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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动态心脏三维模型的重

建方法，包括：选定心动周期中重要时相的心脏

模型；在步骤一的数学模型表达上加上时间参

数，表示四维空间中的心脏模型；用插值来拟合

出步骤二表示的心脏模型上每个点的运动轨迹；

检查插值过程中不符合常理的模型穿插部分，并

针对不合理部分予以修改；以一个心动周期为单

位，动态显示心脏运动，即得动态心脏三维模型。

本发明能够建立具有医学价值的动态三维心脏

模型，再现心脏在心动周期内的生理运动，模型

包括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左心室外

壁和整个心腔外壁所有的心脏部位，基于此能够

实现心脏运动特征的全面分析，并帮助检查是否

存在心脏生理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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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态心脏三维模型的重建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选定心动周期中重要时相的心脏模型；

步骤二，在步骤一的数学模型表达上加上时间参数，表示四维空间中的心脏模型；

步骤三，用插值来拟合出步骤二表示的心脏模型上每个点的运动轨迹；

步骤四，检查插值过程中不符合常理的模型穿插部分，并针对不合理部分予以修改；

步骤五，以一个心动周期为单位，动态显示心脏运动，即得动态心脏三维模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态心脏三维模型的重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心

脏模型为静态心脏模型；所述步骤二中加上时间参数后模型上的点表述为(x,y,z,t)的形

式，其中x，y，z分别为静态心脏模型上的点坐标，t为时间参数；所述步骤三中运用样条插值

方法对模型上所有点的三个坐标分别进行插值来拟合出心脏模型上每个点的运动轨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态心脏三维模型的重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心

脏模型为由静态心脏三维模型进行主成分分析后生成的数学模型；所述步骤二中加上时间

参数后模型表述为(x1 ,x2,…xn,t)的形式，其中x1 ,…,xn是该时相心脏数学模型的所有系

数，t为时间参数；所述步骤三中对模型的所有系数分别进行插值来拟合出心脏模型上每个

点的运动轨迹。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动态心脏三维模型的重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一中心动周期包括心室收缩期和心室舒张期。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动态心脏三维模型的重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重

要时相至少包括心室舒张末期和/或心室收缩末期。

6.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动态心脏三维模型的重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四具体包括如下步骤：对心脏整体的运动进行检验，若有模型表面穿插或分离的情

况进行修改，对时间轴进行检验，若有不合理的情况则对其修改使其更符合心脏的实际运

动轨迹。

7.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动态心脏三维模型的重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五还包括如下过程：

对动态心脏三维模型作出社会评价，以作为重建模型优劣的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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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态心脏三维模型的重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计算机图形学领域，涉及三维重建技术，具体涉及一种三维心脏的动

态重建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心脏是人体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也是一个结构和运动都非常复杂的器官，其中

心房和心室的舒张和收缩是循环系统的动力来源。心血管疾病是当今世界发病率和死亡率

最高的疾病之一，能显著地影响到患者的劳动力和日常生活。但是现有的医疗技术无法动

态立体地展现患者心脏的运动状态，难以对其进行准确描述。动态三维重建运用图像分割、

图像配准和信息融合、三维可视化、运动分析等技术手段，重建出心脏的三维动态模型，能

够实现高维的心脏运动信息采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立心脏动态三维重建理论势在

必行。

[0003] 目前为止，心脏的医学图像处理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大多是利用磁共振图像、CT图

像或超声图像对心脏进行建模，其中大多是对左心室这个单独的腔室进行建模，对于心脏

其他三个腔室乃至整个心脏的建模较少。此外，现存的医学可视化技术多为静态三维模型，

只限于描述心脏的三维解剖机构，少有动态三维模型的建立，人体组织的运动信息并没有

保存下来，故难以对动态心脏功能进行准确有效的评价。

[0004] 因此，建立心脏的动态三维模型，能展现心脏的运动信息，在医学上具有重要价

值。而目前本领域内尚缺乏易实现的建模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动态心脏三维模型的重建方法，能够利用静

态的心脏三维模型，生成具有医学价值的动态的心脏三维模型，再现心脏在心动周期内的

生理运动。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动态心脏三维模型的重建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一，选定心动周期中重要时相的心脏模型；

[0009] 步骤二，在步骤一的数学模型表达上加上时间参数，表示四维空间中的心脏模型；

[0010] 步骤三，用插值来拟合出步骤二表示的心脏模型上每个点的运动轨迹；

[0011] 步骤四，检查插值过程中不符合常理的模型穿插部分，并针对不合理部分予以修

改；

[0012] 步骤五，以一个心动周期为单位，动态显示心脏运动，即得动态心脏三维模型。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一中心脏模型为静态心脏模型；所述步骤二中加上时间参数

后模型上的点表述为(x,y,z,t)的形式，其中x，y，z分别为静态心脏模型上的点坐标，t为时

间参数；所述步骤三中运用三次样条插值方法对模型上所有点的三个坐标分别进行插值来

拟合出心脏模型上每个点的运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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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一中心脏模型为由静态心脏三维模型进行主成分分析后生成

的数学模型；所述步骤二中加上时间参数后模型表述为(x1,x2,…xn,t)的形式，其中x1,…,

xn是该时相心脏数学模型的所有系数，t为时间参数；所述步骤三中对模型的所有系数分别

进行插值来拟合出心脏模型上每个点的运动轨迹。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一中心动周期包括心室收缩期和心室舒张期。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一中重要时相至少包括心室舒张末期和/或心室收缩末期。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四具体包括如下步骤：对心脏整体的运动进行检验，若有模型

表面穿插或分离的情况进行修改，对时间轴进行检验，若有不合理的情况则对其修改使其

更符合心脏的实际运动轨迹。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五还包括如下过程：

[0019] 对动态心脏三维模型作出社会评价，以作为重建模型优劣的判据。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1] 1.本发明能够建立具有医学价值的动态三维心脏模型，包括左心房、右心房、左心

室、右心室、左心室外壁和整个心腔外壁所有的心脏部位，基于此能够实现心脏运动特征的

全面分析。2.通过主成分分析后的数学模型插值得到的心脏动态模型比通过静态模型直接

插值得到的动态模型更加平滑。

[0022] 3.建立的正常人心脏动态模型与病患心脏对比，能够帮助检查是否存在心脏生理

功能异常。4.通过社会评价对模型的优劣进行评判使其拥有医学标准下的专业评价。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动态心脏三维模型重建方法的流程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一中提及的静态心脏三维模型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动态心脏三维模型重建方法的流程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二中提及的静态心脏三维数学模型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一、实施例二中插值方法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应理解下述具体

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9] 实施例一：

[0030] 本实施例是对现有的多时相静态心脏模型直接进行模型插值，完成对心脏整体以

及各个腔室运动轨迹的估计，最终得到动态心脏三维模型，具体的说，本例提供的动态心脏

三维模型的重建方法流程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31] 步骤S110，选定心动周期中重要时相的静态心脏模型，静态心脏模型如图2所示，

包括心室收缩期(等容收缩期0.05s、快速射血期0.09s、减慢射血期0.13s)和心室舒张期

(舒张前期0.04s、等容舒张期0.08s、快速充盈期0.11s、减慢充盈期0.19s和心房收缩期

0.1s)，选定其中的重要时相，如舒张末期和收缩末期，以及心动周期期间的其他时相。其中

这些模型的点是相互对应的，已知每个时相相同的点的三维坐标。

[0032] 步骤S120，静态三维模型上的点加一个时间参数t，表示所处时刻，即用(x,y,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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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四维空间中的心脏模型上的点坐标，作为动态建模的基础，用来表征动态心脏三维

模型。

[0033] 步骤S130，用插值来拟合出心脏模型上每个点的运动轨迹。插值方法中，三次样条

插值能保证函数值、一阶导数、二阶导数都连续，使得模型插值结果尽可能平滑圆润无毛

刺。故选取三次样条插值方法来拟合出心脏模型上每个点的运动轨迹，保证拟合轨迹必包

含已知模型所处的位置，且尽量符合心脏各个时相的运动学特征以及所占时间比例。插值

方法如图5所示。对每个点的三维坐标分别都进行插值。以x坐标为例，插值问题可等价于已

知函数y＝f(x)在区间[a,b]上的n+1个节点(其中自变量x为模型所在时刻，因变量y为三维

坐标)，a＝x0<x1<…<xn＝b，yi＝f(xi)(i＝0,1,…,n)，求插值函数S(x)，使得满足：

[0034]

[0035] 其中，有形式

[0036] S(x)＝Ci(x)，xi-1≤x≤xi

[0037] Ci(x)＝ai+bix+Cix2+dix3

[0038] 欲求解，需计算4n个系数。其中每个区间的交接点可以得到2n个方程：

[0039]

[0040]

[0041] 且由二阶连续可微条件可得到2n-2个方程：

[0042]

[0043] C″i(xi)＝C″i+1(xi)→2ci+6dixi＝2ci+1+6di+1xi

[0044] 又由于心脏是周期性变化，故假设S(x)具有周期性，端点处满足

[0045] S′(a+0)＝S′(b-0)，S″(a+0)＝S″(b-0)

[0046] 共4n个方程，可以通过线性方程组求解。故插值模型得以计算出来。

[0047] 步骤S140，对心脏整体的运动进行检验，若有模型表面穿插或分离的情况则进行

修改。对时间轴进行检验，有不合理的部分则进行修改，使其更符合心脏的实际运动轨迹。

[0048] 步骤S150，以一个心动周期为单位，动态显示心脏运动过程，并对其以医学标准作

出社会评价，作为动态模型质量优劣的判据。

[0049] 实施例二：

[0050] 作为实施例一的改进，本实施例是借由PCA形成的心脏的数学模型进行运动轨迹

的再现，对数学模型进行插值，从而实现四维心脏模型的建立。具体的说，本例提供的动态

心脏三维模型的重建方法流程如图3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51] 步骤S210，选定心动周期中重要时相的心脏数学模型，如图4所示，包括心室收缩

期(等容收缩期0.05s、快速射血期0.09s、减慢射血期0.13s)和心室舒张期(舒张前期

0.04s、等容舒张期0.08s、快速充盈期0.11s、减慢充盈期0.19s和心房收缩期0.1s)。其中这

些数学模型是由静态心脏三维模型进行PCA(主成分分析)生成的，时相与每一项的系数都

是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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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步骤S220，将模型表述为(x1,x2,…xn,t)的形式，其中x1,…,xn是该时相心脏数学

模型的所有系数，在原来的数学模型表达上加上时间参数t，来表征四维下的心脏模型。

[0053] 步骤S230，与步骤S130类似，只是S130是对模型上所有点的三个坐标分别进行插

值，这里只要对模型的所有系数分别进行插值。在保证模型准确度的情况下大大减少了计

算量，且数学模型插值比模型插值的效果更加平滑和贴近自然运动特性。

[0054] 步骤S240，对心脏整体的运动进行检验，若有模型表面穿插或分离的情况进行修

改。对时间轴进行检验，使其更符合心脏的实际运动轨迹。

[0055] 步骤S250，以一个心动周期为单位，动态显示心脏运动过程，并对其以医学标准作

出社会评价，作为动态模型质量优劣的判据。

[0056] 实验证明，本例基于主成分分析后的数学模型插值得到的心脏动态模型比通过静

态模型直接插值得到的动态模型更加平滑。

[0057] 将正常情况下心脏动态过程和病理情况下的情况对比，能够直观的看出心脏生理

功能的异常部分。该方法可以为心脏疾病的诊断和心脏功能的评价提供更多信息。

[0058]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白，上述的本发明的各模块或各步骤可以用通用的计算

装置来实现，它们可以集中在单个的计算装置上，或者分布在多个计算装置所组成的网络

上，可选地，它们可以用计算装置可执行的程序代码来实现，从而，可以将它们存储在存储

装置中由计算装置来执行，或者将它们分别制作成各个集成电路模块，或者将它们中的多

个模块或步骤制作成单个集成电路模块来实现。这样，本发明不限制于任何特定的硬件和

软件结合。

[0059]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包括

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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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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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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