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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图像引导治疗规划的自动解剖结构描

绘

(57)摘要

在描绘用于放射治疗规划的患者的医学图

像中的解剖结构时，处理器(18)检测低分辨率图

像(例如，MRI或低剂量CT)中的界标(24)，并将所

检测到的界标映射至所述解剖结构的参考轮廓

中的参考界标(28)。经映射的界标促进了对参考

轮廓的调整，以拟合所述解剖结构。对经调整的

参考轮廓数据进行转换，并使用薄板样条将其应

用于第二图像，并且将经调整的高分辨率图像用

于放射治疗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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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对患者解剖特征进行描绘以限定用于图像引导治疗规划的患者图像中的轮廓

的系统，包括：

处理器(18)，其：

从成像设备(12，14)接收患者体内的解剖结构的初始图像(22)；

检测所述初始图像中的解剖界标(24)；

将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24)的位置与参考轮廓中对应于所述解剖结构的参考界标

(28)进行比较；

通过确定将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24)转换到覆盖所述参考界标(28)的位置的转换而

将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24)映射至所述参考界标(28)；

通过向所述参考轮廓应用所述转换的反演而基于经映射的界标对将所述参考轮廓调

整成患者空间内的经调整的轮廓(34)；

使用所述经调整的轮廓调整所述患者图像中的所述解剖结构的轮廓；

将经调整的患者图像(36)存储至存储器(20)；以及

将所述经调整的患者图像(36)提供给治疗规划部件(18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参考轮廓使用薄板样条(38)进行调整。

3.根据权利要求1-2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初始图像是由CT扫描器(14)生成

的低剂量CT图像，并且其中，所检测到的界标(24)是硬组织界标。

4.根据权利要求1-2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初始图像(22)是由MR成像(MRI)

设备(12)生成的低分辨率磁共振(MR)图像，并且其中，所检测到的界标(24)是软组织界标。

5.根据权利要求1-2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检测到的界标的位置信息使用DICOM

数据传输协议(26)进行输出。

6.根据权利要求1-2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治疗规划部件(180)至少部分基

于所述经调整的患者图像中包含的信息生成放射治疗计划、超声治疗计划、粒子束治疗计

划、消融治疗计划以及物理治疗计划中的至少一个。

7.根据权利要求1-2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初始图像(22)和所述患者图像是

使用不同的成像模态生成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初始图像(22)是使用计算机断层摄影(CT)扫

描器和磁共振成像(MRI)设备(12)中的至少一个生成的，并且其中，所述患者图像是使用所

述CT扫描器(14)、所述MRI设备(12)和核成像设备(151)中的至少一个生成的。

9.一种对患者解剖特征进行描绘以限定用于图像引导治疗规划的患者图像中的轮廓

的方法，包括：

检测初始图像中的解剖界标(24)；

将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24)的位置与参考轮廓中对应于所述解剖结构的参考界标

(28)进行比较；

通过确定将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24)转换到覆盖所述参考界标(28)的位置的转换而

将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24)映射至所述参考界标(28)；

通过向所述参考轮廓应用所述转换的反演而基于经映射的界标对将所述参考轮廓调

整成患者空间内的经调整的轮廓(34)；以及

使用所述经调整的轮廓调整所述患者图像中的所述解剖结构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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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计划能够至少部分基于经调整的患者图像(36)被生成。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如下中的至少一个：

在显示器(40)上显示所述初始图像和所述患者图像中的至少一个；

将所述初始图像和所述患者图像中的至少一个存储至存储器(20)；以及

将所述治疗计划存储至所述存储器(20)。

11.根据权利要求9-1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使用薄板样条(38)调整所述参考轮廓。

12.根据权利要求9-1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利用CT扫描器(14)生成所述初始图像，其中，所检测到的界标(24)是硬组织界标。

13.根据权利要求9-1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利用MRI设备(12)生成所述初始图像(22)，其中，所检测到的界标(24)是软组织界标

(33)。

14.根据权利要求9-1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

所述治疗计划包括放射治疗计划、超声治疗计划、粒子束治疗计划、消融治疗计划以及

物理治疗计划中的至少一个。

15.一种对患者解剖特征进行描绘以限定用于图像引导治疗规划的患者图像中的轮廓

的装置，包括：

用于检测初始图像中的解剖界标(24)的模块；

用于将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24)的位置与参考轮廓中对应于所述解剖结构的参考界

标(28)进行比较的模块；

用于通过确定将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24)转换到覆盖所述参考界标(28)的位置的转

换而将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24)映射至所述参考界标(28)的模块；

用于通过向所述参考轮廓应用所述转换的反演而基于经映射的界标对将所述参考轮

廓调整成患者空间内的经调整的轮廓(34)的模块；

用于使用所述经调整的轮廓调整所述患者图像中的所述解剖结构的轮廓的模块；以及

用于至少部分基于经调整的患者图像(36)生成治疗计划的模块。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装置，还包括如下中的至少一个：

用于在显示器(40)上显示所述初始图像和所述患者图像中的至少一个的模块；

用于将所述初始图像和所述患者图像中的至少一个存储至存储器(20)的模块；以及

用于将所述治疗计划存储至所述存储器(20)的模块。

17.根据权利要求15-16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还包括：

用于使用薄板样条(38)调整所述参考轮廓的模块。

18.根据权利要求15-16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还包括：

用于利用CT扫描器(14)生成所述初始图像的模块，其中，所检测到的界标(24)是硬组

织界标。

19.根据权利要求15-16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还包括：

用于利用MRI设备(12)生成所述初始图像(22)的模块，其中，所检测到的界标(24)是软

组织界标(33)。

20.根据权利要求15-16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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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至少部分基于经调整的患者图像中包含的信息生成放射治疗计划、超声治疗计

划、粒子束治疗计划、消融治疗计划以及物理治疗计划中的至少一个的模块。

权　利　要　求　书 3/3 页

4

CN 106975163 B

4



用于图像引导治疗规划的自动解剖结构描绘

[0001] 本申请是2010年03月02日提交的申请号为201080015576.5、名称为“用于图像引

导治疗规划的自动解剖结构描绘”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申请在医学成像系统方面尤其具有实用性。但是，要认识到，所描述的技术也可

以应用到其他类型的成像系统、其他治疗规划系统和/或其他医学应用中。

背景技术

[0003] 对解剖结构的描绘是诸如放射治疗规划(RTP)等的治疗规划中的先决条件。RTP中

通常使用的主要成像模态是计算机断层摄影(CT)。最近，将磁共振成像(MRI)用于RTP得到

了关注，因为与CT相比这一模态提供了更好的软组织对比度。

[0004] 当前可以在市面上得到用于MR检查的自动扫描规划系统。这样的系统的一个示例

是Philips  SmartExamTM，其中，采集低分辨率侦察图像，执行患者特异性解剖界标的自动识

别，基于所识别的界标以及由先前的采集记录的界标和取向信息估计诊断扫描中的切片的

取向。

[0005] 无论是在CT还是在MRI中，自动解剖结构描绘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CT图像

一般不提供良好的软组织对比度，从而难以得到可靠的器官边界判别。与CT相比，MR数据显

示出了好得多的软组织分化，并且，在治疗规划中，MR数据的使用有利于实现对目标以及某

些应用中的关键结构的更加精确的描绘。但是，由于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对比度导致了不

可复现的灰度值分布，MRI数据的自动分割也很困难。

[0006] 在本领域中存在未满足的对这样的系统和方法的需求，即，其促进图像引导治疗

规划中的解剖结构的描绘、使用解剖界标来传递用于治疗规划的描绘等，从而克服了上述

缺陷。

发明内容

[0007] 根据一个方面，一种对患者解剖特征进行描绘以限定用于图像引导治疗规划的患

者图像中的轮廓的系统包括处理器，所述处理器从成像设备接收患者体内的解剖结构的初

始图像，并检测初始图像中的解剖界标。此外，所述处理器还将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的位置

与参考轮廓中对应于解剖结构的参考界标进行比较，将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映射至参考界

标，并基于经映射的界标对将参考轮廓调整成患者空间内的经调整的轮廓。所述处理器还

使用所述经调整的轮廓调整所述患者图像中的解剖结构的轮廓，将经调整的患者图像存储

至存储器，并向治疗规划部件提供所述经调整的患者图像。

[0008] 根据另一方面，一种对患者解剖特征进行描绘以限定用于图像引导治疗规划的患

者图像中的轮廓的方法包括检测初始图像中的解剖界标，将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的位置与

参考轮廓中对应于解剖结构的参考界标进行比较。所述方法还包括将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

映射至参考界标，并基于经映射的界标对将所述参考轮廓调整成患者空间内的经调整的轮

说　明　书 1/6 页

5

CN 106975163 B

5



廓。此外，所述方法还包括使用所述经调整的轮廓调整所述患者图像中的解剖结构的轮廓，

以及至少部分基于经调整的患者图像生成治疗计划。

[0009] 根据另一方面，一种为患者生成放射治疗计划的方法包括使用磁共振成像(MRI)

设备和计算机断层摄影(CT)扫描器中的至少一个生成低分辨率图像以及检测低分辨率图

像中的解剖结构上的界标。所述方法还包括将所检测到界标映射至存储器中存储的参考轮

廓中的参考界标，并利用样条内插或近似来调整参考轮廓，以利用经映射的界标拟合解剖

结构的轮廓。此外，所述方法包括将经调整的参考轮廓应用至解剖结构的高分辨率图像，以

调整所述高分辨率图像，并至少部分基于经调整的高分辨率图像生成放射治疗计划。

[0010] 根据另一方面，一种对患者解剖特征进行描绘以限定用于图像引导治疗规划的患

者图像中的轮廓的装置，其包括：用于检测初始图像中的解剖界标的模块；用于将所检测到

的解剖界标的位置与参考轮廓中对应于所述解剖结构的参考界标进行比较的模块；用于将

所检测到的解剖界标映射至所述参考界标的模块；用于基于经映射的界标对将所述参考轮

廓调整成患者空间内的经调整的轮廓的模块；用于使用所述经调整的轮廓调整所述患者图

像中的所述解剖结构的轮廓的模块；以及用于至少部分基于经调整的患者图像生成治疗计

划的模块。

[0011] 一个优点在于提高用于治疗规划的图像质量。

[0012] 另一个优点在于缩短了图像适配时间。

[0013] 在阅读并理解了下述详细说明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将认识到本创新的更多

优点。

附图说明

[0014] 附图的作用仅在于对各个方面进行图示，而不应被解释为构成限制。

[0015] 图1示出了促进将轮廓或描绘从医学图像传播至用于治疗规划的高分辨率图像的

系统；

[0016] 图2示出了使用MRI设备生成的脑部图像的自动描绘的屏幕快照，可以在显示器上

将其显示给用户；

[0017] 图3示出了使用MRI设备生成的脑部图像的自动描绘的另一屏幕快照，可以在显示

器上将其显示给用户；

[0018] 图4示出了根据本文描述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对患者解剖结构进行描绘以限定用于

图像引导患者治疗的患者图像中的轮廓的方法；

[0019] 图5示出了示例性医院系统，其包括多个成像设备，例如MR成像设备、CT扫描器、核

(例如PET或SPECT)扫描器等，所述成像设备生成成像数据，由独立的或共享的重建处理器

重建所述成像数据以生成3D图像表示。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根据本文介绍的各种特征，描述了促进图像引导治疗规划中的解剖结构的描绘的

系统和方法。所描述的框架基于由扫描规划软件(例如Philips  SmartExamTM  MR扫描规划系

统)自动识别的患者特异性界标。使用这些界标以支持自动解剖结构描绘以及自适应治疗

规划背景下的描绘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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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类似地，通过检测低剂量侦察扫描中的可复现界标来执行自动CT扫描规划。使用

所检测到的侦察图像中的界标以通过产生接近的初始化来对自动分割算法加以引导，并且

还通过基于界标的非刚性配准来将描绘传播至后续图像。

[0022] 本文描述的系统和方法解决了为治疗规划提供可复现的解剖点界标的问题。例

如，诸如Philips  SmartExamTM的自动扫描规划算法通常对3D标准化低分辨率侦察图像进行

操作，并且能够可靠地识别具有可复现的解剖点界标的形式的目标解剖结构。因而，不管对

比度如何，由侦察图像获得的有关下层解剖结构的空间信息被传递到了全分辨率扫描，并

被用于支持自动描绘。

[0023] 图1示出了促进将轮廓或描绘从医学图像传播至用于治疗规划的高分辨率图像的

系统10。例如，可以结合SmartExamTM启用的MR扫描器将系统10与一个或多个放射治疗规划

工作站一起采用。而且，可以将传播轮廓或治疗计划的方法与在3D低剂量CT侦察图像中具

有对应界标的CT图像一起使用。根据其他特征，系统10采用了多模态系统(例如，组合的CT-

MR以及与诸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摄影(PET)扫描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摄影(SPECT扫描

器)等的核成像系统组合的MR和/或CT。

[0024] 系统10包括耦合至工作站16、处理器18和存储器20的MRI设备12和CT扫描器14中

的一者和两者。所述处理器可以是工作站16的部分，或者可以是与多个工作站共享的资源。

所述存储器存储用于执行各种任务以及执行本文描述的各种方法的计算机可执行指令，而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指令。

[0025] 在一个实施例中，CT扫描器14生成3D低剂量侦察图像22，处理器18自动检测低剂

量侦察图像中的可复现界标组24。将所检测到的界标输出(例如，使用医学数字成像通信

(DICOM)数据交换协议26等)至处理器，从而与存储在存储器内的用于一个或多个轮廓的已

知界标28进行比较。所述处理器执行比较算法30，以对所检测到的界标和已知界标进行比

较，并从存储在存储器内的图表集32中检索一个或多个体轮廓。所述处理器使用所检测到

的界标对所述轮廓进行转换，由此通过将所检测到的界标映射至用于所述轮廓的已知界标

而对一个或多个预生成的轮廓进行调整。例如，所述处理器确定将引航图像界标24转换至

覆盖图表集界标28的位置的转换。可以对图表集轮廓应用所确定的这一转换的反演，以将

其转换为患者空间内的经调整的轮廓34。

[0026] 在另一实施例中，MRI设备12生成低分辨率侦察图像22，处理器18自动检测低分辨

率侦察图像中的可复现的界标组24。将所检测到的界标输出(例如，使用DICOM数据交换协

议26等)至处理器，从而与存储在存储器内的用于一个或多个轮廓的已知软组织界标33进

行比较。所述处理器执行比较算法30，以对所检测到的界标24和已知界标28进行比较，并从

存储在存储器内的图表集32中检索一个或多个体轮廓。所述处理器使用所检测到的界标24

对所述图表集轮廓进行转换，由此通过将所检测到的界标映射至用于所述轮廓的已知界标

而将一个或多个预生成的图表集轮廓调整成经调整的轮廓34。

[0027] 在任一方案(例如，CT或MRI)中，将图表集转换至从低剂量侦察图像导出的新的患

者特异性数据集。也就是说，处理器执行转换，以将经调整的轮廓34移动到用于RTP的高分

辨率图像36。此外，在同一患者的后续图像中使用经调整的轮廓和描绘，以便监测治疗进展

并促进自适应治疗规划。

[0028] 在一个实施例中，处理器18采用一个或多个薄板样条38以对轮廓进行转换，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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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系统和方法不限于此。在F.L.Bookstein:Principal  warps:Thin-plate  splines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deformations.IEEE  Trans.Pattern.Anal.Mach  Intell.11:

567-586,1989中描述了薄板样条技术的示例。

[0029] 在另一实施例中，工作站16包括显示器40，在所描述的方法和过程的各个阶段，在

所述显示器上将低分辨率图像22、高分辨率图像36、所检测到的界标24、已知界标28、图表

集32中的轮廓和/或经调整的轮廓34中的一个或多个呈现给用户。此外，所述工作站还包括

输入设备42(例如，鼠标、键盘、方向触控板、指示笔等)，用户通过所述输入设备将数据和/

或指令输入至工作站，对界标进行调整，等等。

[0030] 继续参考图1，图2和图3分别示出了使用MRI设备生成的脑部图像的自动描绘的屏

幕快照60和70，可以在显示器40上将其显示给用户。图2示出了多个已知或参考界标28，图3

示出了多个检测到的界标24。例如，采用图1的系统10以支持对有风险的结构的描绘，以及

自动将来自原始数据集的完整描绘传播至后续图像。

[0031] 如在Young等人:Automated  Planning  of  MRI  Neuro  Scans .Proc .of  SPIE 

Medical  Imaging ,San  Diego ,CA ,USA(2006)61441M–1–61441M–8中讨论的，可将诸如

SmartExamTM的解剖结构识别软件用于很多型号的Philips  MR扫描器中的脑部检查。作为所

述解剖结构识别软件的输出，识别或检测可复现的解剖界标组24。可以使用标准的DICOM数

据交换协议26输出所述界标的位置，并且所述界标的位置可以被放射治疗规划工作站16的

解剖结构描绘模块(未示出)或者任何独立的自动描绘软件所使用。

[0032] 根据一个实施例，用户手动描绘参考数据集中的感兴趣结构，对于所述感兴趣结

构而言，可以得到界标位置。之后，例如，使用薄板样条等将这些已知界标28与特定患者数

据集中的检测界标24进行配准。将所得到的转换应用于参考数据集中的解剖结构，从而将

其传递至患者数据集(例如，高分辨率患者图像等当中的)。用户可以使用其他的自动方法

获得提高的精确度，或者对所传递的描绘进行手动微调以将其拟合至患者图像。

[0033] 在相关实施例中，在自适应放射治疗规划的背景下将所述描绘传播至同一患者的

后续图像。再一次，将原始数据集中的检测界标24与参考数据集中的已知界标28进行配准，

并将所得到的转换应用于原始患者图像中的可用描绘。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少得多的解

剖结构可变性，因而在通过界标给定感兴趣区域的最佳覆盖范围的情况下所述方法只需要

最少的手动调整。

[0034] 图4示出了根据本文描述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对患者解剖结构进行描绘以限定用于

图像引导患者治疗的患者图像中的轮廓的方法。在80中，生成患者或患者局部的低分辨率

图像。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图像是低剂量CT图像。在另一实施例中，所述图像是低分辨率

MR图像。在82中，检测患者图像中的界标。在84中，输出检测界标24(例如，使用DICOM数据传

输协议26等)，并将其与解剖结构的预生成图表集32中的用于轮廓的已知界标26进行比较。

如果初始患者图像是低剂量CT图像，那么将所检测到的界标与已知的硬结构(例如，骨骼

等)界标进行比较。如果初始患者图像是低分辨率MR图像，那么将所检测到的界标与软组织

参考界标进行比较。

[0035] 在86中，从参考轮廓的图表集检索包括参考界标的参考轮廓，并通过将参考界标

28映射至检测界标24而将参考轮廓调整(例如，使其翘曲、形态化(morphed)、适形)至患者

图像。可以将经调整的轮廓存储到存储器中，以供以后调用。在88中，对经调整的轮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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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例如，使用薄板样条或一些其他适当的内插技术)，以拟合高分辨率患者图像，所述高

分辨率患者图像适于在例如放射治疗规划程序的治疗规划程序中使用。此外，用户可以使

用已知技术对经适配的轮廓进行微调。

[0036] 要认识到，可以使用任何成像模态生成所述高分辨率图像，例如使用CT、MRI、正电

子发射断层摄影(PET)、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摄影(SPECT)、x射线、上述选项的变体等。在

这样的方案当中，处理器提供具有用于映射至检测界标的模态特异性界标的轮廓。图表集

32兼备硬结构界标、软组织界标、PET界标、SPECT界标、x射线界标等，因而CT、MR、PET、

SPECT、x射线以及其他图像和界标中的任何一者或全部均能够映射至图表集轮廓或者与其

配准。

[0037] 在另一实施例中，除了参考轮廓的图表集之外或者作为其的替代，在第一成像会

话期间获得患者的多个初始界标。之后，将初始界标用于后续成像会话中的比较，以评估治

疗进展等。

[0038] 参考图5，示例性医院系统150可以包括多个成像设备，例如MR成像设备12、CT扫描

器14、核(例如PET或SPECT)扫描器151、上述选项的组合(例如，多模态系统)等，所述成像设

备生成成像数据，由独立的或者共享的重建处理器152重建所述成像数据以生成3D图像表

示。通过网络154将图像表示传送至中央存储器156或本地存储器158。

[0039] 在与网络连接的工作站16处，操作者使用用户接口170以将选定项目(例如，低分

辨率3D图像或轮廓等)移动至中央存储器156和本地存储器158或者在中央存储器156和本

地存储器158之间移动选定项目。视频处理器166在显示器40的第一视口1721内显示选定项

目。在第二视口1722内显示患者图像(例如，由MR成像器12、CT扫描器14和核扫描器151之一

生成的高分辨率图像)。第三视口1723可以显示经调整的轮廓和高分辨率图像的重叠。例

如，可以允许用户将在患者的低分辨率(例如，CT或MR)图像中检测到的界标配准至从图表

集中选出的参考轮廓中的参考界标，从而使参考轮廓适形于患者解剖结构。例如，操作者通

过接口170选择参考轮廓中对应于低分辨率图像中的检测界标的参考界标(例如，使用鼠

标、指示笔或其他适当的用户输入设备)。或者，可以通过由处理器18和/或166执行的存储

在存储器20中的程序使参考界标核检测界标自动对准。之后，用户接口170中的处理器18

(图1)执行翘曲或形态化算法，以利用对准的界标使参考轮廓的形状适形于患者解剖结构

的形状。此外，处理器18执行转换(例如，使用薄板样条或一些其他适当的内插技术)，以将

经调整或适形的轮廓映射至患者的高分辨率图像。

[0040] 一旦所述高分辨率图像包含了经调整的轮廓的信息，就将其提供给治疗规划部件

180，以用于治疗规划(例如，放射治疗规划、超声治疗规划、物理治疗规划、近距治疗规划、

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MRI引导治疗、粒子束规划、消融规划等)。任选地，将治疗设备182

耦合至治疗规划设备180，以执行由其生成的一个或多个治疗计划。

[0041] 在另一实施例中，视口1723中显示的重叠是可调整的，以设置低分辨率图像和/或

轮廓相对于高分辨率图像的权重，反之亦然。例如，可以调整滑动杆或旋钮(未示出)以改变

视口1721和1722中的图像的权重，所述滑动杆或旋钮可以是机械的或呈现在显示器168上并

利用输入设备进行操纵。在一个示例中，操作者可以将视口1723中的图像，从纯粹高分辨率

图像数据(视口1722中所示的)，经过高分辨率和低分辨率图像数据的多个和/或连续组合，

调整成纯粹低分辨率图像数据(视口1721中所示的)。例如，可以采取离散或连续的方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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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图像数据与低分辨率图像数据的比值从0:1调整到1:0。作为另一选项，可以以灰

度级显示高分辨率图像数据，并且使低分辨率图像数据着色，反之亦然。

[0042] 一旦用户向中央存储器156下载和/或安装了图表集或轮廓库，就可以通过网络访

问所述图表集，以促进向高分辨率图像的轮廓调整转换，以及本文所述的其他方面。根据这

一示例，多个工作站或用户接口可以根据特定患者或各种治疗规划程序的成像会话的需要

而访问轮廓库或图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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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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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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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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