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004192.2

(22)申请日 2019.10.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917509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3.27

(73)专利权人 苏州雷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金鸡

湖大道99号纳米城西北区03幢302室

(72)发明人 文虎儿　费璇珈　姚毅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华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232

代理人 郭帅

(51)Int.Cl.

A61N 5/10(2006.01)

A61B 6/03(2006.01)

A61B 6/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982646 A,2018.05.04

CN 109663220 A,2019.04.23

CN 109035360 A,2018.12.18

CN 109890462 A,2019.06.14

US 2016023019 A1,2016.01.28

马德超.《基于四阶全变分流的CT图像金属

伪影校正算法研究》.《中国优秀硕博论文》

.2014,

审查员 张睿君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系统及放射

治疗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

系统及放射治疗装置，涉及医疗技术领域。该方

法包括：将大机架旋转90°，在旋转过程中，获取

0°至9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以及90°至180°的千

伏级投影数据；采用预定重建算法，使用投影数

据进行重建得到兆伏级和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

采用预设算法，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采用预设算法，获得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

使用经校正的千伏级和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混

合重建，以得到CBCT容积影像。通过使用千伏级

和兆伏级投影图像进行混合重建，获得同时包含

软组织信息和骨性信息的CBCT容积影像，去除了

重建后的CBCT容积影像中高密度物质伪影且增

强了图像的软组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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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其特征在于，应用于同时具备兆伏级影像子系统和

千伏级影像子系统的放射治疗设备，其中所述兆伏级影像子系统设置在所述放射治疗设备

的大机架上，所述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设置在所述放射治疗设备的独立滑环上；所述独立滑

环的旋转中心与所述大机架的旋转中心相同，所述兆伏级影像子系统与所述千伏级影像子

系统能够进行相对独立的旋转；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所述大机架旋转90°，在旋转过程中，分别通过所述兆伏级影像子系统获取对于0°

至9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以及通过所述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获取对于90°至180°的千伏级投

影数据；

b、采用预定重建算法，分别使用所述兆伏级投影数据和所述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

得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和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

c、基于所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采用预设伪影去除算法，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

数据，所述预设伪影去除算法用于去除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伪影；

d、基于所述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采用预设软组织增强算法，获得经校正的兆伏级投

影数据，所述预设软组织增强算法用于增强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软组织影像；

e、使用所述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所述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混合重建，

以得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

其中，所述步骤c包括：

步骤c1、计算所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的梯度值，并且根据所述梯度值获得所述兆伏

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高密度物质的位置信息，所述高密度物质为密度大于人体骨骼密度的

物质；

步骤c2、对所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进行正向投影，以获得对于90°至180°的兆伏级投

影数据，并且根据所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所述高密度物质的位置信息，获得所述90°

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的高密度物质的投影位置；

步骤c3、配准所述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所述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

以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其中，所述步骤d包括：

步骤d1、对所述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进行正向投影，以获得0°至90°的千伏级投影数

据；

步骤d2、对所述0°至9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归一化，并且将归一化后的数据值作为

投影平板上的每个点的权值；

步骤d3、使用所述权值对所述0°至9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校正，以得到经校正的兆

伏级投影数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c3包括：

配准所述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所述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获取所述

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的高密度物质投影位置，所述高密度物质投影位置区域的像

素值由其周围区域像素值进行线性插值替代，从而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e之后，还包括：

判断所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是否满足预设影像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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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不满足所述预设影像质量标准的情况下，

采用所述预定重建算法，使用所述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经校正的兆

伏级CBCT容积影像，并且使用所述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经校正的千伏级

CBCT容积影像；

基于所述经校正的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和所述经校正的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重复进

行所述步骤c至所述步骤e，直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满足所述预设影像质量标准为止。

4.一种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系统，其特征在于，应用于同时具备兆伏级影像子系统和

千伏级影像子系统的放射治疗设备，其中所述兆伏级影像子系统设置在所述放射治疗设备

的大机架上，所述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设置在所述放射治疗设备的独立滑环上；所述独立滑

环的旋转中心与所述大机架的旋转中心相同，所述兆伏级影像子系统与所述千伏级影像子

系统能够进行相对独立的旋转；

所述系统包括：

投影数据获取模块，用于将所述大机架旋转90°，在旋转过程中，分别通过所述兆伏级

影像子系统获取对于0°至9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以及通过所述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获取对于

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容积影像重建模块，用于采用预定重建算法，分别使用所述兆伏级投影数据和所述千

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和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

千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用于基于所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采用预设伪影去除算

法，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所述预设伪影去除算法用于去除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

中的伪影；

兆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用于基于所述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采用预设软组织增强

算法，获得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所述预设软组织增强算法用于增强兆伏级CBCT容积

影像中的软组织影像；

CBCT容积影像混合重建模块，用于使用所述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所述经校正的

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混合重建，以得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千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具体用于：

计算所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的梯度值，并且根据所述梯度值获得所述兆伏级CBCT容

积影像中的高密度物质的位置信息，所述高密度物质为密度大于人体骨骼密度的物质；

对所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进行正向投影，以获得对于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

并且根据所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所述高密度物质的位置信息，获得所述90°至180°

的兆伏级投影数据的高密度物质的投影位置；

配准所述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所述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以获得经

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兆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具体用于：

对所述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进行正向投影，以获得0°至9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对所述0°至9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归一化，并且将归一化后的数据值作为投影平

板上的每个点的权值；

使用所述权值对所述0°至9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校正，以得到经校正的兆伏级投

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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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容积影像质量判断和校正模块，具

体用于：

判断所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是否满足预设影像质量标准；

在所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不满足所述预设影像质量标准的情况下，

采用所述预定重建算法，使用所述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经校正的兆

伏级CBCT容积影像，并且使用所述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经校正的千伏级

CBCT容积影像；

基于所述经校正的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和所述经校正的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重复运

行所述千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所述兆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和所述CBCT容积影像混合

重建模块，直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满足所述预设影像质量标准为止。

8.一种放射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放射治疗装置用于实施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

任一项所述的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或者所述放射治疗装置包括根据权利要求4至7中

任一项所述的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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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系统及放射治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系统及放射

治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进行放射治疗前或放射治疗中，医护人员往往需要对患者进行摆位验证，确保

患者在治疗床上的摆位与扫描用于制定治疗计划的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影像时的摆位一致，使靶区尽可能吸收计划剂量，并尽可能保护正常组织，

即保证精确治疗的实施。

[0003] 为满足物理师和技师在放疗患者临床摆位验证方面的需求，可采用锥形束电子计

算机断层扫描(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CBCT)技术获取治疗室内患者的三维容

积影像，然后与计划CT影像进行三维配准确定患者摆位偏差，至此医护人员可根据该摆位

偏差修正患者的摆位。

[0004] 依据射线能级的不同，CBCT技术可分为千伏级CBCT(KiloVolt-CBCT，KVCBCT)和兆

伏级CBCT(MegaVolt-CBCT，MVCBCT)，其中美国瓦里安公司和瑞典医科达公司采用KVCBCT技

术，而德国西门子公司则采用MVCBCT。在机械与电气方面，MVCBCT的X射线出束源直接采用

直线加速器的治疗源，影像采集板平面垂直于X射线束轴线；KVCBCT技术的实现需要在传统

兆伏级直线速器系统上额外增加一个板载影像系统，该系统由分别安装在两个独立机械臂

上的千伏级X射线源和千伏级影像探测器组成，两个机械臂与直线加速器的射线束的中心

轴相垂直。

[0005] X射线穿透人体时，根据能量的不同，X射线与物质的主要作用不同，导致CBCT的最

终成像质量不同。KV级X射线主要与物质原子进行光电效应，因此KVCBCT可突显人体的软组

织信息，但如果人体内有金属支架等金属制品，KVCBCT会出现很严重的金属伪影；MV级X射

线主要与物质原子进行康普顿效应，故MVCBCT可突显人体的骨性结构信息，但人体的软组

织对比度较差。

[0006] 现有CBCT系统仅能单纯实现KVCBCT或者MVCBCT，最终获取的三维容积影像无法同

时突显软组织和骨性结构，且影像抗金属伪影能力较差，影响用户的主观分析评价。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

方法、系统及放射治疗装置，以解决获取同时包含软组织信息和骨性信息的CBCT容积影像，

并且去除影像中的高密度物质伪影的问题。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应用于同时具备兆伏级

影像子系统和千伏级影像子系统的放射治疗设备，其中兆伏级影像子系统设置在放射治疗

设备的大机架上，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设置在放射治疗设备的独立滑环上；独立滑环的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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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与大机架的旋转中心相同，兆伏级影像子系统与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能够进行相对独立

的旋转；

[0010]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a、将大机架旋转90°，在旋转过程中，分别通过兆伏级影像子系统获取对于0°至

9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以及通过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获取对于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0012] b、采用预定重建算法，分别使用兆伏级投影数据和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

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和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

[0013] c、基于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采用预设伪影去除算法，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

数据，预设伪影去除算法用于去除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伪影；

[0014] d、基于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采用预设软组织增强算法，获得经校正的兆伏级投

影数据，预设软组织增强算法用于增强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软组织影像；

[0015] e、使用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混合重建，以得

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

[0016] 可选地，步骤c包括：

[0017] 步骤c1、计算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的梯度值，并且根据梯度值获得兆伏级CBCT容

积影像中的高密度物质的位置信息，高密度物质为密度大于人体骨骼密度的物质；

[0018] 步骤c2、对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进行正向投影，以获得对于90°至180°的兆伏级投

影数据，并且根据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高密度物质的位置信息，获得90°至180°的兆伏

级投影数据的高密度物质的投影位置；

[0019] 步骤c3、配准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以获

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0020] 可选地，步骤c3包括：

[0021] 配准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获取90°至

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的高密度物质投影位置，高密度物质投影位置区域的像素值由其周

围区域像素值进行线性插值替代，从而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0022] 可选地，步骤d包括：

[0023] 步骤d1、对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进行正向投影，以获得0°至90°的千伏级投影数

据；

[0024] 步骤d2、对0°至9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归一化，并且将归一化后的数据值作为

投影平板上的每个点的权值；

[0025] 步骤d3、使用权值对0°至9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校正，以得到经校正的兆伏级

投影数据。

[0026] 可选地，在步骤e之后，还包括：

[0027] 判断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是否满足预设影像质量标准；

[0028] 在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不满足预设影像质量标准的情况下，

[0029] 采用预定重建算法，使用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经校正的兆伏级

CBCT容积影像，并且使用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经校正的千伏级CBCT容积

影像；

[0030] 基于经校正的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和经校正的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重复进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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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c至步骤e，直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满足预设影像质量标准为止。

[0031] 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系统，应用于同时具备兆伏级

影像子系统和千伏级影像子系统的放射治疗设备，其中兆伏级影像子系统设置在放射治疗

设备的大机架上，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设置在放射治疗设备的独立滑环上；独立滑环的旋转

中心与大机架的旋转中心相同，兆伏级影像子系统与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能够进行相对独立

的旋转；

[0032] 所述系统包括：

[0033] 投影数据获取模块，用于将大机架旋转90°，在旋转过程中，分别通过兆伏级影像

子系统获取对于0°至9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以及通过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获取对于90°至

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0034] 容积影像重建模块，用于采用预定重建算法，分别使用兆伏级投影数据和千伏级

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和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

[0035] 千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用于基于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采用预设伪影去除算

法，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预设伪影去除算法用于去除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

伪影；

[0036] 兆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用于基于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采用预设软组织增强

算法，获得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预设软组织增强算法用于增强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

中的软组织影像；

[0037] CBCT容积影像混合重建模块，用于使用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经校正的兆伏

级投影数据进行混合重建，以得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

[0038] 可选地，千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具体用于：

[0039] 计算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的梯度值，并且根据梯度值获得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

的高密度物质的位置信息，高密度物质为密度大于人体骨骼密度的物质；

[0040] 对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进行正向投影，以获得对于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

并且根据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高密度物质的位置信息，获得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

数据的高密度物质的投影位置；

[0041] 配准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以获得经校正

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0042] 可选地，千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具体用于：

[0043] 配准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获取90°至

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的高密度物质投影位置，高密度物质投影位置区域的像素值由其周

围区域像素值进行线性插值替代，从而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0044] 可选地，兆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具体用于：

[0045] 对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进行正向投影，以获得0°至9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0046] 对0°至9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归一化，并且将归一化后的数据值作为投影平

板上的每个点的权值；

[0047] 使用权值对0°至9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校正，以得到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

据。

[0048]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容积影像质量判断和校正模块，具体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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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判断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是否满足预设影像质量标准；

[0050] 在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不满足预设影像质量标准的情况下，

[0051] 采用预定重建算法，使用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经校正的兆伏级

CBCT容积影像，并且使用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经校正的千伏级CBCT容积

影像；

[0052] 基于经校正的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和经校正的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重复运行千

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兆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和CBCT容积影像混合重建模块，直到校

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满足预设影像质量标准为止。

[0053] 第三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放射治疗装置，该放射治疗装置用于实施根据第一

方面所述的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或者该放射治疗装置包括根据第二方面所述的基于

双能CBCT的成像系统。

[005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包括：

[0055] 本发明提供的成像方法包括：将大机架旋转90°，在旋转过程中，分别通过兆伏级

影像子系统获取对于0°至9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以及通过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获取对于90°

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采用预定重建算法，分别使用兆伏级投影数据和千伏级投影数

据进行重建得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和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基于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

采用预设伪影去除算法，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预设伪影去除算法用于去除千伏

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伪影；基于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采用预设软组织增强算法，获得经校

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预设软组织增强算法用于增强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软组织影

像；使用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混合重建，以得到校正

后的CBCT容积影像。通过使用千伏级投影图像和兆伏级投影图像进行混合重建，获得同时

包含软组织信息和骨性信息的CBCT容积影像，结合了千伏级图像软组织清晰的优点以及兆

伏级图像高密度物质(例如金属)伪影弱的优点，去除了重建后的CBCT容积影像中的高密度

物质伪影并且增强了图像的软组织信息。

附图说明

[005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57] 图1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放射治疗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58] 图2示出了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59] 图3示出了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60] 图4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61] 附图标记：101-固定机架；102-大机架；103-独立滑环；104-兆伏级X射线源；105-

兆伏级影像探测器；106-千伏级X射线源；107-千伏级影像探测器；108-独立滑环驱动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6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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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63] 现有CBCT系统仅能单纯实现KVCBCT或者MVCBCT，最终获取的三维容积影像无法同

时突显软组织和骨性结构，且影像抗金属伪影能力较差，影响用户的主观分析评价。

[006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简单快捷的CBCT重建方法，可以获取

同时包含软组织信息和骨性信息的CBCT容积影像，且可以去除影像中的金属伪影。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包括以下步骤：首先建立同时具备一套MV级影像子系统和一套KV级影像子系统

的放射治疗设备，其中MV级影像子系统固定在放射治疗设备的大机架上，KV级影像子系统

固定在一个独立滑环上，独立滑环的旋转中心与大机架的旋转中心相同，独立滑环可跟随

大机架一起旋转或做与大机架相对独立的旋转；然后提出一种KV投影图像和MV投影图像混

合重建算法，结合KV图像软组织清晰的优点以及MV图像金属伪影弱的优点，用于去除图像

中的金属伪影和增强图像的软组织信息。

[0065]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方法进行详细描述。

[0066] 图1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放射治疗设备的结构示意图；图2示出了本发明一

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6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应用于同时具备兆伏级影像子系

统和千伏级影像子系统的放射治疗设备，该放射治疗设备如图1所示，其中兆伏级影像子系

统设置在放射治疗设备的大机架上，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设置在放射治疗设备的独立滑环

上；独立滑环的旋转中心与大机架的旋转中心相同，兆伏级影像子系统与千伏级影像子系

统能够进行相对独立的旋转。

[0068] 具体地，如图1所示，该放射治疗设备包括固定机架101、大机架102、独立滑环103、

千伏(KV)级影像子系统和兆伏(MV)级影像子系统，大机架102可旋转地安装在固定机架101

上，兆伏级影像子系统固定设置在大机架102上，千伏级影像子系统固定设置在独立滑环

103上，独立滑环103的旋转轴心与大机架102的旋转轴心相同，独立滑环103可跟随大机架

102一起旋转或做与大机架102相对独立的旋转，兆伏级影像子系统用于采集兆伏级二维影

像并且包括兆伏级X射线源104和兆伏级影像探测器105，千伏级影像子系统用于采集千伏

级二维影像并且包括千伏级X射线源106和千伏级影像探测器107。

[0069] 在利用上述放射治疗设备进行治疗时，通过放射治疗设备的中央控制器对独立滑

环103和大机架102的转速进行分别控制，大机架102带动MV级影像子系统旋转90°，扫描覆

盖90°区域，独立滑环103带动KV级影像子系统相对于大机架102独立旋转90°，扫描覆盖与

MV级影像子系统扫描覆盖区域不交叠的另外90°区域。其中，放射治疗设备的中央控制器控

制大机架102启动，并按照规定的1分钟每圈的转速旋转90°，同时控制独立滑环103带动KV

级影像子系统与大机架102同时启动并同向旋转，但是其转速要快于大机架102，当大机架

102完成90°旋转停止时，MV级影像子系统同步扫描完其经过的90°区域，独立滑环103也停

止旋转，并且KV级影像子系统刚好扫描完MV级影像子系统未曾扫描到的另外90°区域，因

此，仅用了大机架102旋转90°的时间，MV级影像子系统和KV级影像子系统共同完成了180°

的区域扫描，节约了50％的扫描时间。

[0070] 设置的独立滑环103具有重要作用，它使得MV级影像子系统和KV级影像子系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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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独立运动，从而可以大大提高下文中将描述的配对学习所需的CT图像数据及MV成像数

据的采集效率，及两套子系统的协同工作效率。例如，当MV级影像子系统完成某一角度的照

射(包括治疗及MV成像)后，离开这一角度去其他位置工作，此时，通过独立滑环103就可以

将KV级影像子系统移动到该角度完成KV成像，与现有技术中KV级射线装置与MV级加速器相

对位置固定不变的方案而言，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显著优势。

[0071] 应当理解，在本发明提供的放射治疗设备中，可以根据需要，独立滑环103能够与

大机架102相对独立地旋转，独立滑环103也可以跟随大机架102一起旋转。

[0072] 可选地，大机架102上还固定安装有环形导轨，环形导轨与大机架102共圆心，环形

导轨上安装有两个或更多个滑块，滑块能够沿环形导轨绕圆心自由旋转，独立滑环103安装

在滑块上，从而使得独立滑环103能够沿环形导轨进行相对于大机架102的独立旋转，独立

滑环103的旋转轴心与大机架102的旋转轴心相同。

[0073] 独立滑环103的外沿上设置有齿条或齿轮，大机架102上还安装有独立滑环驱动电

机108，独立滑环驱动电机108与独立滑环103外沿的齿条或齿轮通过齿轮组或同步带传动

连接，从而使得独立滑环驱动电机108能够驱动独立滑环103相对于大机架102进行旋转。

[0074] 在独立滑环驱动电机108与独立滑环103外沿的齿条或齿轮通过同步带传动连接

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同步带失效带来的风险，独立滑环103边沿上设置有两圈同步齿，两圈

同步齿相互之间设置有沟槽或法兰隔离，同步带包括两条同步带，两条同步带分别匹配连

接在两圈同步齿上，并且两条同步带分别连接于分别设置在大机架102两侧的两个独立滑

环驱动电机108上，其中一组作为备用传动装置，跟随一起转动，当工作的同步带失效时，备

用同步带立即工作。优选地，两个独立滑环驱动电机108沿大机架102的直径设置大机架102

两侧。

[0075] 可选地，该放射治疗设备还包括安全传感器和视频监控装置，安全传感器和视频

监控装置分别用于感测和监控放射治疗设备的使用，对放疗过程进行评估风险，以决定立

即停止还是继续完成治疗计划。独立滑环驱动电机108与编码器电连接，编码器用于控制独

立滑环驱动电机108，进而控制独立滑环103的旋转角度。环形导轨上设置有抱闸，当同步带

失效时，抱闸用于停止同步滑环的旋转。环形导轨上均匀设置有多个发光元件，独立滑环

103上对应于千伏级影像子系统的起始位置处设置有检测元件，检测元件通过检测发光元

件所发出的光来获得关于千伏级影像子系统的旋转速度、角度位置、旋转方向中的至少一

者的信息。发光元件根据预设角度单位均匀设置，每个发光元件所发出的光的波长不相同，

检测元件通过检测发光元件所发出的光的波长信息来获得关于千伏级影像子系统的旋转

速度、角度位置、旋转方向中的至少一者的信息。

[0076] 如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将大

机架旋转90°，在旋转过程中，分别通过兆伏级影像子系统获取对于0°至90°的兆伏级投影

数据以及通过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获取对于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b、采用预定重建

算法，分别使用兆伏级投影数据和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和千

伏级CBCT容积影像；c、基于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采用预设伪影去除算法，获得经校正的千

伏级投影数据，预设伪影去除算法用于去除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伪影；d、基于千伏级

CBCT容积影像，采用预设软组织增强算法，获得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预设软组织增强

算法用于增强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软组织影像；e、使用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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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混合重建，以得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

[0077] 通过使用千伏级投影图像和兆伏级投影图像进行混合重建，获得同时包含软组织

信息和骨性信息的CBCT容积影像，结合了千伏级图像软组织清晰的优点以及兆伏级图像高

密度物质(例如金属)伪影弱的优点，去除了重建后的CBCT容积影像中的高密度物质伪影并

且增强了图像的软组织信息。

[0078] 可选地，步骤c包括：步骤c1、计算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的梯度值，并且根据梯度值

获得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高密度物质的位置信息，高密度物质为密度大于人体骨骼密

度的物质，高密度物质例如可以为金属物质；步骤c2、对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进行正向投

影，以获得对于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并且根据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高密度物

质的位置信息，获得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的高密度物质的投影位置；步骤c3、配准

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以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

数据。

[0079] 可选地，步骤c3包括：配准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90°至180°的兆伏级投

影数据，获取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的高密度物质投影位置，高密度物质投影位置区

域的像素值由其周围区域像素值进行线性插值替代，从而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0080] 可选地，步骤d包括：步骤d1、对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进行正向投影，以获得0°至

9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步骤d2、对0°至9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归一化，并且将归一化后

的数据值作为投影平板上的每个点的权值；步骤d3、使用权值对0°至9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

进行校正，以得到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

[0081] 可选地，在步骤e之后，还包括：判断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是否满足预设影像质

量标准；在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不满足预设影像质量标准的情况下，采用预定重建算法，

使用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经校正的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并且使用经校

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经校正的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基于经校正的兆伏级

CBCT容积影像和经校正的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重复进行步骤c至步骤e，直到校正后的

CBCT容积影像满足预设影像质量标准为止。

[0082] 具体地，参照图3，加速器上的CBCT系统工作时，15s内旋转90°，分别获取90°(0°到

90°)MV投影数据和90°(90°到180°)KV数据，对投影数据分别进行重建可以获得KVCBCT和

MVCBCT容积影像，然后进行金属伪影校正和软组织增强；从MVCBCT容积影像中可以获得人

体中的金属位置，对MVCBCT进行正向投影可以获得90°到180°的MV投影数据，与90°到180°

的KV投影数据进行配准，可以推算出KV投影数据中的金属位置，金属区域像素值由周围区

域线性插值替代，得到校正后的KV投影数据；在KVCBCT容积影像，可以获得人体的软组织信

息，对KVCBCT进行正向投影可以获得0°到90°的KV投影数据，并与0°到90°的MV投影数据进

行配准，得到两组投影数据的对应位置，提取KV投影数据中的软组织区域，根据KVCBCT的软

组织信息对MV投影数据的软组织区域进行对比度增强，得到校正后的MV投影数据；使用校

正后的数据进行重建，如果图像质量不满足要求，使用校正后的90°MV投影数据和90°KV数

据重复上述步骤。

[0083] 详细地，首先进行原始图像采集与重建：机架旋转90°，分别获取对于0°到90°MV投

影数据(ProjMV)和90°到180°KV投影数据(ProjKV)；分别使用KV和MV投影数据重建得到

CBCTKV和CBCTMV,重建算法为f(·)(重建算法可为FDK或迭代重建等通用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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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CBCTKV＝f(ProjKV)

[0085] CBCTMV＝f(ProjMV)

[0086] 然后，去除KV级CBCT金属伪影：计算CBCTMV梯度值，根据梯度极值获得人体中高密

度物质(例如金属)的位置，

[0087]

[0088] 对MVCBCT容积影像进行正向投影，获得90°到180°MV投影数据(DRRMV)，根据MVCBCT

容积影像中的金属位置信息，获得DRRMV的金属投影位置；配准90°到180°的ProjKV和ProjKV，

获取ProjKV中的金属投影位置，金属区域像素值由周围区域线性插值替代，获得新的

ProjKV，

[0089] Proj’KV＝p(ProjKV，DRRMV)

[0090] 使用Proj’KV重建获得无金属伪影的KVCBCT容积影像(Proj’KV)，

[0091] CBCT′KV＝f(Proj′KV)。

[0092] 对MVCBCT软组织增强：对CBCT′KV进行正向投影，获得0°到90°KV投影数据(DRRKV)，

对DRRKV进行归一化，归一化后的值为平板上每个点的权值ωMV；使用权值ωMV对0°到90°

ProjMV进行校正，获得校正后Proj′MV

[0093] Proj’MV＝p(ProjMV，DRRKV)＝ωMV*ProjMV

[0094] 使用Proj’MV重建获得校正后的MVCBCT容积影像(CBCT′MV)，

[0095] CBCT′MV＝f(Proj’MV)。

[0096] 双能CBCT重建：使用Proj’KV和Proj’KV混合重建得到校正后的CBCT，如果图像质量

不满足要求，重复去除KV级CBCT金属伪影的步骤和对MVCBCT软组织增强的步骤，

[0097] CBCT＝f(Proj’KV，Proj’MV)。

[0098] 本发明上述实施例提供的成像方法充分利用加速器机头和KV源获得的不同模态

的图像进行重建，综合了不同模态CBCT重建容积影像的优点，得到的容积影像同时包含软

组织信息和骨信息，且解决了病人体内金属支架等异物造成的金属伪影问题。不同模态数

据(KVCBCT和MVCBCT)混合重建，通过不同模态数据间的互相验证，互相纠错，综合了两种模

态容积影像的优点。

[0099] 另外，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系统，应用于同时具备兆伏

级影像子系统和千伏级影像子系统的放射治疗设备，其中兆伏级影像子系统设置在放射治

疗设备的大机架上，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设置在放射治疗设备的独立滑环上；独立滑环的旋

转中心与大机架的旋转中心相同，兆伏级影像子系统与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能够进行相对独

立的旋转。具体的，该系统用于实施本发明上述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如

图4所示，所述系统包括：

[0100] 投影数据获取模块101，用于将大机架旋转90°，在旋转过程中，分别通过兆伏级影

像子系统获取对于0°至9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以及通过千伏级影像子系统获取对于90°至

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0101] 容积影像重建模块102，用于采用预定重建算法，分别使用兆伏级投影数据和千伏

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和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

[0102] 千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103，用于基于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采用预设伪影去除

算法，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预设伪影去除算法用于去除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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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伪影；

[0103] 兆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104，用于基于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采用预设软组织增

强算法，获得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预设软组织增强算法用于增强兆伏级CBCT容积影

像中的软组织影像；

[0104] CBCT容积影像混合重建模块105，用于使用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和经校正的

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混合重建，以得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

[0105] 可选地，千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103，具体用于：计算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的梯

度值，并且根据梯度值获得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高密度物质的位置信息，高密度物质

为密度大于人体骨骼密度的物质；对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进行正向投影，以获得对于90°至

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并且根据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中的高密度物质的位置信息，获得

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的高密度物质的投影位置；配准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和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以获得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0106] 可选地，千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103，具体用于：配准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

据和90°至180°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获取90°至18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的高密度物质投影位

置，高密度物质投影位置区域的像素值由其周围区域像素值进行线性插值替代，从而获得

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

[0107] 可选地，兆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104，具体用于：对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进行正

向投影，以获得0°至9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对0°至90°的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归一化，并且

将归一化后的数据值作为投影平板上的每个点的权值；使用权值对0°至90°的兆伏级投影

数据进行校正，以得到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

[0108]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容积影像质量判断和校正模块，具体用于：判断校正后的

CBCT容积影像是否满足预设影像质量标准；在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不满足预设影像质量

标准的情况下，采用预定重建算法，使用经校正的兆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经校正的

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并且使用经校正的千伏级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得到经校正的千伏级

CBCT容积影像；基于经校正的兆伏级CBCT容积影像和经校正的千伏级CBCT容积影像，重复

运行千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兆伏级投影数据校正模块和CBCT容积影像混合重建模块，

直到校正后的CBCT容积影像满足预设影像质量标准为止。

[0109] 另外，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放射治疗装置，该放射治疗装置用于实施根据

本发明上述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方法，或者该放射治疗装置包括根据本发明

上述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双能CBCT的成像系统。

[0110]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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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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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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