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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歌手、带货主播……随着元宇宙概念兴起，
数字虚拟人频频出圈

虚拟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代替真人？
近日，一位获得2021年度万科公司优秀新人奖的员工“出圈”了。这
位名叫“崔筱盼”的员工并非真人，
而是数字化虚拟员工。
无独有偶，在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上，以邓丽君为原型的虚拟人与真
人歌手对唱。再加上上海浦发银行的数字员工“小浦”、可以作诗作曲的
清华大学虚拟学生“华智冰”、快手推出的电商虚拟主播“关小芳”、活跃在
社交平台的虚拟人“AYAYI”……数字虚拟人应用迎来新一波热潮。
虚拟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代替真人？应用场景还有多大想象空间？火
爆的技术背后有哪些伦理问题需要关注？

【各行各业出现数字虚拟人】
快速监测各类事项的逾期情况和
工作异常，通过邮件向同事发出提醒，
推动工作及时办理……在万科公司，
承
担这些工作的，
是有着年轻女性形象的
数字化虚拟员工“崔筱盼”
。
万科公司表示，
“崔筱盼”
是在人工
智能算法的基础上，
依靠深度神经网络
技术渲染而成的虚拟人物形象，
目的是
赋予人工智能算法一个拟人的身份和
更有温度的沟通方式。自2021年2月入
职以来，随着算法不断迭代，
“崔筱盼”
的工作内容陆续增加，
从最开始发票与
款项回收事项的提醒工作，
扩展到如今
业务证照的上传与管理、
提示员工社保
公积金信息维护等。
随着元宇宙概念兴起，
“崔筱盼”这
样的虚拟人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
共视野。
临近春节，
一些企业提供虚拟人物
解决方案，
可以为做直播电商的初创企
业提供服务。这些虚拟人物可以播报各
类产品详情，
并在直播间不间断工作。
在“快手小店”直播间，电商虚拟
主播“关小芳”已经完成多次直播。
“关
小芳”和真人主播配合完成直播带货、
连麦PK等动作。从直播表现来看，无
论是肢体动作、头部动作、口型还是微
表情，
“关小芳”几乎与真人无异。
在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上，
以邓丽
君为原型的虚拟人与现场歌手合唱了
《小城故事》等经典歌曲，
让观众感受穿
越时空的奇妙。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

人有多起投资，仅2021年至少4起。不
久前，
百度公司发布了数字人平台——
—
百度智能云曦灵，
可以为各行各业提供
多种数字人生成和内容生产服务。

【虚拟人普遍应用还有多远？
】

业内人士认为，
虚拟人的兴起折射
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走向融合的大
趋势，
虽然未来虚拟人的智能化水平有
望进一步提高，
但要实现真正融合还有
不小距离。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沈阳说，
虚拟人从功 应收逾期单据核销率达到91.44%。
来自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沈阳表示，针对新闻播报、游戏讲
能和价值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
是传播传媒类，
比如虚拟明星、
偶像、网 解、电视导播等媒体场景需求，虚拟主 智能设计与机器视觉研究室的信息显
红和主播；第二类是专业服务价值类， 播生成速度快、生产成本低，企业可提 示，制作、训练虚拟人的技术还不够成
比如虚拟专家、医生、教师、员工；第三 高内容产出效率，降低人力生产成本， 熟，尤其是3D成像设备、后期制作开发
类是生活陪伴类，如虚拟宠物和亲属 同时还能打造更具话题感和关注度的 等成本居高不下，建模效率相对较低。
同时，
虚拟人的算法性能有待进一步提
等。虚拟人在传媒、娱乐、政务、医疗、 差异化品牌。
特别是实时面部表情捕捉与还原的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智能 升，
教育、金融、养老等多个领域都拥有广
阔应用空间。市场研究机构量子位智 设计与机器视觉研究室执行主任宋展 精准度亟待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
虚拟人的伦理问题
库发布的《虚拟数字人深度产业报告》 分析认为，近年来，人工智能等技术突
此前人工智能
交互性更 也引发关注。宋展表示，
预计，到2030年，我国虚拟人整体市场 破使得虚拟人的制作更简单，
规模将达到2700亿元，
当前虚拟人产业 强，建模和动作捕捉的精细度不断提 快速发展带来的“换脸”风险一度引起
而虚拟人对人物原型的假
升，
不论从形态、
表情乃至声音，
都与真 人们的警惕，
处于前期培育阶段。
冒替代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
人越来越相似。
受访专家提示，
要警惕虚拟人在学
商业价值、
资本力量成为推动虚拟
【这一波发展热潮动力何在？
】
给人类。
人快速发展的又一原因。
“Z世代”群体 习过程中将偏见与恶意“反哺”
已成为中国互联网的中 此外，人类可能会到达一个临界点，即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
虚拟人以动 规模约2.5亿人，
该群体的消费与审美需求直接 跟虚拟人互动的时间达到甚至超过跟
漫、
游戏的形象为主，
集中在影视娱乐产 坚力量，
有些人可能会沉浸于
业。这一波发展热潮的特点是应用场景 影响虚拟人的研发与应用。这部分人 真人互动的时间，
或者从虚拟人身上寻找主要
也使得他们对虚 虚拟世界，
有了明显突破。虚拟人能在很大程度上 群的成长经历和环境，
的情感依托，
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
提高工作效率、
解决工作质量标准化问 拟人接受度更高。
尽
当前，
不少互联网企业正加速在虚 题。这需要我们在跟踪技术的同时，
题，
并能更广泛地覆盖服务人群。
让社
据万科统计，
自“入职”
以来，
经“崔 拟人领域的投资布局。记者查询工商 快更新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伦理道德与技术发展相协调。
网易公司旗下的 会管理、
筱盼”提醒的单据，处理的响应程度是 信息平台企查查发现，
（据新华社）
传统IT系统提示的7倍，她催办的预付 网易资本从2019年到2021年针对虚拟

近期陕西、河南、天津等地出现本土疫情，
奥密克戎变异株也给防疫带来新挑战

防控关键期如何精准发力？
近期，我国陕西、河南、天津等地出现本土疫情，奥密克戎变异株也给防
疫带来新挑战。如何在第一时间发现、
控制疫情？如何确保新冠病例及时得
到救治，
同时保障群众日常看病就医渠道通畅？怎样巩固好来之不易的防控
成果？临近春节，
多地正把精准防控当成头等大事。

>>准确定位<<
流调、
核酸等多线作业
1月10日，河南郑州，
“天使白”与
“志愿红”忙碌在各自岗位，为市民进
行核酸检测。
岁末年初，河南迎来双重考验，同
时迎战德尔塔和奥密克戎。根据流调
轨迹，郑州已初步排查出牌友、丧宴、
家庭三个传播链条。许昌禹州市疫情
与郑州疫情病毒基因序列同源性高，
病毒基因测序为德尔塔株。安阳2例
本土病例基因测序显示感染病毒为奥
密克戎变异株BA.1分支，与天津市津
南区现有本地疫情属同一传播链。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隐
匿性强。面对“神出鬼没”的新冠病
毒，流调和核酸检测是及时发现、控制
疫情的两大“法宝”。
划定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范
围；流行病学调查、涉疫人员排查管
控 、及 时 公 布 阳 性 感 染 者 活 动 轨
迹……在这场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
“遭遇战”中，天津迅速行动，多项工作
同步进行。目前，天津第一轮全员核

酸筛查共采样超1252万人，检出阳性
77例(含封控区/管控区人员)，第二轮
全员核酸筛查已于12日12时开始。
如何确保核酸检测“不落一户、不
漏一人”？多地开展了“敲门”行动，对
特殊区域和人群逐户逐人了解掌握核
酸检测情况，
摸清疫情底数。
“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折
不扣做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治尽
治。”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在此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生命至上<<
救治关口前移减少重症
关口前移，做好早期干预工作，减
少患者由轻转重；
对有高危因素患者和
重症患者坚持“一人一方案、一人一团
队”
；
坚持中西医并重，
中西药并用……
截至1月11日24时，西安本轮疫情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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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治愈540人。截至1月8日8点，
陕西本
轮疫情重症患者47名，
占比2.36%，
低于
2020年下半年以来约7%的重症率水平。
这得益于行之有效的救治措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
专员郭燕红介绍，陕西发生疫情后，国
家调派具有丰富经验的重症、呼吸、感
染、院感、中医等各专业专家，第一时
间进入定点医院，同时陕西省在区域
内抽调50支医疗队，组成联合救治组，
确保救治工作高质量、高水平开展。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陕西
工作组医疗救治专家马晓春介绍，接
种疫苗的病人重症率相对低，这提示
积极推动疫苗接种对减少重症患者的
发生很有意义。
在发生疫情的地区，
保障群众基本
生活、
看病就医需要同样至关重要。
“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必须要保障
好正常的医疗服务，
对于有就医需求的
群众，
尤其是急危重症患者应该及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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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不得推诿拒诊。
”
郭燕红说。

>>绝不松劲<<
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春节将至，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北京
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
险……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出提示，建
议京津通勤人员居家办公。
广大群众就地过年，非必要不返
乡、不出省……河南发出倡议。
严格防控的“力度”背后，还有解
民之忧的“温度”。广东深圳，龙岗区
布吉街道封控管控区现场指挥部6台
电话不断响起，这是当地专门设置的
党群服务热线，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
1月9日晚上，接听热线714个，即时解
答问题481个，处理或转其他部门协助
解决群众问题233个。
“不麻痹、不厌战、不侥幸、不松
劲。”国家卫健委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建议广大公众坚持勤洗手、常通
风，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
场所，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措施，配合做
好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防控措
施。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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