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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针对中国虚拟人彩色序列切片图像的连续自动分割方法，其主体思想基于区域生长算法，

采用颜色与纹理相结合的方式评估相似度，应用窗口中值法避免出现噪声种子点，提出一种侵蚀算法自动生

成目标种子点，利用自适应算法设定阈值。整个分割流程采用并行计算的多线程架构，能够实现虚拟人主要

器官组织的快速序列化分割，自动化程度较高，分割得到的器官轮廓清晰准确，三维建模后的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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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虚拟人
［１３］可视化研究已经进入到

人体器官组织的三维模型重建和理解阶段，面对

庞大的数据集，需要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分割方法，

提高分割速度和分割质量。因此，针对超大规模

真彩色图像数据集中主要器官组织全自动、快速、

准确分割是中国可视人计划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环节，同时也是目前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现有文献报道了多种方法对虚拟人器官组织

进行分割［４１２］。但是，这些方法仅仅针对单层彩

色切片进行分割，没有实现由二维空间向三维空

间扩展的序列化分割，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会有一

定局限性。本文提出的自动序列化分割方法实现

了虚拟人切片中主要器官组织的快速准确分割，

达到了三维空间上连续自动分割的目的，时间代

价和准确性均优于现有算法。

１　像素相似性特征选取

针对分割目标的快速性要求，本文提出了一

种基于颜色和纹理特征的彩色图像分割方法。

１．１　颜色特征选取

本文改进了一种足球机器人视觉目标快速定

位方法，此方法能实时地判断彩色切片图像中两

像素之间的颜色相似性［１３，１４］。

设ＲＧＢ颜色空间中的两个像素颜色矢量犳

和犺，犳＝［犳１　犳２　犳３］
Ｔ，犺＝［犺１　犺２　犺３］

Ｔ。两

个颜色矢量之间的颜色相似系数定义为犆（犳，犺）：

犆（犳，犺）＝λ犚犚（犳，犺）＋λ犅犅（犳，犺） （１）

式中，犚（犳，犺）为两种颜色犳和犺之间的色度饱和度

相似系数；犅（犳，犺）为两种颜色犳和犺之间的亮度相

似系数；λ犚、λ犅分别为色度饱和度相似系数和亮度

相似系数的对应权值，λ犚＋λ犅＝１。设定λ犚大于

λ犅，因为对于人眼视觉感知特性来说，色度、饱和

度是主要的，亮度是相对次要的。实际应用中，设

定λ犚＝０．８５，λ犅＝０．１５。判断两种颜色是否相

似，可根据犆（犳，犺）的数值来判定，即如果犆（犳，犺）＞

犜，则犳和犺所表示的两种颜色是相似的，可以归

为同一区域；否则是不相似的，属于两个不同类的

区域。犜为判定阈值，０≤犜≤１。如果犜 值设得

过大，则会得到匮乏分割区域；设得过小，则会得

到过度分割区域。

在相似性度量的计算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

ＲＧＢ分量范数计算。在足球机器人视觉目标快

速定位的应用中，采用预先离线建立颜色数据查

询表的方法，然后在查询表内检索所需的数据，但

是建立此查询表耗时巨大，而且存在大量重复计

算。本文提出在分割的同时建立颜色数据查询

表，同时避免相同范数的重复计算。查询表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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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犕 形成，为ＲＧＢ分量三维矩阵。矩阵中各

元素值为：

犕（狉，犵，犫）＝ （狉＋１）
２
＋（犵＋１）

２
＋（犫＋１）槡

２

（２）

加１计算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计算中出现溢出错

误，对颜色相似性的度量没有影响。

１．２　纹理特征选取

为了获得更好的分割效果，选择纹理特征时

要兼顾图像的局部灰度特性及像素点之间的灰度

依赖性。因此，本文选用了以像素点为中心的窗

口灰度共生矩阵特征作为该像素点的纹理特征。

灰度共生矩阵反映了图像中任意两像素点灰度的

相关性，它定义为集合犽（犻，犼）＝｛（狓，狔）｜犳（狓，狔）

＝犻且犳（狓＋Δ犡，狔＋Δ犢）＝犼；狓，狔＝０，１，…，犖－

１｝中的像素个数，其中，狓、狔是图像中像素的坐

标；犳（狓，狔）是该点灰度值；犻，犼＝０，１，…，犔－１；犔

是灰度级数目；Δ犡、Δ犢 是偏移量。本文选用灰

度共生矩阵中的纹理一致性作为纹理特征，具体

的定义为：

犙＝∑
犔－１

犻＝０
∑
犔－１

犼＝０

狆（犻，犼）
２ （３）

式中，狆（犻，犼）为归一化共生矩阵中灰度级对（犻，犼）

的联合概率：

狆（犻，犼）＝犽［犻］［犼］／∑
犔－１

犾
１＝０
∑
犔－１

犾
２＝０

犽［犾１］［犾２］ （４）

式中，犻，犼＝０，１…，犔－１。

２　序列彩色切片图像快速自动分割

　　基于区域生长的图像分割算法中需要人工设

定的两个主要参数有种子点坐标和判断阈值，如

果这两个参数的确定方法自动化程度较高，那么

整个分割算法的自动化程度势必会较高。

２．１　窗口中值算法选取非噪声种子点

本文采用中值点法来改进种子点的选取，避

免种子点选择在噪声或干扰像素上。取一个以待

分割区域内一点为中心的窗口，将窗口中各像素

的某一颜色分量值排序，找出窗口中颜色分量值

居于排序中间的像素点作为种子点。实验结果表

明，中值点法在窗口大小为１３像素×１３像素时

效果最理想且稳定。

２．２　基于四向侵蚀算法求目标种子点

本文提出一种四向侵蚀算法来求取当前幅已

分割区域中的若干种子点。该算法遵守的基本规

则是：① 由表及里，必须从轮廓边缘开始进行侵

蚀，每次只侵蚀掉一个像素；② 各向交替，应从４

个方向依次轮流侵蚀，而不能按固定方向侵蚀。

将已分割完毕的当前幅图像视为二值图像，

目标区域内的像素值为１，目标区域外的像素值

为０。任一非零像素犘，其八邻域中各像素的编

号为犘０、犘１、犘２、犘３、犘４、犘５、犘６、犘７，相应的像素

值用犌０、犌１、犌２、犌３、犌４、犌５、犌６、犌７来表示。

定义１　若像素犘的近邻犘犻，其像素值犌犻＝

０（犻是０～７中的一个），则称犘 是犻近邻为０的

（边缘）像素。当然，犘 可能是多义的，例如犘 既

是０近邻为０的像素，又是２近邻为０的像素，但

这并不影响算法的进程。规定每轮侵蚀过程均按

下列顺序依次进行：① 扫描整个图像，寻找各０

近邻为０的像素，若该像素的八邻域中，各犌犻（犻＝

０，１，…，７）不全为０，将该像素侵蚀掉；② 扫描整

个图像，寻找各２近邻为０的像素，若该像素的八

邻域中，各犌犻（犻＝０，１，…，７）不全为０，将该像素

侵蚀掉；③ 扫描整个图像，寻找各４近邻为０的

像素，若该像素的八邻域中，各犌犻（犻＝０，１，…，７）

不全为０，将该像素侵蚀掉；④ 扫描整个图像，寻

找各６近邻为０的像素，若该像素的八邻域中，各

犌犻（犻＝０，１，…，７）不全为０，将该像素侵蚀掉。扫

描图像的顺序是自上而下、自左向右逐行进行，四

步侵蚀过程循环往复，直至无法侵蚀，当前幅已分

割区域内残留下的像素点即为下一幅待分割区域

的种子点。以目标区域轮廓分裂突变的情况为

例，侵蚀过程如图１所示。

２．３　阈值计算

在图像分割中，阈值选择恰当与否对分割的

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根据图像自动确定分割

阈值是实现有意义区域自动分割的基础，阈值的

图１　侵蚀过程

Ｆｉｇ．１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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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方法与区域生长准则密切相关。本文所述分

割过程需要设定的阈值有两个：① 颜色相似系数

阈值；② 纹理特征阈值。这两个阈值均采用自适

应方法进行确定。以颜色相似系数阈值为例，具

体过程为：① 以种子点为中心，从待分割区域中

取出一个小窗口；② 分别计算窗口内非边缘像素

点与其八邻域点的颜色相似系数；③ 统计所有颜

色相似系数的直方图，根据直方图确定颜色相似

系数的判定阈值犜。实验结果表明，此方法在窗

口大小为９像素×９像素时效果最理想且稳定。

纹理特征判定阈值犜′的设定过程与此相同。

２．４　基于并行计算的分割算法

为了加快分割速度，本文方法主要在多核

ＣＰＵ的ＰＣ机上进行实验，因此，算法采用多线

程并行计算的模式。并行计算过程中，可能遇到

线程重叠的现象，即某一像素可能会在多个线程

计算中搜索到，本文采用“先到先得”的规则来避

免重复计算，节省时间消耗。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首先，以中国虚拟人Ⅰ号头部切片图像为实

验对象进行大脑额叶分割，图２为利用各种算法

分割后的效果。从图２（ｃ）中可以看到，由于大脑

额叶内存在丘脑和屏状核等噪声干扰，色彩结构

码算法受影响严重，分割效果不理想；从整体看，

模糊连通性法、支持向量机法与本文方法的分割

效果相近，但进行局部放大后便可发现，采用本文

方法分割出的额叶更加清晰准确，如图４所示。

由于可视人切片图像的特殊性，目前还没有统一

的分割标准，只能以医学领域专家手工分割的结

果作为参照。本文采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外科局部解剖教研室的手工分割结果作为质量

评价参照。为了定量评价本文方法的分割质量，

统计像素漏检率犙犿和像素误检率犙犳：

犙犿 ＝ 犗∩犛／犗 （５）

犙犳 ＝ 犗∩犛／犗 （６）

式中，犗是标准分割结果像素集合；犛是实验分割

结果像素集合；· 是集合中元素的个数；·是

补集。评价结果如表１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色

彩结构码方法的像素漏检现象最为严重，前３种分

割方法的像素误检率比较接近，而本文方法的像素

漏检率和误检率均明显低于其他３种方法。

表１　分割质量评价／％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色彩结构

码法

模糊连通

性法

支持向

量机法
本文方法

犙犿 ３２．６０ ９．２４ １２．５６ ２．０６

Ｑｆ ５．２１ ３．６８ ３．２９ １．２２

　　在时间代价方面，本文方法也明显优于其他

方法，以普通双核ＰＣ机（ＡＭＤＡｔｈｌｏｎ４０００＋，１

ＧＢ内存）作为实验平台，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编写分割程序，针对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

的中国虚拟人Ⅰ号头部切片图像实施分割操作。

因为各种分割方法的工作流程不尽相同，但在比

较分割速度时的时间消耗统计范围应该是相同

的，所以用每种方法消耗的总体时间作为参考标

准。模糊连通性法耗时１２．４４ｓ，色彩结构码法耗

时４．２６ｓ，支持向量机法耗时２．２８ｓ（离线训练时

间未计入），而本文方法耗时０．９６ｓ（包括犚（犳，犺）、

犅（犳，犺）、犆（犳，犺）计算、灰度共生矩阵计算、非噪声种

子点选取、阈值计算），可见本文方法的总体速度

明显快于其他方法，这是因为本文方法大幅度减

少了迭代运算。

其次，以中国虚拟人Ⅱ号腿部序列切片图像

为实验对象进行股肌序列化分割，图４为序列化

分割后的效果，上排为原始序列图像，下排为分割

后的序列图像。分割２００幅４８０像素×４８０像素

序列图像总耗时６．２８ｓ（包括每幅图像的犚（犳，犺）、

犅（犳，犺）、犆（犳，犺）计算、灰度共生矩阵计算、非噪声种

子点选取、侵蚀运算、阈值计算），与手工分割操作

相比大幅度提高了效率。再次，利用本文方法进

行其他实验所得到的效果也是令人满意的，例如

序列化剔除切片背景（蓝色包埋剂）、主动脉血管

序列化分割等，如图５（ａ）所示。最后，针对序列

化分割后得到的虚拟人主要器官（大脑额叶、股

图２　虚拟人大脑额叶分割

Ｆｉｇ．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Ｈｕｍａｎ’ｓＦｒｏｎｔａｌＬｏｂｅ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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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局部放大图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ｔｉａｌ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Ｄｅｔａｉｌｓ

肌、主动脉血管、脑动脉血管、肝脏、脾脏等）进行 三维重建，重建效果如图５（ｂ）所示。

图４　虚拟人股肌序列化分割

Ｆｉｇ．４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ｕｍａｎ’ｓＳｈａｒｅｓＭｕｓｃｌｅ

图５　其他分割实验与虚拟人主要器官三维重建

Ｆｉｇ．５　Ｏｔｈｅｒ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３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Ｈｕｍａｎ’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Ｏｒｇａｎ

４　结　语

本文根据中国虚拟人研究计划中对大规模海

量级尸体切片图像数据快速准确分割的实际需

要，研究了尸体彩色图像分割过程中的几个难点

问题，提出了一种彩色切片图像的快速自动序列

化分割方法。此方法能够分割得到中国虚拟人主

要器官的清晰轮廓，同时重建得到准确的三维几

何模型，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技术基础。

从分割结果看，利用本文方法可以对色彩较

一致或轮廓明显的大体积器官进行有效分割，但

对于微小组织容易产生过度分割，必须采用专家

指导和手工操作相结合的方法来完成，由此可见

手工操作在权威医学图像分割中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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