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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岗位申请表 

 

 

设岗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设岗部门：     计算机学院         

申请岗位：□特聘教授/特聘副教授 

申请人姓名：      叶晨           

申请人国籍：      中国           

现工作单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    

联系电话：      13613654654      

 

 

填表日期：   2019 年 10 月 25 日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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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填写内容必须实事求是，一式三份。 

二、表 1至表 5由申请人本人填写。表 2、表 4为活页，可

另附页，表 3按要求限填。1-5项内容及其所提供佐证材料由所

在学院负责审核。 

三、表 5 为活页，由申请人提供 3名以上国内外学术造诣高

深的著名同行专家填写，每位专家填写一份。如推荐意见为外文，

需依照格式将其翻译为汉语，并将原件附后。 

四、表 8 由所在学院学术委员会/评议组填写，表 7、9 由设

岗部门填写。 

五、提供所填内容附件材料一份(装订成一册)。附件材料一

般应包括：（1）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2）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3）在海外学习或工作的证明材料；（4）主要成果（代表性论

著、专利证书、产品证书）复印件或证明材料；（5）领导（参与）

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6）奖励证书复印件；（7）其他需要提

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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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人简况 

姓名 叶晨 性别 女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20228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无 

任现职

时间 
无 籍贯 浙江 

现工作单

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读博士） 

从事专业及

研究方向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多源数据真值发现 

最后学历/学位

及所学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 取得时间 2020.04 

国内外主

要学术及

社会兼职 

无 海外经历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

分校联合培养博士 

学习简历（从本科起） 

2009.09-2013.07，申请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攻读

本科学位，研究课题为《基于众包的缺失填充研究》，导师为王宏志教

授。 

2013.09-2015.07，申请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课题为《基于众包的数据清洗关键技术的研究》，导师

为王宏志教授。 

2015.09 至今，申请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攻读博

士学位，研究课题为《多源数据真值发现算法研究》，导师为王宏志教

授。 

 
 教学、科研经历 

 

2016.09.12-2017.09.30，申请人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niversity at Buffalo)留学，作为联合培养博士从

事多源数据真值发现课题的相关研究，导师为数据挖掘知名青年专家

Jing Gao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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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主要学术成就综述 
近五年所取得的主要教学科研成绩（包括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成果论著、荣誉获奖

等）（可另附页） 

一．科学研究 

     申请人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源数据真值发

现，另一方面是基于众包的数据清洗，近五年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9 篇，

参与科研项目 4 项。 

申请人于2016年开始对多源数据真值发现技术进行研究，于2016年开

始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一致性错误管理理论

与关键技术”的研究工作，与2018年开始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者风险感知、信息不对称与尾部市场效率研究”，

发表了3篇相关文章。 

1)论文《AutoRepair: an automatic repairing approach over multi-source 

data》发表在 KIS(2019)上，［SCI 源，中 科 院 三 区］。文章首次将真值

发现与数据修复思想相结合，同时解决了数据中存在的实体之间的信息不

一致和数据源之间的信息冲突。 

2)论文《PatternFinder: Pattern discovery for truth discovery》发表在

KBS(2019)上，［SCI 源，中科院二区］。文章首次研究了如何在多源异构

数据上直接挖掘实体真值问题，创新性的通过挖掘数据中潜在的模式来发

现相关真值。 

3)论文《Multi-source data repairing powered by integrity constraints and 

source reliability》发表在 INS(2020)上，［SCI 源，中科院一区, TOP 期刊］。

文章首次提出了一种由否定约束定义实体关系，求解同时满足条件约束和

可靠数据源支持的真值发现技术。 

    申请人于 2014 年开始对基于众包的数据清洗技术进行研究，于 2015

年开始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错误检测与修复关键技术的研

究”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基于大数据的综合健康服务关键技术研发与应

用”的研究工作，发表了 6 篇相关文章。 

1)论文《Effective Bayesian-network-based missing value imputation 

enhanced by crowdsourcing》被 KBS［SCI 源，中科院二区］已刊出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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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文章采用了一种贝叶斯网络与众包平台相结合的新方法进行劣质数据

的缺失填充，并全面测试了算法在真实的众包平台和模拟的众包反馈上的

性能。 

2)论文《支持基于众包的数据清洗的主动学习技术》被《软件学报》 ［国

内TOP期刊，一级学报，EI 源］录用待发表。文章研究了如何将机器学

习算法与众包有效且低成本的结合在一起改善数据质量，提出了两种支持

基于众包的数据清洗的主动学习模型，可解决多种数据清洗问题。 

3)论文《Crowdsourcing-enhanced Missing Values Imputation based on 

Bayesian Network》发表在 DASFAA(2016)(录取率 10%-25%)上，是 CCF

推荐 B 类国际会议论文，被 EI 索引。文章提出了人机交互思想，使用贝

叶斯网络作为概率推理模型，同时利用众包平台来获得概率推理需要的额

外信息提高准确度。  

4)论文《Capture Missing Values Based on Crowdsourcing》发表在

WASA(2014)上，为 CCF 推荐 C 类国际会议论文，被 EI 索引。该文章研

究了不同类型的缺失数据，首次提出基于众包做缺失填充的思想。 

5) 论 文 《 Truth Discovery Based on Crowdsourcing 》 发 表 在

WAIM(2014)(录取率 18%-25%)上，是 CCF 推荐 C 类国际会议论文，被

EI 索引。文章首次将大众反馈的知识结合主动学习框架运用到真值发现

中，从多数据源提供的大量信息中筛选出正确信息。 

6) 论 文 《 CrowdCleaner: A Data Cleaning System Based on 

Crowdsourcing》发表在 ApWeb(2014)(录取率 18%-25%)上，是 CCF 推荐

C 类国际会议论文，被 EI 索引。该系统是一个人机交互的众包系统，立

足于解决多个类型的劣质数据，具有高精确度低成本、简洁易懂易操作、

用户界面友好等特点。 

二．荣誉获奖 

2014 年获得硕士国家奖学金 

2015 年获得哈尔滨工业大学优秀硕士毕业生称号 

2016 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访学一年 

2019 年获得深交所企业奖学金，哈尔滨工业大学优秀学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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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表性课题、奖励、论文论著简况表 

3.1 省部级及以上研究项目一览表（限填５项） 

序

号 
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课题 

经费 
立项时间 

是否

结题 

候选

人 

排名 

１ 大数据错误检测与修复关

键技术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82

万 

2015.01-2018.1

2 

已结

题 

8 

２ 基于大数据的综合健康服

务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 

167

万 

2015.04-2017.1

2 

已结

题 

13 

３ 大数据一致性错误管理理

论与关键技术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20

万 

2016.01-2018.1

2 

已结

题 

4 

４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者

风险感知、信息不对称与尾

部市场效率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50

万 

2018.01-2021.1

2 

未结

题 

4 

５       

 

3.2 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一览表（限填５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颁奖单位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候选

人 

排名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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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代表性论文、著作一览表（限填 10篇、部） 

序

号 
论文和著作名称 

出版刊物名称、发表时

间 

候选

人 

排名 

级别 
影响

因子 

１ Effective 

Bayesian-network-based 

missing value imputation 

enhanced by crowdsourcing 

Knowledge-Based 

Systems (KBS) (2020) 

DOI:10.1016/ 

j.knosys.2019.105199 

1 中科院 2 区 

SCI 源 

 

5.501 

２ 支持基于众包的数据清洗

的主动学习技术 

软件学报(2020) 

DOI:10.13328/ 

j.cnki.jos.005801 

1 国内TOP期

刊       

一级学报 

EI 源 

1.829 

３ Multi-source data repairing 

powered by integrity 

constraints and source 

reliability 

Information Sciences 

507: 386-403 (2020) 

1 中科院 1 区

TOP 期刊 

SCI 源 

5.524 

４ PatternFinder: Pattern 

discovery for truth 

discovery 

Knowledge-Based 

Systems 176:97-109 

(2019) 

1 中科院 2 区 

SCI 源 

5.501 

５ AutoRepair: an automatic 

repairing approach over 

multi-source data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61(1): 227-257 (2019)  

1 中科院 3 区 

SCI 源 

2.397 

６ Crowdsourcing-enhanced 

missing values imputation 

based on Bayesian network 

Database Systems for 

Advanced Applications 

DASFAA (1) 2016: 

67-81 

1 CCF B 

EI 源 

无 

７ CrowdCleaner: A Data 

Cleaning System Based on 

Crowdsourcing 

Web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2014: 

657-661 

1 CCF C 

EI 源 

无 

８ Truth Discovery Based on 

Crowdsourcing 

Web-Ag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4: 

453-458 

1 CCF C 

EI 源 

无 

９ Capture Missing Values 

Based on Crowdsourcing. 

Wireless Algorithms,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2014: 

783-792 

1 CCF C 

EI 源 

无 

10 基于众包的电子商务数据

实体分类系统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013, 50(z1) 

1 一级学报 无 

 

注：级别一般填写 top 期刊，SCI（1区、2区等）、一级、核心期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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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思路及预期目标 
申请人对履行特聘教授/副教授岗位职责的工作思路及聘期目标等(可另附页) 

在科学研究方面，面对数据的多源性、嘈杂性、结构多样性，申请人

计划以数据关键信息提取的“多源数据真值发现”、“劣质数据清洗”、“异

构数据信息提取”三个科学问题为核心，研究数据关键信息提取的基础理

论和关键技术，提出完整的数据关键信息提取的理论体系、方法学和关键

技术，包括从物理信息系统等多数据源有效地获取高质量多模态数据的理

论和技术、信息错误的自动检测与修复的理论和技术、异构信息上的知识

发现和深度演化的理论和技术、研制数据关键信息提取原型系统，聘期目

标申请成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或者省部级项目 1 项，在国际顶级

与重要学术会议和期刊发表 8 篇以上高质量论文，争取在 2 个聘期内申请

成功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项。 

在教学方面，申请人有多年的数据库、数据质量相关研究经验，对数

据库、数据结构、算法设计与分析、大数据算法等课程担任过助教工作，

教学理解颇深，有着一整套完整教学方案，讲解与动手相结合，实际教学

经验丰富且反馈都很好，相信可以很好的分担贵院在数据库、数据结构、

算法设计与分析、大数据算法等课程的教学工作。聘期目标承担 1 门以上

课程的课堂讲授任务，拟定所承担课程的教学大纲及教学实施计划，认真

备课，研究本课程、本学科的发展方向，不断更新和充实教学内容，总结

教学经验，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在培养学生方面，申请人计划从学习理论知识和动手实践两方面指导

学生，计算机科学本身就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非常紧密的学科，除了

培养学生的全面性外，应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使其掌握并擅长一到两门

技术，比如说，计算机编程语言分很多种，但一定要精通一门，并且语言

只是工具，要对其数据结构和算法设计的能力进行提升，而这正是申请人

所擅长的部分。对于不同层级的学生，培养的方式也不同。对于本科生而

言，主要以夯实基础、拓展视野为主，使其具备编能力、基础理论知识和

能够向某个具体领域拓展的能力。对于硕士生培养，主要以实践为主，理

论辅之，多实践，在实践中总结知识经验，并具备英文论文的阅读能力，

能够通过搜索重要会议和期刊的文献解决实际问题。对于博士生而言，则

主要以理论为主，具备发现问题、建模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洞悉

国际前沿方向和未来数年的发展趋势，能够发表数篇高质量论文，向国外

名校看齐。聘期目标协助培养出具有国际一流学术水平的博士和硕士 5

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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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家推荐意见 
主要对候选人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发展潜力及带领本学科在其前沿领域赶超或

保持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可能性等方面情况的评价和推荐意见。（可另附页） 

（见附页） 

 

研究方向： 

  

专业技术职务： 

 

推荐者签名：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必丽暖彡扌夹紫
Harbin Ⅱnstitute of TechnoIogy

申请人姓名 ∶  叶晨

博士所在年级及博士毕业时间 ∶博士五年级 毕业时间 ⒛⒛ 年 4月

国内所学专业/研究方 向 ∶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基于众包 的数据清洗 、多源数据真值发现

尊敬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领导 :

您好 !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海量数据计算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导师、教授王宏志。很

荣幸地向贵单位推荐我的博士生叶晨。

叶晨从本科 4年级起进入海量数据计算研究中心工作学习,在我的指导下先后获得了学士、硕士学位,并

于 ⒛ 15年 9月 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现处于博士五年级。叶晨自大四起一直从事数据质量相关领域的研究

工作,对现阶段的研究课题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其本科、硕士、博士期间的毕业设计均以数

据质量作为研究背景。在攻博期间,叶晨通过我的指导和自身学习,选择对多源数据真值发现这一颇具挑

战性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作为博士课题。博± 2年级到 3年级,叶晨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

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留学,由 Jing Gao老师和我共同指导。在这期间,叶晨进—
步加强了基础理论知

识的学习,同 Jing Gao老师的合作使她的博士课题研究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完成了 3篇高质量学术论文。

同时1叶晨开拓了国际视野,接触了研究领域前沿,并且了解了更多的研究方向,掌握了更多的研究方法。

叶晨具备出色的问题分析、算法设计和论文撰写能力,其学术水平近些年不断提高,目 前己经在基于众包

的数据清洗、基于规则的真值发现、文本数据上的事实抽取等多个课题上产出了前沿科研成果,以第一作

者录用和发表了 】0篇学术论文。其中,录用和发表的 sg论文已有 4篇 ,发表在数据库领域重要国际期刊

κnowIedge and Infom扪 on systems、 lnfomaton soences和 知识管理领域重要国际期刊 Know℃dge-Based

systems上 ;录用和发表的 曰论文已有 5篇 ,分别收录于软件学报、数据库领域重要国际会议 DAsFAA、

wAlM等上。基于此,我相信叶晨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可以完成具有一定难度的科研

任务,未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叶晨的科研素质高,潜力强,在数据质量相关领域的科研成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贵校师资力量强大,科

研实力雄厚,是计算机最具实力的学校之一,我相信叶晨在贵院可以取得更大的学术突破和科研进展。因

此,我郑重推荐她到贵校工作,望审核透过。同时祝贵校发展顺利。

研宄方向:数据库、大数据管理与分析

专业技术职务:教授

冁 L



艹丽潦彡索央孝
Harb:n lnst:tute of Technology

推 荐、意

申请人姓名 ∶  叶晨

博士所在年级及博士毕业时间 ∶博士五年级 毕业时间 ⒛⒛ 年 4月

国内所学专业/研究方 向 ∶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基于 众包 的数据清洗 、多源数据真值发现

尊敬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领导 :

您好 !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海量数据计算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李建中。

很荣幸地向贵单位推荐我中心的优秀博士生叶晨。

叶晨从本科 4年级进入我的研究中心工作学习以来,表现出了对科研的浓厚兴趣,阅读了大量的科学文献 ,

态度严谨,刻苦钻研,做事沉稳。经过在本中心 7年的学习和培养,叶晨目前己具备独立做科研的能力。

其主要从事基于众包的数据清洗、多源数据真值发现等问题的研究,学术水平较强,以第一作者录用和发

表的论文总计 IO篇 ,其中包含 4篇 sg论文,影响因子总和 】B。”3,均为 JcR一区;5篇 EI论文,有 4

篇 CCF B/C,1篇 一级学报软件学报。凭借出色的科研成果,其先后获得了校优秀硕士毕业生,硕士国家

奖学金等荣誉,同时于博士第 2年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下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访学一年。

叶晨在本中心读研读博期间,先后参与研究了多项本中心的国家级研究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我主

持的国家 gz3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海量信息可用性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中主要负责数据库劣质数据

修复和多源真值发现相关的研究,对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缺失填充、多数据源上的约束真值发现、多数据源

上的模式发现、文本数据上的真实信息挖掘都有相应的研究工作。此外,她还参与了王宏志老师主持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大数据错误检测与修复关键技术的研究》、刘显敏老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大数据一致性错误管理理论与关键技术》和郭海凤老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者风险感知、信息不对称与尾部市场效率研究》等。

叶晨乐于与他人合作,也愿意和低年级同学交流、探讨学术课题,其合作过的同学大都在知名科研院所 (北

京大学、微软亚洲研究院等)继续攻博。我相信叶晨在贵院入职后可以培养更多的人才,在数据质量领域

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发挥出更大的潜力。基于此,我愿意毫无保留的推荐叶晨进入贵校工作,我相信叶晨

具有足够的科研实力胜任贵校特聘副教授一职。

研宄方向:并行数据库系统、传感器网络

专业技术职务:教授

工作单位

骺
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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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8, 2019 
 
Dear Leaders of the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write this letter to recommend Ms. Chen Ye for the position of special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She was 
my visiting PhD student who worked in my lab during Fall 2016-2017. She is currently working 
as a PhD student supervised by Prof. Hongzhi Wang in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en’s research focuses on effective approaches that tackle crucial issues on data quality, 
including truth discovery on multi-source data and data cleaning based on crowdsourcing. Her 
research along the first direction has led to achievements on key technologies of multi-source 
truth discovery. She has conducted a thorough study on how to obtain high-quality data based 
on multiple sources. One big challenge in analyzing today’s overwhelming generated data is the 
veracity of the data. Data, even describing the same object or event, can come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such as crowd workers and social media users. Then, noisy pieces of data or 
information are unavoidable. Facing the daunting scale of data, it is unrealistic to expect human 
to “label” or tell which data source is more reliable. Hence the task of truth discovery is to 
identify correct and trustworthy information from multiple noisy information sources without 
supervision. In Chen’s work, she proposed various algorithms to handle different application 
scenarios.  
 
Chen’s research greatly advanced the field of truth discovery, from both technical and 
application perspectives. Chen has propose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techniques that aimed to 
handle unique challenges that are not tackled by previous work. She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optimization frameworks that achiev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accuracy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ruth discovery. First, two algorithms are proposed to handle the multi-
source truth discovery problem based on functional dependencies and denial constraints, 
respectively. These two methods consider the relations among entities and attributes, which 
infer the true values not only based on the source reliability degrees, but also through the 
trustworthy information from related entities. Second, an algorithm is proposed to handle the 
truth discovery problem on unaligned sources, which aims to mine useful patterns across 
entitie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By Chen’s proposed method, true values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reliable patterns. Third, a deep learning framework is designed for multi-source text 
data, which considers both pattern reliability and (entity, attribute, value)-tuple trustworthiness. 
This method makes it possible to mining reliable tuples from massive text data. 
 
Truth discovery techniques can be adopted to extract high-quality data from the crowdsourced 
data. As the crowd has contextual knowledge and cognitive ability, it is also meaningful to study 
how to utilize crowdsourced data for data cleaning, which is the second research direction she 
has been exploring. Her work focuses on cleaning noisy data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uch 
as data duplication and data incompleteness. One challenge is that the crowd is not free, and if 
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tasks, crowdsourcing can be expensive. Therefore, Chen further 
proposed several designs of crowdsourcing mechanisms for these two purposes, i.e., data de-
duplication and data imputation. To reduce the cost, Chen selects the tasks that 
statistical/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cannot perform well as crowdsourced task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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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s are proposed to select crowdsourced tasks under specific factors. For example, to 
deal with missing values, Chen proposes a joint model integrating crowdsourcing into the 
process of Bayesian inference. The crowdsourced tasks are selected based on uncertainty and 
influence factors. This approach is still effective when missing values widely exist by adopting 
crowdsourcing as the external source for extra information. 

The aforementioned work built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for Chen as an expert in the field of 
truth discovery and crowdsourcing. The work was summarized as first-authored papers in 
prestigious conferences and journals in database areas (e.g., INS, KBS, KAIS, DASFAA). The 
broad impact of her work is reflected by many follow-up stud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rowdsourced missing value imputation optimized by knowledge base, web-aided data 
imputation, multiple imputation via crowdsourcing, mobile crowd sensing. The follow-up studies 
clearly demonstrate the recognition of her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In summary, Chen Ye has invented,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a set of novel techniques and 
algorithms that have made a widely recognized significant impact in her published papers. Her 
research work has inspired many other researchers, as shown in many citations of her papers 
from research groups worldwide. With the increasing concerns of data quality in various 
domains, her work will surely continue to bring more impacts. In the future, I believe that she 
can make further impact and advance the discipline to next level. Therefore, I give Chen my 
strongest possible recommendation for the position of special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I would be glad t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if needed.  

Sincerely, 

Jing Ga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at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mail: jing@buffalo.edu 
Address: 338 Davis Hall, Buffalo, NY 14260 
Phone: (716)645-1586 

mailto:jing@buffalo.edu


尊敬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领导：              

我很高兴写这封信推荐叶晨担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特聘副教授一职。她是我

的访问博士生，2016-2017 年秋季在我的实验室工作。她现在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王宏志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              

叶晨的研究集中在解决数据质量关键问题的有效方法上，包括多源数据的真值发现和基

于众包的数据清洗。她沿着第一个方向进行的研究在多源数据真值发现的关键技术上取得了

成果。她对如何基于多种数据源获取高质量数据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大量数据的一大挑战

是数据的准确性。数据，甚至描述同一个对象或事件，都可以来自多种数据源，如众包平台

上的工人和社交媒体用户。而且，噪声数据或信息又是不可避免的。面对令人望而生畏的数

据规模，指望人们“贴标签”或说出哪个数据源更可靠是不现实的。因此，真值发现的任务

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从多个噪声数据源中识别出正确可用的信息。在叶晨的工作中，她

提出了各种算法来处理不同的应用场景。               

叶晨的研究从技术和应用两个角度大大推进了真值发现领域进展。叶晨提出了一系列创

新技术，旨在应对以往工作没有解决的独特挑战。她开发并实现了优化框架，与传统的真值

发现相比，在准确性上有了显著的提高。首先，她提出了基于函数依赖和否定约束的多源真

值发现算法。这两种方法考虑了实体属性之间的关系，不仅基于源的可靠性程度，而且通过

相关实体的可信信息来推断真实值。第二，她提出了一个算法来处理非对齐源上的真值发现

问题，该算法旨在从全局的角度挖掘实体间存在的可靠模式。通过她的方法，真实值可以通

过可靠的模式得到。第三，针对多源文本数据，她设计了一个既考虑模式可靠性又考虑（实

体、属性、值）元组可信度的深度学习框架。这种方法使得从海量文本数据中挖掘可靠元组

成为可能。              

真值发现技术可用于从众包数据中提取高质量的数据。由于群体具有语境知识和认知能

力，因此研究如何利用众包数据进行数据清洗也是她一直在探索的第二个研究方向。她的工

作重点是从多个角度清理噪音数据，如数据重复和数据不完整。一个挑战是，众包不是免费

的，如果有大量的任务，众包可能会很昂贵。因此，叶晨进一步提出了针对这两个目的的众

包机制设计，即重复数据消除和数据填充。为了降低成本，她选择了统计/机器学习技术不

能很好地执行众包任务的任务，并提出了在特定因素下选择众包任务的不同算法。例如，为

了处理缺失值，叶晨提出了一个将众包技术集成到贝叶斯推理过程中的联合模型，该模型基

于不确定性和影响力因素选择众包任务。当采用众包作为额外信息来源时，即使存在大量缺

失值，这种方法仍然有效。              

上述工作建立了叶晨作为真值发现和众包领域专家的国际声誉。这些工作发表在数据库

领域的著名会议和期刊上（如 INS、KBS、KAIS、DASFAA）。她的工作的广泛影响反映在许多

后续研究中，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知识库优化的众包缺失值填充、网络辅助的数据填充、基于

众包的多重估算、移动人群感知等。后续研究清楚地表明，她对该领域的贡献得到了承认。 

综上所述，叶晨设计、开发并实现了一套新颖的技术和算法，在她发表的论文中产生了

广泛认可的重大影响。她的研究工作激励了许多其他的研究人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研究小

组的论文中引用了她的论文。随着人们对各领域数据质量问题的日益关注，她的工作必将继

续带来更多的影响。今后，我相信她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把学科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

我推荐叶晨担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特聘副教授一职。如果需要的话，我很乐意提

供更多的信息。 

研究方向：真值发现、众包 

专业技术职务：教授 

推荐者：Jing Gao  

2019 年 10 月 28 日 





 - 11 - 

9.学院意见 
对拟聘人员岗位类型、聘期目标、团队归属及工作落实等情况明确意见。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月日 

10. 学校专家评审意见 
 

 

 

 
负责人（组长）签名： 

 

年月日 

参会 

人数 
 

同意 

人数 
 

反对 

人数 
 

弃权 

人数 
 

11.学校评聘委员会意见 

表决结果 

参会 

人数 
 

同意 

人数 
 

反对 

人数 
 

弃权 

人数 
 

 

 

 

校评聘委员会主任签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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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校聘用意见（此栏由人力资源部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