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图像三维重建中的快速表面绘制

李飞鹏
1　廖孟扬2　徐振勤2　王思贤2

(1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2　武汉大学图像及信息研究所 ,武汉市珞珈山 , 430072)

摘　要　简述了医学图像三维可视化表面绘制的基本原理。 由于三维体数据中的等值面直接对应着组织器

官的表面 ,而自然器官的表面应处处连续 , 为进一步加快绘制速度 , 假定待提取等值面连续 ,对三维体数据先

进行 8 像素等间隔采样和阈值判断 ,分离出边界点 , 然后只对边界点邻域做阈值判断。与 Dividing Cubes 算法

相比 ,优化后的算法计算量不到原来的 1/4 ,绘制结果图像也比较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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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绘制是三维可视化技术中发展较早的一

类方法[ 1 ～ 3] 。近年来 ,随着体绘制算法的提出 ,关

于表面绘制的研究逐渐减少。但由于体绘制算法

运算量太大 ,即便是采用特殊的多 CPU并行结构

计算机 ,仍然无法满足实际应用中交互操作的需

要。因此 ,表面绘制仍是目前主流的算法 ,尤其在

能够有效表征三维复杂物体结构的模型提出之前 ,

表面绘制比体绘制更加适合于手术仿真 、交互操作

等实际应用。Dividing Cubes算法(Marching Cubes

算法)是目前医学图像三维可视化中应用最多的算

法。与体绘制相比 ,尽管这种算法的运算量小得

多 ,但实际上等值面检测的过程仍然比较费时。事

实上 ,不论是何种算法 ,真正与等值面相交的体元

占总数据量的很小部分(至多 10%左右),算法执

行中绝大部分时间用在空单元的检测上。因此 ,完

全可以设计一种体数据遍历算法 ,避开空单元 ,压

缩检测时间 。

1　表面绘制基本原理

表面绘制是一种表面的提取和显示技术 。与

X光片类的透视投影相比 ,人的视觉对事物的感

知更习惯于观察具有明显外部轮廓以及表面细节

的物体 ,而且人体内部很多器官如肝 、肾或者血管

等都有明显的表面将器官的里面与外面分开 ,这

就是表面绘制的前提和基础。

表面绘制[ 5]的基本过程如图 1 所示。首先 ,

通过匹配插值的办法重构出三维规则体数据场;

接着对医学图像进行分析 ,区分出人体的各种组

织 ,然后才有可能在后续的步骤中提取出感兴趣

的器官表面;在知道人体组织的分布之后 ,根据不

同组织的灰度差异确定合适的阈值 ,从三维数据

场中提取出需要的等值面;最后借鉴图形学中几

何表面的明暗处理技术将所得曲面显示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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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表面绘制流程图

Fig.1　Scheme of Surface Rendering

2　医学图像分割

分割的目的是把图像空间分成一些有意义的

区域 。在表面绘制中 ,主要区分有形的器官 ,因为

一方面人体内无形的组织如脂肪和组织液的分割

本身就比较困难;另一方面 ,分割以后 ,这类物质

也不能用曲面绘制的技术显示出来 。分割的方法

很多 ,最常用而简单的分割方法是把灰度级分成

许多带 ,并且用门限来确定其区域或得到其边界

点。要选取合适的阈值 ,必须先对断层图像进行

分析 。例如 ,X 线 CT 图像由多方向投影积分图

像重建而来 ,其特点是各像素的密度分解能力很

高 ,能清楚地表现出X线吸收系数的微小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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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值就是特定能量下 ,体素对于 X 线的平均相

对线性衰减的倍数 。X 线的吸收系数对真空为

0 ,对水为 0.19cm-1(能量为 73keV 时),对空气

来说差不多是 0 。当以人为对象时 ,使用以水为

基准的相对值更容易理解 。因此 ,按下式
[ 7]
定义

CT 值:

CT =(μt -μw)· A/μw (1)

式中 , μt是对象物(组织 、脏器)的 X线吸收系数;

μw 为水的 X 线吸收系数;A 为常数 。如果设

A =500 ,那么水的 CT 值为 0 ,空气的 CT 值大约

为-500。这时 ,骨的 CT 值大约是+500(骨的 X

线吸收系数是水的两倍)。 A =500 时生物组织

的CT 值见文献[ 7] 。

由于人眼对灰度的变化不太敏感 ,无法区分

CT 重建后上千个灰阶 ,因此 ,要用人机对话的方

式选择显示灰度的范围和中心灰度值 ,使对诊断

最有用的部分显示出来。高于显示灰度窗口上限

的部分全部变白 ,低于显示灰度窗口下限的部分

全部变黑 ,窗口内部以 16 ～ 32个等级显示出来。

图 2 为 CT 图像及其灰度特征图。其中 ,

图 2(a)为眼窝部 CT 图像 ,外围部分白色的一圈

为头盖骨 ,这是由于骨组织对 X 线的吸收系数较

大;中间灰色部分为脑灰质与白质 ,若将窗宽缩

小 ,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细小差别;图 2(c)为

图 2(a)中被选择区域的灰度直方图 ,图中标明的

两个尖峰分别对应着灰白质和骨;图 2(b)是对

图 2(a)中被选择区域的灰度的拟合 ,由于人眼对

灰度的变化不够敏感 ,因此以二维灰度图像中每

个像素的灰度值为第三维坐标 ,将颜色(灰度)的

变化映射为几何高度的变化 ,使不同组织灰度的

变化更加明显 ,有利于确定合适的阈值进行图像

分割 。由以上图像很容易确定分割的阈值。

其他断层扫描图像如 MRI 、B 超等 ,虽然成

像的机理不同 ,但只要采用阈值分割 ,方法都类

似。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三维图像 ,阈值分割可

能效果不好 ,就有必要采用其他分割方法。

　　(a)CT 眼窝图像　　　　　　(b)选择区域灰度拟合图　　　　　　(c)选择区域灰度直方图

图 2　CT 图像及其灰度特征

Fig.2　CT Image and Its Gray Level Feature

3　等值面的提取

Marching Cubes算法[ 5]是三维数据场等值面

生成的经典算法 ,是体素单元内等值面抽取技术

的代表 。Marching Cubes算法中处理的基本单位

是立体体元 ,它是逻辑上的立方体 ,由相邻层上的

各 4个点组成立方体上的 8个顶点 。算法的基本

思想是:逐个处理数据场中所有的立方体 ,判断立

方体的 8个顶点是否跨越待求等值面 ,对于跨越

等值面的立方体 ,采用插值计算出等值面与立方

体边的交点。根据立方体每一顶点与等值面的相

对位置 ,将等值面与立方体边的交点按一定方式

连接生成等值面 ,作为等值面在该立方体内的一

个逼近表示。算法中每一单元内等值面抽取的两

个主要计算是:(1)体元中由三角片逼近的等值面

计算;(2)三角片各顶点的法向量计算 。Dividing

Cubes算法是对 Marching Cubes算法的一种改

进。因为由医学 CT 和 MRI 图像重构的三维数

据场密度很高 ,采用 Marching Cubes算法在体元

上产生的小三角面片在很多情况下比屏幕上的像

素还要小 ,因此 ,通过插值来计算小三角面片是不

必要的 。Dividing Cubes算法逐个扫描每个体元 ,

当体元的 8个顶点跨越等值面阈值时 ,将该体元

投影到显示图像上 。如投影面积大于一个像素 ,

则该体元被分割成更小的子体元 ,每个子体元在

图像空间被绘制成一表面点。

医学断层图像序列反映的是人体内部组织的

分布情况 ,因此存在于三维体数据中的等值面也

应当与人体内部各组织器官的分界面直接对应。

假定待提取的等值面和人体组织分界面一样连

续 ,则在等值面搜索的过程当中 ,可以根据已经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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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结果指导后面的搜索 。

首先 ,对三维体数据在长 、宽 、高 3个方向上

做 1/2 均匀采样 ,得到的一个子集的体元数只有

原来的 1/8。对生成的子集采用 Dividing Cubes

算法提取等值面 ,将子集中所有的点分成分界点

和非分界点 ,在所有分界点的 2×2×2 邻域继续

用 Dividing Cubes 算法提取等值面 ,对于非分界

点及其邻域不再做任何处理。这样做有可能在

1个体素(三维晶格中的 1个点)的误差范围内扩

展或缩小等值面覆盖区域的边界。但考虑到体素

点较多 ,并且 Dividing Cubes算法提取等值面本

身的精度误差就是 1个体素 ,因此 ,这种误差可以

忽略不计 ,但是计算的效率却大为提高 。

设体元总数为 S , 以每个体元为一个计算单

位 ,则改进后算法的计算总量为 1/8子集与子集

内边界点邻域的体元数之和。设体数据集中等值

面通过的体元数占体元总数的 1/10 ,则可求得改

进后算法的计算总量为:

N =S/8+(7S /8)×(1/10)=17S/80

N 不到原来的 1/4 。

4　真实感曲面显示

真实感曲面显示主要解决隐藏面消隐和表面

明暗的问题。给等值面赋予明暗变化的方法有多

种 ,实验中发现以距离(假定视点无穷远时 ,等值

面各部分与视点的距离)变化赋予表面明暗变化

的方法不如以表面法向量变化进行浓淡绘制的方

法。因此 ,下面只介绍法向量敏感的明暗绘制 。

4.1　法向量的计算

等值面提取出来以后 ,可以由表面结构中每

个体素的三维坐标计算出各点的法向量 。由于三

维体数据中灰度梯度是灰度变化最快的方向 ,当

然垂直于等值面而与法向量同向 ,因此实际应用

中 ,人们常用各点的灰度梯度来代替表面法向量

的计算。由于在灰度数据中包含了较大的动态变

化范围 ,所以灰度梯度使图像更富细节 。

一般从 3×3×3邻域中的 6个角点计算 ,令

在(i , j , k)的一表面体素的灰度值为 g ,则灰度梯

度为:

Gx =[ g(i +1 , j , k)-g(i -1 , j , k)] /2

Gy =[ g(i , j +1 , k)-g(i , j -1 , k)] /2

Gz =[ g(i , j , k +1)-g(i , j , k -1)] /2

(2)

表面法向量[ 6]为:

Nu =
Gu

G
2
x +G

2
y +G

2
z

(u = x , y , z)(3)

　　也可以推广为从 3×3×3 邻域中的 26个角

点计算。对于较小的物体 ,即便是 6个角点的梯

度 ,算子仍然太大 ,一种改进的算法是根据物体的

厚度选择 3个或 6个点计算每点梯度[ 8] 。如计算

点(i , j , k)的 x 方向梯度 ,如果点(i , j , k)大(小)

于点(i-1 , j , k)和(i+1 , j , k),则用两点中较小

(大)的点与(i , j , k)的差值 ,否则按式(2)计算。

其他方向类推 。

4.2　表面明暗和消隐

用 Phong表面明暗模型计算物体表面光强:

I =KαIα+KdI lcosθ+K sI lcos
nα (4)

式中 , Kα是常数 ,与物体表面性质有关;Iα是入

射的泛光光强;K d 是漫反射常数 ,与物体表面性

质有关;Il是光源的光强;θ是入射光与表面法向

量的夹角;K s 是物体表面镜面反射系数;α是视

线与表面法向量的夹角;n 表示反射面的光滑程

度 , n 越大 ,表面越光滑 ,反射光随 α增加时递减

得越快。

消隐采用 V_Buffer 算法 。

5　实验结果

对于 150×128×150的 MRI体数据集 ,阈值

为 40时 ,结果如下(为计算方便 ,循环时略去了部

分边界点):原始遍历点数为 2 759 904;子采样点

数为 344 988;邻域遍历点数为 112 140;实际遍历

点数为 457 128;百分比为 16.56%。改进后效率

约为原来的 6倍。

采用本文算法对一个 256×256×24 的 CT

数据集和一个 150×128×150 的 MRI 数据集重

建结果如图 3所示 ,图 3(a)为对 CT 数据提取表

皮后绘制的结果;图 3(b)为对同一 CT 数据集提

取头骨表面的绘制结果;图 3(c)为对 MRI 数据

集提取表皮后绘制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 ,绘制

结果中同时出现了脸和脑髓(本数据集没有头盖

骨),这是由于组织器官表面灰度渐变 ,而阈值范

围选择较宽所致 。图 3(d)为对同一 MRI 数据集

分割出脑髓后 ,用未改进的算法绘制的表面图像;

图 3(e)为对分割数据做子采样后绘制的结果;

图 3(f)为改进算法生成的图像。可知 ,图 3(f)比

图 3(d)略微小一点 ,但形状一致 。这说明在图像

分辨率很高 、数据集规模很大的情况下(实际情况

往往如此),绘制的图像将看不出什么差别 ,而速

度能够成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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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 3　表面绘制重建结果

F ig.3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Surface Rendering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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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rface rendering , together w ith volume rendering , is the most popular sort of algo-

rithm used in scientific visualization.Though developed later than surface rendering and having a

w ider adaptability to object data sets , the algorithm of volume rendering still can not be put into

use in practical medical imaging application , simply because it could not meet the speed require-

ment fo r interactive operation due to the large amount of computation involved.Surface rendering

thus becomes the general method for visualization in most medical imaging , fo r it is at least more

computation_economic than its counterpart.The common algo rithm of surface rendering can be

generalized by tw o main steps — isosurface ex t racting and isosurface shading.Of all methods pro-

posed for isosurface ext ract ing , Marching Cubes(or Dividing Cubes)is the most w idely used one.

To pick up an isosurface for display , it t raverses all the cells in the data set , and fo r each cell

i t compares the included eight vertexes to a certain threshold to decide w hether i t is a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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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or no t.However , extensive invest ig ation show s that , of all the uni ts checked out , there are

usually only less than 10% are useful.Considering the inef ficiency in the search for boundary cells

the w hole run t ime can be further reduced by applying an optimized search order.Because each

isosurface we are ex t racting f rom the volume data set actually co rresponds to the epidermis of a

human org an , we assume that the isosurfaces are continual as w ell.With the continuity assump-

tio n , the isosurface ex tracting can be accomplished by tw o steps.First , the volume data set are

subsampled by 1/8 voxel.After comparing wi th the threshold , all the voxels in the subset are

classif ied into boundary points and non_boundary points.After the search fo r isosurface is carried

out , but only in the neighboring space of boundary points , those voxels labeled as non_boundary

points w ill be completely neglected for further processing.As a result , the optimized algorithm is

at least 4 times more efficient , with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rendered image be mildly distorted by

an average error of less than 1 voxel in all di rections.When applied to practical use — usually large

image series , it is fo reseeable that the distortion will be so slight as nearly undetectable.Since

surface fit ting alone can no t produce any image usable , the segmentat ion of volume data has to be

discussed.For many CT image series , the separation of dif ferent tissues such as bones , teeth from

brain could be accomplished conveniently by setting an apposite threshold , but so far as the MRI

and B scan image series are concerned , other more elaborate methods should be appli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rovement of surface rendering for practical use.In section 1 ,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rendering scheme are presented.Section 2 deals wi th the volume data segmen-

tation.Then in section 3 , an optimized isosurface searching o rder is proposed.Section 4 discusses

isosurface shading .In section 5 the rendering speed of the new method is provided w ith generated

image in contrast to the original one.

Key words　3D visualization;surface rendering;image segmentation;iso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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