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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动脉图像自动分割技术在主动脉疾病的早期诊断、风险评估及手术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采用了基于多图谱的医学图像分割技术，并将之与联合标签融合（Joint label fusion）策略相结
合应用于 3D 主动脉 CT 图像的自动分割问题中。联合标签融合策略考虑了各个图谱之间的相互关
系，能够有效抑制图谱间冗余信息的干扰，进而提高标签融合精度。本文提出了一种图谱更新算法
以应对图谱数量不足的问题，在提高分割精度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计算复杂度。在 15 例主动脉 CT
图像数据上的分割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能有效地对 3D 主动脉图像进行分割，与三种基于传统融合
方式的图谱分割法相比本文方法具有更高的分割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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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matic aortic image segment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arly aortic disease diagnosis,
risk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planning. In this paper, we use a multi-atlas based medical image
segmentation method and first combine it with a joint label fusion strategy to segment 3D aortic CT
images automatically. Joint label fusion strategy takes the correlation of atlase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the effect of redundant information of atlases can be restrained. To handl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atlases, we propose an atlas archive update method which can enhance the segmentation accuracy with
relatively low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We evaluate our method by using a data set with 15 aortic
subject and comparing with three widely used label fusion techniques (majority voting, local-weighted
label fusion and STAPL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superior performances of our method to state-oft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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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主动脉是人体内最大的动脉血管，是人体血液循环的动脉主干，负责向全身的重要器官，如肝脏、肾脏、

四肢、人脑等输送血液以维持人体各项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其健康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发生于主动脉上的任何损伤和病变都将严重影响其他器官的功能。根据相关数据[1]，在发达国家，主动脉瓣膜
相关疾病已成为最常见的瓣膜性疾病。主动脉相关疾病发展迅速且前期很少表现出明显症状，这给患者的早期
诊断和治疗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对主动脉疾病的早期精确诊断和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多种模态的医学成像技术如核磁共振（MRI）、断层扫描（CT）、超声（US）等
相辅相成，使精确的解剖学结构划分成为可能，医学图像成为医疗人员进行疾病诊断、风险评估及制定治疗计
划的重要辅助性工具。传统的医学图像手工分割方法繁琐且效率低下，因此不适用于我们所要研究的主动脉图
像分割问题中。特别是对于 3D 的主动脉图像，手工分割方法的劣势进一步凸显。同时，由于手工分割方法的
主观性和不可重复性，加之手工分割方法严重依赖于标记专家的经验，导致手工分割方法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因此，计算机辅助的、高效的、自动的主动脉医学图像分割技术应运而生。
按照分类原理的不同，主动脉分割方法可以大致分为如下两类。第一类是基于最优统计理论的分割方法，
此类方法包括图割[2]、马尔科夫随机场[3]等方法，通过优化分割代价函数，得到图像的最优分割。此类分割方法
理论简单，但对于某些区分性不强的边缘区域，需要进行较多的预处理过程，提取较多的复杂特征，提高分割
的维度以达到精度要求。第二类方法是基于可变模型理论的分割方法，此类方法包括水平集[4-6]、Snakes[7]等，
需要设定大量参数，且需要根据具体的图像对轮廓（Contour）进行适当的初始化，同时伴随着漫长的计算时间。
为了解决上述两种方法存在的问题，本文使用了一种基于图谱的医学图像分割方法以实现对 3D 主动脉 CT
图像的自动分割。基于图谱的分割方法是一类重要的计算机辅助分割技术。与其他医学图像分割方法相比，基
于图谱的方法对多种模态的医学图像都有比较鲁棒的分割能力[8,9]，对 3D 的医学图像也可以实现自动分割。基
于图谱的分割方法总是伴随着图像配准的相关操作，将多个人工手工标记的图像（即图谱）映射到待分割的目
标图像（记作 target image）的图像空间中，每个图谱会得到目标图像的一个相应候选分割。对于候选分割，可
以选择不同的标签融合策略，将每个候选分割的标签进行融合，以此得到目标图像最终的分割结果。该过程如
图 1 所示。
最经典的标签融合策略是多数投票法 [10] （majority
voting），此类方法由于完全忽略了质量较差的图谱所携
带的信息，因此融合效果不佳；目前使用最多的融合方法
是权重投票策略[11,12]（weighted voting），根据各个图谱与
目标图像的相似度，分配给各个候选分割不同的权重进
行融合。此类方法只考虑了目标图像与图谱之间的关系
而忽略了图谱之间的相关性（即不同图谱产生的错误可
能具有相关性）。为了全面考虑图谱间以及图谱与目标图
像间的关系，文献[13]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联合标签融合
策略，并且成功应用于脑图像分割中，取得了相较于以上
两种融合策略更好的分割结果。
本文将基于多图谱的医学图像分割技术与联合标签
融合策略相结合，并首次应用于 3D 主动脉 CT 图像的自

图 1 基于图谱的医学图像分割方法流程图
Fig. 1 Flowchart of atlas based medical image
segmentation

动分割问题中。为了应对分割过程中因图谱数量不足导致的精度下降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图谱更新算法，在
提高分割精度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计算复杂度。

1

基于多图谱与联合标签融合的主动脉 CT 图像分割技术

1.1 图谱选择
基于图谱的医学图像分割方法通常需要消耗
大量的计算时间。在进行基于多图谱的分类时，
每个图谱均需要经过配准操作，从原有图像空间
映射到目标图像所在的图像空间中。这一过程须
要大量的计算时间以及内存开销。除此之外，图
谱的质量有优劣之别，在对候选分割进行最终的
融合时，并不是每个候选分割都有相同的贡献度，

图 2 图谱选择流程图

与目标图像相似度很低的图谱通常会携带误导性

Fig. 2 Flowchart of atlas selection

的信息，导致标签融合的精度下降。基于以上两
方面原因可知，将所有图谱都用于分割过程是不切实际的。文献[14]亦指出，基于多图谱的分割方法的精度高
度依赖于所选用的图谱的质量，与所有图谱均参与分割相比，挑选出的少量的、高质量的图谱能带来更好的分
割结果。本文使用了互信息（mutual information）作为图谱选择的度量指标，两幅图像之间的互信息越大，说
明图像之间的相似性越高。由于主动脉部位在整个 CT 图像中所占的体积较小，因此我们计算了整个 CT 图像
之间的互信息。

（a）
图3

（b）

不同图谱数量的分割精度表现。（a）图谱数量与分割精度关系；（b）图谱数量 K 分别为 5、7、

10、13 时的分割结果。图中的两条线分别为 ground truth 和分割结果,两线重合度越高，则分割精度越高。
Fig.3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number of atlases. Left: The box-whisker plot of the dice coefficient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atlases. Right: Segmentation results with 5, 7, 10 and 13 atlases, respectively.

图谱选择具体过程如下：（1）经过简单的快速刚体变换和仿射配准将图谱与目标图像映射到同一图像空
间以确定二者之间的解剖学对应关系；（2）计算各图谱与目标图像之间的全局互信息；（3）按照互信息值的
大小对图谱进行排序；（4）选出互信息值最大的 K 个图谱。该过程的流程如图 2 所示。
本文通过实验确定了所选图谱数量 K 的取值。所选图谱数量与分割精度之间的关系如图 3 所示。图 3(b)
显示，随着图谱数量由 5 增大到 10，分割精度逐渐提高并达到最高水平；随着图谱数量继续增大，分割精度反
而呈现出下降趋势。在分割精度与计算复杂度之间达到平衡，本文选用 K=10 个图谱。

1.2 图谱更新
图谱是人手工标记的、描述各解剖学结构位置、形状及空间关系的原型描述信息[15]。图谱可以通过整合若
干已分割图像的信息来生成，但大多数情况下，图谱是通过专家的手工分割来获得。手工分割生成图谱是一项
耗时费力的工作，同时需要极强的领域知识。以主动脉图谱生成为例，一个包含 100 切片的主动脉图谱，需要
一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标记人员进行至少 60 分钟的工作。基于这个原因，很多情况下，没有足够多的图谱成为
多图谱分割的巨大挑战。此外，有限数量的图谱所具有的泛化能力不高。对于一些新的待分割图像，其解剖学
信息可能与现有图谱差异很大，导致其与各图谱的相似性都很低，进而导致在确定最终标签的过程中现有图谱
只能提供很少有价值的指导信息。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图谱更新策略。该图谱更新策略工作原理如下。每当有一个新
的待分割图像 𝐼𝑇 ，进行刚体变换和仿射配准并计算其与各图谱 𝐴𝑖 的相似度 𝑆𝑖𝑚(𝐼𝑇 , 𝐴𝑖 ) 。如果对于𝑖 =
1,2, … , 𝑛，其中 n 为图谱的数量， 𝑆𝑖𝑚(𝐼𝑇 , 𝐴𝑖 ) 均小于某一给定阈值 ε （实验中该值设定为 0.6），则可以认定现
有图谱无法对目标图像的分割提供足够的指导信息，需要对现有图谱进行更新操作。图谱更新流程如下：（1）
选出与目标图像相似度最小的图谱；
（2）利用该图谱与目标图像，构造一个新的模板（template）作为一个新的
图谱；（3）新产生的图谱替换掉相似度最小的图谱。第（2）步中的模板构造可以通过 ANTs[16]软件包实现。
经过上述操作，新产生的图谱包含了目标图像和原图谱的信息，能够为分割过程提供更多的指导。同时，图谱
数量保持不变，分割过程的计算复杂度并未增加。

1.3 图像配准
本文中，两个不同阶段均用到了配准操作。在图谱选择阶段，快速刚体变换和仿射配准被用来将各图谱与
目标图像映射到同一图像空间以计算二者之间的相似度。在这一阶段，由于所有图谱均需要与目标图像进行一
次配准操作，所以对配准速度有较高要求。在刚体变换和仿射配准过程中，均采用 4 层变换操作，每层的迭代
次数分别为 100、50、25、10，平滑系数σ 分别为 3、2、1、0 voxel。Convergence 阈值设定为 1e-6，convergence
窗口大小设定为 10。
图谱选择阶段完成后，K 个高质量的图谱分别与目标图像进行可变模型配准操作。本文所用的可变模型配
准算法是 ANTs 的 symmetric image normalization method (Syn)[17]。Syn 在微分同胚映射空间中最大化了互相关，
以此来提高配准的精度。在本文中，使用 Syn 的默认参数组合，即执行 5 层变换操作，每层变换的迭代次数分
别为 100、100、70、50、20，平滑系数 σ 分别为 5、3、2、1、0 voxel，Syn 收缩系数为 10、6、4、2、1。
Convergence 阈值设定为 1e-6，convergence 窗口大小设定为 10。（此处可以添加配准操作的具体参数表）

1.4 联合标签融合
在引言中提到，目前绝大多数融合策略独立地对每个图谱进行权重分配，忽略了不同图谱产生的标签错误
之间具有相关性这一事实。这会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新添加的图谱中包含较多冗余信息时，由于其对最终

分割的确定几乎无贡献，采用现有融合策略会导致分割精度的下降。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文献[13]提出了一种
新的联合标签融合策略（Joint label fusion，JLF）。联合融合策略在对每个图谱进行权重分配时考虑了图谱之间
的相关性。有关人脑海马体分割及海马体子区分割的实验表明，与当前最新的几种融合策略（STAPLE
LWGaussian

[11]

，LWInverse

[18]

，

[12]

）相比，联合标签融合策略能够取得更高的分割精度。联合标签融合策略的具体原

理如下。
为了方便描述，用 𝐼𝑇 表示待分割的目标图像，𝑆𝑇 (𝑥) 为目标图像 𝐼𝑇 的真实分割结果。𝐴 = {𝐴𝑖 | 𝑖 = 1,2, … , 𝑛}
代表 𝑛 个图谱，每个图谱表示为 𝐴𝑖 = (𝐼𝑖 , 𝑆𝑖 )的形式，其中，𝐼𝑖 和 𝑆𝑖 分别为第 𝑖 个图谱配准后的图像数据和对应
的分割结果。假设分割问题是二分类问题，即目标图像中的每个 voxel 被标记为 0 或 1。
在该二分类问题中，分割产生的误差表示为
𝛿 𝑖 (𝑥) = 𝑆𝑖 (𝑥) − 𝑆𝑇 (𝑥)

（1）

式中：𝛿 𝑖 (𝑥) 是第 𝑖 个图谱的分割结果与目标图像真实分割在 𝑥 位置的差异。经过对每个图谱进行权重分
配并融合后，𝑥 位置的最终分割结果可表示成
𝑆(𝑥) = ∑𝑛𝑖=1 𝑤𝑖 (𝑥) 𝑆𝑖 (𝑥)

（2）

式中：∑ 𝑛𝑖=1 𝑤𝑖 (𝑥) = 1。如果能够最小化 𝑆(𝑥) 与 𝑆𝑇 (𝑥)之间的差异，那么就可以得到每个图谱所对应的最
优权重。 𝑆(𝑥) 与 𝑆𝑇 (𝑥)之间的差异定义如下：
𝐸𝛿1 (𝑥),…,𝛿𝑛 (𝑥) [(𝑆𝑇 (𝑥) − 𝑆(𝑥))2 |𝐼𝑇 , 𝐼1 , … , 𝐼𝑛 ]
𝑛

= 𝐸𝛿1 (𝑥),…,𝛿𝑛 (𝑥) [(∑ 𝑤𝑖 (𝑥)𝛿 𝑖 (𝑥))2 |𝐼𝑇 , 𝐼1 , … , 𝐼𝑛 ]
𝑖=1

= ∑𝑛𝑖=1 ∑𝑛𝑖=1 𝑤𝑖 (𝑥) 𝑤𝑗 (𝑥) 𝐸𝛿𝑖 (𝑥),𝛿𝑗 (𝑥) [𝛿 𝑖 (𝑥), 𝛿 𝑗 (𝑥)|𝐼𝑇 , 𝐼1 , … , 𝐼𝑛 ]
= 𝐰𝑥𝑡 𝑀𝑥 𝐰𝑥

（3）

式中：𝐰𝑥 是各图谱权重组成的列向量；𝑀𝑥 是一 𝑛 ∗ 𝑛 矩阵，每一元素 𝑀𝑥 (𝑖, 𝑗) 表示第 𝑖 个与第 𝑗 个图谱
同时在 𝑥 位置产生错误的几率。𝑀𝑥 反映了图谱两两之间的相关性，其具体形式为
𝑀𝑥 (𝑖, 𝑗) = 𝐸𝛿𝑖 (𝑥),𝛿𝑗 (𝑥) [[𝛿 𝑖 (𝑥), 𝛿 𝑗 (𝑥) | 𝐼𝑇 , 𝐼1 , … , 𝐼𝑛 ] = 𝑝(𝛿 𝑖 (𝑥)𝛿 𝑗 (𝑥) = 1 | 𝐼𝑇 , 𝐼1 , … , 𝐼𝑛 )

（4）

矩阵 𝑀𝑥 元素的取值可根据灰度值的相似度进行估计：
𝑀𝑥 (𝑖, 𝑗) ~ [ ∑𝑦∈𝒩(𝑥)|𝐼𝑇 (𝑦) − 𝐼𝑖 (𝑦)| |𝐼𝑇 (𝑦) − 𝐼𝑗 (𝑦)| ]𝛽

（5）

式中：𝒩(𝑥) 是 𝑥 的邻域，𝛽 是设定的模型参数。
经过上述形式变换，原有问题变为在满足约束条件 ∑𝑛𝑖=1 𝑤𝑖 (𝑥) = 1 的前提下，求解 𝐰𝑥𝑡 𝑀𝑥 𝐰𝑥 的最小值，
形式化表示为：
𝑛

𝑤𝑥∗

= 𝑎𝑟𝑔𝑚𝑖𝑛

𝐰𝑥𝑡 𝑀𝑥 𝐰𝑥

s. t. ∑ 𝑤𝑖 (𝑥) = 1

（6）

𝑖=1

该式可用拉普拉斯乘子法解决：
𝑀−1 1

𝐰𝑥 = 1𝑡 𝑀𝑥 −1𝑛1
𝑛

𝑥

（7）

𝑛

式中：1𝑛 = [1; 1; … ; 1] 是 𝑛 个 1 组成的向量。由于最优的权重 𝑤𝑥∗ 可能不唯一，因此添加一正则化项：
𝑤𝑥∗ = 𝑎𝑟𝑔𝑚𝑖𝑛 𝐰𝑥𝑡 (𝑀𝑥 + 𝛼𝐼)𝐰𝑥 s. t. ∑𝑛𝑖=1 𝑤𝑖 (𝑥) = 1

（8）

式中：𝛼 设定为 0.01。该问题可以很容易地用二次规划进行解决。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实验数据与预处理

图4

3D 主动脉 CT 图像分割结果 左栏：Ground truth；右栏：本文分割方法

Fig. 4 3D segmentation results with the proposed method. Left column: Ground truth. Right column:
Segmentation using the proposed method.
本文选用了 15 例 3D 主动脉 CT 扫描图像进行实验。15 例 CT 扫描主动脉图像均采集自 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scanner(100 KVp)。每例图像数据包含的切片数目介于 230 与 363 之间，切片尺寸为 512×512，
切片厚度为 1.5mm。每例扫描数据的位深度为 16bits/pixel，体素空间大小为 0.7×0.7×1.2。所有数据均经过专
家按照事先制定的标记协议进行标记，整个标记过程在 ITK-SNAP 软件下进行。
由于每例图像数据的切片数目差异较大，且有大量切片不具有分割价值，因此用 ImageJ 对每例图像数据进
行切片截取。每例图像截取 100 片，范围从心脏下方延伸到腹部。这一区域的主动脉呈现出长直管状结构，但
由于该区域存在大量周边组织和器官，且主动脉疾病会导致主动脉严重变形，因此具有较大的分割难度。3D CT
图像中的图像方向（origin）及体素空间大小（voxel spacing）是配准过程中两个重要参数，为了解决原始图像
中两参数不一致的问题，本文对图像头文件进行了归一化操作。

2.2 实验实现及评估
本文采用了 leave-one-out 的交叉验证方式，一例图像作为待分割的目标图像，其余 14 例图像作为图谱。文
中应用到的所有配准操作及联合标签融合策略均基于 ANTs 实现。所有实验均在配备 12 核心至强 E5 处理器以
及 64GB 内存的计算环境下运行。

图 3 展示了本文方法对 3D 主动脉 CT 图像的分割结果。与左栏的 ground truth 相比，右栏本文方法的分割
结果总体上保持了主动脉的结构，除主动脉两端边缘会出现轻微的模糊及扭曲外，总体表现出了很好的分割能
力。对于分割难度较高的弯曲主动脉（如第二行），本文方法亦可进行有效分割。
为了证明联合标签融合策略在基于多图谱的主动脉图像分割中的有效性，将多图谱分割方法分别与四种融
合策略进行结合。四种融合策略分别为多数投票法（majority voting，MV）、 STAPLE（Simultaneous truth and
performance level estimation）、局部相似度权重融合法（local weighted fusion，LW）以及联合标签融合（joint label
fusion，JLF）。本文选用 dice similarity coefficient（DSC）作为分割精度的衡量标准。DSC 通过计算最终分割结
果与 ground truth 之间的重合率来衡量分割算法的精度，其计算方法如下

𝐷𝑆𝐶(𝑆, 𝐺) =

2∙ ∥𝑆∩𝐺∥

(9)

∥𝑆∥+∥𝐺∥

式中：S 和 G 分别代表分割结果和专家手工分割得到的 ground truth。
表 1 展示了四种方法对相同 3D 主动脉 CT 图像的分割精度。本文方法的平均分割精度达到了 0.904±0.018，
高于 STAPLE，MV 和 LW 所取得的精度，算法稳定性也优于三种对比方法。
表1

四种标签融合策略在 3D 主动脉 CT 图像分割上的性能

Tab.1 Averag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label fusion strategies in aortic CT scans segmentation

Dice coefficient

本文方法 (JLF)

MV

STAPLE

LW

0.904±0.018

0.859±0.046

0.878±0.037

0.895±0.023

表2

使用图谱更新策略前后分割准确率

Tab.2 Segmentation accuracy with and without the atlas update process

Dice
coefficient

图谱更新前

图谱更新后

Atlas 6

0.817±0.047

0.863±0.033

Atlas 8

0.834±0.038

0.872±0.026

本文使用的 15 例主动脉图像中，有两例图像（Atlas 6 和 Atlas 8）需要使用图谱更新策略进行图谱更新。
图谱更新前后两例图像的分割精度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使用图谱更新策略后，Atlas 6 和 Atlas 8 上均有
约 4%的分割精度提升。

3

结束语
本文采用了基于多图谱的医学图像分割方法，并首次将之与联合标签融合（Joint label fusion）策略相结合

应用于 3D 主动脉 CT 图像的自动分割问题中。联合标签融合策略在为每个图谱分配权重时考虑了图谱之间的
相关性，对图谱中干扰融合的冗余信息有更强的抑制作用，因而与传统的标签融合策略相比有更高的融合准确
性。为了解决图谱数量不足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图谱更新策略以丰富图谱包含的信息，为融合过程提供更
多指导。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方法能够对 3D 主动脉 CT 图像进行有效的自动分割，与基于 3 种传统融合策
略的多图谱分割方法相比，本文取得了更高的分割精度和算法稳定性。在未来的工作中，计划从 3D 主动脉图
像中提取更高层次的、区分性更强的特征，以将算法扩展到解决有严重疾病的主动脉图像自动分割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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