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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记者 童宇倩

以前看牙科要过三关：门诊、拍片、治
疗。而自从有了口内3D扫描仪，直接诊
疗就可以搞定，极大地方便了患者。而发
明这个牙科利器的是萧山的一家企业，研
发团队的带头人名叫陈晓军。

“这是齿科口内3D扫描仪，直接扫描
患者口腔内，即可获取三维信息，可用于
牙齿修复，牙齿矫形、活动义齿、种植
牙……”初见陈晓军，他的话不多。提及
专业领域时，却滔滔不绝。

今年38岁的陈晓军是杭州先临三维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研发经理。因在
数字化口腔医疗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被
评为2017年萧山区劳动模范。

“我想让自己研发的产品走进千家万
户，让每个人实现‘看牙自由’。”秉持着这
样的追求，他带领科研团队在探索齿科3D
扫描技术前沿的道路上摸索前行，并不断
取得突破。目前，先临三维在齿科模型扫
描仪行业已经达到国内第一，国际出货量
排在全球前三。

越挫越勇
3年内达到70%的市场占有率

2010年是陈晓军研发的起点。那时，
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的陈晓军加入先临三维，从事工业3D扫
描仪的软件开发工作。

“3D扫描仪是一种测量技术，它就像
一把尺子，精度就是准确度；而速度是能

够与国外设备竞争并提高扫描效率的最
大优势。”第二年，陈晓军就接到一项高难
度的工作——进行齿科3D扫描仪的研发
工作。实现这个任务，既要把研发思路从

“工业”转向“齿科”方向，又要保证“精度”
和“速度”这两大基本研发要素。

摸着石头过河，折腾了大半年，研发
没达到最理想的状态。“由于我们还是用
原来的工业思路，导致研发的第一台齿科
3D扫描仪体积很大，就像一台洗衣机，还
面临笨重、扫描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
陈晓军说。

越挫越勇。除了日常的研发工作，陈
晓军把重心放在了研究同类竞品和参加
齿科展会上。“研究竞品可以汲取优秀企
业的优点，参加展会能够了解到整个行业
发展的趋势。”

通过自主学习和研究竞品，2013年陈
晓军研发的第二款齿科3D扫描仪问世。
这款设备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模型扫描仪
开始进入国内加工所，并开始让先临三维
科技有限公司被齿科行业所熟知。“当时
我们的设备销售渐入佳境，国外的订单也
接踵而至。”陈晓军说。

就在这时，他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产品质量的不稳定成为阻碍新产品开
拓的“拦路虎”。面临前后夹击的情况，陈
晓军仍不退缩。“我们对产品的问题进行
了详细分析，最终确认需要调整设备架
构，同时引入一款全新的扫描仪，从根源
上解决产品质量问题。”

本次产品一改原先整体式的结构，采

用模块化的设计方案，同时在扫描速度上
又提升了一个档次，自研的核心模组同时
提升了品质的控制力。

“这些年，研发工作在试错中不断前
进，而这些挫折让我越挫越勇。”陈晓军笑
着说。2016年，他团队研发的齿科桌面
3D扫描仪在国内市场短短几年时间内达
到了70%的占有率，能够与国外的产品竞
争并取得客户的认可。

孜孜以求
让数字化口腔医疗走进千家万户

石膏、面粉、显像剂、牙齿模型......在陈
晓军的模拟实验室里，摆放着各种日常实
验用品。一旁，陈晓军正在进行扫描实
验。

打开长约30厘米的扫描仪，轻轻扫描

口腔内，不出5分钟，电脑上就会获取患者
口腔内牙齿、牙龈、黏膜等软硬组织表面
三维形貌及彩色纹理信息。

这就是陈晓军团队最新研发的产品
——齿科口内3D扫描仪。“这种方式颠覆
了以往临床制取印模、翻制石膏模型的传
统操作流程，省却了大量繁琐的传统步
骤，同时降低了材料和人工的消耗。”陈晓
军介绍说。

把产品做好，把价格做便宜，让数字
化口腔医疗走进千家万户，是陈晓军长期
扎根研发一线，孜孜以求、乐此不疲的最
大动力。

抱着这样的信念，陈晓军坚定地走在
了研发的前沿阵地。齿科口内3D扫描仪
最大的难点在于扫描出牙齿的三维信
息。由于牙齿表面有一层是透明的，在扫

描时很难扫出它的三维信息，“就像玻璃，
光能照射进去，但墙照射不进，所以墙可
以扫描，而玻璃不可以。”

一开始，陈晓军在每次扫描前都需要
在牙齿上喷一层非常薄的白粉——显像
剂。“那时我们就拿自己当小白鼠，在牙齿
上做实验。因为显像剂在口内很不舒服
也不卫生，所以我们在实验室里买了很多
牙刷，实验前后都要刷牙。同时，我们还
自己制作各种粉末，如面粉、钡粉等做实
验，以研究是否能取代之前的显像剂。”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尝试无数次实
验之后，陈晓军团队终于找到了破解方
案。“可以扫描出较好的三维信息，这就解
决了需要一直往牙齿上喷粉的问题。”而
扫描仪的测试时间，也从最初的大于8分
钟，到现在3-5分钟就能搞定。

“陈晓军是一个做事认真仔细、非常
有大局观、懂得付出的‘领头羊’，带着我
们一次次突破瓶颈，一步步走出困境。”一
位同事评价道。这些年，陈晓军几乎每天
工作10多个小时，一心扑在研发工作上。

2019年，陈晓军的公司被正式授权模
型扫描仪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我的目
标是在专业领域至少做到全国第一、全球
前三，让数字化口腔医疗走进千家万户。”
陈晓军的脸上写满自信。

弘扬劳模精神
凝聚奋斗力量

陈晓军：扎根研发一线 让数字化口腔医疗走进千家万户

口内3D扫描仪已大量用于口腔门诊陈晓军展示他的研发产品3D扫描仪

■首席记者何可人通讯员华兴桥

本报讯 近日，衙前镇召开“彩虹计
划”项目工作推进会，明确今年将重点实
施七大类共32个重点项目。

自去年建立“彩虹计划”领衔机制以
来，衙前镇针对“彩虹计划”的“红运”“融
城”“金色”“绿满”“清新”“蓝盾”“子惠”
七大类行动计划对应设立工作组，形成
镇主要领导联系，对应条线班子成员认

领工作，责任科室和具体负责人跟进的
三层架构，以专班形式推进重点项目落
地。

在这些行动计划中，“红运衙前”首
当其冲。衙前，一方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的沃土，一直以来，打造“红色文化”成
为衙前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衙
前农民运动100周年，衙前紧紧抓住“两
个100周年”重要节点，在今年的“红运
衙前”行动计划中提出将重点举办建党
100周年暨衙前农民运动100周年纪念
大会、衙前农运研讨会，实施农民运动
场馆提升项目、萧绍运河陈列馆和张夏
纪念馆建设项目等，进一步深入挖掘红
色底蕴，传承红色精神。与此同时，围

绕建设“亚运国际城·数智新萧山”，衙
前将着重实施衙·门口数字治理基层普
惠工程、创建美丽城镇省级样板等的

“融城衙前”行动计划，全力助推衙前城
市能级的提升。

衙前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衙前
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彩虹计划”
作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将突出高质
量，在抓亮点创特色上下功夫，不断完善
工作机制，创新
项目管理，持续
营造“比学赶超”
氛围，确保32个
年度重点项目有
力有序有效推
进。

衙前“彩虹计划”再升级 实施32个重点项目

（扫一扫查看更多内容）

日前，党湾一小举办以“迎亚运、健身体、提素质”为主题的体育节，广大学
生踊跃参与田径、球类等10多个比赛项目，以小主人翁姿态喜迎亚运盛会。

首席记者唐柯通讯员王啸虎摄
“迎亚运”体育节

■见习记者应海天通讯员丁水富瞿梦丹

本报讯 昨日，随着黄亚洲书院正式
揭牌落户，蜀山架起了一座跨越千年的

“诗桥”，蜀山乡贤——唐代诗人贺知章和
中国当代知名作家、诗人黄亚洲串起了

“千年诗路”，标志着蜀山浙东唐诗之路·
文化源起地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黄亚洲书院位于蜀山街道向旭支路，
由蜀山街道与乡贤黄亚洲合办。书院内
设黄亚洲工作室、黄亚洲文学创作成果
展、文化交流孵化中心等复合业态，通过

“展览+文创赋能”的形式，开展相关的采
风、创作、文化交流、文学研讨、诗歌朗诵
等文化活动，旨在树立乡贤文化地标，打
造集研究、展示、休闲、教育功能为一体的

多元化文化交流基地。
去年，蜀山全面开启蜀山“浙东唐诗

之路·文化源起地”建设，充分挖掘以贺知
章、黄亚洲为代表的文化乡贤名人资源。
从拍摄《诗狂贺知章》纪录片，到启动贺知
章纪念馆建设，推动贺家园墙基、思家桥、
百步禅寺、甲科济美坊等众多古迹保护修
缮，再到黄亚洲书院的落户，蜀山擦亮了
一张张文化“金名片”。

今年，随着湘湖·三江汇未来城市先
行实践区建设和亚运兴城攻坚战号角吹
响，蜀山将持续推动文化建设发展，积极
推动以黄亚洲工作室为载体的乡贤回归
工作，书写蜀山高质量建设“两地两城”新
答卷，为打造“重要窗口”示范样板贡献蜀
山力量。

黄亚洲书院落户蜀山

■通讯员赵致远王新江

本报讯 今年以来，楼塔镇建立了长
效管理、整治联动、激励问责和全员宣传
四大工作机制，让美丽人居环境成为生态
振兴的第一步。

日查日整、月度竞赛考核、季评总结、
年底综合评分，楼塔将环境整治以制度
化、长效化的方式纳入管理。在每日巡查
中，镇公共服务办作为监督管理主体，针
对村社重点区域和卫生死角自查自纠，开
出整改抄告单，并常态做好每日40组八
大类环境问题的整治上报任务。

对于梳理汇总的环境整治重难点问
题，楼塔实行了部门协调联动机制，齐抓

共管解决。像乱堆放、乱搭建、危旧房改
造以及垃圾分类等难题，该镇经常组织多
部门联合整治行动，有效地解决了一批重
难点问题。

环境整治，关键在人。每月开展红黑
榜评比并通报，用好考核“指挥棒”，对表
现优异的村社进行表扬，表现落后的村社
则批评问责，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态势。

打好一场“全民战争”。楼塔充分运
用海报张贴、横幅悬挂、视频播放和微信
群、有线广播等多条宣传渠道，及时报道
各类环境提升活动、垃圾分类工作中涌现
出的典型人物、事迹和创新举措、工作成
效等。通过全方位宣传，形成人人关心环
境、人人参与提升的良好氛围。

■实习生李晴通讯员吴洁

本报讯 近日，盈丰街道科学技术协
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会
议听取了盈丰街道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
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盈丰
街道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和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盈丰街道科协的成立，是盈丰街道科
技界群英荟萃、共谋发展的一次盛会，也

是广大科技工作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喜
事。盈丰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街道
科协能够锚定方向，提升政治建设能力；
主动作为，提升服务大局能力；数智赋能，
提升整体智治能力；联合协作，提升自身
建设能力，为盈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盈丰街道班子成员、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各村（社）书记及科协联络员，教
育、医疗行业代表，企事业单位代表等参
加会议。

盈丰街道科学技术协会成立

建立四大机制楼塔人居环境更亮丽

北干发布《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试行）》
■首席记者项亚琼通讯员李嘉琪

本报讯 昨天，北干街道发布《安全
生产和消防安全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试
行）》，推进辖区内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化、
制度化、标准化，并组织各村、社区安全员
及城市社区新进社工共计70余人参加安
全生产消防培训。

培训会上，通过大量真实案例及播放
视频、PPT 演示等形式，向与会人员讲解了
安全生产方面必须达到的安全标准和要求，
安全宣传教育的要点，重点围绕高层建筑居

住出租房综合治理，进行居住出租房“N+1”
隔间标准、群租房标准定性、沿街商铺“三合
一”认定标准治理措施等，树立与会人员消
防安全管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培训结束
后，对各村社区安全员及城市社区新进社工
进行了消防安全管理知识测试。

接下去，此项工作将在该街道各村社
陆续展开，每季度组织辖区居住出租房
东、二房东、承租人及各类社会单位消防
责任人、消防管理人开展好一次安全培
训、一次理论测试，在打好全民安全素质
提升仗上下实功、求实效。

■实习生袁琦通讯员管卫明颜鸿杰

本报讯 昨日，新塘街道半爿街社区
安置房分房抽签仪式在街道文体中心顺
利举行，来自半爿街社区的220户征迁
安置户通过自主抽签，成功认领660套
安置房，半爿街社区拆迁安置工作顺利
完成。

“太好了！终于可以回家了！今天
运气不错，抽到的户型我都很满意！”第
一位上台抽签的居民难掩内心的喜悦。

据了解，此次参与抽签的安置房分

别为70平方米、90平方米、120平方米、
140平方米四种户型。现场，660套安置
房的详细信息卡按照面积分类，分别装
入四只透明的抽取箱，征迁安置户们按
序上台进行自主抽签选择。公证处工作
人员全程监督，确保抽签仪式公平公
正。现场街道工作人员、安保维稳人员、
青年志愿者等各司其职，护航抽签仪式
顺利进行。

为全力做好半爿街分房这道必答
题，新塘街道凝心聚力、全力以赴，做深
做实前期准备，为分房工作的顺利完成

打下了坚实基础。4月8日，新塘街道召
开半爿街社区分房工作动员会；4月10
日，驻扎安置房一线成立现场指挥部，政
策解读组、资料审核组等六个工作组50
多名街道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面对面沟
通，展开为期20多天的攻坚行动。街道
纪工委设立现场临时纪检监察站，监督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确保公平公正。

半爿街社区拆迁安置工作是新塘街
道城中村改造工程的重要一环，下一步
街道将深入推进“亚运兴城”攻坚各项行
动，以优异成绩献礼建党100周年。

新塘街道完成半爿街社区安置房分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