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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奖励类别： 技术创新类

提名单位（专家） 长沙市科学技术局

项目名称 高真实感三维人体建模关键技术及应用

主要完成人 陈寅，程志全，宋展，姜巍，杨启亮，周启臻，韩月芬，牛卫平

主要完成单位 湖南化身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国防工程学院，中国科
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

省财政资金拨款单位 湖南化身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密级 非密 定密日期

保密期限(年) 定密机构(盖章)

学科分类

名称

1 计算机图形学 代码 5206030

2 代码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所属国家重点发展领域 信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

任务来源 省、市、自治区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其它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单目深度相机的人体动态捕捉技术研究，61602507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语义驱动的个性化虚拟人重建技术研究，61272334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非刚性变换不变性的动态三维几何模型分解技术研究，60970094
4、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先验知识的三维动态人体建模技术研究，BK20150723
5、湖南省军民融合成果转化专项项目，三维化身的生成与应用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9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7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1年3月1日 完成：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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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意见
 

提名单位 长沙市科学技术局

通讯地址 长沙市政府一办公楼市科技局 邮政编码 410001

联 系 人 何姝仪 联系电话 0731-88668061

电子邮箱 csskjjcgcyx@163.com 传　　真 0731-88666160

提名意见：
该项目围绕高真实感三维人体建模问题，建立了高真实感三维人体模型快速生成的理论和方法，研制了面
向大众的三维人体建模软硬件系统，形成我国自主可控的三维人体建模技术体系，为应对我国人体基础数
据面临的战略安全风险挑战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主要创新为：
（1）提出了便捷化平板标定方法，发明了鲁棒的高频二值位移条纹编码技术，研发了专业的FPGA控制板
，建立了大尺度人体扫描数据的匹配算法。
（2）提出了适用于三维动态人体重建的参数化模型RealtimeSCAPE，设计了基于参数化人体模型的智能化
动作标准化程度评估算法，构建了中国特定人群三维人体形态子空间。
（3）提出了最大化覆盖人体全身的扫描仪优化配置方法，研究了人体正常着装下内表面三维人体模型重
建技术，研制了高真实感三维人体建模系统。
以周兴铭院士为组长的鉴定委员会对项目的鉴定意见为：“该成果设计思想新颖、技术先进、研制难度大
。在硬软件结合的三维人体建模AI 技术方面具有重大创新，项目总体技术处于同领域国际领先水平”。
工作得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Michael J. Black，中国工程院院士戴琼海等国内外同行高度评价。项目成
果已应用于际华3502工厂、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7家单位，还应用于国庆70周年阅兵训练。成果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军事效益，符合湖南省科技进步奖提名条件，重点推荐该项目申报湖南省科技
进步奖。

　　 提名该项目为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声明：本单位遵守《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
，所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
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

　　　　　　　　　　　　　　　　　　　　　　　　　　提名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提名项目等级（请在相应栏打“√”进行选择）

一等奖
　　第一完成人签字：

　　　　　　　　     　     　　　　　　　　　　　
　　　　　　　　年　　月　　日

二等奖 √

三等奖

　　说明：实行“定标定额”评审，一等奖评审落选项目不再降格参评二、三等奖，二等奖评审落选项目
不再降格参评三等奖。评审公示后不受理对评审结果中有关提名等级的异议。请认真对照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授奖条件，填写提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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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高真实感的三维人体数字模型在军事精准后勤保障、民用影视动漫制作、

人员行为识别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基础人体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数

字资源，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三维人体数据采集系统和建模工具大多依赖国

外设备和软件，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同时当前三维人体建模技术在真实感、

鲁棒性、可用性等方面存在显著不足，应用推广困难。如何突破高真实感人体

建模关键技术并研发稳定高效的建模系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 

在国家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湖南省军民融合成果转化专项等十余项课

题资助下，历时十一年的深入研究，建立了高真实感三维人体模型快速生成的

理论和方法，研制了面向大众的三维人体建模软硬件系统，推动了我国三维人

体数字化建模领域的科技进步，形成了我国自主可控的三维人体建模技术体系，

为应对我国人体基础数据面临的战略安全风险挑战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主要

创新为： 

（1）高精度人体数据获取方面：创建了基于结构光的人体高精度原始点云

重建理论与方法体系。提出了便捷化平板标定方法，发明了鲁棒的高频二值位

移条纹编码技术，研发了专业的 FPGA 控制板，建立了大尺度人体扫描数据的

匹配算法，解决了大视角、复杂材质、非刚体特性等条件下三维人体模型原始

数据高精度获取的难题。 

（2）高真实感三维人体建模方面：突破了基于参数化模型的三维人体模型

重建与增强系列化关键技术。提出了适用于三维动态人体重建的参数化模型

RealtimeSCAPE，设计了基于参数化人体模型的智能化动作标准化程度评估算

法，构建了中国特定人群三维人体形态子空间，解决了原始扫描数据高噪声、

不完整等条件下三维人体模型增强与高真实感建模难题。 

（3）高效三维人体建模支撑系统方面：研发了低成本、易部署、高精度三

维人体建模系统。提出了最大化覆盖人体全身的扫描仪优化配置方法，研究了

人体正常着装下内表面三维人体模型重建技术，研制了高真实感三维人体建模

系统，解决了传统人体重建系统配置复杂、成本高昂、人员隐私风险高等难题。 

以周兴铭院士为组长的鉴定委员会对项目的鉴定意见为：“该成果设计思想新颖、

技术先进、研制难度大。在硬软件结合的三维人体建模 AI 技术方面具有重大创

新，项目总体技术处于同领域国际领先水平”。工作得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Michael J. Black，中国工程院院士戴琼海等国内外同行高度评价。项目成果已应

用于际华 3502 工厂、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7 家单位，有效提升了服装量身定制、

人因评估效率，为构建我国成年人人体模型基础数据标准提供有力支撑。成果

还应用于国庆 70 周年阅兵训练，实现了受阅单兵动作的标准化测量与评估，为

确保阅兵重大任务圆满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果还获中国计算机学会最佳技

术展示奖、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等。发表高水平论文 44 篇，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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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研究背景 

高真实感的三维人体模型在精准后勤保障、影视制作、人员行为识别与监

控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基础人体数据是国家重要的数字资源，然而长期以

来，我国的三维人体数据采集系统和建模工具大部分采用国外的设备和软件，

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同时当前的三维人体建模技术在真实感、鲁棒性、可

用性等方面存在显著不足。高精度的原始人体点云数据和高层次的先验知识来

重建高真实感人体模型的重要基础。如何设计高精度的点云获取方法，建立高

层次的先验约束模型，研制稳定高效的建模系统，是长期困扰学术界和产业界

的根本性难题。 

围绕着高真实感三维人体模型快速生成的理论和方法，在国家和江苏省自

然科学基金、湖南省军民融合成果转化专项等十余项项目资助下，历时十一年

的深入研究，建立了基于结构光的人体高精度原始点云重建理论与方法体系，

提出了高层次三维人体参数化模型增强重建质量的方法，研制了面向大众的三

维人体建模软硬件系统，从而构建了我国自主可控的三维人体建模技术，为解

决我国人体基础数据面临的战略安全风险挑战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2. 主要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1：创建了基于结构光的人体高精度原始点云重建理论与方法体

系。提出了便捷化平板标定方法，发明了鲁棒的时域结构光编码技术，研发了

专业的FPGA控制板，建立了大尺度人体扫描数据的匹配算法，解决了大视角、

复杂材质、非刚体特性等条件下三维人体模型原始数据高精度获取的难题。（学

科分类：计算机图形学；附件9-9，9-12；附件1-2、9-21、9-22） 

背景与意义：高精度的原始数据是高逼真三维人体重建的重要保证。非接

触式结构光扫描方法由于其较高的精度和较低的成本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应用广

泛，但当前的结构光扫描方法也面临着标定过程复杂、重建三维点精度受光照

影响大、不同视角下数据匹配困难等一系列难题。作为一类特殊的对象，人体

的扫描还面临视角大、黑色的毛发和服装三维数据难以获取、非刚体等问题。

为此，建立了基于结构光的人体高精度原始点云重建理论与方法体系：提出了

鲁棒性的时域结构光编码算法；提出了一种便捷的平板标定方法；提出了一种

寻找两组特征之间对应关系的超匹配算法。 

①创新点1：提出了鲁棒的时域结构光编码算法，可在0.3秒内采集单视角高

精度的三维人体点云数据。该算法只需要18张编码图案，通过自主设计的FPGA

控制板控制投影仪和相机的触发时序，所选用投影仪的帧速率为60Hz，单次采

集时间为18/60=0.3秒，采用了条纹图像边缘作为编码特征，实现了复杂场景下

的高鲁棒性特征编码。项目组根据算法自制的结构光扫描仪及人体扫描数据如

图1所示。 

②创新点2：提出了一种便捷的平板标定方法。该方法首先需要一块含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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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固定平板，标记点之间的距离通过人工测量的方法预先得到；然后使用装

配好的结构光扫描仪对平板进行扫描；最后通过求解非线性最小二乘方程实现

标定参数的优化，优化的目标是使得平板区域内重建点云的平面拟合度尽可能

高、标记点之间的距离尽可能等于预先测量值。传统的结构光标定方法需要频

繁移动标定板或扫描仪，当扫描视角较大导致扫描仪体积和标定板尺寸过大时，

操作难度增大。该方法极大简化了系统标定过程。 

 
图1 (a)自研的结构光扫描仪结构图；(b)通过FPGA控制器控制投影仪顺次投影出18张编码图，高

速工业相机同步抓拍物体表面的编码投影图像；(c)多个结构光扫描仪从不同视角获取人体三维

数据，匹配后效果图 

③创新点3：提出了一种大尺度多视角人体扫描数据的匹配与融合算法。该

方法超越了通常使用的逐点和成对方法，通过考虑点的三元组或更高阶元组实

现匹配。超匹配采用超对称张量表示，该张量表示一个考虑特征相似性和特征

间几何约束的相似度量：特征匹配被转换为一个高阶图匹配问题。 

【技术对比与旁证】针对当前的结构光人体扫描面临的标定过程复杂、重

建三维点精度受光照影响大、不同视角下数据匹配困难等一系列难题，提出了

鲁棒的时域结构光编码算法，可快速获取高精度的三维人体数据，成果发表于

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A类中文期刊《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附件9-12】

并授权国家发明专利【附件1-2、9-21】；提出了一种快捷的平板标定方法，可支

持大视角的结构光扫描仪标定【附件9-22】；提出了一种寻找两组特征之间对应

关系的超匹配算法，为不同视角下的数据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匹配，该成果发表

于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A类顶级期刊TVCG【附件9-9】，目前Google Scholar引用

为46次【附件9-13】，得到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Niloy Mitra教授的正面引用【附

件9-18】。三维扫描系统通过了专业检测机构的现场检验【附件9-6】，结构光扫

描和标定相关的三项专利进行了技术转让【附件9-8】。 

科技创新2：突破了基于参数化模型的三维人体模型重建与增强系列化关键

技术。提出了适用于三维动态人体重建的参数化模型RealtimeSCAPE，设计了基

于参数化人体模型的智能化动作标准化程度评估算法，构建了中国特定人群三

维人体形态子空间，解决了原始扫描数据高噪声、不完整等条件下三维人体模

型增强与高真实感建模难题。（学科：计算机图形学；附件1-3；附件9-19、9-23、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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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意义：原始的扫描数据不可避免存在噪声、不完整等问题，高层次

的先验知识可以有效增强三维人体模型重建质量。三维人体参数化数学模型通

过体形、姿态参数描述了人体形态变形的子空间，在人体建模及其相关领域得

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参数化模型的表示能力至关重要，目前存在问题表现

为：模型的精确性仍然有待提高、参数的语义关联有待增强、尚无中国人群的

形态数据库、参数化模型受限于求解速度难以适用于动态重建等。为此，提出

了适用于三维动态人体重建的参数化模型RealtimeSCAPE；提出了一套基于参数

化人体模型的智能化动作标准化程度评估方法；构建了中国特定人群的三维人

体形态子空间，从而为人因评估提供有效数据支撑。 

①创新点1：提出了适用于三维动态人体重建的参数化模型RealtimeSCAPE。

该模型将人体形态表征为体形和姿态两个维度张成的子空间。体形参数由人体

体形分布主成分分析后的特征向量表征；姿态参数由人的胳膊、躯干等区域的

刚性变换来表示。在体形参数确定的前提下，姿态模型简化为LBS线性模型，可

以通过线性方程快速求解，从而有效降低了姿态参数求解时的复杂性。算法流

程图如图2所示。 

 
图2 基于参数化模型RealtimeSCAPE的动态人体重建框架图 

②创新点2：提出了一套基于参数化人体模型的智能化动作评估方法。系统

对于被测人员的动作，采用了基于数字化人体模型的动作标准化程度测量与评

估方法：重建被测人员的高精度三维人体外形和动作骨架，基于标准动作的规

范要求，量化分析被测人员三维人体模型的动作与预期标准动作差异。 

③创新点3：构建了中国特定群体的三维人体形态子空间，可用于人因工效

评价。针对中国特定群体采集的大规模三维点云数据，首先采用改进的基于参

数化模型的注册框架，对所有的人体点云数据构建具有统一拓扑结构的网格模

型；随后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建立语义关联的体形分布子空间；最后，提供百

分位的三维人体网格模型，作为人因工效评估的基本单元。 

【技术对比与旁证】针对高层次三维人体参数化模型的精确性仍然有待提

高、参数的语义关联有待增强、求解速度慢等问题，提出了适用于三维动态人

体重建的参数化模型RealtimeSCAPE，该成果发表于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A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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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期刊TVCG【附件1-3】，Google Scholar引用为22次【附件9-13】，得到了瑞典

皇家科学院院士Michael J. Black，中国工程院院士戴琼海等国内外同行高度评价

【附件9-14、9-15】，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附件9-19、9-23、9-24】；提出了一

套基于参数化人体模型的智能化动作评估方法，在国庆阅兵训练中得到应用【附

件3-2】；构建了中国特定人群的三维人体形态子空间，支撑人因工效评估【附件

3-1】。 

科技创新3：研发了低成本、易部署、高精度三维人体建模系统。提出了最

大化覆盖人体全身的扫描仪优化配置方法，研究了人体正常着装下内表面三维

人体模型重建技术，研制了高真实感三维人体建模系统，解决了传统人体重建

系统配置复杂、成本高昂、人员隐私风险高等难题。（学科：计算机图形学；附

件9-10、9-11；附件1-1、9-20、9-26） 

背景与意义：构建可用的三维人体重建系统，降低人体数据获取的难度，

是推动基于三维人体建模及其相关应用的关键。但当前的人体重建系统受限于

配置复杂、成本高昂、人员隐私等因素，大部分还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为

此，研发了一套高真实感三维人体重建系统，实现了人体正常着装下重建出高

真实感的内表面三维人体模型；提出了最大化覆盖人体全身的扫描仪最优配置

方法，并搭建了人体全身扫描系统，该技术在国内率先使用多个深度相机采集

重建人体的三维模型；提出了Bézier 样条曲线填充算法，并构建了利用两台商

用深度相机快速重建三维人体模型的系统，采集过程可以在3s内完成，配置简洁，

操作灵活，可以在室外布置。 

 
图3 高真实感三维人体内表面模型重建系统架构图及结果展示 

①创新点1：提出了人体正常着装下内表面三维人体模型的重建方法，并在

此基础上研发了一套高真实感三维人体模型重建系统“化身1号：三维人像摄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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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系统”。该系统首先利用多个结构光扫描仪从不同视角采集人体的三维数据，

攻克了标定、编码、同步控制等一系列科学工程问题；而后利用高精度的三维

人体参数化模型，结合身高体重、人体参数分布规律、人体皮肤检测等先验约

束，评估出合理的三维人体内表面模型；最后，为了进一步增强模型的真实感，

对于头发和纹理进行了个性化重建。系统的架构图及效果展示如图3所示。 

②创新点2：提出了最大化覆盖人体全身的扫描仪最优配置方法，率先使用

多个深度相机研发了人体全身扫描系统。系统首先通过超匹配算法进行多视角

相机标定；然后通过控制相机的曝光时间，从多个视角分时采集人体的三维点

云数据和纹理图像；最终通过泊松融合算法生成带有纹理的网格模型。该项三

维全身成像系统配置简单、成本低廉、技术领先。如图4所示。 

 
图4 多个深度相机全身扫描系统扫描仪配置示意图(a)、实物图(b)及重建结果图(c) 

③创新点3：构建了利用两台商用深度相机Kinect快速重建三维人体模型的

系统。通过两个预先标定好的Kinect，从人的前后面同时进行采集，该系统可以

实现在3s内完成人体全身的数据采集。为了消除Kinect的视角有限所带来的数据

采集缺失，提出了Bézier 样条曲线填充算法，有效增强了模型重建质量。 

【技术对比与旁证】当前的人体重建系统因配置复杂、成本高昂、人员隐

私等因素局限于实验室的难题，提出了人体正常着装下内表面三维人体模型的

重建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研发了“化身1号：三维人像摄影与建模系统”，经过了

专业检测机构的现场检验【附件9-7】，成果发表于中国计算机学会A类中文期刊

《软件学报》【附件9-11】，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附件1-1、9-20】和实用新型

专利【附件9-26】，通过了由院士组成的成果鉴定委员会的鉴定【附件9-1】，并

在际华3502职业装有限公司、山东大学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深圳中科智美科

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企业应用【附件3-3,3-4,3-5】；提出了最大化覆盖人体全身

的扫描仪最优配置方法，并据此搭建了人体全身扫描系统，获得了CNCC 2013

最佳技术展示奖【附件9-3】；构建了利用两台商用深度相机Kinect快速重建三维

人体模型的系统，该成果发表于中科院二区期刊JMS【附件9-10】，目前Google 

Scholar引用为32次【附件9-13】，得到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Zelek教授等国内外同

行正面评价【附件9-1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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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限 1 页） 

本项目的研究始于 2011 年，重要科学发现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在 2018 年之

前完成的。2011 年，微软发布了第一款商用深度相机 Kinect，该相机帧速率达

到 30 fps，成本低廉，从而为三维数据的获取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手段，但是受限

于采集距离和精度，该相机一般用于室内近距离场景和物体的建模。为了进一

步提高重建模型的精度，本项目引入了结构光扫描技术，但是结构光扫描系统

当前也存在着成本较高、受光照条件限制等问题；同时用于数据重建和增强的

三维人体参数化模型本质上是一种线性化的近似表达，精确程度有待进一步提

升。 

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技术在图像识别领域的成功应用，基于图像的三维

重建技术再次成为研究热点。相对三维数据，二维图像原始数据更容易获取，

从图像中恢复出高质量的三维人体数据实际是将前端复杂的硬件设计转换为后

端复杂的算法设计。当前计算机视觉技术、深度学习算法、高性能计算技术、

云计算技术等日趋成熟，为解决传统的视觉重建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深

度学习算法本质上包含了线性和非线性层次，将其融入三维人体参数化模型，

可能带来模型精度的大幅提升。 

针对当前三维数据获取方式和模型表示方法的升级，本项目提出的高真实

感三维人体建模方法也需要进一步更新：提出基于图像的高精度三维人体数据

获取方法，从而进一步降低前端数据获取的难度和成本；提出基于深度学习框

架的三维人体参数化模型，为三维人体重建和增强提供更加有效的先验约束。

因此，本项目提出的基于结构光的三维人体数据获取、重建理论和方法有待进

一步的扩展。 

针对这些机遇和挑战，项目组已在所负责的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基于单视频图像序列的精准人体测量与建模技术研究”中开展了针对性研究，

旨在通过单视频图像序列，研究结合深度学习和先验知识，扩展和深化该项目

的研究，发展和改进本项目提出的三维人体建模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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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 鉴定评价 

（1）2017 年由周兴铭院士担任主任的成果鉴定委员会，对成果的鉴定意

见为“该成果设计思想新颖、技术先进、研制难度大。在硬软件结合的三维人体

建模 AI 技术方面具有重大创新，项目总体技术处于同领域国际领先水平”【附

件 9-1】。 

（2）2018 年 12 月 20 日，江苏省科技厅组织有关专家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基于先验知识的三维动态人体建模技术研究”进行了验收，形成验收意见

如下：提出了鲁棒的高频结构光编码算法，并设计实现了人体全身三维数据扫

描系统；利用自主设计的人体全身扫描系统，采集了中国地区的三维人体数据，

设计了适用于三维动态人体重建的参数化模型；提出了一个从单个深度相机中

实时重建人体的动作和几何外形的算法，单帧的重建时间约为 25ms，在标准数

据集上测试的正确率达到了 94％【附件 9-2】。 

（3）2013 中国计算机大会上，化身科技团队“个性化虚拟人（化身）生成

展位”荣获科技成果展“最佳技术展示奖”【附件 9-3】。 

（4）在第十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项目“化身－个性化的三

维人体建模”获优秀产品奖【附件 9-4】。 

（5）在 2017 西安国际创业大赛总决赛中，“三维人体建模与应用”项目在总

决赛中获一等奖【附件 9-5】。 

2. 与国内外对比查新报告 

查新报告显示，在国内公开发表的中文文献中，已有基于 DLP 和普通相机，

采用结构光进行三维成像的方法，未见结构光二值条纹编码；已有利用线性混

合蒙皮算法进行三维虚拟人肢体动画的报道，但未见利用其进行动态人体重建

的报道，从而未见与本查新点完全相同的研究报道。 

3. 检测评价 

（1）2017 年 3 月 21 日，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现场对“三维扫描系统”

进行了检验，结果如下：基于 DLP 和高速工业相机的三维扫描系统，在扫描范

围不超过 200ⅹ150mm 情况下，系统的三维重建深度误差不超过 0.05mm；开发

专用的 FPGA 同步控制装置，实现扫描时间不超过 1 秒钟【附件 9-6】。 

（2）2017 年 12 月 7 日，长沙软件园发展中心软件检测实验室对“化身 1 号：

三维人像摄影与建模系统”进行了软件登记测试，结论如下：产品可以通过三维

人体模型的物理展示、电子展示、采集时间在 0.5s内完成、三维测量误差在 0.5mm

内【附件 9-7】。 

4. 应用评价 

（1）该成果已应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院校科研方阵，有

效提升了阅兵训练的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应用单位评价为“...提出的大数据驱

动的三维人体建模技术，在本次阅兵训练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相关领导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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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人员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赞誉...”【附件 3-2】。 

（2）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在执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中国成年人人体建

模及应用关键技术标准研究》的过程中，采用了高逼真三维人体重建系统，对

人体躯干进行智能化三维建模，获取人体基础尺寸和功能尺寸数据。应用评价

为“系统配置便捷，一键操作，自动化程度高，界面友好；用户可见即可得，体

验感好；采集点云数据精度高，重建网格模型真实感强”【附件 3-1】。 

（3）山东大学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采购了高真实感三维人体建模技术，以

进行人体高真实感建模，用于虚拟现实技术科普以及基于三维模型数据的分析

与个性化定制等科研工作。应用评价为“系统软硬件配置简单，一键操作，智能

化程度高；用户体验感好，接受度高，为虚拟现实技术的科普和应用推广做出

了重要贡献”【附件 3-3】。 

（4）结构光扫描技术相关的三项专利“一种三维扫描系统及方法”、“结构光

三维扫描系统的标定方法及装置”、“一种曲面发香测量装置和曲面法向测量方

法”以 100 万价格由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转让给“惠州高视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深度的产业化开发【附件 9-8】。 

5. 学术评价 

项目产生了论文 44 篇，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软件著

作权 1 项，培养博士生 5 人，硕士生 10 人。截止 2021 年 4 月，项目 5 篇代表

性论文 Google Scholar 引用 106 次，SCI 他引 55 篇次，单篇最高他引 46 次。引

用者包中国工程院院士、瑞士皇家科学院院士等。引用的学术机构遍布美国、

英国、德国等国家；引文来自多个领域，如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计算机图

形学等。 

（1）代表性论文 1 得到了清华大学戴琼海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2015 年

在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领域的顶级会议 CVPR 发表论文（代表性引文 1）的引

用，并指出我们提出的方法为一种典型的基于模型的动态重建方法【附件 9-14】。

德国图宾根大学 Michael J. Black 教授（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2019 年在模式识

别领域顶级期刊 IEEE TPAMI 发表的论文（代表性引文 2）对代表性论文 1 进行

了引用，并指出我们提出的方法可以用来创建个性化的化身模型【附件 9-15】。 

（2）代表性论文 2 得到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Zelek 教授 2016 年在计算机图

形学知名期刊 Visual Computer 发表论文（代表性引文 3）的引用，并指出我们

提出的方法为多传感器进行人体重建的典型方法【附件 9-16】。西班牙阿利坎特

大学的 Francisco Flórez-Revuelta 副教授在综述文章（代表性引文 4）中对代表性

论文 2 进行了引用，并指出我们提出的方法是三维人体化身技术的重要基础【附

件 9-17】。 

（3）代表性论文 3 得到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Niloy Mitra 教授 2014 年在

Computer Graphics Forum 期刊发表论文（代表性引文 5）的引用，并指出我们的

方法是基于全局约束的典型方法【附件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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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广应用情况及效益 

1．推广应用情况 

项目成果已应用于际华3502工厂、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7家单位，有效提升

了服装量身定制、人因评估效率，为构建我国成年人人体模型基础数据标准提

供有力支撑。成果还成功应用于国庆70周年阅兵训练重大活动，实现了受阅单

兵动作的标准化测量与评估，为提高我军阅兵方阵训练质量、确保阅兵重大任

务圆满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军事和经济效益。本项目推动了我

国三维人体数字化建模领域的科技进步，对于形成我国自主可控的三维人体建

模技术体系、确保我国人体基础数据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 用 的

起 止 时

间 

应用单位联

系人/电话 
经济、社会效益 

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

基础标准

化研究所 

在执行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课题《中国成年人

人体建模及应用关键

技术标准研究》的过程

中，采用了高逼真三维

人体重建系统，对人体

躯干进行智能化三维

建模，获取人体基础尺

寸和功能尺寸数据 

2018-10

至

2020-10 

冉令华

/010-588117

07 

系统各项性能指标满

足项目需求，为项目

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

要技术支撑。 

际华三五

零二职业

装有限公

司 

在《中车大同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职业装团体

定制》项目的实施过程

中，应用了“高真实感

三维人体建模技术”，

对人体进行三维建模

并获取人体基础尺寸。 

2017-11

至

2019-12 

牛卫平

/1347219955

1 

该技术的使用，为项

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为人体

的个性化服装定制提

供了标准化、智能化

的量体手段。 

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

国成立70

周年阅兵

院校科研

方阵 

为圆满完成国庆其十

周年阅兵 任务，军队

院校科研阅兵方阵全

面进行阅兵训练的科

学化、智能化提升工作 

2019-05

至

2019-09 

/ 

提出的大数据驱动的

三维人体建模技术，

在本次阅兵训练发挥

了重要作用，受到相

关领导和受阅人员的

充分认可和高度赞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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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青岛虚拟

现实研究

院 

我院采购了高真实感

三维人体建模技术，以

进行人体高真实感建

模，用于虚拟现实技术

科普以及基于三维模

型数据的分析与个性

化定制等科研工作 

2018-06 

至今 

吕琳

/1385318916

9 

用户体验感好，接受

度高，为虚拟现实技

术的科普和应用推广

做出了重要贡献。 

深圳中科

智美科技

有限公司 

为了能够预测面部整

形后的效果，采用了湖

南化身科技有限公司

的高精度三维扫描系

统，对人体面部进行高

真实感建模。 

2018-06 

至今 

苏全新

/1851245125

8 

面部数据采集可在

0.5内完成，重建参数

化模型几何精度为毫

米级，纹理图像约50

万像素，模拟整形效

果实时可见。 

深圳斯瑞

迪科技有

限公司 

为了预测用户穿戴服

饰的效果，采用了湖南

化身科技有限公司的

高精度三维人体重建

系统，对人体进行高真

实感建模。 

2018-03 

至今 

李辉

/1807310711

7 

系统各项性能指标满

足项目需求，为虚拟

试穿提供了重要的可

视化预测手段，有力

推动了项目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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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三年经济效益
单位：万元人民币

 

自 然 年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2018 276.72 80.25

2019 322.14 92.45

2020 420.78 138.02

累    计 1,019.64 310.72

主要经济效益指标的有关说明：
　　公司与湖南化身科技有限公司在内的4家合作单位，联合研发的《高真实感三维人体建模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已实现现有经营业务的经济效益成果转化。在公司内部由高级定制部牵头成立“智能化个性定制技术研发
”项目小组，将关键技术成果应用在高级定制量体技术服务中，主要订单产品有军服、职业装行配服、宴会礼服
、功能服装等，并完成了智能化量体数据采集与传统量体技术的数据分析，并逐渐替代手工量体营造智能化的科
技测量体验，适应当代快节奏信息化时代下不同人群的服装高级定制体验要求。此类业务收益形成新增销售额明
细见合同台账。新增利润=新增销售额-主营成本-营业费用。其中敞口合同、成品销售合同未进行单独分析。

其他经济效益指标的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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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或国家安全效益

项目研制的高真实感三维人体数字化系统，可实现人体的高精度快速三维

模型重建，在精准后勤保障、影视动漫制作、人员行为识别等领域具有重要应

用价值。成果获中国计算机大会最佳技术展示奖、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等。

发表高水平论文 44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成果还

成功应用于国庆 70 周年阅兵训练重大活动，实现了受阅单兵动作的标准化测量

与评估，为提高我军阅兵方阵训练质量、确保阅兵重大任务圆满成功发挥了重

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军事效益。本项目推动了我国三维人体数字化建模领域

的科技进步，对于形成我国自主可控的三维人体建模技术体系、确保我国人体

基础数据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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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不超过10件）
 

  

知识产权
（标准）

类别

知识产权
（标准）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标准
编号）

授权
（标准
发布）

日期

证书编号
（标准批

准
发布部门

）

权利人
（标准

起草
单位）

发明人
（标准

起草人）

发明专
利（标
准）有
效状态

发明专利
一种组件式三
维人像建模方
法

中国

ZL
201610
665024
.8

2019年
02月26日 3268416

湖南化身科
技有限公司
，陆军工程
大学

程志全；陈
寅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光源方向标定
及人体信息三
维采集方法与
装置

中国

ZL
201210
282386
.0

2016年
01月27日 1932039 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
宋展；谢伍
媛；庞旭芳

有效专
利

论文

Realtime
reconstruction
of an
animating
human body
from a single
depth camera

中国

WOS:0
003800
358000
06

2016年
12月30日 26390493 陆军工程大

学

陈寅，程志
全，赖超
，Ralph R.
Martin，党
岗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论文

SuperMatchin
g : Feature
Matching
Using
Supersymmetri
c Geometric
Constraints

中国

WOS:0
003245
585000
09

2013年
11月24日 24029908 国防科技大

学

程志全；陈
寅；Ralph
R.
Martin；来
煜坤；王爱
萍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论文

Fast capture of
personalized
avatar using
two Kinects

中国

WOS:0
003318
580000
23

2014年
01月15日 02786125 国防科技大

学

陈寅；党岗
；程志全
；徐凯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发明专利

三维人体形态
和姿态的无标
记点实时复原
方法

中国

ZL
201310
215996
.3

2015年
11月11日 1837358 湖南化身科

技有限公司
程志全；陈
寅；党岗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三维数字人像
与虚拟场景的
合成系统

中国

ZL
201510
027347
.X

2018年
01月26日 2794676 湖南化身科

技有限公司
程志全；徐
华勋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高精度稠密深
度图像的生成
方法和装置

中国

ZL
201811
519461
.4

2020年
05月22日 3810961 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
宋展；黄舒
兰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结构光编
码方法及相关
装置

中国

ZL
201410
242020
.X

2014年
05月30日 2306232 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
宋展；林海
波

有效专
利

实用新型
专利

瞬间捕捉的三
维照相馆 中国

ZL
201420
073630
.7

2014年
08月20日 3761612 湖南化身科

技有限公司

程志全；林
帅；陈寅
；李方召

有效专
利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用于提名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
人和主要完成单位的权利人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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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陈寅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6年03月14日 出  生  地 江苏扬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2102719860314303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讲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国防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14年12月20日 所学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电子邮箱 chris_leo_chan@163.com 办公电话 02580825345 移动电话 13645183708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海福巷1号工程兵学院 邮政编码 210007

工作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国防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主要完成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国防工程学院
所 在 地 江苏

单位性质 军队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1年03月20日　至 2021年08月20日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项目主要参与者，全程参与了该项目的研究过程，对项目的主要贡献包括：实现了一种寻找两组特征之间
对应关系的超匹配算法，提出了适用于三维动态人体重建的参数化模型RealtimeSCAPE，构建了利用两台
深度相机快速重建三维人体模型的系统，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用深度相机Kinect搭建了人体全身扫描系统
，提出并实现了高真实感三维人体重建系统中的人体内表面重建关键算法，对科技创新1、2、3项内容均
作出创造性贡献，是主要知识产权1、3、4、5、6、10的主要完成人。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遵守《湖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
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团
队）。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
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主要完成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主要完成人被提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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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程志全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7年10月28日 出  生  地 黑龙江五常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3210319771028469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毕业时间 2009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电子邮箱 cheng.zhiquan@163.com 办公电话 073185570692 移动电话 13187015816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凯乐微谷1-A栋1001 邮政编码 210007

工作单位 湖南化身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主要完成
单位

湖南化身科技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湖南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1年03月21日　至 2020年10月28日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湖南化身科技有限公司的程志全原为国防科技大学教员，全程参与了项目的研究，提出了利用超匹配寻找
两组特征之间对应关系的想法，提出了利用深度相机、结构光扫描仪构建人体建模系统的想法，有力推动
了项目的产学研融合，对科技创新2、3项内容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主要知识产权1、3、4、5、6、7、10的
主要完成人。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2年，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基于语义的三维模型重建技术开发与应用
，1/7，

　　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遵守《湖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
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团
队）。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
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主要完成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主要完成人被提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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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宋展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8年11月01日 出  生  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72924197811010059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09年03月17日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香港中文大学 毕业时间 2008年06月26日 所学专业 自动化

电子邮箱 zhan.song@siat.ac.cn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5889608167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学城学苑大道1068号 邮政编码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研究中心主任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主要完成
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广东

单位性质 非转制研究院所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年10月09日　至 2021年08月24日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提出了鲁棒的高频结构光编码算法，可以在0.3秒采集高精度的三维人体点云数据；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平
板标定方法，操作简单，精度高，可支持大视角的结构光扫描仪标定，解决了结构光编码算法、标定等工
程和技术问题。对科技创新1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主要知识产权2、8、9的主要完成人。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遵守《湖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
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团
队）。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
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主要完成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主要完成人被提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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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姜巍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3年08月02日 出  生  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3210319830802045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讲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毕业时间 2013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电子邮箱 chaunep@163.com 办公电话 883736 移动电话 16603602201

通讯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新航路58号 邮政编码 150001

工作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轰运飞行人员改装系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主要完成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所 在 地 黑龙江

单位性质 军队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1年03月01日　至 2021年08月21日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提出并实现了由三维点云模型生成统一拓扑结构的网格模型算法，构建了中国军人的三维人体子空间；提
出并实现了高真实感三维人体重建系统中的人体面部重建、纹理融合关键算法。对科技创新2、3做出了重
要贡献，是任务来源项目“基于非刚性变换不变性的动态三维几何模型分解技术研究”、“语义驱动的个
性化虚拟人重建技术研究”的主要参与者。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2011 7/7
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2017 1/7

　　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遵守《湖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
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团
队）。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
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主要完成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主要完成人被提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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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杨启亮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5年05月26日 出  生  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2010319750526951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南京大学 毕业时间 2013年12月30日 所学专业
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

电子邮箱 yql@893.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851452396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海福巷1号 邮政编码 210007

工作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行政职务 主任

二级单位 国防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主要完成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所 在 地 江苏

单位性质 军队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5年04月30日　至 2021年08月21日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提出了语义信息关联的三维人体参数化模型，并用以建立中国人群的形态子空间，提出了一套基于参数化
人体模型的智能化动作评估方法，对科技创新2、3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任务来源项目1，2的主要参与者
，标准化研究院和70周年阅兵应用的主要推动者。该项技术应用于70周年阅兵院校科研方阵阅兵训练的科
学化、智能化提升工作。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2019，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XX工程生存防护与保障关键技术及应用，排名
2/10，2019-J-31015-2-01-R02；
2、2007，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XXX洞库群及大型国防工程智能化系统研究，排名10/15，2007-J-24400-1-
01-R10；

　　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遵守《湖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
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团
队）。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
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主要完成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主要完成人被提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21

2021年度提名书预览版



   

姓　　名 周启臻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3年05月28日 出  生  地 浙江温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3030219930528791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讲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
学

毕业时间 2020年12月3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zhouqizhen2016@163.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601580035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210007

工作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国防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主要完成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国防工程学院
所 在 地 江苏

单位性质 军队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5年06月30日　至 2021年08月21日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实现了基于参数化人体模型的智能化动作评估算法，该项技术应用于70周年阅兵院校科研方阵阅兵训练的
科学化、智能化提升工作。对科技创新2、3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任务来源项目“单目深度相机的人体动态
捕捉技术研究”、“基于先验知识的三维动态人体建模技术研究”的主要参与者，标准化研究院和70周年
阅兵应用的主要实现者。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遵守《湖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
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团
队）。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
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主要完成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主要完成人被提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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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韩月芬 性别 女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0年02月05日 出  生  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012419800205364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北京服装学院 毕业时间 2021年01月07日 所学专业 服装设计与工程

电子邮箱 747198369@qq.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472199551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西路600号 邮政编码

工作单位 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主要完成
单位

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河北

单位性质 转制研究院所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6年03月07日　至 2021年08月24日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推动了职业装量身定制的应用，制定了相关的功能需求和性能参数，积极协调研制单位和应用单位合作事
宜，为科技创新3做出贡献。与第1、8完成人共同参与了际华集团重点研发项目“服装智能化个性定制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得发明专利“一种防止西服和制服前身翻折部位反翘的加工方法”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遵守《湖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
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团
队）。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
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主要完成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主要完成人被提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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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牛卫平 性别 女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7年04月18日 出  生  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010219770418034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河北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01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服装工程

电子邮箱 747198369@qq.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472199551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西路600号 邮政编码

工作单位 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研究院副院长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主要完成
单位

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河北

单位性质 转制研究院所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6年03月09日　至 2021年08月24日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推动了职业装量身定制的应用，制定了相关的功能需求和性能参数，积极协调研制单位和应用单位合作事
宜，是应用2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0年获得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的河北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遵守《湖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
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团
队）。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
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主要完成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主要完成人被提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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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湖南化身科技有限公司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程志全 所  在  地 湖南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传　　真 073185570692 邮政编码 410001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凯乐微谷1-A栋 1001

联  系  人 程功硕 单位电话 073185570692 移动电话 13739069716

电子邮箱 280641476@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2013年12月至今领导了项目的研究和应用推广，完成了湖南省军民融合成果转化专项项目，共同完成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正在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共同参与广东
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高真实感人体三维数字化技术及虚拟交互系统研究”，联合共同际华3502职业
装有限公司参与际华集团重点研发项目“服装智能化个性定制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在以下几方面做出
了重要贡献：
（1）自主设计FPGA控制板，单次三维扫描时间降至0.3秒；
（2）提出了利用结构光扫描仪结合三维人体参数化模型构建人体建模系统的想法，共同设计了一套高真
实感三维人体重建系统；
（3）联合际华3502职业装有限公司推动了职业装量身定制的应用；
（4）在青岛虚拟现实研究中心的应用示范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5）作为项目主要参与单位，协调各单位推动项目的进度。

　　声明：本单位同意主要完成单位排名，遵守《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
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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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国防工程学院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刘军 所  在  地 江苏

单位性质 军队 传　　真 825016 邮政编码 210007

通讯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海福巷1号

联  系  人 陈寅 单位电话 02580825345 移动电话 13645183708

电子邮箱 chris_leo_chan@163.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2014年12月至今参与了项目，联合申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以下几方
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提出了适用于三维动态人体重建的参数化模型RealtimeSCAPE。该模型将人体表征为体形和姿态两个
维度张成的子空间。在体形参数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姿态模型简化为LBS线性模型，从而有效降低了姿态
求解时的复杂性。
（2）设计了一套基于参数化人体模型的智能化动作评估系统。系统对于单兵的受阅动作，采用了基于受
阅人员数字化人体模型的动作标准化程度测量与评估方法：重建受阅人员的高精度三维人体外形和动作骨
架，基于标准动作的规范要求，量化分析受阅人员三维人体模型的动作于预期标准动作的差异。
（3）共同设计了一套高真实感三维人体重建系统，该系统实现了人体正常着装下重建出高真实感的内表
面三维人体模型。
（4）在阅兵训练应用推广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声明：本单位同意主要完成单位排名，遵守《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
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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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樊建平 所  在  地 广东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传　　真 0755-86392299 邮政编码 518055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学苑大道1068号

联  系  人 宋展 单位电话 0755-86392100 移动电话 15889608167

电子邮箱 zhan.song@siat.ac.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2014年07月至今参与了项目，正在联合湖南化身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参与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高
真实感人体三维数字化技术及虚拟交互系统研究”，其结构光扫描重建技术为科技创新1做出了重要贡献
：
（1）提出了一种便捷的平板标定方法，可支持大视角的结构光扫描仪标定；
（2）提出了鲁棒的高频结构光编码算法，只需18张编码图案，可实现高精度点云重建；
（3）在中科智美的整形应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声明：本单位同意主要完成单位排名，遵守《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
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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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

排　　名 4 法定代表人 周长胜 所  在  地 河北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传　　真 0311-82024377 邮政编码 050300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

联  系  人 贾丽丽 单位电话 0311-83866005 移动电话 15533973124

电子邮箱 yjy3502@163.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2018年01月至今参与了项目，联合湖南化身科技有限公司参与际华集团重点研发项目“服装智能化个性定
制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为项目提供了重要的应用示范，其主要贡献包括：
（1）推动了职业装量身定制的应用，制定了相关的功能需求和性能参数；
（2）联合际华3502职业装有限公司推动了职业装量身定制的应用。

　　声明：本单位同意主要完成单位排名，遵守《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
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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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高真实感三维人体建模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由湖南化身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国防科技大学、际华三五

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共同研发，共同完成。项目完成人员为陈寅、程志全、宋展、

姜巍、杨启亮、周启臻、韩月芬、牛卫平。

陆军工程大学的陈寅为项目主要参与者，全程参与了该项目的研究过程，对

项目的主要贡献包括：实现了一种寻找两组特征之间对应关系的超匹配算法，提

出了适用于三维动态人体重建的参数化模型 RealtimeSCAPE，构建了利用两台深

度相机快速重建三维人体模型的系统，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用深度相机 Kinect
搭建了人体全身扫描系统，提出并实现了高真实感三维人体重建系统中的人体内

表面重建关键算法，对科技创新 1、2、3项内容均作出创造性贡献；湖南化身科

技有限公司的程志全原为国防科技大学教员，全程参与了项目的研究，提出了创

新点2中的关键核心技术思想，并对创新点3中的建模系统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宋展老师提出了鲁棒的高频结构光编码算法和新型的平

板标定方法，操作简单，精度高，可支持大视角的结构光扫描仪标定，解决了结

构光编码算法、标定等工程和技术问题，对科技创新 1做出了重要贡献；姜巍在

国防科技大学攻读研究生阶段参与了项目的研究，提出并实现了由三维点云模型

生成统一拓扑结构的网格模型算法，实现了高真实感三维人体重建系统中的人体

面部重建、纹理融合关键算法，对科技创新 2、3做出了重要贡献；陆军工程大

学的杨启亮老师提出了语义信息关联的三维人体参数化模型，并用以建立中国人

群的形态子空间，提出了一套基于参数化人体模型的智能化动作评估方法，对科

技创新 2、3做出了重要贡献，标准化研究院和 70周年阅兵应用的主要推动者；

周启臻老师实现了基于参数化人体模型的智能化动作评估算法，对科技创新 2、
3做出了重要贡献，标准化研究院和 70周年阅兵应用的主要实现者；际华三五

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的韩月芬推动了职业装量身定制的应用，制定了相关的功能

需求和性能参数，积极协调研制单位和应用单位合作事宜，为科技创新 3做出贡

献；牛卫平负责系统流程优化，参加了人体建模系统工作流程的设计研制。

第 1、2、4完成人合作完成“基于非刚性变换不变性的动态三维几何模型分

解技术研究”、“语义驱动的个性化虚拟人重建技术研究”项目。第 1、2、5、6

完成人合作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单目深度相机的人体动态捕捉技术研

究”、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先验知识的三维动态人体建模技术研究”。

第 1、2完成人共同完成湖南省军民融合成果转化专项项目“三维化身的生成与

应用”。第 1、3完成人共同参与了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高真实感人体

三维数字化技术及虚拟交互系统研究”（尚未结题）。第 1、7、8完成人共同参与

了际华集团重点研发项目“服装智能化个性定制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尚未结

题）。

第 1、2完成人共同获得专利“一种组件式三维人像建模方法”、“三维人

体形态和姿态的无标记点实时复原方法”和“瞬间捕捉的三维照相馆”。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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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共同获得发明专利“光源方向标定及人体信息三维采集方法与装置”、

“高精度稠密深度图像的生成方法和装置”和“一种结构光编码方法及相关装

置”。第 7完成人共同获得发明专利“一种防止西服和制服前身翻折部位反翘的

加工方法”。第 8完成人共同获得发明专利“一种职业装袖子符合人体臂肘弯度

的缝合方法”和“一种职业装袖子定位缝合的方法”。

第 1、2完成人共同发表论文“Realtime reconstruction of an animating human
body from a single depth camera” 、 “SuperMatching : Feature Matching Using
Supersymmetric Geometric Constraints”和“Fast capture of personalized avatar using
two Kinects”。第 1、2、3 完成人共同发表论文“Parametric 3D modeling of a
symmetric human body”和“Capture of Hair Geometry using White Structured Light”。
第 5、6 完成人共同发表论文“Deep activity recognition in smart buildings with
commercial Wi-Fi devices”和“Enabling Noninvasive Physical Assault Monitoring in
Smart School with Commercial Wi-Fi Devices”。第 2、4 完成人共同发表论文

“Skeleton-Based Intrinsic Symmetry Detection on Point Clouds”。
承诺：本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对本项目完成人合作关系及上述内容的真实性

负贵，特此声明。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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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清单
 

序号
知识产权
（标准）

类别

知识产
权

（标准
）

具体名
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标准
编号）

授权
（标准
发布）

日期

证书编号
（标准批

准
发布部门

）

权利人
（标准

起草
单位）

发明人
（标准

起草人）

发明专
利有效

状态

是否
为

“附
件

9”
中其

他
3项

知识
产权

1 发明专利

表演者
的无标
记点三
维实时
捕捉系
统

中国

ZL
201310
555513
.4

2016年
06月
15日

2112742 程志全

程志全
；陈寅
；林帅
；党岗

有效专
利 否

2 发明专利

基于
RGB-
Depth
摄像头
的三维
可视监
控系统

中国

ZL
201310
215123
.2

2016年
02月
24日

1958520 程志全

程志全
；陈寅
；党岗
；赖超

有效专
利 否

3 发明专利

一种三
维扫描
系统中
的转轴
的优化
计算方
法

中国

ZL
201310
163342
.0

2016年
12月
28日

2323681
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
院

宋展；庞
旭芳

有效专
利 否

4 发明专利

一种职
业装袖
子符合
人体臂
肘弯度
的缝合
方法

中国
ZL.201
510010
804.4

2017年
12月
14日

2696724

际华三五
零二职业
装有限公
司

刘春荣
；牛卫平
；刘壮宏
；肖金星

有效专
利 否

5 发明专利

一种防
止西服
和制服
前身翻
折部位
反翘的
加工方
法

中国
ZL2012
103121
29.7

2016年
01月
20日

1926385

际华三五
零二职业
装有限公
司

刘春荣
；刘壮洪
；刘振刚
；韩月芬

有效专
利 否

6 发明专利

一种职
业装袖
子定位
缝合的
方法

中国
ZL2014
106152
41.7

2016年
02月
10日

1949620

际华三五
零二职业
装有限公
司

刘春荣
；肖金星
；刘壮宏
；牛卫平

有效专
利 否

7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组
合式结
构的结
构光三
维扫描
仪

中国

ZL
201520
066373
.9

2015年
01月
30日

4342203
湖南化身
科技有限
公司

程志全
；宋展
；常文雅

有效专
利 否

8 实用新型
专利

个性化
头像的
三维人
像产品

中国

ZL
201420
738862
.X

2012年
12月
02日

4321465
湖南化身
科技有限
公司

程志全 有效专
利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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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基于单
目
RGB-
Depth
相机的
三维化
身捕获
软件

中国 005573
78

2014年
10月
16日

0823383
湖南化身
科技有限
公司

程志全 有效专
利 否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标准规范、论文专著等均真实有效；用于提名湖南省科学技术奖的情况，已征
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的权利人（含发明人及专利权人、作者及署名单位等）的同意
；项目完成人、完成单位及以上权利人已知悉并同意：本项目如获奖，上述知识产权、标准规范、论文专
著等将不得再次用于提名申报湖南省科学技术奖。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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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专著清单
 

序号
论文名称/刊名/作

者
年卷页码（xx年

xx卷 xx页）
发表时间
(年月日)

通讯作者
(含共同)

第一作者
(含共同)

国内作者

知识
产权
是否
归国
内所

有

是否
为

“附
件

9”
中其

他
3项

知识
产权

1

An Accurate
Calibration Means
for the Phase
Measuring
Deflectometry
System/Sensors/Ha
o Han; Shiqian Wu;
Zhan Song

2019, 19:5377 2020年
12月31日 Hao Han Hao Han

韩浩，吴
世前，宋
展

是 否

2

A closed-form
single-pose
calibration method
for the
camera–projector
system/A closed-
form single-pose
calibration method
for the
camera–projector
system/Zexi
Feng;Zhiquan
Cheng;Zhan Song

 2019(30)：461-
472

2020年
12月31日 Zexi Feng Zexi Feng

冯泽西
，程志全
，宋展

是 否

3

DOE-based
structured-light
method for accurate
3D sensing/ Optics
and Lasers in
Engineering/Song,
Zhan; Tang,
Suming; Gu, Feifei;
Shi, Chu; Feng,
Jianyang

2019,120:21-30 2019年
12月25日 宋展 宋展

宋展，唐
苏明，顾
菲菲，石
初，冯建
阳

是 否

4

Mesh-Based
Computation for
Solving Photometric
Stereo With Near
Point Lighting/IEEE
computer graphics
and
applications/Xie,
Wuyuan; Nie, Ying;
Song, Zhan; Wang,
Charlie C. L

2019,39（3）:73
-85

2019年
12月17日

Xie,
Wuyuan

Xie,
Wuyuan

谢婺源
，聂莹
，宋展

是 否

5

Parametric 3D
modeling of a
symmetric human
body/Computers &
Graphics-
UK/Chen, Yin;
Song, Zhan; Xu,
Weiwei; Martin,
Ralph R

2019, 81:52-60 2019年
12月10日 Chen, Yin Chen, Yin

陈寅，宋
展，许微
微，程志
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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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立拍得”：基于
Kinect  瞬间捕获数
据的人体生成/几
何设计与计算学术
会议/陈寅,  程志全
,  党岗

2013 2013年
12月31日 陈寅 陈寅 是 否

36

一种通用的局部内
蕴对称检测算法
/计算机辅助设计
与图形学学报/姜
巍,徐凯,程志全,党
岗

2013,25(7): 974-
979

2013年
10月31日 姜巍 姜巍 是 否

37

基于热核描述符多
层次内蕴对称检测
/第九届中国计算
机图形学大会/姜
巍,徐凯,程志全,金
士尧

 2012.10 2012年
10月17日 姜巍 姜巍 是 否

38

新一代三维可视监
控技术展望/高性
能计算学术年会
/党岗,  陈寅,  李宝,
程志全

2014 2014年
12月24日 党岗 党岗 是 否

39

一秒采集的三维头
像摄影系统/第十
届中国计算机图形
学大会暨第十八届
全国计算机辅助设
计与图形学会会议
/李方召, 金士尧,
林帅

2015 2015年
10月13日 李方召 李方召 是 否

40

Deep activity
recognition in smart
buildings with
commercial Wi-Fi
devices/Internationa
l Journal of
Simulation and
Process
Modelling/Zhou,
Qizhen ; Xing,
Jianchun; Zhang,
Yuhan ; Yang,
Qiliang

2020,4（15）：3
69-378

2020年
11月29日

Zhou,
Qizhen

Zhou,
Qizhen 周启臻 是 否

41

Enabling
Noninvasive
Physical Assault
Monitoring in
Smart School with
Commercial Wi-Fi
Devices/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Mobile
Computing/Qizhen
Zhou；
ChenshuWu；
Jianchun Xing；
Shuo Zhao；
Qiliang Yang

2019, Article ID
8186573：1-14

2020年
12月31日

Qizhen
Zhou

Qizhen
Zhou 是 否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标准规范、论文专著等均真实有效；用于提名湖南省科学技术奖的情况，已
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的权利人（含发明人及专利权人、作者及署名单位等）的同
意；项目完成人、完成单位及以上权利人已知悉并同意：本项目如获奖，上述知识产权、标准规范、论
文专著等将不得再次用于提名申报湖南省科学技术奖。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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