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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4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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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4VIS涉及多个计算机领域，而且研究兴趣增长迅速。



为什么要调研文献？

! 导师让我读

! 师兄师姐推荐我读

! 我需要完成课程作业

! 我需要在组会上做个论文报告

! 我希望学习一些技巧（比如如何写作）

! 我需要实现论文里的某一方法

! 我需要审一篇论文

! 我想了解某一研究领域

! 我需要写Literature review

! 我需要写Literature surve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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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篇

找一篇 +读一篇

找N篇 +读N篇



调研论文 =找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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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论文 =找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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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什么论文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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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
导师
师兄师姐
。。。

我



找什么论文读？

Step 0: 确定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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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研究方向？ =>会议上的 paper session！

src: https://zhuanlan.zhihu.com/p/137116458



找什么论文读？

Step 0: 确定研究方向

Step 1:找到并精读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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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 https://zhuanlan.zhihu.com/p/137116458



找什么论文读？

Step 0: 确定研究方向

Step 1:找到并精读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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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什么论文读？

Step 0: 确定研究方向

Step 1:找到并精读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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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试一点关键词，比如 visualizationó chart, AIó automation



找什么论文读？

Step 0: 确定研究方向

Step 1:找到并精读综述

Step 2: 找到该方向经典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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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经典论文？
- 在综述里面被 highlight
- 高引用
- 获奖论文(best paper, test-of-time)
- 。。。

在综述里面被highlight

在综述里面被mention



找什么论文读？

Step 0: 确定研究方向

Step 1:找到并精读综述

Step 2: 找到该方向经典论文

Step 3: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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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经典论文的 citation和 reference
- reference一般在第二章 literature review
- citation在某网站点"cited by"



找什么论文读？

Step 0: 确定研究方向

Step 1:找到并精读综述

Step 2: 找到该方向经典论文

Step 3: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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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习惯：管理一个paper queue
- 从队首选一篇 paper
- 把它的reference和 citation加进队尾



找什么论文读？

Step 0: 确定研究方向

Step 1:找到并精读综述

Step 2: 找到该方向经典论文

Step 3: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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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习惯：管理一个paper queue
- 从队首选一篇 paper
- 把它的reference和 citation加进队尾

queue一直 expand，不收敛怎么办？
- 优先选择“经典论文”放在队首
- 过滤论文，不是每篇reference和 citation都相关
- 反思：是不是方向太宽了？是否可以再 break down？

老板
导师
师兄师姐
。。。

我



调研论文 =找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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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献为什么困难

! 语言问题

! 文章写的不好

! 文章太长，难以静下心花几个小时读

! 缺乏对领域的了解，部分内容读不懂

! 好像读懂了，有好像没有读懂？

! 读完了然后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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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什么：阅读的三个层次

beyond reading：反馈与校正



阅读的三个层次 (From Henry S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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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

审论文、组会报告、复现方法



阅读的三个层次

Quick skim:十分钟了解论文的大概

! 看图、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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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会议的 presentation videos一般都在6-12分钟



阅读的三个层次

Quick skim:十分钟了解论文的大概

! 看图、看视频

Critical reading: 一两个小时对论文进行批
判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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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Geman: A paper has four parts. Spend equal amount of time 
writing each 
1. Title
2. Abstract
3. Introduction
4. The rest of the paper

批判性阅读：

论文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是个新问题还是老问题？
是否是个好的科研问题？

论文的核心贡献是什么？是否足够有意义？

论文的方法大致是什么？是新方法还是老方法？是否
有效解决了问题？作者是如何验证的？还有什么缺陷？

论文的问题/方法是否能泛化或者有启发意义？



调研论文 =找 +读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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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论文笔记？

! 好记忆不如烂笔头

! 记笔记能帮助训练

! 为以后引用论文做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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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mg-blog.csdnimg.cn/341783329bc44c95b110d347addf7895.png



论文笔记五要素

! Summary：提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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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句话描述论文研究了什么



论文笔记五要素

! Summary：提炼核心

! Fact：论文的基本事实

Motivation 、 contribution 、
method、evaluation、f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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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笔记五要素

! Summary：提炼核心

! Fact：论文的基本事实

Motivation 、 contribution 、
method、evaluation、finding

! Critical thinking：批判

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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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是个新问题还是老问题？是否是个好的科研问题？

论文的核心贡献是什么？是否足够有意义？

论文的方法大致是什么？是新方法还是老方法？是否有效解决了问题？作者
是如何验证的？还有什么缺陷？

论文的问题/方法是否能泛化或者有启发意义？

。。。



论文笔记五要素

! Summary：提炼核心

! Fact：论文的基本事实

Motivation 、 contribution 、
method、evaluation、finding

! Critical thinking：批判

优缺点

! Creative thinking

如何启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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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什么 idea?
怎么进一步 improve？
如何 generalize？



论文笔记五要素

! Summary：提炼核心

! Fact：论文的基本事实

Motivation 、 contribution 、
method、evaluation、finding

! Critical thinking：批判

优缺点

! Creative thinking

如何启发了我？

! What I have l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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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做图上的技巧
新的技术



论文笔记五要素

! Summary：提炼核心

! Fact：论文的基本事实

Motivation 、 contribution 、
method、evaluation、finding

! Critical thinking：批判

优缺点

! Creative thinking

如何启发了我？

! What I have l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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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Analyzing 精读
一周 1~2 篇



调研论文 =找 +读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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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论文 =找 +读 +写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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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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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论文 读论文



读论文的反馈机制

! 我是否理解了论文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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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自己读论文，提炼并写重点，然后对照作者在几分钟 presentation“画的重点”



读论文的反馈机制

! 我是否理解了论文的核心？

! 我对论文的批判性思维是否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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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自己和作者总结的 limitation 在组会上做报告。与导师、师兄师姐交流



读论文的反馈机制

! 我是否理解了论文的核心？

! 我对论文的批判性思维是否到位？

! 我的creative thinking是否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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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的 Future work idea是否被别人做了



总结

! 调研论文 =找 +读 +写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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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寻求反馈。
与原作者、导师、师兄师姐等
交流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