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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测医院神奇的反向刮乳术!治疗乳
腺病!轻轻刮几次!疼痛消失了!肿块不见
了!真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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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治乳腺病

给病人动刀前先用# 数字人$做一次
模拟手术!让医生练练刀%给病人吃药前
也请& 数字人$先尝!看有啥副作用''

昨日!中国# 数字人 (之父 )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世镇出席由解放军

"$%

医院
承办的# 解放军第六届手外科学术会
议(*

&'

岁的他表示!中国# 数字人(研究
尚在# 物理人(阶段!离最终的# 智能人(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些男女不吃不喝不生病
干的行当是替人# 吃药挨刀(

吓你一跳吧!他们是# 数字人( 是切了&(((多刀才问世的
昨天!中国# 数字人(之父钟世镇透露了很多他们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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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在会议现场!中国# 数字人(

研究的学科带头人钟世镇展示了我国人体
切片的数据集!以及最新的研究进展情况*

数字人是怎么诞生的呢+ 据介绍!南方
医科大学的科研人员在多具自愿捐献的尸
体中! 挑出了健康的尸体作为切片标本!根
据得到标本的先后顺序命名为# 中国数字人
男
)

号(,# 中国数字人男
#

号(等-& 中国数字人
男
*

号$ 尸体标本为一名
#&

岁的汉族健康男
性!祖籍湖南!身高

*+,,

米!体重
$&

公斤!没有
任何传染病和代谢疾病- 该男子

#((#

年
'

月
死亡!自愿捐献尸体做科学研究-

钟世镇介绍!有了尸体标本后!制作人体
数据集首先要将尸体冻成冰块!然后放在铣床

上!将人体切成薄片!通过数码相机拍下每个
切片!将表皮)肌肉)血管等组织一一做出标
注!然后再将这些数据输入电脑!利用电脑的
三维技术重新合成一个模拟仿真人-

钟世镇说! 开展数字人研究的想法始
于
#((*

年!当时一提出!就得到了国家科技
部的支持!并被列入了国家&

&,%

$计划-

#((%

年初 ! 被称为& 中国数字人女
*

号$的我国首例女性数字人数据集在南方
医科大学构建成功! 中国成为继美国)韩
国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本国数字人数据
库的国家-

,

年过去了 !目前 !中国已完成
&

个数
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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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刀才能& 切$出& 数字人$+ 每个切
片有多薄+ 每当提到& 数字人$!很多人都会
有这样的疑问-

钟世镇说! 每个数据集采用的切片断
面大都在

(+#

毫米!切片在
&(((-./((

片- 因
为要对每片切片进行数字化处理! 所以制
作一个数字人的时间会很长-

#((%

年! 我国首例女性虚拟人数据集
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构建成功- 这位女虚
拟人的数据采自一名年龄为

*.

岁)身高
*+$,

米的广西少女! 一年前在广东因食物中毒
而急性死亡- 她的尸体标本被切成

&$$,

片!

每片仅厚
(+#

毫米-

参照目前世界上公布的各种数据来

看!钟世镇院士认为!& 数字人$并非切得越
薄越好!片层精度的厚或薄是取决于实际应
用的要求-

钟世镇解释!& 看上去我们的切片薄度
要比美国)韩国的小!但实际上目前的切片
技术已可达到纳米级! 要切到多细都可以!

关键是有没有必要- $例如!局部器官数据
集!如骨头)脏器等提供给应用单位!该& 数
字人$的切削精度为

(+#

毫米就足够了-

& 另一方面! 目前我们以
(+#

毫米的切片
距进行切削!数据量已达

$'(

多千兆!对计算
机存储负担来说!已经很大!如果再细一点!

数据量就会更大!很多研究单位的电脑都运
转不了这么庞大的数据集- $钟世镇说-

#(((

年! 美国科学家就已经建立了全
身皮肤)肌肉)骨骼和心脏等部分器官的三
维模型% 韩国也早于我国完成第一例具有
东方人种特征的人体数据采集- 我国& 数字
人$的优势又在哪里+

对此!钟世镇表示!数字人研究技术往
往大致相同! 不同标本之间的数据集往往
各有特色!比如这个切片距更小一些!那个
分辨率精度更高一些! 根据不同的应用各
有千秋- 很难说谁的水平更高)谁的数据集
更好-

& 但曾在一段时期内!美国)韩国的数据
集分不清动脉和静脉血管!而我们第一例女
性数字人就把血管铸型技术应用进去!使中
国的数字人显得. 有血有肉/- (钟世镇说!

& 我们的人体血管铸型技术比较好! 把它与
计算机结合起来!可能在数字人的研究上取
得较大优势- (

至于把血管分隔出来的意义! 钟世镇
说!如果在数字人身上做模拟手术!医生就
可以清楚地分出动,静脉血管!知道哪根大
血管不能破坏!对手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据介绍!在真正完成& 数字人(仿真
之后!其生物数据将和人类一模一样!这
样一来!对于一些伤害性,危险性较大的
操作活动!& 数字人( 可代替真人进行操
作!将在医学,航天,航空,影视制作等领
域发挥广泛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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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世镇说!& 数字人$ 的发展主要分
四个阶段!分别为数字可视人,数字物理
人,数字生理人和数字智能人- 目前!中
国& 数字人$的研究才进入到第二阶段-

未来! 科学家会研制出& 数字生理
人$!即模型不仅在屏幕上可视!还会有
生,老,病,死等生理变化%也许有一天!

人们还会研制出& 数字智能人$!它有人
类的意识!也有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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