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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方法

和设备，其中所述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方法包

括：根据所述医学数据进行体素数据的重建；将

所述重建的体素数据进行体积渲染；将经过所述

体积渲染的数据进行体素编辑；将体素编辑后的

数据进行展示。利用本发明的方法和系统，更好

地匹配了现代计算机硬件架构，从而可以更快显

示更为复杂的医学数据。同时可以更精确地表达

医学数据，更快捷地编辑和查看医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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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根据所述医学数据进行体素数据的重建；

将所述重建的体素数据进行体积渲染；

将经过所述体积渲染的数据进行体素编辑；其中，所述体素编辑包括体素隐藏、体素过

滤以及体素剔除中的至少一种；

将体素编辑后的数据进行展示；

其中，将所述重建的体素数据进行体积渲染包括：

一根到达观察者眼睛的光线，穿过至少一个立方体方块，最后到达观察者眼睛，根据距

离观察者眼睛远近程度的不同，将所述光线经过的所述每个立方体方块赋予不同的权重，

距离观察者眼睛越近，立方体方块的权重越大；距离观察者眼睛越远，立方体方块的权重越

小；

将得到的所述每个立方体方块的颜色和权重叠加混合，得到所述光线对应像素点的最

终颜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方法，其中所述根据所述医学数据进行

体素数据的重建包括：

将所述医学数据的体素数据划分为一个立体包围盒；

将所述立体包围盒划分成多个均等大小的立方体方块，删除其中包含体积数据较小的

立方体方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方法，其中所述将经过所述体积渲染的

数据进行体素编辑的步骤包括：

至少一个与所述光线交叉的立方体方块的至少一部分可以进行编辑，使得所述至少一

部分相对于所述光线是透明的。

4.一种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体积重建单元，用于根据所述医学数据进行体素数据的重建；

体积渲染单元，用于将所述重建的体素数据进行体积渲染；

体素编辑单元，用于将经过所述体积渲染的数据进行体素编辑；

数据展示单元，用于将体素编辑后的数据进行展示；

其中，所述体积渲染单元包括：

一根到达观察者眼睛的光线，穿过至少一个立方体方块，最后到达观察者眼睛，根据距

离观察者眼睛远近程度的不同，将所述光线经过的所述每个立方体方块赋予不同的权重，

距离观察者眼睛越近，立方体方块的权重越大；距离观察者眼睛越远，立方体方块的权重越

小；

将得到的所述每个立方体方块的颜色和权重叠加混合，得到所述光线对应像素点的最

终颜色。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设备，其中所述体积重建单元包括：

包含所述医学数据的体素数据的一个立体包围盒；

所述立体包围盒包含多个均等大小的立方体方块，其中至少一个含有较少体素数据的

立方体方块是将被删除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设备，其中所述体素编辑单元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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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个与所述光线交叉的立方体方块的至少部分是被编辑的，使得所述至少部分相

对于所述光线是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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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方法和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学数据的三维可视化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体渲染的医学数据三

维可视化方法和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CT是用X线束对人体某部一定厚度的层面进行扫描，由探测器接收透过该层面的X

线，转变为可见光后，由光电转换变为电信号，再经模拟/数字转换器转为数字，输入计算机

处理。CT检查一般包括平扫CT、增强CT和脑池造影CT。当前医学数据的可视化方案例如CT数

据的可视化，大多是基于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CPU)，重建出立体的多边形网格。由于这些

立体的多边形网格稀疏并且只有表面数据，网格体中间是中空，这也就意味着多边形网格

中间是空心的而不是实体的，当从某个截面剖开立体的多边形网格时，部分截面/剖面或者

特定截面/剖面的特定部位上的信息缺失，不利于截面/剖面的查看。如果后续试图重建这

个截面/剖面部分的信息，由于部分截面/剖面或者特定截面/剖面的特定部位上的信息缺

失，给后续的重建造成困难，重建效率低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重建真实性和显示精

度。

[0003] 现有的一些解决方案是基于体积来进行医疗可视化的，但是计算和渲染依然依赖

CPU，性能和精度不能令人满意，很难满足实际的交互查看需求。

[0004] 因此在现有技术中迫切需要对现有的医学数据可视化技术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改进的医学数据可视化解决方案，以解决医学数据可

视化的精度、性能和交互查看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发明人提出一种基于体素的技术，并充分借助中

央处理器(CPU)和其他硬件来更快更精细地渲染和编辑医学数据。

[0007]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个方面，提供一种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方法，可以包括下面的

步骤：根据该医学数据进行体素数据的重建；将该重建的体素数据进行体积渲染；将经过该

体积渲染的数据进行体素编辑；将编辑后的体素数据进行展示。

[000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根据该医学数据进行体素数据的重建可以包括：

将该医学数据构造为一个立体包围盒；将该立体包围盒划分成多个均等大小的立方体方

块，删除其中包含数据较少的立方体方块。

[0009]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其中将该重建的体素数据进行体积渲染的步骤可以

包括：一根到达观察者眼睛的光线，穿过至少一个立方体方块，最后到达观察者眼睛，根据

距离观察者眼睛远近程度的不同，将该光线经过的每个立方体方块赋予不同的权重，距离

观察者眼睛越近，立方体方块的权重越大；距离观察者眼睛越远，立方体方块的权重越小。

[0010] 根据本发明的再一个实施例，其中将该重建的体素数据进行体积渲染的步骤可以

进一步包括：将得到的每个立方体方块的颜色和权重叠加混合，得到该光线对应像素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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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颜色。

[0011] 根据本发明的又一个实施例，其中将经过该体积渲染的数据进行体素编辑的步骤

可以包括：至少一个与该光线交叉的立方体方块的至少一部分可以进行编辑，使得该至少

一部分相对于该光线是透明的。

[001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将体素编辑后的数据进行展示的步骤可以包括：

将该体素编辑后的数据展示在虚拟设备、计算机屏幕、增强现实设备、桌面、或者互联网网

络上。

[0013]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个方面，提供一种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设备，可以包括：体积重

建单元，用于根据该医学数据进行体素数据的重建；体积渲染单元，用于将该重建的体积数

据进行体积渲染；体素编辑单元，用于将经过该体积渲染的数据进行体素编辑；数据展示单

元，用于将体素编辑后的数据进行展示。

[0014]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该体积重建单元可以包括：包含该医学数据的体

素数据的一个立体包围盒；该立体包围盒包含多个均等大小的立方体方块，其中至少一个

含有较少体素数据的立方体方块是将被删除的。

[0015]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其中该体积渲染单元可以包括：在一根到达观察者

眼睛的光线，将穿过至少一个立方体方块，最后到达观察者眼睛的情况下，根据距离观察者

眼睛远近程度的不同，该光线经过的该每个立方体方块被赋予了不同的权重，距离观察者

眼睛越近，立方体方块的被赋予的权重越大；距离观察者眼睛越远，立方体方块被赋予的权

重越小。

[0016] 根据本发明的再一个实施例，其中该体素编辑单元还可以包括：与该光线对应像

素点的最终颜色是通过将得到的该每个立方体方块的颜色和权重叠加混合得到的。

[0017] 根据本发明的又一个实施例，其中该体素编辑单元还可以包括：至少一个与该光

线交叉的立方体方块的至少一部分是被编辑的，使得该至少一部分相对于该光线是透明

的。

[001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该数据展示单元包括：用于展示该体素编辑后数

据的虚拟设备、计算机屏幕、增强现实设备、桌面、或者互联网网络。

[0019] 利用本发明的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方法和系统，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方案来讲，性

能和精度都比现有技术高。例如，本发明的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方法和系统，在观察生物样

品例如人的心脑血管等立体结构时，观察精度可以达到0.1mm。当升级分辨率时，与本发明

配套使用的相关部件和系统的分辨率相应提升，精度也可以相应提升。例如在精度方面，当

分辨率增加一倍时，精度可以达到0.05mm。相对于现有技术的立体网格技术来讲，本发明采

用了立体像素或者说是体积像素即体素、或者说是体积渲染为主导的技术，这样在原理上

与以往的医学体积数据处理原理完全不同，在性能和精度方面也有显著提高。总之，利用本

发明的方法和系统，更好地匹配了现代计算机硬件架构，从而可以更快显示更为复杂的医

学数据。同时可以更精确地表达医学数据，更快捷地编辑和查看医学数据。本发明的医学数

据三维可视化方法和系统通过构建匹配现代计算机硬件的数据结构，从而借助硬件加速和

体积渲染等技术，提高了医学数据例如CT数据的显示精度，加快了医学数据例如CT数据三

维显示的性能，并解决了医学数据例如CT数据不便于编辑和查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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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示意性说明根据本发明一个方面的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方法的流程图；

[0021] 图2示意了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将立体包围盒划分为多个相等大小的立方

体方块；

[0022] 图3示意了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将其中的某些立方体方块删除；

[0023] 图4示意了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到达观察者眼睛的光线在观察者眼睛看到

该光线之前该光线经历的光程；

[0024] 图5A-5B示意了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进行体素编辑的一个示意图；

[0025] 图6A-6B示意了根据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进行体素编辑的一个示意图；

[0026] 图7示意了根据本发明第二个方面的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设备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

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于解

释本发明，并不用以限定本发明。

[0028] 请参阅图1，图1为根据本发明一个方面的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方法，可以包括下

面的步骤：在步骤2中，预存了医学数据文件，这些医学数据文件包括但不限于CT扫描数据

文件或者核磁共振扫描数据文件等，这些预存的医学数据文件例如存储在计算机的硬盘、

软盘、光盘或者云盘中等等。在步骤4中，读取这些已经预存的医学数据文件。例如通过光

驱、软驱、扫描仪、二维码扫描仪、或者计算机内部程序运行直接读取这些预存的医学数据

文件。在步骤6中，将例如CT扫描数据的医学数据文件进行体素数据的重建。在步骤8中，将

该重建的体素数据进行体积渲染；在步骤10中，将经过该体积渲染的数据进行体素编辑；在

步骤12中，将体素编辑后的数据进行展示，例如展示在虚拟设备14、计算机屏幕16、增强现

实设备或者桌面18、或者互联网网络20上。

[0029] 现在参考图2，其中根据该医学数据进行体素数据重建的步骤6还可以包括：

[0030] 将该医学数据划分为一个立体包围盒22，在图2中示出了一个立体包围盒22。图2

中所示的三角形的立体包围盒22仅仅是立体包围盒的一个截面/剖面，但是并不意味着本

发明的立体包围盒22其截面/剖面只能是三角形，还可以是其他的形状，例如矩形、方形、或

者梯形等等。图2-3所示的三角形的立体包围盒22仅仅是一个实例。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

立体包围盒22包围的医学数据的体素数据可能是不同的。例如有的立体包围盒22可能包围

面部识别数据中的眼睛及其附近的医学数据，有的立体包围盒22可能包围面部识别数据中

的鼻子及其附近的医学数据，有的立体包围盒22可能包围面部识别数据中的口腔及其附近

的医学数据，有的立体包围盒22可能包围面部识别数据中的耳朵及其附近的医学数据，有

的立体包围盒22可能包围面部识别数据中的面颊及其附近的医学数据等等。根据成像的需

要，例如成像心血管的情况下，有的立体包围盒22可能包围心血管数据中的心房及其附近

的医学数据，有的立体包围盒22可能包围心血管数据中的心室及其附近的医学数据，有的

立体包围盒22可能包围心血管数据中的心脏瓣膜及其附近的医学数据等等。在本发明的各

个实施例中提到的术语“体素重建”或者“医学数据的体积重建”是指根据医学体积数据文

件例如CT扫描图像体积数据构建一种三维数据结构，并匹配现代计算机硬件架构等进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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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处理。

[0031]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将该立体包围盒22划分成多个均等大小的立方体方块

24、26……，这里之所以用不同的附图标记表示不同的均等大小的立方体方块，是因为每个

均等大小的立方体方块包含的医学数据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正如上面介绍的不同的立体包

围盒22包围的医学数据的体素数据可能是不同的那样。例如，几个相邻的均等大小的立方

体方块虽然都表示了例如面部识别数据中的眼睛及其附近的医学数据，但是在细分的情况

下，其中的一个立方体方块可能表示的是眼球附近的数据，另一个立方体方块可能表示的

是视网膜附近的数据，其他的立方体方块可能表示的是眼睑附近的数据等等，这一点是不

难理解的。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立方体方块个数越多，则三维单元越精细，当然所占计算

机资源也越多，显示性能越慢。

[0032]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例如图3中，删除了其中包含体积数据较小的立方体方

块，例如图3中的立方体方块30、32都是删除了4个均等大小的立方体方块28的情况下构成

的较大的立方体方块30、32。之所以将较大的立方体方块30处的4个均等大小的立方体方块

28删除，以及将较大的立方体方块32处的4个均等大小的立方体方块28删除，是因为较大的

立方体方块30或者32处包含较少的医学数据，例如在显示面颊附近的医学数据的情况下，

面颊结构、形状、外形的变化在较小的范围内变化不是太大，因此为了减少计算机的运算符

合，可以删除其中包含体素数据较小的立方体方块，例如删除了较大的立方体方块30、32中

各自包含的4个立方体方块28等。而在包含较多医学数据的情况下，就不适合删除立方体方

块，而需要进行精细化的展示。例如在显示鼻子附近的医学数据的情况下，因为鼻子包括的

外鼻、鼻腔和鼻旁窦结构、形状、外形的变化在较小的范围内变化较大，为了显示的准确性，

不适合删除立方体方块28。

[0033]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参考附图4，图4示意了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即将

到达观察者眼睛46的光线34在观察者眼睛46看到之前该光线34经历的光程。其中将该重建

的体素数据进行体积渲染的步骤8可以包括：一根到达观察者眼睛46的光线34，穿过至少一

个立方体方块，例如穿过了立方体方块38、……40、42等，最后到达观察者眼睛46，根据距离

观察者眼睛46远近程度的不同，将该光线34经过的每个立方体方块赋予不同的权重，距离

观察者眼睛越近，立方体方块的权重越大；距离观察者眼睛越远，立方体方块的权重越小。

例如将距离观察者眼睛46最近的立方体方块42赋予权重0.4，将距离观察者眼睛46次近的

立方体方块40赋予权重0.3，将距离观察者眼睛46最远的立方体方块38赋予权重0.1……，

之所以将距离观察者眼睛46远近程度的不同，把光线经过的每个立方体方块赋予不同的权

重，原因在于，距离观察者眼睛46越远的立方体方块38被遮挡的越多，颜色贡献较小，权重

也较小，距离观察者眼睛46越近的立方体方块例如立方体方块42被遮挡的较少，颜色贡献

较大，权重也较大。

[0034] 在本发明备选的一个实施例中，其中将该重建的体素数据进行体积渲染的步骤8

可以进一步包括：将得到的每个立方体方块的颜色和权重叠加混合，得到该光线对应像素

点的最终颜色。例如将距离观察者眼睛46最近的立方体方块42赋予权重0.4，立方体方块42

的颜色是红色；将距离观察者眼睛46次近的立方体方块40赋予权重0.3，立方体方块40的颜

色是绿色；将距离观察者眼睛46最远的立方体方块38赋予权重0.1，立方体方块40的颜色是

蓝色……，那么在显示屏44上显示的最终颜色就是0.4x红色+0.3x绿色+0.1x蓝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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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立方体方块的颜色和权重的叠加混合颜色，即得到该光线对应像素点的最终颜色。在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该体素的渲染是借助计算机硬件来并行处理三维单元，进行体积

渲染，从而将医学数据例如CT数据以三维的形式呈现出来。

[0035] 在本发明备选的一个实施例中，参考图5A-5B，图5A-5B示意了根据本发明一个实

施例的进行体素编辑的一个示意图。其中将经过该体积渲染的数据进行体素编辑的步骤10

可以包括：至少一个与该光线交叉的立方体方块的至少一部分例如图5B中的灰色区域之内

的空白区域50可以进行编辑，使得该至少一部分例如空白区域50相对于该光线是透明的。

例如在图5B中所示的是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以根据一定的参数配置，只显示参数决定的部

分数据，并隐藏其余部分，例如隐藏了图5B中的空白区域50所示部分的数据，这样可以排除

其他部位的干扰，专注查看某一特定部位的数据。图5A是隐藏空白区域50之前的情况，如灰

色区域48所示的。例如在需要查看心血管表面数据的情况下，可能心血管内部的数据不是

观察者所关心的，此时需要将心血管内部的数据隐藏，从而更清楚地观察心血管表面的体

素数据，此时例如将至少一个与该光线交叉的立方体方块的至少一部分可以进行编辑(例

如隐藏部分体积数据)，例如图5B中的灰色区域之内的空白区域50就是被提及编辑之后的

效果，使得该至少一部分例如空白区域50相对于该光线是透明的。作为一种实施方式，其中

该基于体积的剖面查看和编辑，是基于体素数据进行剔除、过滤和显示，从而可以查看任意

剖面和任意部位，并有效减少从例如CT数据的医学数据到三维数据的反复读取和转换。

[0036] 图6A-6B示意了根据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进行体素编辑的一个示意图。在这个

实施例中，可以使用一个平面54与上述医学体素数据相交，继续隐藏平面一侧的数据，例如

隐藏、剔除、或者过滤等平面右侧的数据56，从而可以查看平面处的剖面数据，请参阅6B。例

如可以使用某平面剖开某器官例如心脏，从而查看心脏器官的剖面情况，例如查看了图6B

所示的左侧数据52。

[0037]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其中该将体素编辑后的数据进行展示的步骤包括：将

该体素编辑后的数据例如展示在虚拟设备14、计算机屏幕16、增强现实设备或者桌面18、或

者互联网网络20上。。作为一种实施方式，其中，该数据展示，是提供极具扩展性的接口，既

可以单机执行，也可以网络同步。既可以桌面展示，也可以借助VR(虚拟现实)等设备来展示

三维数据。

[0038]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个方面，提供一种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设备，图7示意了根据本

发明第二个方面的，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设备的框图。可以包括：体素重建单元62，用于根

据该医学数据进行体素数据的重建；体积渲染单元64，用于将该重建的体素数据进行体积

渲染；体素编辑单元66，用于将经过该体积渲染的数据进行体素编辑；数据展示单元68，用

于将体素编辑后的数据进行展示。

[0039]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该体积重建单元62可以包括：包含该医学数据的体素

数据的一个立体包围盒；该立体包围盒包含多个均等大小的立方体方块，其中至少一个含

有较少体素数据的立方体方块是将被删除的。

[0040]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其中该体积渲染单元64可以包括：在一根到达观察者

眼睛的光线，将穿过至少一个立方体方块，最后到达观察者眼睛的情况下，根据距离观察者

眼睛远近程度的不同，该光线经过的该每个立方体方块被赋予了不同的权重，距离观察者

眼睛越近，立方体方块的被赋予的权重越大；距离观察者眼睛越远，立方体方块被赋予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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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越小。

[0041]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其中该体素编辑单元66包括：与该光线对应像素点的

最终颜色是通过将得到的该每个立方体方块的颜色和权重叠加混合得到的。

[0042]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其中该体素编辑单元66还包括：至少一个与该光线交

叉的立方体方块的至少部分是被编辑的，使得该至少部分相对于该光线是透明的。

[0043]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其中该数据展示单元68包括：用于展示该体素编辑后

数据的虚拟设备、计算机屏幕、增强现实设备、桌面、或者互联网网络。

[0044] 相对于现有技术的立体网格技术来讲，本发明采用了立体像素或者说是体积像素

即体素、或者说是体积渲染为主导的技术，这样在原理上与以往的医学体积数据处理原理

完全不同，在性能和精度方面也有显著提高。总之，利用本发明的方法和系统，更好地匹配

了现代计算机硬件架构，从而可以更快显示更为复杂的医学数据。同时可以更精确地表达

医学数据，更快捷地编辑和查看医学数据。本发明的医学数据三维可视化方法和系统通过

构建匹配现代计算机硬件的数据结构，从而借助硬件加速和体积渲染等技术，提高了医学

数据例如CT数据的显示精度，加快了医学数据例如CT数据三维显示的性能，并解决了医学

数据例如CT数据不便于编辑和查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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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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