2021 最佳论文奖以及 ICSE 2022 杰出论文奖，担任 IET
Software 副主编。
报告题目： 大规模高质量软件缺陷库的构建与应用
报告摘要：大规模高质量软件缺陷库对软件缺陷相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比如缺陷定位、程序修复、软件测试等软件工程领域的研究热点。
但现有缺陷库的规模和质量严重制约了缺陷相关的研究工作：基于变异技术自动构造的缺陷无法代表
真实缺陷；从代码管理器中自动挖掘的缺陷及其补丁则往往不够精确，包含大量与缺陷无关的操作；
而由专家/程序员手工构建的缺陷库则而难以有效扩大缺陷库的规模。为此我们重点研究了基于开源项
目 的 精 准 补 丁 抽 取 方 法 ， 构 建 了 一 个 大 规 模 高 质 量 软 件 缺 陷 库 GrowingBu
（https://github.com/liuhuigmail/GrowingBugRepository）。本次报告将介绍缺陷库构建的背景、意义、
方法、成果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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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来平，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副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云计算、数据
中心和操作系统相关技术研究，在 ASPLOS、SC、ATC、Eurosys、TPDS、
HPDC、ICDCS、TCC、TSC 等云计算系统相关领域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
和 期 刊 发 表 论 文 超 过 40 篇 ， 申 请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20 余 项 。 曾 荣 获
AINA2012 国际学术会议最佳学生论文奖、SC2021 最佳论文提名，其研究
工作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津市人工智能重大专
项及华为、美团、字节跳动、58 同城、紫光云等公司的支持，相关成果荣
获天津市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
报告题目：业务特性感知的资源调度技术
报告摘要：云上任务规格多样，业务周期不断变化背景下，为提高云计算
资源的有效利用，本项目将探索两个问题：（1）如何通过任务分配及调
度技术，混部等技术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达到资源利用率的提升，降低大量的成本浪费。（2）如何
解决 Severless 场景下，函数冷启动率导致的延迟高开销大问题。

姜佳君，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CCF 会员、
CCF 软件工程专委委员。2015 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获得学
士学位，202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软件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
域为软件测试与分析，包括软件缺陷自动定位、缺陷自动修复、深度学习
系统调试和程序变换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软件工程领域高质量会
议和期刊上，包括软件工程领域 CCF-A 旗舰会议 ICSE、ESEC/FSE 、
ISSTA 和 ASE 等。2021 年获得 IEEE TCSE 杰出论文奖。多次受邀担任领
域权威期刊的审稿人，包括 TSE、TOSEM、EMSE 和 STVR 等；受邀担
任 ICSE’24、SANER’23、ISSRE’22、ASE’21 等多个国际学术会议
的程序委员会成员和 session 主席。担任 ISSTA 2019 志愿者主席、2022 年
中国软件大会专刊编委。
报告题目：基于模式挖掘的缺陷自动修复技术研究
报告摘要：探索基于缺陷历史的修复模式自动挖掘和自动修复技术，通过定义缺陷修复模式描述语言
实现修复模式的增删改查等功能，并实现基于该描述语言的模式自动匹配和补丁自动生成方法。通过
分析和提取代码上下文特征，构建修复模板泛化预测模型，支持从单个代码修复样例构建通用模板。
综合应用程序分析、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等技术，实现高质量修复模板库的构建用以指导修复补丁的
高效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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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凯锋，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博士后研究员，CCF 软件工程专
委委员，入选 2022 年复旦大学超级博士后计划。2022 年 1 月博士毕业
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导师是彭鑫教授与陈碧欢副教授，获
得 2022 年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研究方向主要为开源软件供应链、
软件工程。博士期间曾获得 2018 年国家奖学金，多次获得复旦大学优
秀学业奖。设计实现的代码差异分析工具和开源漏洞影响分析工具分别
获得 2018 年 NASAC 原型系统竞赛二等奖和 2020 年 ChinaSoft 原型系统
竞赛二等奖。至今已在 ASE、ESEC/FSE、EMSE、ICSME 等知名国际
会议和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获得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ASE 2018）
与 IEEE TCSE 杰出论文奖 (ICSME 2020)。
报告题目基于开源漏洞特征库深度构建方法的同源漏洞挖掘
报告摘要：探索 C++、Java 生态开源漏洞特征库的深度构建方法，提取代码属性图的跨方法特征、代
码属性图的演化特征、漏洞补丁以及补丁关联特征，增强漏洞的特征表示，构建语义信息更为丰富的
开源漏洞特征库；基于深度构建的开源漏洞特征库，通过对 C++、Java 软件项目的演化分析、跨方法
代码属性图分析、多点匹配特征关联分析，与开源漏洞库特征精准匹配，从而实现 0-day 同源漏洞的
有效挖掘。

董震，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副研究员，曾任新加坡国立大
学计算机系高级研究员，致力于软件分析与软件测试研究。先后参与
完成多个国际联合项目，包括卡巴斯基公司、新加坡电信公司、澳大
利亚蒙纳士大学等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合作项目，在 ICSE，FSE，
ISSTA， ASE 等国际会议上发表研究论文 20 余篇，获得 ICSE'20 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 、 AsiaCCS ’ 21 Best Paper Award
(1/370)、ASE’22 Distinguished Reviewer 等奖项或荣誉称号，长期担
任知名期刊审稿人、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报告题目：Flaky 测试的根因分类定位方法
报告摘要：测试用例在同版本的软件代码上多次运行有可能出现不同
的测试结果，即有些测试成功，有些测试失败，被称之为“Flaky 测
试”。Flaky 测试失败会被“误认为”软件中存在缺陷，浪费开发人员大量时间来定位根因，因此，需
要识别出 Flaky 测试避免对开发人员造成困扰。当前 Flaky 测试方法主要依赖于“重跑验证”的方法，
即多次运行测试用例检测其结果是否一致。基于“重跑验证”的方法虽然简单、易操作，但是会耗费
大量的计算资源。本项目致力于研究非“重跑”的检测方法，利用测试日志、测试脚本、用例执行结
果以及环境信息等多维数据来推断测试失败是否由于 Flaky 测试引起的，同时对 Flaky 测试的根因进行
自动分类，为开发人员解决 Flaky 测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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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圣林，南开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于机器学习
的智能运维，包括异常检测、故障定位、根因分析和故障预测等。获
ISSRE 18 最佳学术论文奖、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市科技进
步 一 等 奖 、 华 为 “ 最 佳 技 术 合 作 教 授 ” 。 在 ATC, WWW, VLDB,
SIGMETRICS, CoNEXT, INFOCOM, IJCAI 等国际会议和 JSAC, TC, TSC,
TNSM, JSS 等国际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 40 余篇。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2 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横向项目十余项（与华为、
字节跳动、网商银行、中兴等合作）。于 2014-2017 年在百度运维部实习，
并于 2018-2019 年在阿里巴巴从事访问学者研究。担任 CCF 软件工程专
委、互联网专委、服务计算专委执行委员， YOCSEF 天津 AC 委员，
WSDM23, WWW22, ICNP22, IWQOS 22, ISSRE 19/20/21/22 程序委员会委
员，JSAC, TDSC, IoTJ, ASUR, TNSM, JCST 等期刊审稿人。
报告题目：基于知识图谱的多态失败日志根因定位机制
报告摘要：本报告将探讨基于多态日志（测试日志、产品日志、运行日志、环境日志等）及其他软件
数据（业务配置、环境配置、测试脚本等），利用并完善多态失败数据间的关联关系。提取同用例历
史执行轮次多源信息的特征，提升测试失败分类定位算法系统准确性。在实现有效提取多态失败日志
特征的基础上，完成多用例同类失败原因特征的正则或字符串规则的提取，提升测试失败分类定位算
法系统可解释性。改善由于海量失败日志数据标注工作量大且失败日志模式多变所引起的部分数据标
注质量不佳以及类别标签变动等问题，提升失败分类分析和定位分析准确性。

方一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数据科学学院副教授，ACM 会员，CCF
会员，香港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面向大数据（主要为大规模图数据和空间
数据）的管理、挖掘、人工智能等相关课题。已在国际数据库和数据挖掘
领域的会议/期刊（例如顶级会议 VLDB、SIGMOD、ICDE、NeurIPS 和
顶级期刊 TODS、VLDBJ、TKDE 等）累计发表论文 60 多篇及专著 1 部，
包括 CCF-A 类论文 30 多篇。其中 一篇代表性研究成果 的论文被评为
SIGMOD 2020 会 议 的 最 佳 论 文 之 一 （ ~4/458 ） ， 并 荣 获 2021 ACM
SIGMOD Research Highlight Award。目前担任 CCF-B 类期刊《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的编委，以及《Applied Sciences》的客座主编。
曾担任数据库和数据挖掘领域多个顶级会议（例如 PVLDB、ICDE、KDD 等）的程序委员会成员以及
顶级期刊（例如 TKDE、VLDBJ 等）的审稿人。
报告题目：面向研发数据的知识图谱构建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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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知识图谱由于其多维度、结构化、高可解释性等特点，常被用于异构数据的查询和推荐等
场景。在软件研发中，通常会产生代码、用例、执行结果等大量来源于不同服务系统且具有多源异构
性的数据。因此，通过对研发数据中实体和关系的识别，构建知识图谱，能够有效支撑用例推荐、代
码语义搜索、代码自动生成等应用，提升研发效率。本项目拟开展面向研发数据的知识图谱构建技术
研究，包括实体和关系识别、实体消歧、关系补全等研究内容。本项目将首先深入分析研发数据的结
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等特性，然后分别设计针对性的实体和关系识别算法。其次还将解决研发数
据知识图谱中相同实体存在多个不同表示的实体消歧问题，以消除知识图谱的二义性，提升知识图谱
的质量。最后还将对研发数据知识图谱中的关系进行修正和补全，进一步完善研发知识图谱。

李杉杉，南京大学软件学院助理研究员，CCF 专业会员，软件工程专委和
区块链专委委员。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曾在澳大
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接受联合培养一年。主要研究方向：软件体系结构、区
块链与智能合约技术、微服务架构、DevOps、经验软件工程等。具体研究
内容包括区块链和微服务软件质量保证、智能合约微服务化设计、智能合
约开发运维一体化 DevOps 技术等。在本领域 IST、JSS、软件学报等一流
期刊和 EASE、APSEC、ICSA 等权威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多篇，申请并获
得发明专利授权多项。是软件工程领域知名期刊 IST 和会议 EASE 的审稿
人，EASE2023 会议论文集编委会主席。主持一项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项目-面上项
目，一项华为胡杨林基金软件工程专项项目，以核心骨干成员的身份参与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重点项目等多项区块链领域的课题项目。
报告题目：面向自主可控的新型智能合约编程语言及其配套开发生态研究
报告摘要：智能合约语言作为区块链中的核心技术，国内相关研究较少，缺乏自主可控能力，易成为
“卡脖子”技术。一方面，现有的智能合约编程语言也存在移植性较差、运行效率低、编写难度较大
等问题；另一方面，目前的智能合约开发实践中，由于缺少可定制化编程模型以及一站式集成化开发
工具，导致智能合约开发周期长、开发难度高且代码质量低。本项目旨在提升智能合约语言的自主可
控能力，力争在执行效率与安全性不低于现有主流智能合约的前提下，提高智能合约的研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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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玉，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
包括软件测试自动化、自动程序修复、移动应用 GUI 测试生成与修复、
程序分析与验证等，已在 ICSE，ISSTA，ASE 等国际会议和 TOSEM、
TSE 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目前担任多个国际学术会议的程序
委员会委员，是 TOSEM，TSE，TDSC 等国际期刊的审稿人。
报告题目：上下文感知的多级修复模式及其自动挖掘技术研究
报告摘要：本项目拟设计、实现一种新型的、自动从已有补丁挖掘修复
模式的技术以改善基于模式的自动程序修复的有效性与效率。与已有技
术相比，新技术首先提取每个补丁对应的代码变化并分析补丁中代码元
素与修复上下文之间的语义关联，然后按照代码变化的粒度将补丁分级并通过融合结构相似的补丁以
形成修复模式，最后综合考虑修复模式的多方面特性对其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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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基础软件论坛
论坛简介：
基础软件是操作系统、数据库、办公软件和各类中间件的统称。嵌入式基础软件则是应用嵌入式
系统中的基础软件。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所确定的国家十六个
科技重大专项排名之首就是核高基重大专项，即“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产品”，
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嵌入式基础软件，在航天、航空、军工、工业控制等多个领域应用广
泛，近几年来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业界已经由国外嵌入式操作系统主导，转向由国产自主可控
操作系统代替的良好局面。不论是从关键技术的突破上，还是从产业化的集成应用方面，国产嵌入式
基础软件都有长足的进步。
本次嵌入式基础软件论坛聚焦产业生态和最新理论研究进展，深度解析我国嵌入式基础软件领域
现状，研讨目前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工业界的应用成果、主要问题和挑战等。论坛邀请了来自学术界
和工业界多位顶尖专家，旨在深化拓展学术研究成果与产业实践需求交叉，加强学术界与工业界合作，
促进我国基础软件理论研究和产业发展，为我国基础软件做出贡献。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7 日 上午 8:30-12:30
论坛日程：
时间

题目

嘉宾

8:30-8:40

开幕式；论坛主席致辞

牛建伟、崔西宁、胡春明

8:40-9:10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何小庆

9:10-9:40

车控软件栈测评

姜 宇

9:40-10:10

航空嵌入式软件的适航审定考虑

包健波

10:10-10:40

聚元 PolyOS；面向 RISC-V 的 AIoT 嵌入式操作系统

于佳耕

10:40-11:10

以 Linux 为中心的综合嵌入式软件平台

任 慰

11:10-11:40

基于模型的安全关键嵌入式系统工具软件技术

李亚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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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牛建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简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科技部重点研发计
划首席专家，全国优秀科技教师。2002 年获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
机学院博士学位，入选教育部 2009 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10.1－2011.2 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做访问学者。获得 2013 年教
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2016 年获得国家 863 科技创新之星荣誉称号。
2017 年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2018 年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是
JNCA 等多个期刊的 AE。近年来主持了国家自然基金、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多个项目。
在国内外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包括 CCF A 类论文 30 多篇）。ESI 高被引论文 6
篇，H-index 54，SCI 它引共 4500 多次（google 引用 11000 余次），最高单篇 SCI 它引 300 多次。获得
JNCA、IEEE ICC、WCNC 等多个期刊和会议最佳论文，出版学术著作 2 部，已授权 60 多项技术发明
专利。

崔西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

简介：工学博士，研究员，在航空工业计算所从事机载计算机软件研发
工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术专家。CCF 系统软件专委会
常委、软件工程专委会委员、嵌入式系统专委会委员，航空学会高级会
员。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多项预研、型号和核高基项目。在航电系统体系
架构、容错重构、信息安全、嵌入式系统等多个领域有深入研究，先后
在多项型号、预研项目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发表论文 50 余篇，授权专
利十余项，编写了集团标准 7 项，工信部行业标准 HB 5 项，主编了《嵌入式系统设计师教程》。获航
空学会一等奖 1 项，部级奖 9 项、集团级 8 项；荣立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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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简介：工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软件学院院长。CCF 系统软
件专委会常委，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主
要研究方向为分布式系统、计算系统虚拟化、大规模分布式数据处理、
分布式图计算系统、移动计算与云端融合等。自 2000 年以来作为负责
人或技术骨干参与多个 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及北京市科委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 1 项，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在
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

论坛嘉宾：
何小庆 ，嵌入式联谊会秘书长、北航《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副
主编、麦克泰软件公司创始人。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理事、中国计算机
学会嵌入式系统专委会常委，德国 embedded world Conference 2023 程
序委员会委员。出版有《嵌入式操作系统风云录》，《嵌入式实时操
作系统》和《深入理解 RISC-V 程序开发》等 7 本中英文著译作，在国
内外科技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并在高校和企业兼职授
课。长期从事嵌入式与物联网技术、产业和教育方面工作。关注方向：
嵌入式与物联网操作系统，RISC-V 处理器技术与生态建设。
报告题目：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报告摘要：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RTOS）是各类电子产品的心脏，应
用覆盖消费、工业、通信和航空航天等产业。报告首先介绍了 RTOS 的概念，阐述了商业与开源
RTOS 发展历程，分享了进入智能物联网时代的 RTOS 的技术特点与生态现状。报告重点讨论未来
RTOS 在虚拟化、微内核和异构多核三大方向的技术趋势。报告最后展望了 RTOS 在智能工业和汽车
电子领域应用的新机遇，国产 RTOS 在这些领域的技术挑战与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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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宇，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曾获 2015 年 CCF 优秀博士论文奖、
2020 年阿里巴巴达摩院青橙奖，2021 年微众学者等奖励。在 ACM
SOSP，IEEE S&P, USENIX ATC 等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获
EMSOFT，FSE 等会议的最佳论文或提名奖 6 次，主持基金委重大研究
计划培育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华为大颗粒研究计划项目等
横纵向课题 20 余项。在 MySQL、Safari 和 Linux 等广泛使用的系统软
件中挖掘 200+漏洞并被收入中美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相关自动化漏
洞挖掘技术被并入谷歌 ClusterFuzz、微软 OneFuzz 等平台。研发的模糊
测试引擎 WingFuzz 在 Google 的 FuzzBench 官方评测中排名第一。研究
方向为软件系统的安全分析，重点关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软件的测试
与防护。
报告题目：车控软件栈测评
报告摘要：随着车联网及自动驾驶等技术的高速发展，车辆控制软件的规模也日益庞大，测试分析的
难度及对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大。从上层应用和协议到底层的内核等，微小的漏洞，都可能被触发利
用引发严重的后果。所以，针对车控软件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本报告首先介绍模型驱动的车控应用
软件的开发及测试方法，提升基于模型的代码测试及综合效率，再介绍针对 DDS 库、RTPS 协议、
RTOS 内核等典型车控软件的模糊测方法，提出基于智能动态调度的应用库模糊测试、跨状态覆盖搜
索的协议模糊测试和任务感知学习的内核模糊测试，提升车控软件栈的整体安全测试效果。

包健波，曾任央企航空公司主管工程师、民机适航审定主任监察员、高端
装备制造业投资顾问、装备标准数据和数字工程应用软件公司创始人，现
任航天信息华迪计算机集团有限公司事业部总工。主要研究范围包括航空
机载嵌入式系统软件领域的标准化、合规性、符合性方法以及设计保证体
系建设等。
报告题目：航空嵌入式软件的适航审定考虑
报告摘要： 现代航空机载系统从第三代跨越至第四代，机载嵌入式软件采
用了综合模块化航电 IMA 系统、高速机载网络、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MBSE 和人工智能 AI 等技术。本报告从航空嵌入式系统软件发展，讨论了
航 空 嵌 入 式 系 统 软 件 的 适 航 考 虑 ， 以 及 航 空 嵌 入 式 软 硬 件 RTCA DO178/DO-254 标准的审定要素和评审要求，并探讨了航空嵌入式软件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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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佳耕，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主持国自然
青年基金和军委科技委重点课题，并作为核心人员参与多个国家级科研
项目，包括核高基中安全可靠桌面计算机操作系统、开源操作系统内核
分析和安全性评估，以及中科院先导 A 支持 RISC-V 基础软件等课题，
发表高水平论文以及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 30 余项。主要研究方向为操
作系统，智能系统软件。
报告题目：聚元 PolyOS：面向 RISC-V 的 AIoT 嵌入式操作系统
报告摘要： 聚元 PolyOS 以 yocto metadata 层为粒度进行定制和组合，并
通过 yml 声明硬件描述、应用场景以及打包规则，实现“一站式”快速
构建场景化智能应用镜像；在一套构建系统中进行 Linux 和 FreeRTOS
的 AI 应用运行时环境编译、部署，实现 RISC-V 架构下多内核系统初步支持；支持 Sifive Unmatched、
香山等 6 款板卡，支持寒武纪思元 220 边缘 AI 板卡，可加速百余种神经网络模型和算子；集成 TFlite、
NCNN、MNN 等多款轻量级 AI 推理框架，集成蓬莱 TEE 安全执行环境，可应对 RISC-V 板卡标准不
统一、自定义指令造成硬件碎片化、智能操作系统快速构建等挑战。

任 慰 ， openEuler Embedded 技 术 委 员 会 委 员 ， SIG-Yocto/SIGEmbedded/SIG-Zephyr Maintainer，新一代物联网操作系统平台 Zephyr
项目推广大使。历任 Synopsys 软件高级研发工程师，软件研发经理。
目前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事嵌入式操作系统相关研发工作。主要感兴
趣的领域为实时操作系统、物联网操作系统，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协同设
计。
报告题目：以 Linux 为中心的综合嵌入式软件平台
报告摘要：openEuler Embedded 是基于 openEuler 社区面向嵌入式场景
的版本，旨在成为一个高质量的以 Linux 为中心的综合嵌入式系统软件
平台。openEuler Embedded 在 Linux 内核版本、软件包版本等代码层面
会与 openEuler 其他场景的保持一致并共同演进。本报告将介绍 openEuler Embedded 的总体架构、关
键特性、演进计划，同时就混合关键性系统这一未来嵌入式系统发展方向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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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晖，航空工业计算所机载弹载计算机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
究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后。曾获得奖励有省部级一等奖 2 项，省部
级二等奖 2 项。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系统结构、嵌入式软件、信息
安全。
报告题目：基于模型的安全关键嵌入式系统工具软件技术
报告摘要：安全关键嵌入式系统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传统以文档为主的开
发模式不能满足未来研发需求。本报告提供一套基于模型的安全关键嵌入
式系统工具链，通过优化算法支持单模块自动化调度、实现分布式系统的
可调度分析和软硬件联合仿真。安全关键嵌入式系统工具链提高了系统开
发效率，降低了研发成本和产品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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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化方法工业应用前沿论坛
论坛简介：
形式化方法利用数学推理与算法等作为主要技术，是保障软硬件可靠性与正确性的重要手段，如形式
逻辑、程序证明与模型检测均为形式化方法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过去有多位学者在这方向获得图灵
奖。本论坛将介绍形式化方法在工业界的当前应用与实践情况，邀请了工业界与学术界的同行介绍形
式化方法的应用实践以及遇到的挑战，覆盖了在芯片验证、操作系统验证、程序分析等应用领域。该
论坛希望通过工业界与学术界的交流，共同讨论形式化方法在工业应用领域的优势与劣势，并从工业
界发现有意义的学术问题，促进形式化方法领域学术共同体的发展。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7 日 上午 8:30-11:40
论坛日程：
时间

题目

嘉宾

8:30-8:35

主持人开场（蒲戈光、董威）

8:35-9:10

形式化方法在工业控制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李兆鹏

9:10-9:45

芯片形式化验证技术及其应用案例

李建文

9:45-10:20

操作系统开发中的形式化验证：挑战与思考

李 屹

10:20-10:55

安全攸关领域的形式化方法试点和探索

梁智章

10:55-11:30

形式验证覆盖率分析加速芯片验证收敛

刘

11:30-11:40

中科国创高可信&上海控安新产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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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周 洋
包丹珠

论坛主席：
蒲戈光，上海工业控制安全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担任中国计算机协会形式化方法专委会副主任，入选上海青年科
技启明星。主持核高基、可信软件基础研究等国家省部级项目 10 余
项。获 2019 年上海市科技进步特等奖、2011 年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
等奖、2007 年获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主持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参与 1 项物联网领域 IEEE 国际标准制定。

董威，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高可信软件、智能化软件开发方法，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委
会秘书长。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获中国计算机学
会首届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霍英东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等。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国家 863 和 973 课题、国
防领域课题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两部，
相关成果应用于航空航天、装备控制、自主基础软件等关键领域。

论坛嘉宾：
李兆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硕博，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特别是 C 程序验证和分析领域。现任科大国创高可信公司研发总
监。曾主持与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等多个国家级项目，
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2020 年带领高可信团队荣获 CCF 中国
软件大会原型竞赛命题型一等奖。目前领导自主研发的高可信软件工
具已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工业控制，国防军工等安全攸关领域。
报告题目：《形式化方法在工业控制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报告摘要：随着软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软件质量问题在工业控制等
安全攸关领域中愈发受到重视。相较于传统测试，形式化分析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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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互补地提供软件质量方面的解决方案。形式化静态分析便于软件开发和测试在较早阶段准确定位
问题，形式化验证采用基于数理逻辑方法保障了代码算法的正确。科大国创高可信技术源于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软件安全实验室，2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形式化分析与验证在各领域落地。我们将结合实
战经验，着重讨论当下形式化方法在工控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以及未来的发展与挑战。

李建文，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入选上海市青年人才计划，
获得上海市浦江人才荣誉称号，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重点
项目子课题各一项。研究方向主要为形式化自动验证技术，可用于保障
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正确性和安全性，重点应用场景包括芯片、航天、
轨道交通等安全攸关领域
报告主题：《芯片形式化验证技术及其应用案例》
报告摘要：形式化自动验证是在给定待验证的系统模型以及性质规范的
基础上，使用自动化搜索遍历得出系统模型是否满足性质规范的一种技
术，现如今已被广泛的应用于芯片设计、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
本报告将结合报告人多年来在该领域的研究和应用背景，介绍一些主流的硬件形式化验证技术的原理、
发展进程和现有的不足，并通过对相应案例的展示来阐述如何将理论研究中的成果真实的用于实际芯
片设计场景中。最后简要探讨形式化自动验证技术在工业界应用前景的一些想法。

李屹 ， 华为（北京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华为操作系统内核实验
室工程师，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信息科学系。主要研究方
向包括软操作系统形式化验证，超低时延软件开发，模型驱动开发等方
向。
报告题目：《操作系统开发中的形式化验证：挑战与思考》
报告摘要：使用形式化验证来保障软件的安全性，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课
题。操作系统是基础软件栈的底座，同时也具有非常高的复杂性，利用
形式化验证技术来提升操作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实践中有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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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华为操作系统内核实验室在操作系统内核形式化验证方面有着多年的投入和积累，我们将分享
在形式化验证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以及我们的相应对策与思考，希望与大家交流共勉。

梁智章，华为公司可信系统工程实验室技术专家，ISO/IEC JTC1-SC7WG42 专家，曾担任华为电信业务智能网平台和融合计费平台的总设计
师、欧研电信软件架构部总架构师等，在高性能高可靠软件平台的架构
设计和开发、开发工具和语言等方面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
报告题目：《安全攸关领域的形式化方法试点和探索》
报告摘要：介绍在安全攸关领域产品应用形式化方法进行边角案例的发
现，并且探索 SysML 模型向形式化语言的自动转换等实践，分享华为
可信系统工程实验室对形式化方法的应用和探索。

刘军，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现任芯华章科技动态仿真与形式验
证部研发总监。
报告题目：《形式验证覆盖率分析加速芯片验证收敛》
报告摘要：芯片设计的复杂化和高速化对电子设计自动化方法(EDA)提
出了新的要求, EDA 研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形式验证作为仿真
技术的有利互补，越来越被广大验证工作者所接受。作为对动态验证流
程的有力补充，在芯片验证后期，形式验证覆盖率分析可以通过数学证
明方式对动态仿真技术未覆盖的目标进行分析证明，筛选出真实不可达
的覆盖目标，从而节省大量人工分析成本，加快覆盖率收敛。
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工业控制安全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国创高可信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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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计算时代的智能化运维
论坛简介：
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信息、社会和物理空间加速融合，带领我们进入人机物融合的泛在计
算时代。由此产生的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汽车、智能工厂等人机物融合应用系统在云边端融合
的计算平台支撑下以软件定义的方式实现人机物资源的按需融合，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本论坛围绕人机物融合泛在计算应用系统的运行支撑以及运维保障，邀请了来自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专
家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7 日 上午 8:35-12:00
论坛日程：
08:55-09:00

论坛开幕

09:00-09:25

管窥蠡测人机物融合系统软件技术

马晓星（南京大学）

09:25-09:50

软件定义的泛在原生智能系统

刘譞哲（北京大学）

09:50-10:15

人机物融合泛在计算：面向万物互联的超级自动
化

彭 鑫（复旦大学）
杨 旸（特斯联科技集

10:15-10:40

服务智慧城市智能化运维的超大规模动态仿真

10:40-11:05

百度云原生应用托管与一站式交付实践

张立理（百度）

11:05-11:30

智能电动汽车关键部件的端云融合预测性维护

陈 炯（蔚来）

11:30-11:55

地球科学云计算平台 PIE-Engine 的实践与探索

钱晓明（航天宏图）

11:55-12:00

论坛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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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论坛主席：
彭鑫，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CCF
软件工程专委会副主任、开源发展委员会常务委员，《Journal of
Software: Evolution and Process》联合主编，《ACM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Methodology》等多个期刊编委。2016 年获得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软件智能化开发与运维、
人机物融合泛在计算、机器人软件工程等。研究工作获得 ICSM 2011
最佳论文奖、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ASE 2018/2021、ICPC
2022）、IEEE TCSE 杰出论文奖（ICSME 2018/2019/2020）、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年度最佳论文奖（2018）。

谢涛，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讲席教授，AAAS/IEEE/ACM/CCF Fellow，
CCF 软件工程专委会副主任，CCF-IEEE CS 青年科学家奖评奖分委员会
主席。曾获科学探索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海外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
及其延续资助，美国 NSF Faculty CAREER Award，ACM SIGSOFT 杰
出服务奖，IEEE TCSE 杰出服务奖，ASE 2021 最有影响力论文奖等。
CNCC 2020 程序委员会主席、ICSE 2021 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软件
测试、验证与可靠性（STVR）》Wiley 期刊联合主编等。主要研究领域
包括软件工程，系统软件，软件安全，可信人工智能。

张冬梅，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微软杰出科学家（Distinguished
Scientist of Microsoft），从事和领导数据、知识和智能（Data, Knowledge,
Intelligence）领域的研究工作，研究方向包括大数据分析、知识计算、数
据可视化以及软件工程等。张博士带领团队在进行前沿研究的同时，与
微软的众多产品部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多年来，团队持续将研
究和创新成果成功转移到了微软的多个核心产品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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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国家示范性软件学
院党委书记、软件工程一级学科负责人、智能软件与系统新技术研究所
所长，西安市智能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省级重点学科“软
件工程”学术带头人；CCF 杰出会员、软件工程专委会、大数据专委
会、青年工作委员、开源发展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面向智能体的软件
工程、软件体系结构、自适应软件演化、智能软件工程、大数据智能化
分析技术等方向研究工作。

论坛嘉宾：
杨旸，博士，IEEE Fellow，现任特斯联科技集团首席科学家，鹏城实验
室兼聘研究员，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专家。
曾任上海科技大学教授、科道书院院长、上海雾计算实验室主任；科技
部“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5G）前期研究开发”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专
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总体组专家；福
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首席技术官；中科院无线传感网与通信重点实验室
主任；上海无线通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 5G/6G 移动通信系统、
智能物联网、多层次算力网络，开放无线测试验证平台等。已申请了
120 多项科技发明专利（已授权 80 多项），发表了 300 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六部中英文专著。回国
前曾在香港中文大学、英国布鲁内尔大学（Brunel University）、伦敦大学学院（UCL）担任教职。他
已牵头完成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03 专项）、国家 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等一系列前沿课
题研究。目前，依托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他牵头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物联
网与智慧城市关键技术及示范”重点专项项目《面向大湾区智慧城市群的 5G 泛在物联基础设施建设
及示范》。
报告题目：服务智慧城市智能化运维的超大规模动态仿真
报告摘要：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应用致力于最大程度地满足各种用户千变万化的个性化服务需求，这是
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动态系统，其随时随地产生的海量数据对智慧城市的实时运维和性能优化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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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挑战。传统的基于白盒的方法直接对系统的内部运行机制进行建模，因此需要处理大量的实测
数据，存在成本高，耗时长等问题。基于黑盒的方法的可解释性差、泛化性差，因此难以适应动态环
境。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灰盒的方法，即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约束集反演算法(DRESIA)，建
立了系统内部状态非线性相关性的定量模型，简化了白盒复杂的重构和预测机制，保留了模型的可解
释性，提高了可行域的搜索效率，同时提高了泛化能力，进一步提高了建模环境的动态适应性，为系
统建模提供了一种新的性能和效率的平衡方案。结合智慧城市的多个应用场景，仿真结果验证了新方
法的准确性、鲁棒性和优越性。

马晓星，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智能化软件工程、软件自适
应技术、软件体系结构与中间件等。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
973/863 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等科研项目，在国
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分别为第
2、第 4 完成人）。
报告题目：管窥蠡测人机物融合系统软件技术
报告摘要：“人机物三元融合”和“软件定义一切”日趋深入。软件的
角色正从负责系统中的信息处理环节、充当系统的万能集成器，向承载
全系统解决方案的方向发展。系统复杂性亦因之向软件复杂性转移，要
求以软件的方法和技术来应对。这一发展趋势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软件的生命周期、架构模型、运行机
理和可信保障等基本问题。本报告将讨论在相关方面的一些初步观察和思考。

刘譞哲，北京大学长聘教职研究员，北京大学软件研究所副所长，入选
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系统软件、服务计算等。在 TSE、
TOSEM、ICSE、FSE、ASPLOS、WWW、NSDI、MobiCom 等期刊和会
议发表论文第一/通讯作者论文 80 余篇，获中国首个 WWW 最佳论文奖、
《Science China Information Science》5 年高影响力论文奖等 10 余次国际
期刊/会议优秀论文荣誉。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教育部“青年科学
奖”、CCF-IEEE CS“青年科学家奖”、IEEE TCSVC Rising Star Award、
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北京大学“教学卓越奖”等；主持多项国家和
省部级科研项目；担任 IEEE TMC、ACM TIST 等期刊的 Associate
Editor，国际会议 IEEE ICWS 2023 和 Edge 2020 的 PC Co-Chair，WWW、
ICSE、KDD 等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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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软件定义的泛在原生智能系统
报告摘要：智能化已经成为计算机软件的重要能力和特征之一。在泛在计算环境下，随着机器学习模
型结构日益复杂、异构硬件不断涌现、算力需求持续增长、以及对数据安全隐私的逐渐重视，如何保
证智能任务的高效高质运行，对系统软件的设计和实现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次报
告将介绍北京大学系统软件团队近年来在软件定义的泛在原生智能系统方面的研究进展，包括面向大
规模模型训练任务和原位模型训练任务的系统设计、异构服务资源编织协同调度方法、情境动态切换
的内存优化等方面的工作。

彭鑫，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CCF
软 件 工 程 专 委 会 副 主 任 、 开 源 发 展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 《 Journal of
Software: Evolution and Process 》 联 合 主 编 ， 《 ACM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Methodology》等多个期刊编委。2016 年获得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软件智能化开发与运维、
人机物融合泛在计算、机器人软件工程等。研究工作获得 ICSM 2011 最
佳论文奖、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ASE 2018/2021、ICPC 2022）、
IEEE TCSE 杰出论文奖（ICSME 2018/2019/2020）、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年度最佳论文奖（2018）。
报告题目：人机物融合泛在计算：面向万物互联的超级自动化
报告摘要：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向人类社会和物理世界的全方位延伸，人类社会、信息系统、物理空
间之间以软件为纽带不断融合，形成了软件定义的智能汽车、智慧园区、智能工厂等具体场景，人机
物融合泛在计算正在逐渐成为现实。人机物融合泛在计算实现了面向万物互联的超级自动化，支持以
用户为中心的人机物资源按需融合和应用场景构造。本次报告将围绕这一主题，从人机物资源接入与
抽象、基于最终用户编程的应用构造、云边端融合的计算基础设施以及基于云原生技术体系的运行支
撑等方面介绍我们的技术构想和初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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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晓明，高工，现任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PIEEngine 云平台负责人，地理信息安全技术工委会副主任委员，计算机软
件专业，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事遥感大数据处理和云服务平台
的设计和实现工作。曾参与多项国家重点研发专项及国家电子政务自然
资源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库的建设，负责过省部级卫星数据服务系统的
设计与实施，多次获得过测绘科技进步奖、航天科工双创优秀人才等奖
励，目前领导公司遥感云产品和人工智能平台的研发工作。
报告题目：地球科学云计算平台 PIE-Engine 的实践与探索
报告摘要：随着对地观测技术以及民用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人类获取数据的方式及频率获得了前所
未有的提升，直接导致了多源异构时空数据的爆发式增长。然而海量时空数据的应用一直受制于软件、
算力、存储等条件的制约，对科研、教育及社会经济的价值尚有巨大的挖掘空间。PIE-Engine 在公有
云上提供了超过 7PB 的遥感及专题数据集，是“数据+算法+算力”为一体的科学计算平台，以实时脚
本计算、SaaS 服务及 Web API 等形式构建了一个商业化的生态圈，允许用户以极低的成本在科研过程
或业务系统中使用云端时空数据产品及实时计算的能力。

张立理，百度资深工程师，前端云原生一站式平台负责人，致力于提供、
优化各类工程实践、效能提升工作，发起并维护多个研发相关产品及平
台。
报告题目：百度云原生应用托管与一站式交付实践
报告摘要：将从云原生化的必要性与收益、业务云原生化过程的痛点和
实施路径、一站式云原生 DevOps 平台、百度云原生特色实践、特定领
域的云原生场景化包装进一步提升工程效能等方面介绍百度云原生研发
与运维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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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本科、博士，现任蔚来汽车技术规划数字
系统专家，曾任伊顿（中国）研究院资深工程师，多年来从事系统设
计和前瞻研究相关工作，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完成过多项预研项目，
并进行产品转化。拥有 60+项专利（多项同时在美国 PCT 申请），在
国内外杂志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17 篇。在伊顿中国研究院工作期间，带
领全球团队完成多项产品开发和技术攻关项目，包括下一代智能开关
柜和断路器的关键技术研发，电动汽车充电机关键技术研发，电动汽
车纯电动系统及高压配电盒研发，液压管路健康状况监测关键技术研发等。在蔚来汽车工作期间，作
为系统架构师，成功开发过蔚来第一代电动汽车充换电站，移动充电车等产品，也是蔚来自动驾驶第
二代平台的核心架构师之一。
报告题目：智能电动汽车关键部件的端云融合预测性维护
报告摘要：智能电动汽车的安全性和智能化功能的可用性是行业发展和用户体验提升的关键。电池、
激光雷达、中央计算单元等关键零部件的安全可靠，直接影响整车的安全性和智能化功能的可用性。
预测性维护是指预测零部件未来可能发生的故障，在故障发生之前，对其进行维修或更换，从而使因
故障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实现整体系统全生命周期收益最大化。把智能汽车看成一个智能终端，应
用云端协同的架构和技术，可以更好地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本报告主要介绍了智能电动汽车安全性
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方面的问题与挑战，以及蔚来汽车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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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器与编程语言论坛
论坛介绍：
随着摩尔定律趋于平缓，硬件多样化发展，给编程语言和编译器带来了黄金时代。通用算力持续
发展遇到瓶颈挑战，异构芯片和并行计算是发展趋势。融合应用的创新驱动着基础软件发生变革，使
能统一的多样性计算生态。
本论坛将讨论如下问题:
1)系统编程语言技术创新路在何方，是并行，安全还是其他？
2)外部封锁，工艺受限形势下，编译器如何协同硬件打造技术竞争力？
3)新兴编译技术，比如量子，AI 等技术如何在工业界落地？
4)集成开发环境如何适应新的趋势，提升开发体验？
5)如何加强国内编程语言和编译器等核心基础软件的研究，打造开发者生态?

论坛时间：11 月 25 日 下午 13:30~17:00
论坛日程：
时间

题目

嘉宾

13:30-13:35

论坛开幕（难题发布）

高耀清

13:35-14:05

人工智能时代的程序分析

张 昕

14:05-14:35

生态尺度的软件质量保障

蒋炎岩

14:35-15:05

程序设计语言——静态编译还是虚拟机执行？

史晓华

15:05-15:35

面向 IDE 环境下的软件生态体系安全保障技术的探索

吴荣鑫

15:35-16:05

BitFun 程序分析底座：大规模高精度程序分析探索

蒋 奕

16:05-17:00

专家交流： 编译器与编程语言发展趋势（难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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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钱溢
现任华为编译器与编程语言实验室对外合作代表，曾带领 ModemDSP
团队交付多款编译器，以极致性能和极致 codesize 支撑芯片 PPA 目标
达成。加入华为之前，先后在 Cadence，中国科学院通用芯片与基础软
件研究中心等公司负责编译器、工具链、芯片架构等全栈设计和开发，
涵盖编译器与 EDA 领域。

罗川
现任华为公司中央软件院技术合作经理，负责编译器与编程语言相关领
域技术合作接口，连接和维护学术界、工业界关系，促成与多个重点院
校的技术合作。2011 年 3 月计算机应用技术硕士研究生毕业加入华为，
先后从事智能终端等新技术领域的开发和研究工作。

论坛嘉宾：
高耀清博士，现任华为公司编译器与编程语言实验室主任及首席专家，
主导华为编译器领域业务战略和技术规划，实现华为鲲鹏和昇腾等多款
自研芯片的编译器技术创新突破和产品化研发，支撑华为公司 ICT 和终
端业务的商业成功和竞争力持续领先。多次获得代表华为公司最高荣誉
的金牌个人奖以及金牌团队奖。加入华为之前，先后在国防科大、清华
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和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从事编程
模型、编译技术、并行分布处理、体系结构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教学和科

195

研，而后从学术界加入到工业界，担任 IBM 编译器团队的首席架构师，负责全球 IBM Power 服务器、
BlueGen 巨型机、CELL 加速器，system z 大型机的编译器创新研发和产品交付。多次获得 IBM 杰出贡
献奖和发明奖。在顶级国际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 50 余篇论文，拥有三本专著，并担任多个国际
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拥有 40 余项国际授予专利。
张昕，北京大学研究员兼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青年项目入选
者。上海交通大学学士，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博士，2017-2020 年于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任博士后，2020 年加入北京大学。研究领域为程序设
计语言和软件工程，重点为编程系统和机器学习的交叉方向。一方面，
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来提高程序分析等编程系统的可用性，另一方面，开
发了新的程序分析和语言以提高机器学习系统的质量。工作发表在
PLDI、POPL、FSE、NeurIPS 等顶级会议上，获 PLDI'14 和 FSE'15 杰
出论文奖。曾任 PLDI 等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报告题目：人工智能时代的程序分析
报告摘要：软件产业界正经历着一场由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在该背景下，软件质量保证技术既面临
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一方面，机器学习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构建更好的软件质量保证技术提供了新
的思路。另一方面，由于机器学习程序的广泛应用，开发有效的技术以保证他们的质量日趋重要。今
天我将介绍如何在程序分析中利用这些机遇、迎接这些挑战。首先，我将介绍如何通过结合逻辑和概
率，构建新的程序分析范式。然后，我将简要介绍如何将程序分析应用于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公平
性问题上。

蒋炎岩，博士，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新体制副教授。研究兴
趣包括软件系统分析测试和软件自动化，在软件工程顶级会议
ICSE/FSE/ASE 发表论文十余篇、担任多个重要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
获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CCF 优秀博士论文奖、ACM Europe
Council Best Paper Award、ACM SIGSOFT Distinguished Paper 等荣誉或
奖励。蒋炎岩执教了广受欢迎的《操作系统》课程，互联网播放超百
万，多次获评“毕业生心目中的好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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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生态尺度的软件质量保障
报告摘要：“软件”并非独立存在的个体。在空间维度，软件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份子，与其他软件互
相协作、互相影响。在时间维度，软件亦随着生态系统的演进持续演化。近年来，软件质量保障技术
发展迅猛，由人工智能、形式化方法共同驱动的动静态分析技术大放异彩。然而，在大空间、长时间
的尺度上，软件质量保障依然面临挑战。在此报告中，我们为大家分享团队在此方面的思考和初步工
作。
史晓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编译技
术、并行计算、软件工程等。国家级精品课，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编
译技术”主讲教授。中文信息学会理事。加州大学埃文分校访问学者。
曾任 Intel 微处理器研究院 Staff Researcher，是 Intel 高性能开源 ORP
JVM(Apache Harmony JVM)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及 XORP JVM（clean
room）中 JIT 编译器的主要设计与实现者，期间申请了 15 项美国发明专
利（授权 8 项）。在华为的资助下，带领课题组从零开始研发了
JavaScript 静态编译器 JWST，在 SunSpider 性能测试中，全部 26 个测试
用例中有 20 个性能超越 NodeJS(Chome V8, i7-12700K)。对于多核架构下
的编译优化技术、虚拟机及运行时系统优化技术，以及“Compiler for AI”
&“AI for Compiler”等技术领域均具有丰富的科研和实践经验。在重要国际会议和国内外刊物上以第
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论文数十篇，申请并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10 余项。主持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主持工信部“十四五基础软件：5G 核心网用高性能服务器通用 CPU 编译工具链重点项
目”，主持核高基重大专项“开源操作系统内核分析和安全性评估：Android Dalvik 虚拟机、C 运行库
及其他函数库分析”等。曾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航空部科技进步二等奖、铁道部科技进步
二等奖等奖励。
报告题目：程序设计语言——静态编译还是虚拟机执行？
报告摘要：程序设计语言用“编译-执行”方式分类，可以分为静态编译类型，例如 C、C++等语言，
以及虚拟机执行类型，例如 Java、JavaScript 等语言，还有一些语言尽管是静态编译的，但是运行时需
要依赖“语义库”——以此区分运行时函数库，例如，Objective-C 需要依赖一个轻量级的 runtime，
在启动时进行对象布局重构；例如，Ada 这样的传统语言运行时需要依赖一个 GC 模块管理内存。通
常而言，静态编译类型的语言更强调性能，虚拟机执行的语言更强调多平台适配和快速开发快速部署
等。我们将讨论，哪些语言特性，会使得某些语言在保证语义完整性的前提下，只能采用虚拟机执行；
以及程序设计语言的发展，将产生更多的静态编译类型语言，还是虚拟机执行类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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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荣鑫，厦门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哲学博士。入选 2021 年福建省“百人计划”青年项目、2019 年厦门大
学南强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
项目，多次参与香港创新科技署资助的大型创新技术项目、江苏省重点
研发计划等。在软件工程、程序分析和计算机安全的国际会议和期刊上
共发表 35 篇论文，其中 CCF-A 类期刊和会议论文 30 篇，曾两次荣获软
件工程 CCF-A 类会议颁发的杰出论文奖（ISSTA 2014 和 ICSE 2019）。
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程序分析、自动化调试、自动化测试、软件库挖掘
等。研发的源代码静态漏洞扫描工具（Pinpoint）和软件崩溃自动化诊
断工具在腾讯、百度、微软等企业广泛部署和使用，在几十个著名的开
源软件项目上的源代码中检测到上百个安全相关的漏洞。
报告题目：面向 IDE 环境下的软件生态体系安全保障技术的探索
报告摘要：随着以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人-机-物”三元融
合模式的软件形态不断涌现，在这种趋势下，软件安全已经不再仅仅是单个应用的安全问题，而是演
变成整个软件生态体系的安全保障问题。作为提升开发效率、降低开发门槛的最为有效的工具，IDE
是目前代码开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实现软件生态体系安全保障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本次
报告将讨论我们在 IDE 场景下对软件生态体系安全保障的一些思考、实践经验和相关的研究工作。
蒋奕，现任华为公司软件 IDE 实验室主任，曾作为首席架构师主导华为
第一个自研编译器 HCC 以及方舟编译器的架构设计与产品化研发。多
次获得代表华为公司最高荣誉的金牌个人奖以及金牌团队奖。加入华为
之前，先后在 Intel，Nvidia，Apple 等公司负责编译器、工具链、程序
分析工具、调试工具等全栈设计和开发，涵盖 GCC，LLVM，Open64，
Intel Compiler 等主流编译器。
报告题目：BitFun 程序分析底座：大规模高精度程序分析探索
报告摘要：IDE 作为工具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程序员的整个开发活
动，重点关注从工程创建，代码编写，编译构建，调试调优，缺陷检测，
集成测试等全流程的效率和体验。 而代码贯穿整个开发活动，是程序员开发活动最重要的产物。因此
程序分析作为 IDE 领域的关键根技术，对深度理解用户意图，支撑全流程的效率提升和智慧化有关键
作用。 然而在 C、C++等领域，大规模全局高精度程序分析是编译与工具链传统难题，特别对于百万
行级以上的工程，在本报告中，我将分享华为软件 IDE 实验室基于 BitFun 程序分析底座在这个方面的
探索和进展，以及未来的发展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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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前沿技术与发展论坛
论坛简介：
当前全球正经历科技与产业高度融合、深度叠加的新变革，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
术、区块链的发展与成熟，金融正在迈入金融科技新时代。金融科技前沿技术与发展论坛聚焦国内外
金融产业的数字化研究与应用，深度探讨及解析在全球合规及网络安全的要求下，如何进行高效的智
能化、数字化、全球化的金融科技产学研合作与研发创新，同时展示一批优秀的金融科技前沿创新研
究及产业化应用，从眼下最新技术展望未来，覆盖包括趋势与方法论，创新应用，以及金融科技基础
设施等热门话题。
论坛邀请了来自学术界和的金融科技产业界多位顶尖专家，旨在深化拓展学术研究成果与产业实
践需求交叉，加强学术界与金融科技产业界合作，促进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理论研究、工具成果和行
业实践应用的融合发展，同时聚焦金融科技行业的产教研用协同创新，以应用为导向，瞄准行业共性
关键技术难题，联合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论坛支持单位：汇丰科技
复旦大学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下午 14:00-17:30
论坛日程：
时间

题目

嘉宾

14:00 – 14:05

Opening 致欢迎辞

孙建光 （汇丰科技）

14:05 – 14:40

AIOps 落地实践分享

裴丹（清华大学）、胡文豪（汇丰科技）

14:40 – 15:10

量子 AI 赋能金融科技

金贤敏（上海交通大学）

15:10 – 15:40
15:40 – 15:50
15:50 – 16:20
16:20 – 16:50
16:50 – 17:30

量级增长-国际银行的银行
即服务 BaaS

马国栋（汇丰科技）

休息（10 mins)
元宇宙浪潮下的新金融文
明管窥
数据驱动的用户增长和智
能决策

孙惠民（SAP 中国）
秦鹏（汇丰金科）

圆桌讨论：金融科技关键技术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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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孙建光，汇丰技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7 年加入汇丰，作
为集团全球 CTO 部门执委会成员和汇丰科技（中国）核心管理委员会成
员，负责管理汇丰技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以及汇丰集团建立在中国
的 CTO 交付团队，包括 IT 基础架构、云转型和 DevOps 等。孙建光拥有
二十年外资金融企业信息技术管理工作经验,分别在荷兰国际集团、法国
兴业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和汇丰银行等多家知名 500 强国
际金融企业从事 CIO/CTO 等信息技术管理工作，在科技团队建设与发展、
信息科技战略规划、系统建设与运维、数字化转型、创新和风险管理等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12 年和 2020 年分别被国内知名 IT 媒体评为
最有价值 CIO、全国优秀 CIO。

论坛嘉宾：
孙惠民，现为 SAP 中国首席数字化转型专家，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长期从事企业管理研究和咨询，形成了一整套以价值实现为使命导向的，
以商业模式创新为定位的，以价值生态系统构建为核心的企业管理理论
系统；同时，在信息化管理领域沉浸多年，对于以软件为核心数字技术
簇驱动商业的机制，有着深刻的体悟和独到的洞察。近年来，尤其专注
于商业组织的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研究、咨询和实战工作。加入 sap 之前，
曾在中国石化工作了二十多年，从事战略和信息化管理工作，曾任石化
盈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发
展规划处处长、企管法律处处长以及信息处处长；被国内多家知名 IT
媒体评为优秀 CIO，也曾在国内多所高校从事过 MBA 和 MPA 的教学工
作，理论素养深厚，善于从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来穿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报告题目：元宇宙浪潮下的新金融文明管窥
报告摘要：元宇宙的核心是围绕“数据“这种新能量和信息的生产、传输、应用三大环节，把物理世
界与虚拟世界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开启了信息创世的新纪元，重塑一场新的文明，传统的价值理论面
临着彻底的挑战，传统的金融文明亦会向新金融模式演进和跃迁。这种新的金融模式，必将颠覆传统
的“中介”性质，借助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等新技术，由中心化走向基于 Web3.0 框架下的分布式，这
会对传统银行业的中心化借贷模式以及其他相关业务产生深远的影响，亦会重塑人类社会的金融文明，
把人类社会最终推向经济运行自动化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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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贤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集成量子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无锡光子芯片研究院院长，图灵量子创始人兼 CEO。发表论文 90
余篇，包括 18 篇 Science 和 Nature 及子刊、20 篇 PRL、6 篇 Optica 等，
获 授 权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15 项 。 担 任 Chip (Elsevier) 创 刊 执 行 主 编 ，
Photonics Research (OSA)副主编，Advanced Intelligent Systems (WILEY)
国际编委、量子计算国际标准化工作组专家、牛津剑桥校友会四季论坛
理事。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玛丽居里学者、牛津大学沃弗森学
院学者、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上海千人计划、上海青年科技英才奖、上
海市创新创业 50 人、九三学社中央先进个人表彰等。
报告题目：量子 AI 赋能金融科技
报告摘要：金融的发展与每一次新兴技术变革息息相关，近年来量子技术与金融应用领域正在不断加
速融合。本报告介绍了我们的量子计算团队（图灵量子）在金融科技领域取得的系列研究进展及商业
化落地情况。报告紧密围绕量子技术“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发展普惠金融”的行业目标，在“投资
组合优化”、“量化交易策略”、“信用卡违约预判”等一系列金融场景中展示量子计算应用，并介
绍了我们团队在金融行业的解决方案产品 ——图灵金科 FinQ 量子金融平台，帮助金融从业者加强风
险控制、挖掘超额收益。

马国栋，董事总经理，汇丰工商金融-资讯科技高级总监，从事信息技术
行业 22 年，对端到端项目交付、高能效团队建设有丰富经验。曾在财务
管理技术部门，金融市场技术部门工作。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工商管
理硕士，南开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
报告题目：量级增长-国际银行的银行即服务
报告摘要：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国际间，尤其是亚太区的交易银行业
务量仍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马先生将综合阐述国际市场内交易银行存
在的机遇，成长的路线以及如何在不同市场快速获客的途径；在服务转
型中如何满足监管需求；如何利用银行即服务的特性满足不同市场的要
求；如何带领团队整合创新，利用现代科技，侧重于系统以及功能的重
用性来快速抢占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持续使用云、微服务、API 等现代技术提升交易银行的数字化
以及无人化的转型； 以客户需求和体验为导向，为客户提供简化旅程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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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丹，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裴博士的主要研究
方向是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运维（AIOps），他与国内大型金融机构、
运营商、互联网公司有紧密合作并有效改善了不少企业的运维质量。裴
博士在美国 UCLA 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加入美国 AT&T 研究院担任资
深研究员、主任研究员。 裴博士在智能运维领域发表了约 200 篇学术论
文和 20 多项美国专利授权。他是 AIOps Challenge 挑战赛的创办者。他
是 ACM 和 IEEE 的 Senior Member。
报告题目：AIOps 落地实践分享
报告摘要：金融行业对业务连续性要求极高，同时海量、复杂、多模态
的运维监控数据信噪比极低、信号依赖关系非常复杂。因此，必须采用
人工智能方法和知识图谱技术自动提取、关联、分析有价值的运维信号，及时发现故障、定位故障、
处置故障、预测并规避故障。在本次报告中，我将分享在过去数年内与金融机构合作落地 AIOps 经验，
之后汇丰技术的胡文豪先生会分享汇丰技术在智能化运维的道路上的一些实践和经验分享。

胡文豪，核心基础架构总监，现就职于汇丰技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目前负责汇丰技术基础架构团队的管理，团队主要负责中国境内数据中
心内的服务器，虚拟化，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架构软硬件的支持和运
维。同时团队致力于变革创新，长期探索应用自动化运维，智能化运维
的可能性。
报告题目：汇丰技术服务智能化运维应用实践分享
报告摘要：汇丰技术服务在过去几年的智能运维转型中, 全面地采集各
种基础设施的日志, 并通过一套自研的标签系统, 建立起不同类型日志之
间的关系链, 实现了日志的端到端追溯. 在此基础上, 汇丰技术服务携手
必示科技, 在日志仓库的基础上赋予人工智能的能力, 从而完善了异常检
测机制, 并帮助运维人员更高效快速地处理问题。我会与裴教授完成联合演讲，重点介绍汇丰技术在智
能化运维的道路上的一些实践和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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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鹏，目前在汇丰金融科技任职首席技术官-CTO。毕业于上海交通大
学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曾就职于 SAP、IBM 等外资科技企业和国内
知名上市云计算服务商优刻得。后进入金融行业，从事金融科技至今，
对科技赋能金融有深入理解和实践。
报告题目：数据驱动的用户增长和智能决策
报告摘要：近年来零售端业务获客成本不断提升，新技术带来用户体
验提升的同时，客户对服务和体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导致转化难度
和转化成本递增。单纯购买流量的方式扩充获客渠道使得客单价越来
越高，如何有效的提升留存和转化比例，降低获客成本是每家金融机
构正在面临的挑战。汇丰金科在赋能汇丰集团的用户增长业务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通过
搭建获客端的流量矩阵，公私用户运营，搭建了一套基于数据的决策和增长体系。

圆桌论坛嘉宾：

朱兵，博士，于 2022 年 1 月加入汇丰集团，现任汇丰科创风投及合
作研究中心量子金融研究部副总监，主要负责量子计算、区块链、
web3.0 等前沿技术在金融和银行领域的应用研究, 在相关方面发表论
文 20 余篇，被引超过 500 余次。加入汇丰研究中心之前，在海德堡
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从事量子科学实验研
究工作，相关成果发表在如 PRL、PRA、PRB 等高水平期刊上，并
数次受邀在相关国际会议上做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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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信嵌入式软件工程技术论坛
论坛简介：
嵌入式软件在航天、航空、轨交、汽车、核能等领域广泛应用，是重大装备关键功能的主要实现
载体。随着“软件定义装备”特征的不断深化，国家重大工程对可信嵌入式软件的需求更加突出。同
时，针对嵌入式软件的软件工程和形式化方法研究也一直都是学术界的重要关注点。
本论坛由航天 502 所高可信嵌入式软件工程专业实验室和北京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起，旨在
加强工业需求和学术前沿融合，为工业界现实问题凝练和学术界成果更好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架起桥梁，
至今已在 ChinaSoft 举办 2 届，致力于成为学术界和工业界探讨可信嵌入式软件的交流平台。
本届论坛将邀请来自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多位专家，一方面，分享当前国家重大工程中嵌入式软件
的发展趋势、案例、科学问题和挑战，另一方面，分享国内学界在嵌入式软件分析、测试、验证以及
智能软件工程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论坛支持单位：航天 502 所
北京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7 日 上午 8:30~12:00
论坛议程：
时间

题目

讲者

8:30~8:35

开场致辞

江云松（502 所）

8:35~9:05

面向语音交互界面的模型驱动测试

卜磊（南京大学）

9:05~9:35
9:35~10:05

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的电子装备软件
质量管控探索

刘祥龙（北京航空航天大

深度学习对抗攻防与安全测试

学）
休息

10:05～10:30
10:30~11:00

柳溪（中国电科十四所）

装备软件数字化测试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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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第九总体设计部）

11:00~11:30

高精度静态数值缺陷分析

姚培森（浙江大学）

11:30~12:00

航天嵌入式软件并发缺陷特征

陈睿（502 所）

论坛主席：
郭向英（航天 502 所，北京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陈睿（航天 502 所，北京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论坛主席：
陈睿，航天科技集团 502 所研究员，轩宇信息副总经理兼软件工具研发
部部长，CCF 形式化方法专委会委员。长期从事嵌入式软件可信保障技
术的研究，以及相关工具软件的研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委装
备发展部预研、某重大专项工业软件研发等多个项目，在 ISSTA 等会议
和期刊发表成果，获发明专利 20 余项。负责研制了覆盖嵌入式软件测试
全过程的完整工具链，推动程序分析、符号执行、形式化验证等技术工
具化并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嫦娥系列探测器、北
斗导航卫星等绝大部分飞行软件的开发测试中广泛应用，在军民 100 余
家单位实现了对国外产品的替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郭向英，航天科技集团 502 所研究员，北京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 502 所计算机应用专业硕士毕业，现任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 502 所空间飞行器软件检测站业务总监。长期从事航天嵌入式软件研
发、测试以及测试工具研发工作。曾获国防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军队科
技进步一等奖。近年来主要专注于嵌入式软件可信保证技术研究和工具
研发，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863、核高基等多项软件相关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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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卜磊，南京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是软件工程与形式化
方法，包括模型检验技术，实时混成系统，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等方向。
2010 年在南京大学获取计算机博士学位。曾在 CMU、MSRA 等科研机构
进行访学与合作研究。相关工作发表于领域重要期刊与会议如 TCAD、TC、
TDSC、TCPS、TPDS、RTSS、HSCC 等。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高校计算机专业优秀教师奖励计划，CCF 青年
科技奖等。
报告题目：面向语音交互界面的模型驱动测试
报告摘要：近年来，以 Amazon Alexa、Google Assistant、Apple Siri 等为
代表的虚拟个人助手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在此基础上，用户可以通过与大
量第三方开发者开发的语音应用，如 Amazon Skills、Google Actions 等，进行交互来完成各种任务。
与传统桌面/移动应用程序不同，语音应用是基于语音交互界面（VUI）设计的，而语音交互界面对于
用户而言并不可见。语音交互界面的相关不可见性给语音应用带来了质量、安全、隐私等系列问题，
亟须一种系统、可靠的方法来进行可信保障。本报告对我们近期的一些初步探索进行汇报。我们采用
模型驱动测试的方法，通过对相关语音应用进行理解，并实时交互来构建应用行为模型、利用功能覆
盖率等指标指导模型的探索过程、并进一步对相关应用的非预期退出、无法关闭、隐私泄露等相关问
题进行有效检测。

柳溪，博士，高工。中国电科十四所软件测评中心副主任。从事复杂军
工电子装备软件测试验证和质量管理工作，担任多型重点预警探测装备
软件测试负责人、软件质量师，曾获国防企协管理创新一等奖。研究方
向包括软件测试、软件工程、软件质量等。
报告题目：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的电子装备软件质量管控探索
报告摘要: 电子装备中软件已成为影响效能的关键因素。软件测试验证
作为装备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已从自动化逐步转向数字化，并进一步
向智能化方向迈进。我们报告十四所在这一发展路径中的探索，特别是
贯穿其中的电子装备软件质量数据工程建设和实施，并就研究和工程问
题与众位同行探讨，以持续提升电子装备软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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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祥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开发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计算机学院院长助理，主要研究人工智能安全、开放认知。近年来，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科技创新重点项目、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
等多项国家课题；发表 IEEE CVPR、ICCV 等国际顶级会议及期刊论文
100 余篇。研究成果受到新华社、人民网等权威媒体和杂志关注。担任
Pattern Recognition 等 SCI 期刊编委，ACM MM、AAAI 等国际会议领域
主席，启智开源开放平台技术委员会委员。曾获省部级一等奖 2 项、北
京市科技新星、中国计算机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
报告题目：深度学习对抗攻防与安全测试
报告摘要：近年来智能软件在诸多行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是这类
软件的核心。然而，深度学习等智能算法面临着对抗样本、模型后门、模型窃取等诸多安全问题，如
何测试和评估深度学习算法的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报告将主要围绕深度学习对抗样本问题，介绍
深度学习安全挑战、对抗攻击与防御（尤其是物理世界对抗攻防）国内外主要进展和具体研究案例，
报告还将介绍团队近年来针对深度学习提出的测试、理解和优化的深度学习对抗攻防与安全评测的研
究工作，最后将介绍团队发布的深度学习安全评测平台“重明”以及物理环境仿真测试环境“万象”。

原野，高级工程师，华中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现任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第九总体设计部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航天嵌
入式软件研发、测试以及测试工具研发工作。近年来主要专注于嵌入
式软件数字化测试技术、航天装备软件形式化验证技术等方向的研究
和工程实践，引导或参与了多项相关课题的研究。
报告题目：装备软件数字化测试的探索与实践
报告摘要：装备软件测试工作长期受到测试手段受限、故障注入不便、
测试效率低下等因素困扰。数字化测试技术能够在完全脱离实装环境
的情况下开展装备软件测试工作，为测试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测试解决
方案。报告将分享九部软件评测中心近年来围绕航天装备嵌入式软件数字化测试所作的工作，给出工
程实践成果案例，对相关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并就未来数字化测试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前景，与各
界专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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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培森, 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程序分析与
验证、自动推理相关研究。相关成果在编程语言(PLDI, OOPSLA)、软
件工程(ICSE, ESEC/FSE, ISSTA, ASE, TOSEM)、信息安全(S&P)等领域
的 CCF-A 会议和期刊发表系列论文，并发现 Linux Kernel、MySQL 等
开源程序上千个真实缺陷，在蚂蚁、腾讯、华为等公司的金融、嵌入式
等系统中得到实际部署。担任 PLDI 23 程序委员会委员，USENIX
Security 23、OSDI 22、ATC 22 的 AEC 委员，以及 ATVA、ESEC/FSE、
ISSTA、ASE、VMCAI、TR、软件学报等会议期刊审稿人。个人主页
https://rainoftime.github.io/
报告题目：高精度静态数值缺陷分析
报告摘要：数值缺陷如算术溢出、除零、数组越界仍是航天等安全攸关领域嵌入式软件中最突出的问
题之一。虽然国内外开展了多年的研究，目前这类缺陷的自动静态检测精度仍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本
报告围绕静态数值缺陷分析，探讨两类有别于传统技术的精度提升方法，包括我们近期针对除零错误
的、基于 evidence 的分析工作，以及定理证明角度的、基于 exists-forall 求解的优化方法。

陈睿，航天科技集团 502 所研究员，轩宇信息副总经理兼软件工具研发
部部长，CCF 形式化方法专委会委员。长期从事嵌入式软件可信保障技
术的研究，以及相关工具软件的研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委装
备发展部预研、某重大专项工业软件研发等多个项目，在 ISSTA 等会议
和期刊发表成果，获发明专利 20 余项。负责研制了覆盖嵌入式软件测试
全过程的完整工具链，推动程序分析、符号执行、形式化验证等技术工
具化并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嫦娥系列探测器、北
斗导航卫星等绝大部分飞行软件的开发测试中广泛应用，在军民 100 余
家单位实现了对国外产品的替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报告题目：航天嵌入式软件并发缺陷特征
报告摘要：中断并发缺陷是航天嵌入式软件研制中最具有挑战的可信问题，如何自动化检测、避免和
修复该类缺陷长期受到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关注。报告将分享 502 所可信软件研究团队近期开展的一项
大规模并发缺陷实证研究的结果，这一研究分析了 132 个来自真实航天嵌入式软件的并发缺陷，系统
全面地从缺陷模式、缺陷表现、根因和修复策略等多个维度揭示了航天嵌入式软件并发缺陷的特征，
并发现了多个与常规并发缺陷截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结果将会对未来学术界和工业界共同解决这一航
天重要可信需求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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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化方法教育论坛
论坛简介：
教育是形式化方法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形式化方法学习曲线长，高强度运用有着较高的
门槛，严重制约了形式化方法在软件和系统开发与演化中的广泛应用。近来，有关我国的形式化方法
教育现状调查结果指出，亟待加强专业教育中形式化方法的教学内容和改革。为此，形式化方法专委
每年组织形式化方法教育论坛，旨在交流形式化方法及相关课程教学方面的经验，探讨在计算机科学
技术和软件工程等相关学科教学改革中加强形式化方法教育的途径。

论坛时间：11 月 27 日 下午 13:30-17:00
论坛日程：
时间

上半场

题目

讲者/嘉宾

13:30-14:00

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程序分析教学

谭 添

14:00-14:30

如何开展“轻型”的形式化方法教育

符鸿飞

14:30-15:00

课程和讲座之间：约束求解训练营回顾

蔡少伟

15:00-15:30

“形式化思维”从“大一入门课”抓起

胡振江

15:30-16:00

数理逻辑课程教学的一些尝试

陈翌佳

16:00-16:30

数理逻辑是计算机科学与系统的天然基础 Formal Logic is the Calculus of Computer Science

刘志明

16:30-17:00

自由讨论

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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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贺飞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程序验证、模型检验和自
动推理的研究。开发了模型检验和软件验证工具，并应用于国家重大安
全领域。在包括 POPL, CAV, PLDI, OOPSLA, PPoPP, ICSE, ESEC/FSE,
ASE 等在内的国际重要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现任《Theory
of Computing Systems》编委，《Frontiers of Computer Science》青年副
主 编 ， 曾 / 现 任 ICSE, ESEC/FSE, CONCUR, FMCAD, SAT, ATVA,
APLAS, ICECCS, SETTA 等国际学术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系 CCF 形式
化专委会常务委员，曾获 2008 年度 CCF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ASE 2018 Distinguished Paper、
PPoPP 2022 Best Paper 奖等。

熊英飞 北京大学
熊英飞于 2009 年从日本东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9-2011 年在加拿大
滑铁卢大学工作，2012 年加入北京大学，现任新体制长聘副教授。熊英
飞的研究兴趣是程序设计语言和软件工程，特别是程序合成、修复和分
析。他提出了理论和方法降低程序编写和缺陷修复的代价。比如，基于
差别的双向变换框架是最广泛使用的双向变换框架之一，概率和逻辑结
合的程序合成框架玲珑框架将程序修复的正确率从此前不到 40%提升到
80%以上。他的工作也被工业界采用，比如新一代 Linux 内核配置项目、
燕云 DaaS 系统、华为公司等。他获得 CCF-IEEE CS 青年科学家奖、
MODELS 十年最有影响力论文奖，5 次获得 ACM SIGSOFT/IEEE TCSE 杰出论文奖。他是 SATE18 的
程序委员会联合主席，也在 ICSE、FSE、ASE、ISSTA 等会议担任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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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蔡少伟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科院软件所研究员，博导，中科院优秀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约束
求解、组合优化以及 EDA（电子设计自动化）验证工具。提出了格局
检测策略，有效解决局部搜索的循环现象，被广泛用于 NP 难组合优
化问题。在命题逻辑可满足性问题（SAT）、可满足性模理论（SMT）
问题、最大可满足性问题（MaxSAT）等国际比赛多次获得冠军，在
国际 EDA 比赛获得亚军, 设计了搜索+推理的新型方法求解大规模组
合优化问题，在多个著名 NP 难问题保持着前沿水平。在 CAV，ICSE，
AAAI，CP，SAT 等会议以及 AIJ, IEEE Trans. on Computers 等期刊发
表多篇论文，获得 SAT‘2021 最佳论文奖。他也致力于研究成果产业化，在 EDA、软件验证、云计
算、排班、智慧园区等领域展开了系列项目。
报告题目：课程和讲座之间：约束求解训练营回顾
报告摘要：学术讲座对于许多学生和科研人员都是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学术讲座的时间较短，比较
适合方向内部交流或者概念性科普，但是不方便系统性地介绍一个研究方向。对此，集中一段时间学
习的形式比如暑期班，短期培训班，也随之引起很多兴趣，特别是希望在某个新方向入门的老师学生
或业界人员。我们尝试了一个更长周期的培训活动，以约束求解为主题，从理论，方法和应用进行系
统讲解，该训练营共 36 课时，为期 6 周，每周一天周末，并且布置了相应的作业，配有助教。此次活
动介于校内课程和短期培训之间，尝试以更长周期和作业等形式帮助学员更好地掌握课程知识。本报
告将介绍本次约束求解训练营的组织工作，经验和教训，期待和大家一起讨论。
陈翌佳 上海交通大学
个人简介：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德国弗莱堡大学数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逻辑、计算复杂性和算法图论，特别是参数复杂性和有
限模型论。陈翌佳曾获微软青年教授奖，理论计算机国际会议 ICALP’
10 及图论国际会议 WG’17 最佳论文奖，多次担任计算机科学中的逻辑
研究旗舰国际会议 LICS 程序委员。陈翌佳讲授过的本科生课程包括
《线性代数》《离散数学》《图论》《数理逻辑》《计算理论》《算法》
《计算复杂性》。
报告题目：数理逻辑课程教学的一些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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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数理逻辑是计算机科学的源头之一，但主流的教学方式是将其作为离散数学的一部分。受
课时的限制，很难让学生接触到数理逻辑中最深刻的一些内容。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给上海交大致远学
院单独讲授了这门课程，选择了面向数学系的教材。在这个报告中，我们会介绍选择这样教学内容的
初衷，计算机专业学生接受的情况，以及一些对未来改进的思考。

符鸿飞 上海交通大学
个人简介：主攻形式验证的前沿理论，在概率系统模型检验、概率程序
形式验证、循环不变式自动生成方面作出基础性理论贡献。先后在形式
化 方法 以及 程 序语 言理 论 国际 著名 学 术会 议及 期 刊 POPL 、 PLDI 、
OOPSLA、CAV、ICALP、TOPLAS 等发表二十余篇学术成果，涵盖可
判定性、计算复杂性、验证算法以及相关数学理论等形式验证的各个基
础理论层面。获 2013 年度信息物理系统形式验证国际学术会议 HSCC
最佳学生论文奖。概率程序形式验证方面的部分成果发表于由剑桥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章节中。讲授课程包括《离散数学》、《程序分析与
验证》、《程序语言理论》、《模型检验》等形式化方法相关课程。
报告题目：如何开展“轻型”的形式化方法教育
报告摘要：在近几年软硬件系统日益复杂的趋势下，形式化方法在保障系统正确性方面的重要性日趋
凸显。然而，形式化方法其基于数理逻辑的特性导致在理解上对于不少学生过于晦涩，进而阻碍形式
化方法教育的推广。在本报告中，讲者将主要以《模型检验》课程为例，讲解在教授该课程中如何
“避重就轻”，在不引入过多逻辑负担的情况下，向学生传达模型检验中的主要概念、方法、以及部
分学术前沿。此外，讲者也将分享如何通过在《离散数学》课程中插入少量可满足性求解算法（SAT）
的内容以提升形式化方法在早阶段本科教育中的地位。

胡振江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计算机学院院长。1996 年在日本东京大学获得博
士学位。曾担任东京大学信息理工学研究科教授和日本国立信息学研究
所教授/系主任。长期从事程序设计语言和软件科学与工程的研究，曾
获全日本最佳博士论文奖、日本软件科学会基础研究成就奖，被评为
21 世纪先驱科学家（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日本工程院院士、日
本工学会会士、欧洲科学院院士、IEEE 会士、ACM 杰出科学家。
报告题目：“形式化思维”从“大一入门课”抓起
报告摘要：“计算概论”是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的入门课。它不仅是讲
授计算基础知识的引论课，更是培养学生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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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我和张伟老师在北大开设了基于函数式程序设计的“计算概论（实验班）”，旨在培养学生
使用函数式思维进行程序设计和推理的基本能力，为学生将来从事算法设计、程序设计语言、软件验
证等领域的研究建立比较好的理论基础。通过这门课，我们希望学生了解函数式程序设计语言的基本
原理，熟练使用 Haskell 语言进行函数式程序设计，并熟练通过定理证明辅助器 Agda 对 Haskell 程序
进行推理和变换。在这个报告中，我将和大家分享这门课的整体设计、讲授方法以及学生反馈。

刘志明

西北工业大学/西南大学

刘志明教授长期从事软件理论和方法领域，尤其是形式化方法与模型驱
动软件工程方法的研究。其主要成果包括基于模型／规约转化的容错程
序设计与验证、概率时段演算（Probabilistic Duration Calculus）及可靠
性规约和证明、和基于构件的形式化模型驱动软件工程方法 rCOS。发
表著作论文 150 余篇，发表在包括 ACM Transactions on Programming
Languages, Formal Aspects of Computing, Science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以及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等在内的形式化方法领
域主流期刊和会议上。其 rCOS 形式化方法曾获得第二届澳门特别行政
区自然科学二等奖。
报告题目：数理逻辑是计算机科学与系统的天然基础 - Formal Logic is
the Calculus of Computer Science
报告摘要：根据个人回国几年讲授数理逻辑的一些经验和研究生招生与培养中的一些感受，讨论对数
理逻辑和程序逻辑的基本概念和思想，揭示数理逻辑是计算机科学和系统的天然基础，建议数理逻辑
基础应该在在本科低年级开设，而且由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教授讲授，之后在程学设计与分析、数据结
构预算法、数据库、软件设计与验证等课程中应该明确相应的逻辑和数学基础概念、思维和方法。实
现这个愿望本身有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包括学管理方面和教学方面的相关领导和教师的认识统一、
整体培养计划设计、各种课程授课教师的知识的基础性和系统性的要求等。愿以此讨论能够引起对计
算机科学理论基础的教育和学习重视和兴趣。内容和观点一定有偏差和争议，供思考、讨论和批评。
谭添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研究员。2017 年于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博
士学位，2017 至 2019 年于奥胡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
方向为程序分析与程序设计语言。研究成果发表在 TOPLAS、PLDI、
OOPSLA、ECOOP、TOSEM、FSE 等相关领域的国际著名期刊与会议。
讲授课程包括《软件分析》、《编译原理》。
报告题目：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程序分析教学
报告摘要：程序分析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但其理论到实践的跨度
较大，是阻碍学生真正系统性掌握该技术的主要难点。李樾老师和我在
南京大学开设《软件分析》课程，目标是讲授程序分析理论知识的同时，
也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场景的能力。为此，我们基于自研
Java 程序分析平台“太阿”，设计了一系列涵盖多种分析技术且相互关
联的实验作业，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理解对课程中重要且实用的理论知识。在这个报告中，我将和
大家分享我们如何设计实验作业并通过实验帮助学生巩固理论知识并提高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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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计教育论坛
论坛简介：
为进一步深化高等院校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加强各高校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全面提升
高校本科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质量，CCF 中国软件大会自 2020 年开始设立“程序设计教育论
坛”。论坛的主旨是进一步深化高等院校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加强各高校教师之间的沟通
交流，全面提升高校本科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质量。

论坛时间: 2022 年 11 月 27 日 下午 13:30-17:00
论坛日程：
时间
13:30-14:10

14:10-14:50

题目

讲者嘉宾

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面向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的《大学计算》课堂设计实例
强化 Python 教学：课程学习认知评价与协同考试探
索

张春元

主持
陈立前

嵩 天

陈立前

冯新宇

陈立前

14:50-15:30

本科生第一门程序设计课程的建设与体会

15:30-15:40

休息

15:40-16:20

函数式编程同 EDA 软件设计的融合

陈 钢

卜 磊

16:20-17:00

体现两性一度的《程序设计》课程混合式教学

戴开宇

卜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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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陈立前：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
主要从事程序设计、软件工程、形式化方法相关教学科研工作。在
ACM/IEEE Transactions、POPL、FSE、ASE 等期刊会议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曾获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
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部分成果已在航天、国防等领域重大工程中应
用。湖南省一流课程负责人，出版教材 3 部，曾多次在全国性、省部级、
校级教学比赛中获一等奖。

卜磊：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计算机理论基础和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入选高校计算机专业优
秀教师奖励计划，南京大学创新育人奖、多次计算机系毕业生“我心目
中的好课程"等；研究工作主要围绕大规模复杂软件的可信保障，在实
时混成系统形式验证方面取得系列创新性结果，发表在《中国科学》、
IEEE TC、IEEE TCAD、ACM TCPS、RTSS 等，自研工具已在列控、
航天、物联网等领域得到应用验证，被写入国际权威教科书，获 CCF
青年科技奖、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等。

李戈：北京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长期聚焦于程序理解、程序生成、深度学习等技术的
研究，是国际上最早从事“基于深度学习的程序理解与生成”研究并取
得代表性成果的研究者，在多个国内外顶级会议与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50 余篇，多篇论文被国际学者认是“开创性成果”，并被广泛引用，多
次获 ACM 杰出论文奖。在软件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多个国际会议担任程
序委员会共同主席与 PC。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F 科技发明
一等奖，北京市科技发明二等奖，中创软件人才奖。教学课程被首批认
定为“国家级一流线下课程”和“国家级一流线上课程”，并多次获省
部级教学奖。科研转化成果 aiXcoder 为航天领域的重大工程、金融与
IT 领域的多家大型企业及数十万国际开发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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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张春元：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大学计算、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及教学管理工
作。国家精品课程《大学计算》主讲教员之一，军队精品课程《计算
机体系结构》课程负责人。工程教育认证计算机专委会副秘书长，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信息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本科院校合格
评估专家，军队院校计算机教学联席会主任。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高等教育类）一等奖 1 项，国家教学成果二
等奖两项，已出版教材五部，专著三部。
报告题目：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面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的《大学计算》课堂设计实例
报告摘要：以国防科技大学大一新生的数理公共基础课《大学计算》为实例，介绍国防科技大学《大
学计算》课程组如何面向工程教育认证“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的核心理念，将毕业要求逐
步细化落实到学习成绩，实现毕业要求的可量化评价。

嵩天：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院长
社会治理智联网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京市青年
教学名师，中国计算机学会杰出会员，首都市民学习之星，教育部
“Python 先进计算课程群”虚拟教研室负责人，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
教育研究会青工委主任。主要从事新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网络攻防
安全、系统与智能安全、智慧教育技术等方向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及面上项目 6 项，各类科研项
目 3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90 余篇。主持建设 2 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线上），累计在线学习者超过 670 万。作为研发负责人，主持建设国
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
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和一等奖 4 项。
报告题目：强化 Python 教学：课程学习认知评价与协同考试探索
报告摘要：报告聚焦教与学评价改革，提出课程从“一个分数评价”到“学习认知评价”转换的理念，
结合 Python 语言课程，给出适用于课程评价的多维度“学习认知评价”模型，提出基于考试的学习认
知评价实施方法，阐述正向实施效果。进一步，依托 Python 先进计算课程群虚拟教研室，面向全国高
校，提出课程“协同考试”方案及 2022 年秋季学期实施路线，推动课程教学质量全面对标与内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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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特聘专家、CCF 杰出会员，EDA 技术白皮书优秀编审。主要研究领
域：函数式语言、程序语言设计、高阶定理证明、类型系统、EDA 等，
主讲“函数式语言编程基础”本科选修课以及“形式化工程数学”研究
生课。著作“OCaml 语言编程基础教程”。
报告题目：函数式编程同 EDA 软件设计的融合
报告摘要：在中国计算机教育体系中，有两类课程非常稀缺，一类是函
数式语言程序设计课程，另一类是 EDA 程序设计课程。在这一讲中，
我们介绍怎样用函数式语言 OCaml 来讲解 EDA 后端软件设计，让同学
们在一门课程中学到函数语言编程的基本方法，同时掌握 EDA 软件开
发的基础知识。

冯新宇：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程序设计语言理论和形式化程序验证。自 2010 年以来先
后在中科大和南京大学开设《程序设计语言基础》、《程序设计语言理
论》、《程序设计语言的形式语义》和《计算机程序的构造与解释》课
程。
报告题目：本科生第一门程序设计课程的建设与体会
报告摘要：南京大学从 2019 年开始，引入伯克利大学的 CS61a（计算机
程序的构造与解释）作为大一新生的程序设计基础教学的备选课程。本
次报告将介绍这门课程的基本情况，以及在南京大学的开设情况，并结
合实践经验介绍本人对本科生第一门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体会。

戴开宇：复旦大学高级讲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特邀研究员
主要研究兴趣为现代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等。2018 年度入选首届全国
“高校计算机专业优秀教师奖励计划”。2020 年获选复旦大学毕业生评
选“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主持教改项目 20 项左右。近年来作为主持
人获复旦大学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复旦大
学首届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超星主办的上海市首届移动教学大赛一等奖
等；多门课程获得上海市一流本科课程、上海市本科重点课程、校级思政
金课和思政标杆课程等荣誉。
报告题目：体现两性一度的《程序设计》课程混合式教学
报告摘要：围绕《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实践，介绍如何围绕“以
学为中心”的理念，结合问题导向学习、项目式学习、教育信息化技术，
实现体现“两性一度”的混合式教学。并强调了通专结合的教学理念，以及注重能力培养和立德树人
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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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软件教育论坛
论坛简介：
计算机系统及其生态链的构筑迫切需要理解和掌握编程语言、程序分析和系统软件原理与技术方
面的人才，为核心系统研发提供中坚力量。系统软件类课程主要讲授编程语言的原理与机制、数据结
构与算法、编译原理和技术、操作系统原理与设计实现等。通过这些课程，不但要培养学生掌握语言
与系统的理论基础，使之能建立准确描述真实系统的模型并利用模型预测系统行为；而且要强化系统
实践，培养学生分析与构造结合底层硬件特性的系统软件研发能力。
为推进各高校在培养学生程序设计能力、编译原理与操作系统等系统软件研发能力方面的进程，
交流和改进课程实践体系，了解业界进展与需求，中国计算机学会系统软件专业委员会和软件工程专
业委员会特举办“系统软件教育论坛 2022”，邀请国内从事程序设计及系统软件类课程教学和科研的
高校教师和从事计算机系统研发的业界专家进行报告分享和交流研讨。期望通过本次论坛，能建立各
高校教师之间、高校与业界之间的密切联系，推动更多的高校进一步推广和改进程序设计和系统软件
类课程的相关课程教学。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7 日 下午 13:30~17:00
论坛日程：
时间

题目

嘉宾

13:30-13:40

致辞

13:40-14:20

系统软件本科教学中的若干问题思考

14:20-14:50

从加法到减法—新工科下的系统软件课程群的融合教学
思考

臧斌宇 / 主持：张昱
张敏 / 主持：张昱

14:50-15:20

实践视角下操作系统中若干概念或原理的探讨

韩明峰 / 主持：陈渝

15:20-15:50

操作系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展望

孟宁 / 主持：陈渝

15:50-16:20

以操作系统为中心的系统软件教学研究探索与实践

翟高寿 / 主持：陈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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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张 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张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CCF 杰出会员、系统软件专委和教育专委
常务委员，ACM 中国操作系统分会副主席、计算机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计算机系统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
研究方向为面向 AI 和量子计算等新领域的编程系统、软件分析、系统优化等。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100 余篇，出版编译原理和程序设计语言原理相关的教材
和配套参考书 9 本、译著 2 本。曾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21 年)、中国高校计
算机专业优秀教师奖(2020 年)、中国科大首届唐立新教学名师奖(2018 年)等。

陈 渝 清华大学
陈渝，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博导，MIT 访问学者，CCF 系统软
件专委常务委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操作系统，编译原理，程序分析，系
统可靠性与性能优化等。先后负责和参与了二十多余项国内外课题的开发，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63 项目、核高基项目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和省部级一等奖。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五十余篇，担任国内外有影
响力学术会议的主席和程序委员会委员等。承担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操作
系统、编译原理、高级操作系统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论坛嘉宾：
臧斌宇，上海交通大学软件学院教授、院长。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
导教师，“挑战杯”全国竞赛特等奖指导教师。兼任中国工程教育认证
计算机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软件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示范性软件学院联盟副理事长、中国计算机学会杰出会员。
主要从事系统软件方向的研究，致力于提高计算机系统的性能、可靠性
和安全性。致力于计算机核心课程教学改革。主讲《计算机系统基础》、
《编译原理与技术》等课程。
报告题目：系统软件本科教学中的若干问题思考
报告摘要：工程教育认证从学生能力培养出发，对传统知识传授型教学
提出了挑战。但是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又离不开扎实的基础。因此，
我们需要研究：如何设置课程体系，合理安排每门课的教学内容，加强
前后序课程的衔接，如何统筹安排课堂教学、课后实践、学生创新活动
等教学环节。本人所在单位为国家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主攻关键基础软件。本报告将结合系统软
件本科教学，分享对上述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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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软件工程学院副院长。 CCF 形式化方
法专委会委员，人工智能学会逻辑专委会委员。2019“高校计算机专业
优秀教师奖励计划”获得者，主讲《编译原理与实践》曾获上海市教委
重点课程建设、上海市精品课程建设。曾获“面上自主可控软件的研究
生国际协同培养创新实践” 上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二）。主要
从事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可信软件度量与评估、形式化方法与验证等方
面的研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青年基金等项目，在可
信技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形成对航空航天、智能领域的示
范应用，相关成果分别发表在国内外顶级和知名期刊和会议上。作为副
主编之一，参与了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用书
《软件测评师教程》的编写工作。
报告题目：从加法到减法—新工科下的系统软件课程群的融合教学思考
报告摘要：未来五年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期。社会对于软件技术领域的高端人才
需求持续增加。当前的软件人才培养面临知识体系复杂，技术更新快，学生学习压力大的挑战，本报
告讨论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探索软件工程专业课程群的融会贯通设计，以及系统软件课程群对人才
培养支撑的思考。

韩明峰，烟台理工学院教授，主要讲授操作系统、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和
计算机网络等课程。在教学中注重将工程应用和产品研发的典型案例引入
到课堂中，是我国经典教材《计算机网络》(第八版 谢希仁)主审。主要从
事智能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和实时嵌入式系统等方向的研发。作为主要完成
人研发的 DF3003 变电站自动化系统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DF3300E
变电站自动化系统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E3000 变电站自动化系统获
烟台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以第一作者发表《EI》核心收录期刊论文 6 篇，
以首位发明人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9 件。2012 年获第六届“烟台市青年科
技奖”。
报告题目：实践视角下操作系统中若干概念或原理的探讨
报告摘要：利用 OS 实践推进 OS 教材的进步。分析 OS 实例同步中的事件和条件，抽出核心知识点，
建议用来扩展 OS 原理教学。分析 UP 下忙等待同步的特点，结合 OS 实例在 SMP 下忙等待同步的实
现，深入思考和评价权威真题在 UP 下的忙等待，以及国外权威操作系统教科书在 SMP 下信号量的实
现方式，从而为 OS 原理教学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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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宁，系统软件技术专家，著作有《代码中的软件工程》和《庖丁解牛
Linux 操作系统分析》等；现任职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主讲
软件工程硕士课程“高级软件工程”和“Linux 操作系统分析”等；获
得国家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安徽省教学成
果奖等多项教学成果；与华为、龙芯、OPPO 等高科技企业有长期的系
统软件研发合作关系。
报告题目：操作系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展望
报告摘要：操作系统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自然演化过程。在这个演化过
程中操作系统的结构和形态在不断变化，但是它负责管理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 I/O 资源这一核心职
责并没有发生变化。守正创新，抓住不变的主线，我们沿着不断演变的操作系统的结构和形态，从操
作系统的起源、经典操作系统的结构和不同的分布式操作系统，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面向万物互联
的智能时代，操作系统将会面临哪些关键挑战、将会演变成为怎么样的结构和形态？抛砖引玉，一起
探讨。

翟高寿，博士，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计算机科学系副主任，软件评测
国家认可实验室技术负责人。CCF 高级会员，新工科联盟系统能力推进
工委会成员。主讲的《操作系统》被评为北京高等学校“优质本科课程”
及北京高等学校优秀专业课主讲教师(2020)。评为华为云与计算先锋教师
(2020)和教育部-华为智能基座“栋梁之师”(2021)，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一项(2018)。撰写出版操作系统教材 4 部、发表教改论文
16 篇，主持省部级教改项目 8 项。从事操作系统、系统软件及系统安全
研究工作，参加科研项目 70 余项（含主持 29 项），发表科研论文 60 余
篇，获得软件著作权 7 项，申请专利 3 项。
报告题目：以操作系统为中心的系统软件教学研究探索与实践
报告摘要：立足于操作系统在计算机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及其与硬件运行
平台和诸多系统软件之间的密切关系，面向操作系统国家自主可控事业人才培养战略目标，笔者以北
京交通大学计算机类专业教学为例，以《操作系统》、《软件开发综合训练》、《专业实习与实训》、
《高级操作系统》等课程及本科毕业设计和研究生学位论文课题为抓手，就以操作系统为中心的系统
软件的教学的开展及所承担科研项目在教学过程的即时应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可为普通教师
以所承担课程自主开展系统软件教学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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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教育论坛
论坛简介：
2022 年教育部开展了计算机领域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计划（以下简称“101 计划”），以
推动计算机领域的本科教学改革。“101”计划选取了 12 门计算机核心课程，联合国内 30 多所高校的
老师，围绕课程知识体系、课程教材、知识点教案、实践平台等进行改革和建设。本次论坛邀请“软
件工程”、“编译原理”、“操作系统”三门课程的负责人及其建设团队，汇报和交流“101” 计划
“软件工程”、“编译原理”、“操作系统”三门课程及配套虚拟教研室的建设情况和具体成果，并
就课程知识体系、教案撰写、教材编写、实践教学、支撑平台、虚拟教研室等方面进行开放的交流和
讨论。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7 日 下午 13:30-17:00
论坛日程：
时间

题目

讲者嘉宾

主持

13:30-13:40

致辞

李宣东 教授

毛新军

13:40-14:10

“101 计划”助力计算机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郭 耀 教授

毛新军

14:10-14:40

“101” 计划操作系统课程建设

陈向群 教授

毛晓光

14:40-15:10

“101” 计划编译原理课程建设

张 莉 教授

毛晓光

15:10-15:40

“101” 计划软件工程课程建设

毛新军 教授

张 莉

15:40-17:00

Panel：如何推动“101”计划课程的高质量建设？

陈向群、张 莉、
毛新军、曹 健、吴 晨
涛、张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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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晓光

论坛主席：
毛新军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全国高校计算机专业优秀教师，霍英东
教育教学奖获得者，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湖南省 121 人才计划，
教育部计算机领域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计划（101 计划）软件工
程课程建设负责人，教育部 101 计划软件工程虚拟教研室负责人，CCF
CCD 软件工程教改导教班负责老师，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和中国
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的实践教学工委主任，CCF 杰出会员和软件
工程专委、教育专委委员，从事软件工程方向的科学研究、教学教改和
人才培养工作，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湖南省和军队教学成果一
等奖各 1 项，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

毛晓光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软件工程学科带头人，教育部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理事，首批国家级一流本
科课程负责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事软件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
和教育教学工作。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
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在《中国科学》、
《软件学报》、TOSEM、TSE、POPL、ICSE、FSE、ASE 等会议刊物上
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教材 8 部。CCF 软件工程专委会常务委员、形式化
方法专委会委员、开源发展委员会执行委员。

张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CCF 教育专委会副主任、软件工程专委常委，
入选 2019 年 CCF 优秀教师奖励计划获奖名单。教育部软件工程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专家。国家精品课负责人，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教育工会
教育创新标兵；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获得者。曾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
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多次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北
京市教学成果奖、国防科技进步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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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郭耀，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副院长。在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获本科
和硕士学位、美国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获计算机工程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操作系统、移动计算、隐私保护
与系统安全等。主持和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核高基、863 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在 UbiComp、WWW、FSE、
ASE、ICSE、ISLPED、IEEE Computer、ACM TOIS、IEEE TDSC 等重
要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担任 10 多个重要国际学术会
议的组织委员会和程序委员会委员。曾获 WWW 2020 最佳学生论文奖、
UbiComp 2016 最佳论文提名奖、2018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2017
年度电子学会技术发明特等奖、2016 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17
年度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等。
报告题目：“101 计划”助力计算机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报告摘要：教育部于 2021 年底正式启动了计算机领域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101 计划），在高教司
统一组织和规划下，用两年时间建设一批计算机领域的名课、名师、名教材。101 计划由入选教育部
拔尖计划 2.0 项目的 33 所高校组成工作组，以课堂讲授方法和效果的提升为抓手，针对 12 门计算机
专业核心课程，组织国内顶尖师资团队，对课程的内容、讲授方式、实践平台等进行全面建设，以期
在课程教与学的方面都可以做到有显示度的提升。本报告会全面介绍 101 计划的目标、规划、组织与
实践情况，特别是在计划执行的第一个年度完成的亮点工作，并基于 101 计划的改革实施对国内计算
机学科的教育教学改革进行展望和思考。

陈向群，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高可信软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教育部计算机领域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计划（101 计划）操作系
统课程建设负责人，教育部 101 计划操作系统虚拟教研室负责人，全国
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CCF 杰出会员和教育专委会常委。
多年来从事系统软件方向的教学、科研等人才培养工作，长期担任北京
大学操作系统系列课程主讲教师。“操作系统”课程获国家级线上一流
课程；2020 年获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高校计算机专业优秀教师奖励；
“操作系统原理”获评 2017 年度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曾获北京市高
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大学教学成果奖等奖项。开设多门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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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专业课和研究生课程，编著及翻译教材若干本。
报告题目：101 计划操作系统课程建设，陈向群，北京大学教授
报告摘要：介绍 101 计划操作系统课程的整体建设情况以及操作系统虚拟教研室的工作进展。主要围
绕参与建设的高校、前期调研及报告、制定的知识体系、课程教材建设、教学方案撰写、虚拟教研室
建设等方面进行介绍；同时结合当前系统软件最新发展以及国产系统软件产业发展现状，重点讨论
101 计划操作系统课程的知识体系，包括课程建设的达成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知识点讲授以达成教
学要求、课程教材的撰写计划以及特点、知识点教案的撰写以及如何指导课程教学等等。
张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CCF 教育专委会副主任、软件工程专
委常委，入选 2019 年 CCF 优秀教师奖励计划获奖名单。教育部软件工
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国家精品课负责人，北京市教学名师，北
京市教育工会教育创新标兵；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获得者。曾入选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多次获得
国家教学成果、北京市教学成果奖、国防科技进步奖等奖励。
报告题目：101 计划编译原理课程建设
报告摘要：介绍 101 计划编译原理课程建设的整体情况以及编译虚拟教
研室的建设进展。包括各参与高校的合作情况，开展的国内外编译课程的调研、编译课程的培养目标、
课程知识点的设计、建材建设的规划、听课提升等工作。重点讨论如何结合编译课程培养定位，如何
结合经典和新技术发展确定课程知识点，设计课程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最后介绍目前
编译虚拟教研室的工作进展、开展的活动以及虚拟教研室教改立项、申报的情况。

毛新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全国高校计算机专业优秀教师，
霍英东教育教学奖获得者，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湖南省 121 人
才计划，教育部计算机领域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计划（101 计划）
软件工程课程建设负责人，教育部 101 计划软件工程虚拟教研室负责人，
CCF CCD 软件工程教改导教班负责老师，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和
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的实践教学工委主任，全国高等学校计
算机教育研究会理事，CCF 杰出会员和软件工程专委委员，从事软件工
程方向的科学研究、教学教改和人才培养工作，先后获国家教学成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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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 1 项，湖南省和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各 1 项，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
报告题目：“101” 计划软件工程课程建设
报告摘要：报告介绍了 101 计划软件工程课程的整体建设情况及编译虚拟教研室的建设进展，包括参
与建设的高校、前期调研及报告、制定的知识体系、课程教材建设、教学方案撰写、虚拟教研室建设
等等；结合当前软件工程学科发展以及软件产业界实践，重点讨论了 101 计划软件工程课程的知识体
系，包括课程应达成什么样的教学和人才培养目标、要讲授哪些知识点并达成什么样的教学要求、对
课程教材的撰写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如何根据软件工程课程特点撰写知识点教案以指导课程教学等等。

Panel 嘉宾信息
吴晨涛，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
大学、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州立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双博士。中国计算机学会信息存储专委会常委，上海市计算机学会存储专
委会副主任。研究方向主要为云存储、大数据存储系统。主持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10 余
项，在 IEEE TC、IEEE TPDS、HPCA、DSN、IPDPS、SRDS、MSST 等
期刊会议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相关成果荣获 2018 年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
奖、2019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20 ICCD Best Paper Award、2021 年
上海市计算机学会技术发明一等奖等奖励。

曹健，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计算机系网络与服务计算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数据分析，网络与服务计算，协同信息系统。近
五年来主持项目近 30 项。成果应用于金融服务、智能运维、个性化旅
游服务和个性化医疗领域。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 8 项，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300 多篇。目前为 IEEE
高级会员，中国计算机学会杰出会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协同计算专委会
常务成员、服务计算专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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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中国计算机学会杰出会员、系统软件
专委和教育专委常务委员，ACM 中国操作系统分会副主席、计算机科学
教育分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计算机系
统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面向 AI 和量子计算等新领域的编程
系统、软件分析、系统优化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100 余篇，出版编译
原理和程序设计语言原理相关的教材和配套参考书 9 本、译著 2 本。曾
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21 年)、中国高校计算机专业优秀教师奖（2020
年）、中国科大首届唐立新教学名师奖（2018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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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通识教育论坛
论坛简介：
计算机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已经向几乎所有应用领域进行着渗透。这种渗透不仅为相关应用领域
提供了新的研究和应用视角，也为计算机软件技术提供了丰沃的研究和应用场景。如何从教育的角度
出发，为这种渗透和学科融合提供教育支撑，让我们的青年学子甚至社会民众了解、熟识、掌握直至
贡献，已经成为计算机软件通识教育的基本述求。
计算机软件通识教育在国内已经有了长足的探索和发展，有不少高校和团体在此方面形成了自己
的特色。本次会议特组织此次教育论坛，论坛邀请了国内多位知名专家或教育组织管理者，分享他们
在计算机软件通识教育的理念、机制、举措、现状、经验和期望，以期推动中国的计算机软件通识教
育更上台阶。

论坛时间：11 月 27 日 下午 13:30-16:30
论坛日程：
时间
13:30-14:00
14:00-14:20

题目

嘉宾

软件通识教育的一点认知和实践
基于新工科理念的软件工程课程建设（深圳大学-腾
讯案例）

聂长海（南京大学）
杜文峰（深圳大学）

14:20-14:50

开源软件通识教育中的思考与实践

14:50-15:10

基于 COQ 定理证明器的软件基础教学

15:10-15:40

面向不同学科的计算思维课程图谱对比实践与思考

李骏扬（东南大学）

15:40-16:00

基于“半翻转课堂、立体化实践”的混合式教学改革

郭 建（华东师范大学）

16:00-16:30

新时代基础软件领域人才培养方法研讨

李昌龙（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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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伟（华东师范大学）

陈 钢（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论坛主席：
陶先平，男，博士，九三学社南大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兼任教育部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计算机
学会教育工委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群智认知、智能软件工程、普适计
算技术、软件中间件技术等。工作期间，主持或参与国家、省部级项目
二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获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个人获宝钢优秀教师奖。

论坛嘉宾：
聂长海，博士，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在东南大学
（1996-2007）和南京大学（2008-至今）任教。2007 年到 2008 年在英
国伦敦国王学院计算机系访问学者一年。在 20 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多
次主讲过数学类和计算机类课程 10 多门，基本上覆盖了数学与计算机
科学的所有主干课程。教学上积极研究和探索教学规律，尽职尽责，教
学效果良好，曾多次获得教学奖，在多年专业课程教学基础上不断总结，
2013 年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教材《软件测试的概念与方法》，2020
年 7 月在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教材《智能化软件质量保证的概念与方
法》。近 5 年来，紧跟新技术发展，开展区块链技术教学和科研工作，编写了《区块链技术基础教程：
原理、方法及实践》研究生教材，翻译出版《应用数据分析：原理与应用》和《创建使用虚拟样机软
件：原理与实践》等外文著作。发表及合作发表学术论文 80 多篇，包括软件工程领域国际最高级期刊
TSE、TOSEM 和具有高影响因子的国际期刊 ACM Computing Survey。2015 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
《组合测试》，该著作是国内唯一一本系统介绍组合测试方法的专业著作。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和软件
著作权，主持过国家 863 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课题和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参与的项目
多次作为重要成员获得省部级科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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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软件通识教育的一些认识和实践
报告摘要：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软件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曾经作为硬件设备的附赠品，发展
成为定义和实现世界的灵魂。软件领域知识和技术正在爆炸式增长，软件学科已经枝繁叶茂，国内软
件学院已经蓬勃发展了 20 多年，软件教育正面临众多问题和挑战，软件通识教育就是其中之一。什么
软件通识教育？为什么要搞软件通识教育？怎样进行软件通识教育？软件通识教育应该包含哪些内
容？围绕软件通识教育中的这些基本问题，此次报告结合本人 20 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浅谈对这些
问题的一点认识。

杜文峰，博士，副教授，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软件工程系副系主任，
广东省线上线下一流课程《软件工程》课程组组长。研究方向为分布式智
能、无线网络、多点并发通信等，主持了多项国家、市科技研发项目。在
软件研发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曾经组织管理过 3 个千万级的软件项目，
并且作为企业顾问参与了多个公司的项目研发和市场运营；主持开发的某
政府系统在广东省政府部门应用覆盖率达到 60%以上，每年服务人数超过
万人。
报告题目：基于新工科理念的软件工程课程建设（深圳大学-腾讯案例）
报告摘要：为了帮助高校学生提高解决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能力，联合腾讯公司用了 3 年时间共建了
一门高质量的软件工程课程：共同编著了一本《软件工程》教材，并共同制作了一门高质量的 MOOC
课程。教学过程中，讲者将实际软件项目经验融入到软件工程的知识点介绍中，深度剖析了不同软件
开发方法在软件分析、设计和实现中需要注意的内容和方法。同时，腾讯公司也将其内部的研发模式、
研发平台进行总结，在教材的现代软件开发部分介绍了腾讯的敏捷研发模式和研发平台，帮助学生深
入了解互联网大厂的内部研发模式。本次报告力争给大家的课程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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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Xlab 开放实验室创始人，开源社副理事长，CCF 杰出会员，CCF 开源发
展委员会委员，标准院开源治理标准体系建设专家顾问，木兰开源社区
技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开源发展生态学、计算教育学。
报告题目：开源软件通识教育中的思考与实践
报告摘要：“开源软件”的协同开发，是人类在互联网发展进程中探索
出的一种全球大规模协同生产模式，当下备受瞩目。开源软件也越来越
成为定义数字世界的主流、改变数字世界的规则，涉及到开发者、用户、
开源项目、开源社区、开源基金会等多个方面。在开源软件开发、开源
社区治理等专业课程内容的基础之上，本报告介绍开源软件中的跨学科与通识属性，以及将开源软件
运动、开源文化、开源社区、开源法规、开放革命等主题，进行通识课程构建上的尝试、思考与实践，
希望对促进我国和全球开源软件生态的发展起到帮助。

陈钢，教授，国家特聘专家、CCF 杰出会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
学院教授，EDA 技术白皮书优秀编审。主要研究领域：函数式语言、程
序语言设计、高阶定理证明、类型系统、EDA 等，主讲“函数式语言编
程基础”本科选修课以及基于 COQ 定理证明器的“形式化工程数学”
研究生课。著作“OCaml 语言编程基础教程”。主编 EDA 技术白皮书
第十二章“硬件语言 lint 工具”。
报告题目：基于 COQ 定理证明器的软件基础教学
报告摘要：计算机科学教学方法正在发生一个颠覆性的改变，这就是引
入定理证明工具辅助计算机教学。高阶定理证明器的最初目标是辅助数
学证明，因此它们也被称作证明助手。然而它们的强大的表达能力和推理能力使它们能够辅助数学教
学、软件教学和硬件教学。国际上已经开发出了一整套基于高阶定理证明器 COQ 的软件基础系列教材，
这一新型教学方法正在为软件教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在“形式化工程数学”课程中把定理证
明的教学同 EDA 前端软件设计教学相结合，用 COQ 定理证明器辅助前端设计中的逻辑验证和软件设
计教学。这一教学实践说明了 COQ 可以为计算机各个领域的教学提供良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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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骏扬，工学博士，副教授，东南大学教师工作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副部长。首批国家级混合式一流课程负责人，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
教学团队带头人，东南大学工科大类计算机基础教学负责人。在首届全
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荣获一等奖，以及教学设计创新奖、教学学
术创新奖两项单项奖。曾获得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微课竞赛
课程思政组一等奖。
报告题目：面向不同学科的计算思维课程图谱对比实践与思考
报告摘要：不同学科对计算机的应用途径有所不同，不同专业的一年级
学生的思维偏向也有所差异，这使得面向不同专业的计算思维课程在课
程目标的层次结构、内容图谱的展开方式、高阶思维的达成途径、学以致用的实践案例等方面都有所
不同。报告通过对计算思维课程在工科荣誉班、工科普通班和文科强化班的学情分析，探讨面向不同
学科的课程构架与图谱差异，分享教学实践中的经验与得失，推动并加强软件通识教育在新工科、新
文科专业中的支撑 。

郭建，女，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嵌入式系统
设计、操作系统等的教学工作。嵌入式系统设计课程先后获得 2011 年上
海重点课程、2015 年上海精品课程、2018 年上海高校优质在线课程、
2019 年上海高校课程思政重点改革领航课程建设、2020 年上海市高等学
校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2021 年智慧树平台一流高校精品课程。
2018 年起在 MOOC 和智慧树上线，已完成 7 轮教学，智慧树平台上有
50 余所高校采用课程的在线教学资源进行在线教学，完成教学计划中的
学分课。为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尝试混合式教学模式，提出了“半
翻转课堂、立体化实践”的分层混合教学模式。本人获得国家教学成果
二等奖（9/11）、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8/10）、华东师范大学教学
成果二等奖（1/3）。本人获得 2020 年上海市科技进步特等奖(5/15)，科
研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报告题目：基于“半翻转课堂、立体化实践”的混合式教学改革
报告摘要：嵌入式系统设计是软件工程专业嵌入式方向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是后续专业课的重要支撑课
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建立嵌入式系统开发思维模式；嵌入式的内容繁杂，且技术日新月异，软
硬件种类丰富，学生迫切需要提升嵌入式系统实践能力；每个班学生基础能力参差不齐，学习需求也
多种多样。针对这些问题，课程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半翻转课堂、立体化实践”的分层混
合教学模式。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慕课、SPOC、QQ 群以及慕课堂等数字化教学工具，开展线上线下无
缝衔接的教学活动，使得在两种环境下的学习活动互融互通，做到形式上优势互补和内容上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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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龙，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UCLA）联合培养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博士后，入选上海
市领军人才计划，曾任职于华为手机操作系统部，期间重点负责的课题
登上 Mate40 手机发布会。已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军委科技委、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上海市科委的多个科研课题，相关研究获得科技部《中国
高新科技》杂志专访和报道。以第一/通讯作者在 FAST、EuroSys、
DAC、TCAD 等计算机领域内顶级会议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成
果被美国西门子医疗全球副总裁 Dorin Comaniciu、美国贝尔实验室研究
员 Yennun Huang、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部主任 Pheng Ann Heng 以及多
位 IEEE/ACM Fellow 关注并引用。
报告题目：新时代基础软件领域人才培养方法研讨
报告摘要：在国际形势和国内外科技产业快速演进的大背景下，产业链重构、技术硬脱钩风险日益增
加，这导致我国在操作系统、集成电路等根技术领域的人才缺口越发突出。这些基础领域的人才，难
以通过单一课程培养一蹴而就，需要跨课程拉通、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并结合产业需求构建完善的
产学研闭环。本次报告，李昌龙教授将基于其在操作系统领域的科研和教育经历，并结合其在上海市
产业布局和人才培育方面的课题研究，探索基础软件人才培养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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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软件测试大赛
竞赛简介：
为落实国务院《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20〕8
号），推广软件质量相关国家标准，推进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建设和软件人才培养，深化软件工程
实践教学改革、探索产教研融合的软件测试专业培养模式，举办 2022 年全国大学生软件测试大赛。全
国大学生软件测试大赛自 2016 年发起已成功举办六届。大赛成立了指导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吕
建教授担任指导委员会主任，邀请了来自中科院软件所、北京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陆军工程大学等产学研领域知名专家教授担任指导委员会委员。大赛联合华为、百度、阿
里、腾讯、美团、头条、蚂蚁金服等企业单位以及多所高校共同设置赛题。大赛由全国大学生软件测
试大赛组委会、教育部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软件测试能力认证联盟（CBSTC）中国计算机
学会（软件工程专委会、系统软件专委会、容错计算专委会）等共同组织。

竞赛日程：
2022 年 11 月 25-27 日：总决赛

2022 年 11 月 27 日：颁奖

竞赛主席：
陈振宇，南京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智能软件工程的研究。
慕测科技创始人、IEEE 国际软件测试大赛发起人，江苏省计算机学会
产业工委执行主任，苏宁易购独立董事。中国计算机学会杰出讲者，国
家一流本科课程《软件测试》负责人。曾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各 1 项。部分研究成果已经在中船重工、航
天科工、中国电科、国家电网、百度、阿里、腾讯、华为等知名企业转
化，研究成果获 2012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5 年湖北省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2017 年 CCF NASAC-东软青年软件创新奖、2021 年
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 2021 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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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教学案例交流与竞赛
论坛简介：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工科的教学要求，更好地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论坛旨在汇
集和推广软件工程领域的优秀教学案例，增强软件工程学科实践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深化课程理论和
实践能力的融合，提高教师和学生解决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能力。
论坛鼓励具有以下特点的案例作品参赛：
（1）以当今具有先进性的实际项目为背景，精心提炼的教学案例。案例应该体现出背景项目在前
沿技术上的先进性和行业应用上的创新性。背景项目应该是当前国民经济建设和行业应用中热点和前
沿领域的实际项目，应该是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热门项目。
（2）基于校企深度合作，共同打造的教学案例。案例及其教学工作既能体现企业在项目需求分析、
项目开发与管理、项目应用等方面的要求，又能体现学校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过程、教学规范等
方面的要求。鼓励那些需要使用企业真实资源数据条件、DevOps 环境条件的教学案例。
（3）在已入库或已参加过比赛的作品基础上，优化形成的新教学案例。新案例应该经过具有实质
性意义的完善、改造、扩充和集成。尤其鼓励多家单位，把已有的多个案例进行深度融合后构造出的
新案例。通过迭代增量式地构造出各种新案例，通过不断重组既有案例构造出新案例，不断地丰富教
学案例的专业内容，提高教学案例的内涵和质量。

论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13:30-17:30

论坛日程：
（1）2022 年 11 月 15 日投稿截止
（2）2022 年 11 月 21 日公布入围复赛名单
（3）2022 年 11 月 25 日现场答辩和展示
（4）2022 年 11 月 27 日公布竞赛结果并颁发获奖证书

评审委员会：
主席：应时、张莉

235

应时，CCF 软件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计算机软件方面的科研、教学，以及应用软件开发工作。主要研究
领域：云计算与云服务软件、基于 AI 的大型复杂软件系统智能化运维
管理、软件工程中的智能分析与优化等。主持并完成了多个国家项目的
研究，以及多个应用型项目的开发。已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曾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3 项）等奖项。

张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研究所
所长。教育部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
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教育计算机专业认证委员会委员。计算
机学会教育专委会副主任、软件工程专委常委。国家精品课、首届国家
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软件工程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负责人，北京
市教学名师，北京市教育工会教育创新标兵；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
获得者。曾担任全国软件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协作组组长，现
为示范性软件学院联盟研究生教育委员会主任。曾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
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多次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北京市教学成果奖、国防科技
进步奖等奖励。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新军、孙小兵、孙艳春、刘强、张昱、张锦、周丽涛、房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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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研究成果原型系统竞赛
竞赛简介：
学术论文是目前学术成果的主要载体，也是学术交流的主要对象。但我们注意到，计算机领域的
许多研究工作都会开发一个原型系统，以验证研究工作的价值。原型系统的交流因此也非常值得关注。
与论文交流相比，原型系统的交流更加直观、吸引人，尤其是这种形式的交流对于研究成果向企业界
转化非常有帮助。
全国软件及应用学术会议”（NASAC）从 2008 年开始组织原型系统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并得到了学会的支持。为进一步促进这项工作，从 2013 年开始，软件工程专委与系统软件专委联合举
办“软件研究成果原型系统竞赛”。
2022 年软件研究成果原型系统竞赛将同时邀请和鼓励企业界的软件系统或工具参与，更广泛地凝
聚领域内研究与技术人员形成合力，催化“学”、“研”、“产”、“用”生态的进一步发展，促进
有关技术的关键突破、持续改进以及在实践中的使用与推广。

竞赛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13:30-18:00

竞赛主席：
魏峻，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博士
研 究生导师。兼任中国计算机学会软件工程、服务计算专业委员会委
员，《软 件学报》责任编委、《计算机科学与探索》执行编委、《计
算机集成制造系 统》编委。研究兴趣包括软件工程方法与技术在人工
智能、云计算、大数 据处理等分布式软件系统中的运用，解决正确性、
可靠性、性能、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近年来承担了十余项国家级科研项
目，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 学术论文 200 余篇，获
发明专利授权 20 多项，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 奖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湖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技术 一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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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CCF 软件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计算机软件方面的科研、教学，以及应用软件开发工作。主要研究
领域：云计算与云服务软件、基于 AI 的大型复杂软件系统智能化运维
管理、软件工程中的智能分析与优化等。主持并完成了多个国家项目的
研究，以及多个应用型项目的开发。已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曾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3 项）等奖项。

彭鑫，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CCF
软 件 工 程 专 委 会 副 主 任 、 开 源 发 展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 《 Journal of
Software: Evolution and Process 》 联 合 主 编 ， 《 ACM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Methodology》等多个期刊编委。2016 年获得
NASAC 青年软件创新奖。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软件智能化开发与运维、
人机物融合泛在计算、机器人软件工程等。研究工作获得 ICSM 2011 最
佳论文奖、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ASE 2018/2021、ICPC 2022）、
IEEE TCSE 杰出论文奖（ICSME 2018/2019/2020）、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年度最佳论文奖（2018）。

梁广泰，华为云 PaaS 技术创新 Lab 软件分析 Lab 负责人、智能化开发
服务领域首席技术专家。14 年初获得北京大学计算系博士学位，之后入
职 IBM 中国研究院担任研究员职位。16 年 5 月加入华为工作至今，带
领团队先后围绕代码缺陷检测与修复、开源成分分析与治理、代码智能
同步/重构/移植等方向成功孵化多项智能化开发服务并规模化落地。至
今已发表 top 会议期刊论文 30 余篇（含 ICSE/FSE/ASE/OOPSLA 等），
曾获 FSE 最佳论文奖，先后担任一系列软工 Top 国际会议 PC
Member/Chair 等角色（含 ICSE/OOPSLA/ISSR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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