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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襞微循环定量分析系统*

沈国键　李　瑛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39号 , 430070)

摘　要　简单地介绍了甲襞微循环定量分析系统的构成和工作原理。对于给定的一幅甲襞微循环

图像 ,对它进行预处理后 ,该系统就可定量地测得其有关参数。 然后 ,从医学的角度来对这些参数

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计算 ,从而为医学上的一些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工作提供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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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甲壁微循定量分析系统硬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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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微循环的变化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合并症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 ,研究直接

参与组织细胞物质交换的微循环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几年

来 ,国内外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利用计算机的图像处理及分析技术对医学图像进行处理和定

量测量与分析的工作系统。 然而国外的系统对计算机硬件系统的要求比较高 ,因而价格很贵 ,

不便推广使用。国内已有的系统在系统的稳定性、适应性和实用性等方面距医学图像处理分析

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 因此 ,开发这套甲襞微循环定量分析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

1　系统的构成

1. 1　系统的硬件组成

该系统由通用硬件和专用软件两部分组

成。其硬件结构如图 1所示。该硬件系统可

分为图像转换、图像采集和主机 3大部分。

图像转换部分由微循环显微镜和摄像机组

成。微循环图像首先通过微循环显微镜放大

成像 ,然后经过摄像机完成光电转换变成标

准的视频信号输出。 图像采集部分由

CA5300图像采集卡和图像监视器组成 ,它

主要完成视频信号的模数转换、数模转换、与

主机数据进行交互和图像显示等功能。主机

部分由一台微机、 CRT显示器、鼠标、键盘和

打印机等组成。它在软件系统的支持下 ,主要

完成对微循环图像的采集、处理、分析和测量等任务。

1. 2　系统的软件部分

系统的软件部分是采用 C语言和汇编语言编写的 ,它具有图像采集、图像存储、图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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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图像分析与参数测量等多种功能。其主要作用是:充分发挥系统硬件的功能 ,并利用图像处

理和图像分析中的各种算法和程序设计中的一些技术与技巧来完成对微循环图像的各种处理

和测定任务。

2　甲襞微循环图像的预处理

甲襞微循环图像数据经过采集输入到计算机时 ,因为需要透过手指上的表皮组织且微循

环图像因人而异 ,并随着时间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 ,实际获得的甲襞微循环图像很模糊 ,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真 ,并附带有许多规则性的噪声。 为了对微血管的形态参数作定量的分

析 ,必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微循环图像 ,下面给出其一般处理过程。

1)对比度增强与图像平滑

原始微循环图像的灰度范围小 ,通常采用图像直方图均衡的方法将图像对比度增强 ,然后

采用保护边沿的平滑算法—— 补偿性中值法来抑制图像中的噪声 [2 ] ,最后将图像的灰度值在

区间 [0, 255]上线性扩展。

2)边缘锐化、细化与跟踪

对比度增强后的图像 ,微细血管与背景之间的边缘轮廓并不是很清晰。为了获得较为清晰

的边缘 ,首先加大边缘附近像素之间的灰度级差 ,然后用苏贝尔算子对其进行边缘锐化。此时 ,

取一合适的阈值便可以得到微血管的粗边缘轮廓 ,接着再进行边缘细化 ,便可跟踪出一条连续

的单像素边缘来。

3)微循环图像的区域分割

得到微循环图像的单像素边缘之后 ,便将图像分割成各个不同意义的区域。 此时 ,利用改

进快速种子填充算法搜索各区域的所有像素点 ,并把属于背景区域的所有像素置成某一特定

的值。

4)将目标区域的所有像素恢复成原始灰度值

对于微血管目标区域内的像素 ,从原始文件中恢复它的灰度值。 此时背景像素已经被屏

蔽 ,各微血管成为相对独立的图像区域子块。为了增强视觉效果 ,可对毛细血管的具体细节再

作增强处理 ,从而使目标区域内部的具体细节变得更加清晰。

完成了对微循环图像的一般预处理之后 ,就可对微细血管的各项参数进行定量的测定和

定性的分析。

3　甲襞微循环图像的参数测定

在这个定量分析系统中 ,可根据实际临床的需要 ,测量和计算出甲襞微循环综合定量评价

指标中的 15个参数。下面着重介绍其中几个特征参数的测量方法原理。

3. 1　管径

对于管径 ,一般要测定以下几个参数:输入枝、输出枝、袢顶和管袢的长与宽。 如图 2所

示。

对于测定输入枝管径 ,首先根据目标区域的毛细血管内部的灰度值与其背景存在着一定

的灰度差的原理 ,测出 A、B两点之间的距离 AB ,然后移动鼠标或按动四方向键让直线 AB

绕 A点旋转到最佳位置 (即与管壁垂直 ) ,得到角 θ,从而求得输入枝管径宽度 AC= AB cos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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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管袢的各测量部位　　图 3　输入、输出管径宽度

示意图 的测量

如图 3所示。 用同样的原理 ,我们可

求得其余各项参数。

3. 2　微血管纵断面积的测定

微循环的这一指标可以用来:

( a ) 观察某一段血管的舒缩状态 ;

(b) 测量该区域内具有某种特定灰

度值的像素数。以往 ,人们仅在水平

和垂直方向上取一个矩形框 ,进而根

据血管和背景间的灰度差异来计算

血管纵断面积。然而 ,血管方向是任

意的 ,所以仅沿以上两个方向取一个

矩形框所测得的血管纵断面积并不

能精确反映某一段血管的舒缩状态。在本系统中 ,我们首先根据血管的总体情况选择一个大小

合适的矩形框 ,借助鼠标或四方向键将该矩形框移动到被测试血管处 ,并使矩形框的中心大致

位于血管的中间。 然后以矩形框的中心为轴心 ,移动鼠标或键入方向键以使矩形框发生旋转

(旋转变换 ) ,直到该矩形框同血管方向一致。再次移动鼠标或键入方向键以使矩形框上下左右

移动 (平移变换 )至最佳位置。如图 4所示。

图 4　微血管纵断面积测定中的矩形框

当将矩形框移动和旋转到了合适角度 ,就可以测定

血管的纵断面积了。首先利用改进快速种子填充法将此

矩形框填充 ,然后统计除具有背景灰度值的像素外其余

的像素数 ,即统计位于矩形框内的血管内的像素数。 设

K 表示每一像素点代表的实际面积 (经放大倍数校正

后的值 ) ,以 A ( i )代表由种子填充法计算得到的属于血

管灰度值范围内的各像素点 ; n表示像素总数 ,则矩形

框内血管纵断面积 Ac= K  
n

i= 1
A ( i ) ,如此便得到了微血

管的纵断面积。相应地 ,我们还可以根据等式 dg= N g
- /( A ( 128) )来计算得到具有某灰度等级

g
-的像素密度。其中 ,N 为血管内具有灰度为 g的所有像素数 , g表示血管内所有像素的平均

灰度值。

3. 3　血流速度的检测

微血管图像中的血流速度测定方法 ,目前还都没有从图像处理和图像识别的角度来研究。

因此总的来说 ,它们不太直观 ,所测精度也不高 ,且有许多方法尚存在较大的主观倾向。在本系

统的实现中 ,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测定血流速度的方法——飞点跟踪血流速度检测法。

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首先激活图像采集卡 ,让微循环图像动态地显示在图像监示器上 ,

此时就可清晰地观察到血管中的微粒运动。然后在该活动图像中构造图形层 ,并在该层中沿被

测血管管袢产生一系列与其路径完全一致的飞点标记物 (如十字叉等 )。在图形层上用光标或

鼠标勾画出飞点流动路径时 ,可先在软件里预设 5～ 15个点 ,然后根据实际的管袢形态来分

布这些飞点 ,使其路径与管袢形态基本吻合。当勾画完飞点后 ,这些点就在规定的路径上叠加

在血管上并使之与血管微粒流作同步同路径流动。此时 ,调整飞点的运动速度以使其与血流速

度相一致从而得到血流速度。这种新的血流速度检测技术与常规的一些方法相比 ,具有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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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点:

1) 实现了任一弯曲路径的飞点流动走向 ,使得飞点能实时地同步同路径地跟踪血流速

度 ,从而保证了精度。

2)根据实际需要 ,该方法既可以通过算法精确地调整和计算出血流速度 ,也可只用来确

定出血流速度的大致范围。 其操作简单 ,直观形象。

3)可根据不同图像的实际效果来选择飞点的数目。在管袢的直线部分 ,我们可用少量的

点 ;而在管袢的弯曲处 ,则可多勾些点 ,以达到与其路径相吻合的目的。 此外 ,我们也可选择飞

点的颜色 ,以改善人的视觉效果。

实验结果表明 ,这种飞点跟踪的方法不仅应用范围广 ,对图像的质量要求也相对较低。 在

对测量精度不作特别要求的情况下 ,不失为一种测定血流速度的好方法。

4　结　论

当获得甲襞微循环的定量检测指标后 ,在临床上就可根据田牛提出的“甲襞微循环加权积

分法”的综合定量评价方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因为甲襞微循环与病理、病情的轻重有明显的

关系 ,故当甲襞微循环综合积分值随着病情的变化而增减时 ,可以定量地反映病程进展和病情

变化的程度 ,从而可以作为判断病程及病情轻重的客观指标。 实验证明 ,本文提出的甲襞微循

环定量分析系统已基本达到了利用计算机的图形图像处理技术来对甲襞微循环图像进行自动

测量的目的 ,其功能齐全 ,操作简便 ,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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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lfold Microcircul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System

Shen Guojian　 Li Yi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 TU SM, 3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st ructure o f the nailf lod micro circulation

quanti tativ e analy sis sy stem, the principle of i t s operation and the methods o f pro-

cessing . Giv en an image of the nailfold microci rculation, af ter processing it to a cer-

tain deg ree, this sy stem can be used to measure some pertinent parameters quanti-

tativ ely. Then, f rom the view point o f the medicine, these parameters are analy zed

and calculated so as to provide st rong evidences to diagnosis, t rea tment and precau-

tion of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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