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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显式模型下建立的肝脏分割算法受适用条件的限制，不能有效地控制分割进程，制约了算法鲁棒性和泛

化能力的提高．针对这一问题，该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将肝脏分割问题转化为隐式函数最优值搜索，依据图像

实际数据和先验形状信息有效地控制分割进程，以迭代搜索策略得到肝脏的最优分割结果．每一个迭代步骤由两

部分组成：首先，利用 ＭＲＦ（Ｍａｒｋｏｖ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实现已有肝脏轮廓邻域的局部再分割，重新调整肝脏轮廓；然

后，利用先验形状稀疏表示调整后的形状，有效地修正噪声、边界模糊等因素引起的错误分割，并将修正后的肝脏

轮廓用于下一轮局部再分割．肝脏分割结果在迭代过程中不断逼近真实值．为了提高形状稀疏表示的计算精度和

速度，该文改进了相关技术细节，提出了动态字典生成策略，并利用混合粒子群算法求解稀疏表示方程．与金标准

相比，该文所提算法在边界模糊、对比度低、存在大量其他干扰组织区域等不利因素的情景中，其分割精度（Ｖｏｌｕｍ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ＶＯＥ）可达到９０％以上．

关键词　肝脏分割；最优值搜索；稀疏表示；马尔可夫随机场；混合粒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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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医学图像处理是实现计算机辅助诊疗的基础

研究工作之一，肝脏分割是医学图像处理领域的

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例如，在当前临床实施图像引

导肿瘤精确放射治疗时，放射线在有效“打击”恶

性肿瘤靶区的同时，会杀伤肿瘤周围的危及器官，

进而可能引发放疗并发症．当涉及肺癌、肝癌等胸

部、腹部肿瘤的治疗时，肝脏作为人体的一种重要

器官，需要被精确识别并统计肝脏的辐射累计量，从

而控制人体肝脏的受量在合理范围内，避免损伤正

常肝脏组织．因此，在临床放疗计划制定时，肝脏组

织的精确分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目前，临床多

采用人工手动分割的方式在放疗计划ＣＴ序列图像

中获取肝脏区域，其缺点是耗时，并对相关人员的经

验有一定要求．因此，研究在ＣＴ序列图像中的肝脏

自动分割技术有利于降低临床医生或放疗物理师的

劳动强度，降低因个人主观因素引起的分割误差，从

而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根据分割模型的建模角度将相关图像分割研

究工作分为３类模式：全局模式、局部模式和混合

模式．全局模式是指在全局角度调整分割规则或

参数以达到准确分割目标的目的，例如基于阈

值［１］、边缘检测［２］、区域生长［３］、高斯混合模型［４］等

方法．全局模式在全局角度制定分割策略，忽略了

对局部细节部分的精细处理．局部模式是建立

图像的局部数据处理模型，实现目标细节的精确分

割．例如Ｓｎａｋｅ
［５］、ＡＳＭ（ＡｃｔｉｖｅＳｈａｐｅＭｏｄｅｌ）

［６］、

ＡＡＭ（Ａｃｔｉｖ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
［７］等算法．局部模

式实现了对图像数据的精细处理，也忽略了重要的

宏观信息，分割结果易受到干扰因素的影响．混合

模式融合了全局模式与局部模式的优点，在实现细

节精细处理的基础之上结合全局约束信息分割感兴

趣的目标．例如结合图谱与局部相似性的脑 ＭＲ图

像的特定组织分割［８］、ＨＭＲＦ（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ａｌＭａｒｋｏｖ

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模型实现由局部到全局的分割
［９］、融

合边缘和区域信息的水平集分割方法［１０］、结合改进

水平集和区域生长的分割方法［１１］等．全局模式一般

反应了问题的全局特征，对特殊情况不具有针对性；

局部模式建立的局部精细处理的模型，未有效利用

全局信息的约束作用；混合模式融合了全局模式与

局部模式的优点，有助于提高模型泛化能力和特殊

区域的分割精度．有效的融合方式是实现混合模式

的关键．肝脏分割是目标分割领域的一个具体研究

内容，同时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目前，针对半自

动和全自动的肝脏分割算法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

果［１２］，但肝脏分割研究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难

题，例如：（１）与肝脏毗邻的组织、器官具有相近的

组织密度，使得肝脏边界模糊，如图１所示；（２）同

一个体的肝脏在不同断层图像中的尺寸和形状会发

生改变；（３）不同个体之间，肝脏的形态存在差异；

（４）因成像设备及条件的变化、噪声干扰等因素的

影响，ＣＴ序列图像中肝脏的灰度值会出现波动；

（５）在ＣＴ序列图像中，肝脏会因呼吸运动而发生位

移或变形．因此，ＣＴ序列图像中的肝脏分割是一项

重要而复杂的工作．

图１　模糊肝脏边界示例（第１幅分别为肝脏与胃之间的

模糊边界，第２幅为肝脏与肋间肌、胃之间的模糊边界）

ＣＴ序列图像的肝脏分割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

优值搜索问题，即根据先验信息和图像的真实数据

确定肝脏区域．但由于实际应用中难以确定绝对精

确的分割边界（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所以肝脏区域的最

优值搜索是一个ＮＰｈａｒｄ问题，我们得到的分割结

果是在某种评价准确控制下的相对最优分割结果．

先验信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有效地抑制因肝

脏边界模糊、形变、噪声等不利因素引起的分割难度

的提高．图像的真实数据又体现当前分割目标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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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特点．正常肝脏在人体中的形态和位置是相对稳

定的，肝脏先验形状是宏观修正分割结果的重要依

据．稀疏表示是目前常用的一种利用先验信息拟合

新信息的工具，在移动目标跟踪［１３１４］、人脸识别［１５］

等领域中成功运用．肝脏与移动目标、人脸的一个共

同特点就是宏观特性保持相对稳定，局部特征会发

生改变．稀疏表示在肝脏形状修正的任务中表现出

良好的性能，例如ＳＳＣ（ＳｐａｒｓｅＳｈａｐ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模型［１６］．然而，利用稀疏表示在宏观角度修正肝脏

形状后，丢弃了统计不明显的局部特征，我们有必要

根据图像真实数据进行调整以更新局部分割结果．

ＭＲＦ是建立图像上下文关联性的一种常用工具，可

实现图像的局部精细分割，在医学图像分割中表现

出了良好的分割性能［１７１８］．基于 ＭＲＦ的分割算法

的缺点在于忽略了对分割结果的宏观评价．因此，有

效地结合形状稀疏表示与 ＭＲＦ可实现兼顾宏观形

状和局部细节的肝脏精确分割．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最优值搜索框架的ＣＴ序

列图像的肝脏分割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将肝脏的分

割进程等价为隐式函数的最优值搜索，融合不同算

法的优势，在迭代步骤中逐步完善肝脏的宏观形状

和局部细节．肝脏分割结果是框架的优化目标，图像

的实际数据是驱动目标改变细节的内力，先验形状

信息是约束目标改变的外力．基于最优值搜索框架

的肝脏分割算法综合考虑了宏观形状特征与实际细

节信息，在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利用迭代的手

段逐步完善分割结果，提高算法的分割精度和泛化

能力．

２　最优值搜索框架的建立

肝脏分割是在一幅图像中搜索肝脏最优解的过

程，类似于求解等式，如公式

犣＝犳（狓，狔） （１）

其中，狓表示输入图像，狔表示先验信息，犳表示映射

模型，犣表示肝脏分割结果．肝脏分割的难点在于很

难找到一个合理的映射模型．显式映射模型具有局

限性，往往针对某种特定情况建立，很难表征出肝脏

分割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以预测的情况．把犳定义

为隐式模型有利于涵盖多种情况，利用智能计算技

术，通过迭代运算，逐步搜索隐式模型的最优值，例

如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ＥＭ算法等．

肝脏分割结果是优化目标，把所有形状的集合

定义为一个形状空间，迭代步骤中得到的每一种肝

脏分割结果的形状是目标在形状空间中停留的一个

位置，肝脏形状的改变描述为目标的运动．在肝脏分

割最优值搜索任务过程中，图像实际数据产生的内

力驱动目标在形状空间中不停运动，同时又结合先

验信息产生的外力对目标的运动进行有效约束．最

优值搜索框架由３个部分组成：（１）肝脏区域初始

化，为目标的运动设定起始点；（２）内力驱动目标运

动，根据图像真实数据改变当前肝脏分割结果；

（３）外力约束目标运动，利用先验形状信息修正肝

脏分割结果．

肝脏分割的最优值搜索框架设计如下：

（１）肝脏区域初始化．初始化肝脏区域是为肝

脏搜索提供起始出发点，利用了人体骨骼的固定结

构特征，以简单、高效的方法得到肝脏的初始化区

域，在本文第３节做了详细论述．

（２）目标运动．在原有的肝脏分割结果（犔犗）的

基础之上，依据图像的真实数据，在犔犗边缘的邻域

内重新分割肝脏，在调整犔犗的边缘后得到一个新的

肝脏分割结果（犔犖）．与犔犗相比，犔犖的局部边缘会向

内或向外运动，目标的位置会发生改变．本部分选择

了ＭＲＦ随机场作为分割工具，驱动目标运动．

（３）目标运动约束．依据图像真实数据引导的

目标运动易受到噪声区域的干扰，并且不易于处理

模糊的边界区域，目标的盲目运动可能会引起肝

脏的分割错误，所以利用先验信息对目标的运动

进行约束．肝脏形状稀疏是目标运动约束的实现

工具，将肝脏的分割结果约束在先验形状信息控

制范围内．

（４）最优值判定．最优值判定有两个参考标准，

分别比较第狋次和第狋＋１次迭代步骤的犔犖、犔犆．若

犔
狋

犖
与犔

狋＋１

犖
相比、犔

狋

犆
与犔

狋＋１

犆
保持相对稳定，说明图像

的真实数据已不能驱动目标运动，内力驱动与外力

约束达到了平衡状态，肝脏分割结果的搜索已进入

稳定状态，肝脏分割结果已逼近最优值．利用重合率

定量地衡量前后肝脏分割结果的变化率，如公式

犛＝
犔１∩犔２

犔１∪犔２
×１００％ （２）

其中，犔１、犔２分别表示两种肝脏分割结果，｜犔１∩犔２｜

表示犔１与犔２的交集区域面积，犔１∪犔２ 表示犔１与

犔２并集区域面积．当犔１与犔２完全相同时，犛＝１００％；

当犔１与犔２完全不相同时，犛＝０．基于最优值搜索框

架的肝脏分割方法的实现流程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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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系统实现流程图

３　肝脏区域初始化

受成像条件、设备、噪声等干扰因素的影响，不

同患者ＣＴ图像序列中的肝脏区域的灰度值会发生

波动．由于肝脏与其他器官之间的相对密度保持稳

定，因此不同器官之间成像的灰度值差分也保持相

对稳定．对图像以相同的参考基准进行归一化预处

理，有利于降低噪声对肝脏分割的影响．存在肝脏的

ＣＴ序列图像中必会存在脊椎，并且脊椎区域总是

呈现出高亮区域包围低暗区域，其特征明显，很容易

在图像中提取，如图３所示．

图３　脊椎区域特征示例

以ＣＴ序列图像中各自脊髓区域的灰度值为参

考，实现ＣＴ序列图像的预处理，如公式

犇（犻，犼）＝犌（犻，犼）－犜＋犆 （３）

其中，犌（犻，犼）表示（犻，犼）位置的灰度值，犜 表示当前

图像的参考基准（脊髓区域的灰度平均值），犆是一

个常数．犆的作用是整体提高图像的差分值，所有图

像取相同值．

人体骨骼的密度高且结构稳定，在 ＣＴ 序列

图像中呈现为高亮区域．提取图像中的肋骨区域，并

依次连接，粗略定位出腹腔区域后，以脊髓为中心点

将腹腔分为将腹腔分割为 Ａ、Ｂ两部分，如图４所

示，人体肝脏大多存在于 Ａ区．用先验样本数据建

立肝脏区域灰度分布的高斯混合模型（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ｉ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ＧＭＭ），如公式

狆（犵）＝∑
犖

犻＝１

π犻犌（犵，狌犻，σ犻） （４）

根据建立的肝脏区域的ＧＭＭ分割Ａ区肝脏，实现

肝脏区域初始化．

图４　基于骨骼结构的肝脏区域初始化

当肝脏与人体腹腔臂连接紧密且边缘模糊时，

利用骨骼结构生成的腹腔结构有利于在初始化肝脏

区域时确定肝脏区域．

４　基于 犕犚犉的目标运动

将一个二维图像中所有可能的闭合曲线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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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形状空间Ψ，每一种形状就是形状空间中的

一个点狆．ＣＴ序列图像中肝脏分割的任务就是在空

间中定义一个搜索目标犗，控制目标犗在形状空间

中移动，得到最优值．目标犗的移动表现在分割工

作的具体操作上就是根据图像真实数据，在已有的

肝脏轮廓边缘点的邻域范围内以局部数据特征为主

要依据，调整肝脏轮廓边缘，从而驱动分割目标向最

优值靠近．

本部分选择了可建立像素之间关联性，具有较

好的局部数据处理能力的 ＭＲＦ作为实现工具．

图像是一个规则的方格网，定义为犛＝｛（犻，犼）｜

１犻犠，１犼犎｝，犠、犎 为图像的宽、高．图像每

一个像素点的灰度取值及其属性是一个随机变量，

扩展到整幅图像，形成观测场和标记场．观测场的取

值由图像各像素点可观察到的灰度值组成，标记场

的取值由各像素点的属性取值组成，属性即是各像

素点所属的分割类别．在肝脏分割工作中，各像素点

可取的属性值有两个，即非肝脏区域和肝脏区域，记

为犔＝｛０，１｝，０表示非肝脏区域，１表示肝脏区域．

肝脏分割的过程就是在一幅未知结果的图像中对各

像素点添加标记属性的过程．

ＭＲＦ构建的基团系统建立了图像的空间关联

性，空间像素点之间的关联性被表征为单点基团、

两点基团、三点基团等．所有的基团单元组成了图像

的基团集合，从而建立起了图像的空间关联性．著名

的 ＨＣ（ＨａｍｍｅｒｓｌｅｙＣｌｉｆｆｏｒｄ）定理证明了 ＭＲＦ与

Ｇｉｂｂｓ分布之间的等价性，推动了 ＭＲＦ从理论走向

实际应用．一幅图像的 ＭＲＦ随机场利用 Ｇｉｂｂｓ分

布可表示为

狆（犾）＝犣
－１×ｅ

－
１

犜
犝（犾）

（５）

犣＝∑
犾∈犔

ｅ
１

犜
犝（犾） （６）

犝（犾）＝∑
犮∈犆

犞犮（犾） （７）

其中，犾表示标记场的取值变量，犣是一个能量归一

化量，犜是一个常量（常取１），犝（犾）是基团集合的能

量，犞犮（犾）是各基团的势能．

本文选择了ＭＬＬ（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定

义各集团的势能［１９］，如公式

犞犮（犾）＝
犙犮， 基团犮中的个位置标记相同

－犙犮，
烅
烄

烆 其他
（８）

犞犮（犾）＝犙犾，犾＝０或１ （９）

其中，犙犮、犙犾是未知数，一般是赋为定值，或利用先验

样本信息学习获得．本文根据先验样本数据，利用最

大似然估计确定 ＭＬＬ模型的参数，如公式

狆（犾｜θ）＝∏
犽∈犛

狆（犾犽｜θ） （１０）

狆（犾｜θ）

θ
＝０ （１１）

其中θ＝（犙犮，犙犾）．

ＭＡＰＭＲＦ是一种常用的分割模型，就是通过

找一种最佳的分割方式，使分割标签相对于观测值

的后验概率狆（犾｜犵）最大，其中犾表示分割标签，犵表

示观测场的灰度值．根据贝叶斯公式，分割标签的最

大后验概率可分解为基于先验样本数据及 ＭＲＦ的

表达形式，如公式

狆（犾｜犵）＝
狆（犵｜犾）狆（犾）

狆（犵）
（１２）

狆（犵｜犾）表示具有同一标记属性的像素的灰度值先

验概率分布．其中，当犾＝１时，狆（犵｜犾）与式（４）相同．

狆（犾）可由式（５）求得，狆（犵）是不分属性的灰度值概

率分布．

最终，根据图像实际灰度值，找到一种最优的标

记场取值，使其后验概率最大，如公式

狆（犾｜犵）＝ｍａｘ｛狆（犾｜犵）｜犾∈Ω｝ （１３）

其中，Ω表示一幅图像中所有可能的标签组合形式

的集合．

基于 ＭＲＦ的图像分割是一个最优值优化问

题，很难找到准确的显式模型描述分割进程，得到精

确的分割结果．目前常用的一种策略是采用迭代优

化的方式获取某一准则衡量下的最优分割结果，优

化过程一般采用智能计算技术，如ＥＭ 算法，迭代

条件模式（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ＣＭ），模拟退

火算法等．本文选择ＩＣＭ 完成基于 ＭＲＦ的肝脏轮

廓边缘再分割任务．

５　基于形状稀疏表示的目标运动约束

ＭＲＦ依据图像实际数据驱动目标运动，但受噪

声、边界模糊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造成局部分割错

误，因此有必要对目标的运动进行约束．形状的稀疏

表示是利用先验形状信息拟合一个新的形状，保留

新形状符合先验信息的成分，舍弃新形状不符合先

验信息的成分，有效地约束了肝脏的形状变化，并将

其控制在先验信息的约束下，防止肝脏分割过程中

出现严重的分割错误，提高了肝脏分割的精度．

５１　形状坐标序列的逻辑转换

在数字图像中，肝脏的轮廓通常以目标边缘点

的图像坐标序列表示．然而，应用中更加关心的是肝

脏的形状，而不是轮廓点坐标是如何分布的．轮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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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特定的约束关系形成了其表现出的形状．原始

的坐标点不能体现轮廓点之间的约束关系，因此将

肝脏轮廓的原始坐标转换成轮廓的逻辑坐标，凸显

了轮廓的形状信息．

假设一个肝脏的轮廓坐标点序列为犱＝｛（狓１，狔１），

（狓２，狔２），（狓３，狔３），…，（狓犕，狔犕）｝，各坐标点之间蕴

含了各点之间的约束关系，这种约束关系形成了轮

廓所表现出的形状．用偏移向量ν表示轮廓点之间

的位置关系，并采用后项循环差分的形式计算相邻

轮廓点之间的偏移向量，实现了肝脏轮廓坐标的逻

辑转换，如公式

ν狉＝（狓狉－狓狉－１，狔狉－狔狉－１） （１４）

ν１＝（狓犕－狓１，狔犕－狔１） （１５）

其中，２狉犕．

令犛＝（狓１，狔１），＝｛ν１，ν２，ν３，…，ν狀｝，向量集

及犛完整地表达出肝脏的形状及位置，得到一种新

的轮廓表达形式犱′＝｛，犛｝．这种表达方式描述了

相邻轮廓点之间的约束关系，决定了轮廓的形状，

犛确定了轮廓所在的位置．任意两点之间的约束关

系可利用约束集求得，循环移位约束集可实现

两个轮廓的对齐，并且表征出的形状是具有移动

不变性．例如，轮廓点（狓狉，狔狉）与（狓狉＋犽，狔狉＋犽）之间的

约束关系狏狉→犽＝狏狉＋１＋狏狉＋２＋…＋狏狉＋犽，如图５所示．

图５　轮廓控制点逻辑关系示例

图６　动态字典生成策略示例

５２　肝脏形状字典的生成

字典是稀疏表示的一个重要部分，由大量的先

验形状信息组成．肝脏在不同断层图像中的形状会

发生变化，若将肝脏在每个断层图像中的形状信息

都引入形状字典，必会成倍地增加字典的容量，并造

成计算量的成倍增加．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减小字典

的冗余性，我们设计了一种动态字典生成策略．

肝脏的动态字典建立在字典库基础之上，字典

库由不同患者的ＣＴ序列图像中的肝脏形状组成，

每一位患者的肝脏断层形状序列成为一个样本单

元．根据输入形状的特征在字典库中挑选形状实例

组成形状字典，每一个样本单元中只挑选一个最相

近的形状实例．为了保证字典库的可靠性与多样性，

每一个样本单元的肝脏形状都是由临床医生和放射

科物理师通过手工勾画所得，进入字典库的样本单

元也是由临床医生和放射科物理师根据经验选择各

种形状的肝脏．

动态字典生成策略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１）计算新目标形状的周长犑．

（２）在每一个样本单元中搜索周长最接近犑的

形状实例犈
狉
犽，狉表示字典库中样本单元的序号，犽表

示样本单元中形状实例的序号．

（３）将（２）抽取的形状实例组成形状字典．

动态字典生成策略如图６所示．

字典库是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当字典库

中的形状实例与待分割的肝脏形状具有明显差别

时，抽取的字典可能不够准确，稀疏表示将不能准确

地修正肝脏形状，甚至会导致分割错误．此时，仍需

要依靠临床医生和放射科物理师手动勾画肝脏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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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并将其加入到字典库中．在下次分割遇到类似情

况时可得到适用的字典．

选择形状的周长作为在样本单元中抽取形状实

例组成形状字典的衡量标准，虽然这种选择标准可

能会选择出与输入形状完全不相同的形状实例，但

正是靠这种衡量标准的不完全准确性可抽取出多种

形状实例，保证了字典的多样性．同时，在根据形状

周长建立字典时，与输入形状最接近的肝脏实例必

然会被选中，由此保证了字典的准确性．

动态字典中各形状实例的轮廓点数及轮廓的起

始记录点各不相同，因此在利用稀疏表示约束肝脏

形状之前应对字典中的各形状实例对齐．传统抽样

或插值算法即可实现轮廓点序列的长度归一化．起

始记录点影响着整个轮廓的数据表现形式，不同的

起始记录点会使相同的轮廓在数值上存在较大的差

别，所以对齐各形状实例的起始记录点也是必须要

完成的准备工作．选择字典中的第一个轮廓犱１作为

对齐基准，对第犻个待对齐的轮廓犱犻进行循环移位，

并结合文献［１６］使用的ＰＡ（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算法中将犱犻向犱１对齐的方法，选择各对齐点之间平

方误差最小的轮廓点记录顺序作为对齐起始记录点

的轮廓．算法实现如算法１所述．

算法１．　肝脏轮廓起始记录点对齐算法实现．

输入：对齐标准，未对齐形状

输出：已向标准对齐的形状

实现：

１．犱犻向左循环移１位，得到一个新的轮廓记录形似犱
狋
犻．

２．利用ＰＡ算法，将犱
狋
犻
向犱１对齐，得到一个新的轮廓点

序列犱
犖
犻
，犖＋＋，其中犖 代表循环移位的次数．

３．计算对齐后新的轮廓点序列犱
犖
犻
与基准序列犱１之间

的均方差，σ＝∑
犕

狆＝１
∑
２

狇＝１

［犱
犖
犻
（狆，狇）－犱１（狆，狇）］

２，其中 犕 表示

轮廓点的个数．

４．更新犱犻＝犱
狋
犻
，重复执行步１，直到搜索到σ最小的

犱
狋
犻
，完成轮廓起始记录点的对齐功能．

对齐字典中示例轮廓点个数、起始记录点后，利

用式（１０），对轮廓的原始坐标进行逻辑转换，得到

肝脏实例的形状信息，并组成肝脏形状字典犇＝

｛１，２，…，犖｝∈犚
犕×犖．

５３　基于形状稀疏表示和混合粒子群算法的目标

运动约束

目标运动约束表现在肝脏分割的具体操作是利

用先验形状信息拟合分割结果，对肝脏的形状改变

进行有效的约束，抑制因干扰引起的错误分割．将一

个待处理的输入形状狔向形状字典中的犱１实例对

齐，并计算得到其形状逻辑信息狔．利用字典中的

形状信息拟合输入的形状信息，得到一个误差最小

的拟合方式，如

ａｒｇｍｉｎ
狓，犲，β

狔－犇狓－犲
２

２

ｓ．ｔ．狓 ０犽１，犲 ０犽２ （１６）

其中，狓表示形状的稀疏表示系数矩阵，狔表示轮廓

局部错误的稀疏矩阵，犲用于矫正局部形状分割错

误，犽１、犽２限定了矩阵的稀疏度．

将输入形状更新为拟合后的形状，如公式

狔＝ｍｉｎ
狓，犲，β

狔－犇狓－犲
２

２
（１７）

式（１６）的变形来源于ＳＳＣ模型
［１６］，经过肝脏形

状的对齐及逻辑转换，优化了形状的全局变化操作，

使模型得以简化．文献［１６］利用ＥＭ 算法搜索稀疏

表示方程的最优解．与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等智能

计算方法相比，ＥＭ 算法更易陷入局部最优解．为了

提高计算精度及效率，利用混合粒子群算法搜索

式（１６）的最优解．

式（１７）的求解是一个具有两个优化参数（狓，犲）

的高维复杂函数求解的过程．研究人员对高维复杂函

数的求解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利用混合优化策略［２０］、

混合粒子群算法［２１２３］等方法．在粒子群算法的更新

部分中引入遗传算法的交叉、变异操作［２４］，使稀疏

表示方程的最优解搜索进程不易陷入局部最优．

字典中的肝脏实例个数为犖，故狓、犲的维数均

为犖．本文所使用的混合粒子群算法做如下设计：

（１）粒子编码．将狓、犲编码成１个粒子，并生成

由犚个粒子组成的种群犜＝｛犜１，犜２，…，犜犚｝，粒子

的维数为２犖，第犻个粒子表示为犜犻＝｛狓１，狓２，…，

狓犖，犲１，犲２，…，犲犖｝．

（２）个体最优粒子，全局最优粒子．个体最优是

指个体粒子搜索过的最优的值，每一个粒子都有一

个最优值，第犻个粒子遍历位置的个体最优粒子记

为犜
犅

犻；全局最优是指所有粒子搜索过的位置中最优

的值，只有一个全局最优值犜犌．

（３）粒子运动速度及粒子更新．每一个粒子都

对应一个速度矢量，第犻个粒子的运动矢量记为狏＝

｛狏
１

犻
，狏
２

犻
，…，狏

２犖

犻
｝．粒子运动速度的更新由粒子上一

次迭代的速度狏犻、当前粒子位置犜犻、个体最优位置

犜
犅

犻
、全局最优位置犜犌共同决定，如式（１８）、（１９）

所示．

（４）适应度函数．选择拟合的轮廓与实际轮廓

的均方差的倒数为粒子群算法的适应度函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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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０）．误差越大，适应度之约小，反之越大．

（５）粒子交叉与变异．在个体、全局最优粒子中

随机选择交叉位置和长度，与随机选取的普通粒子

进行交叉操作；在随机选择的粒子中选择一定数量

的非零数，并在再次随机抽取的粒子中随机替换某

一位置的参数．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只允许相同含义

的变量之间进行交叉、变异替换，不允许不同含义的

变量之间进行变异操作．

狏
犼（犺＋１）

犻 ＝ξ狏
犼（犺）

犻 ＋犪狉１（犜
犅犼（犺）

犻 －犜
犼（犺）

犻
）＋

犫狉２（犜
犌（犺）

犻 －犜
犼（犺）

犻
） （１８）

犜
犼（狊＋１）

犻 ＝犜
犼（狊）

犻 ＋狏
犼（狊＋１）

犻
（１９）

犉＝
１

狔－犇狓－犲
２

２

（２０）

其中，狊表示迭代步骤，ξ表示惯性系数，犪、犫表示加

速度系数，狉１、狉２为［０，１］之间的随机数，犼表示粒子

的第犼个参数．

在稀疏方程最优解搜索过程中，将两个变量合

并成一个粒子，并在交叉、变异操作中加以区分，防

止因粒子种群中不同属性解的相互混杂而导致求解

失败．另外，在求解稀疏方程解的过程中，应限制

狓、犲解的稀疏性．当狓、犲解的稀疏性不满足稀疏性

要求时，依次删除狓、犲中的最小值元素，直至满足稀

疏性约束条件．在迭代的最后，可能会生成多个满足

稀疏性约束条件且拟合误差满足要求的解，这时我

们需要在稀疏性要求和误差大小这两个指标上进行

筛选，根据实际需要选出最优解．

利用混合粒子群算法搜索稀疏表示方程的最优

解不易陷入局部最优，其拟合出的输入形状将更加

逼近真实形态．基于混合粒子群算法的稀疏方程最

优解搜索算法流程如图７所示．

图７　基于混合粒子群算法的稀疏方程最优解搜索

６　实验测试与结果分析

６１　样本数据库与实验测试数据库的组成

样本数据由不同患者的临床ＣＴ序列图像组

成，每一个患者的ＣＴ图像序列是一个样本单元，共

选取了１００个包含各种肝脏形态的样本单元．样本

数据库需要尽可能包含肝脏在ＣＴ图像中可能呈现

的形态和灰度值，保证样本的多样性．实验测试数据

库由随机选择的１００位患者的ＣＴ序列图像组成．

每一个样本单元包含２０～３０幅ＣＴ图像，样本数据

与测试数据库中各自至少包含２０００幅ＣＴ图像．

样本数据库中的肝脏区域及形状由临床医生和

放射科物理师手动勾画，作为先验信息．由临床医生

和放射科物理师在实验数据库中手动勾画的肝脏区

域是实验对比的金标准（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样本数据

库用来获取肝脏的先验形状信息和灰度信息，实验

数据库用来验证算法的有效性．

６２　对比实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在对比中体现本文所提算法的优势，我们

选择以下四种经典分割算法进行比较实验，分别是

区域生长、ＧＶＦｓｎａｋｅ
［２５］、水平集［２６］和马尔可夫随机

场［１８］．其中，区域生长算法是由本文作者实现，人工

在肝脏区域选择种子生长点，沿８邻域向外生长，得

到肝脏分割结果．另外３种方法均是利用他人已有

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

对比实验结果如图８所示，与其他算法相比，利

用本文所提算法得到的分割结果与“金标准”非常接

近．尤其是在模糊边界、图像质量低的图像中，本文

所提算法明显优于其他对比方法．由图８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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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长算法不能有效地处理模糊边界，将灰度值

与肝脏相近的临近器官误分割为肝脏区域，当图像质

量较差，灰度分布不均匀时也不能有效地分割肝脏区

域；ＧＶＦＳｎａｋｅ算法主要依据图像的梯度信息调整

肝脏轮廓，在边界模糊区域的梯度值较小，很难准确

处理模糊边界，并且任意位置的梯度变化都可能造

成分割错误；水平集与 ＭＲＦ都是图像分割方法，然

而它们过度依赖图像数据，当图像质量较好，肝脏与

周边区域有着明显的界线时，可达到很好的分割结

果，但是当肝脏边界模糊，肝脏区域成像质量较差

时，仍然不能有效地分割肝脏．本文算法的优势在于

同时兼顾了图像实际数据与先验形状信息，在处理模

糊边界和低质量图像时，先验信息具有一定的导向作

用，再结合图像实际数据，从而实现肝脏的精确分割．

图８　对比实验结果

基于最优值搜索策略的肝脏分割模型是一种

依赖于迭代步骤，逐步完善分割结果的进程．肝脏

区域初始化和基于 ＭＲＦ得到肝脏分割结果是依

据图像真实数据得到的，受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

分割错误可能存在．利用先验形状信息在全局角

度调整肝脏形状，修正了因过度依赖图像数据而

产生的分割错误．然而，先验信息修正后的分割结

果可能导致某些局部位置的分割错误，此时需要依

据图像的实际数据修正局部形状．如此不断迭代，相

互修复分割错误，最终使分割结果逼近最优值．肝脏

分割的最优值搜索进程如图９所示，分别展示了肝

脏分割的“金标准”，初始化区域，第１次、５０次、最后

一次的 ＭＲＦ分割结果和形状稀疏表示修正结果．

为了便于观察迭代过程中分割结果的变化，将分割

的中间结果与金标准绘在一个空白图中，黑色区域

为“金标准”，灰色区域为当前分割结果．由图９可看

出，随着搜索进程的进行，肝脏分割结果逐渐逼近

“金标准”．

图９　肝脏分割最优值搜索进程（（ａ）组从左至右依次为金标准、肝脏初始化区域、初始化区域与金标准对比，

（ｂ）至（ｄ）组从左至右依次为 ＭＲＦ分割结果、形状稀疏表示修正结果、本步骤分割结果与金标准对比）

６３　评价分析

本文研究的分割工作主要针对二维ＣＴ图像，

利用本文所提方法与“金标准”对比．实验如图１０所

示．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算法能准确分割肝脏区

域．在人工分割肝脏得到“金标准”时，受主观因素和

其他因素干扰，“金标准”未必是１００％准确的，本文

所提算法的分割精度在某些局部位置甚至优于手动

分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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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本文算法实验结果（第１列为“金标准”，第２列为本文

所提算法分割结果，第３列为分割结果与“金标准”重合区域）

稀疏表示的修正精度受字典影响，当字典中不

包含输入形状时，将可能产生修正错误，如图１２所

示．因某种原因，病人的肝脏有部分切除，当字典中

不包含此类型的肝脏时，稀疏表示将不能准确修正

肝脏．手动分割此类非常规的肝脏形状，将其添加

到字典库中，再次利用稀疏表示修正图１１（ａ）的肝

脏形状，得到如图１２（ｂ）的修正结果，与图１２（ａ）的

图１１　字典不完备

图１２　字典完备

“金标准”比较可已看出，添加形状实例后，形状稀疏

表示可有效修正此类非常规肝脏形状．

利用肝脏分割结果与“金标准”的重合率作为算

法分割精度的衡量标准，如式（２）所示．取测试库中

所有样本的分割结果与“金标准”重合率的均值，如

表１所示，本文所提算法的分割精度明显高于对比

算法．在本文实验中，对比算法分割精度较低，是因

为本文所选择的数据库中包含较多边界模糊、图像

质量差的ＣＴ图像，以验证本文算法的鲁棒性．将测

试数据集中每一个患者的ＣＴ序列图像定义为一个

样本单元，取样本单元中所有图像的平均分割重合

作为测试样本单元的评价准则，本文所提算法在每

一个样本单元中的平均分割精度如图１３所示．

表１　算法分割精度对比

算法 精度／％

区域生长 ５２

ＧＶＦＳｎａｋｅ ６３

水平集 ８４

ＭＲＦ ８６

本文算法 ９７

图１３　本文所提算法分割精度

基于最优值搜索框的肝脏分割算法，将肝脏分

割问题转化成搜索方程的最优值问题，肝脏的分割

结果在搜索步骤中逐渐逼近最优值，如图１４所示．

图１４　肝脏平均分割精度随搜索进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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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肝脏分割精度的同时应该兼顾算法的时

间复杂度，分割精度与时间复杂度同等重要．本文所

提算法的先验信息提取部分在分割任务运行前已做

好准备工作，在分割时不占用ＣＰＵ时间．正式分割

前的图像归一化与肝脏区域初始化的计算量也极

小．虽然基于 ＭＲＦ的图像分割算法运算复杂，但利

用 ＭＲＦ在修改局部分割结果时，只在轮廓边缘的

邻域内进行调整，处理的数据量小．形状稀疏表示方

程是一个ＮＰＨａｒｄ问题，并且维数较高，因此本文

所提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主要受形状稀疏部分的影响．

迭代优化模型的一个重要分析要素就是收敛

性．本文建立的迭代优化模型以 ＭＡＰＭＲＦ和形状

稀疏表示为实现工具，利用ＩＣＭ 实现基于 ＭＲＦ的

图像分割算法是收敛的，基于混合粒子群算法的稀

疏表示方程求解也是收敛的．所以两种收敛的模型

以线性组合的形式建立起的新模型也是收敛的．为

了验证本文所提算法的收敛性，我们又跟踪计算了

迭代修正后肝脏分割结果的变化率．变化率计算如

公式

犆＝
犛狋犛狋＋狆

犛狋∪犛狋＋狆
×１００％ （２１）

其中，狋表示迭代步骤，狆表示计算步长，犛狋、犛狋＋狆分

别表示迭代前后的两种肝脏分割结果，犛狋犛狋＋狆 表

示犛狋与犛狋＋狆的未重叠区域面积，犛狋∪犛狋＋狆 表示犛狋

与犛狋＋狆并集区域面积．当犛狋与犛狋＋狆完全相同时，

犆＝０；当犛狋与犛狋＋狆完全不相同时，犆＝１００％．

利用１０组数据测试本文所提算法的收敛性，每

组数据由１００幅包含肝脏的 ＣＴ 图像组成，以每

１０个迭代步骤为一个统计步长，计算样本中所有个

体变化率的均值，测试结果如表２所示．结合图１４，

实验结果表明，在随着分割进程的进行，肝脏分割的

变化率逐渐变小，并且趋于稳定．

表２　迭代进程变化率 （单位：％）

迭代步骤 样本１ 样本２ 样本３ 样本４ 样本５ 样本６ 样本７ 样本８ 样本９ 样本１０

１０ １４．２６ ２３．５１ １５．１４ １３．１２ １７．７２ １４．１５ １３．３０ １２．５９ ２５．１６ １４．８１

２０ １１．６１ １７．０２ １０．６０ １４．６２ １４．０５ １２．３４ １０．６２ ９．７０ １６．２７ ９．８６

３０ ９．７３ １２．６４ ８．９２ １０．４０ １１．０２ ９．３６ ８．８７ ８．０２ １１．０５ ７．７９

４０ ５．３８ ７．２９ ７．１４ ６．８５ ７．８２ ６．８１ ６．０３ ５．７７ ６．６４ ５．８６

５０ ２．４７ ３．４０ ４．３３ ５．４９ ３．４１ ３．０７ ２．９６ ３．１７ ４．０２ ２．６８

６０ １．１３ １．８２ ２．１６ ３．０８ １．２７ １．２５ １．４８ １．８８ ２．２６ １．１５

７０ ０．８５ １．１５ １．２７ １．７３ １．０３ ０．８９ ０．７２ １．１３ １．４６ ０．９３

８０ １．０３ ０．８３ １．１５ ０．９４ ０．８１ ０．９２ ０．５８ ０．７９ ０．９６ ０．８７

９０ ０．９４ １．１７ ０．７２ １．３７ ０．８９ ０．９１ ０．６４ ０．７２ ０．９５ ０．９３

１００ ０．９６ １．０１ １．３５ １．１４ ０．９４ １．０５ ０．６９ ０．８２ １．０７ ０．８１

肝脏分割的变化率变小主要由以下两方面因素

引起：

（１）肝脏区域面积逐渐变大，改变部分所引起

的数据变化越来越小．

（２）当分割进程达到一定程度，肝脏分割的改

变越来越小，最终肝脏的改变和形状约束达到平衡

状态，从而使肝脏分割的改变率稳定在一个很小

的值．

为了提高计算效率，我们采用多核编程技术实

现本文所提算法的并行运行．将肝脏轮廓的邻域等

面积划分，采用４个线程实现 ＭＲＦ驱动形状改变

的功能．形状稀疏表示的求解部分将粒子划分，同样

使用４个线程遍历最优值．如此一来，在提高分割精

度的同时，不影响肝脏分割的工作效率．

实验测试所使用的计算机硬件配置为：Ｃｏｒｅ

ｉ７４７７０３．４０ＧＨｚ，８ＧＢ内存，１００个测试样本单元

的各个模块的平均运行时间如表３所示，算法运算

的时间可控制在３５ｓ左右．

表３　算法各模块运算效率

模块 时间／ｓ

肝脏初始化 ０．１９２

目标驱动 １２．３６

运动约束 ２３．６１

基于最优值搜索框架的肝脏分割算法，利用迭

代步骤使分割结果逐步逼近最优值，其带来的问题

是计算量较大，以增大运算量为代价，提高了肝脏分

割的精度，并利用多线程编程技术克服了运算量大

的缺陷．

７　结论和讨论

文中介绍了一种基于最优值搜索框架的肝脏分

割算法，输入ＣＴ图像中的肝脏分割结果是优化的

目标．利用图像是数据的内部能量驱动目标移动，并

依据外力对目标的运动进行约束，最终使目标逼近

肝脏分割的最优值．利用 ＭＲＦ作为描述驱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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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内力的工具，选取先验形状信息作为目标运动

的外部约束力，并以形状稀疏表示约束目标的运动．

然而，这并不是实现利用最优值搜索框架分割肝脏

的唯一实现方式．图像的内力是图像真实数据所蕴

含的能驱动搜索位置不断改变的能量，任何一种有效

描述图像数据的方式均有可能成为驱动目标运动的

实现工具，如ＧＭＭ等．图像的外力也不仅仅只有先

验形状信息，任何一种可用来约束肝脏分割进程，防

止出现各种错误的准则均可作为外部约束力．实验

和分析表明，本文所提算法具有较高的分割精度，尤

其是能准确处理肝脏的模糊边缘和肝脏临近干扰区

域的影响．本文所提的算法以最优值搜索框架为基

础，多次的迭代搜索会增大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医学

图像处理一般对时间具有一定的容忍度，而对处理

精度敏感．因此，我们提出的基于最优值搜索框架的

肝脏分割算法以牺牲运算的时间复杂度为代价，换

取肝脏分割精度的提高．我们期待能有研究人员在

此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更好更高效的实现方法，进一

步提高肝脏分割算法的分割精度、泛化能力和运算

效率．

致　谢　特别感谢山东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对本文

研究工作提供的宝贵意见！

参 考 文 献

［１］ ＣｈｅｎＫａｉ，ＣｈｅｎＦａｎｇ，ＤａｉＭｉｎ，ｅｔａｌ．Ｆａｓｔ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ｏｆ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ｒｏｐ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ｆｉｒｅｆｌ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２２（２）：５１７５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恺，陈芳，戴敏等．基于萤火虫算法的二维熵多阈值快速

图像分割．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１４，２２（２）：５１７５２３）

［２］ ＷａｎｇＨ，ＯｌｉｅｎｓｉｓＪ．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ｎｔｏｕ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２０１０，１１４（７）：７３１７４４

［３］ Ｌｕ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ｎ Ｈａｉ，ＰａｎＺｈｉＧｅｎｇ．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Ｄｅｓｉｇｎ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０５，

１７（１０）：２１６８２１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陆剑锋，林海，潘志庚．自适应区域生长算法在医学图像分

割中的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１０）：

２１６８２１７３）

［４］ ＥｌｇｕｅｂａｌｙＴ，ＢｏｕｇｕｉｌａＮ．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ｆｆｉｎｉ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ｓｏｎｉｍａｇｅｓ．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１１，１１２（１）：８０１８２０

［５］ ＤａｇｈｅｒＩ，Ｔｏｍ ＫＥ．ＷａｔｅｒＢａｌｌｏｏｎｓ：Ａｈｙｂｒｉｄ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ＢａｌｌｏｏｎＳｎａｋ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２００８，２６（７）：９０５９１２

［６］ ＴｏｔｈＲ，ＢｌｏｃｈＢＮ，ＧｅｎｅｇａＥＭ，ｅｔａｌ．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ｖｏｌｕｍ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ｓｈａｐｅｍｏｄｅｌｓ

ｏｎＴ２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ＲＩ．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１８（６）：

７４５７５４

［７］ ＰａｔｅｎａｕｄｅＢ，ＳｍｉｔｈＳＭ，ＫｅｎｎｅｄｙＤＮ，ｅｔａｌ．Ａ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ｆｏｒｓｕｂ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ｂｒａｉｎｓｅｇ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ｅ，２０１１，５６（３）：９０７９２２

［８］ Ｌｉｕ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Ｊｉｅ，ＳｏｎｇＥｎＭｉｎ，ｅｔ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ｉｓｓｕｅｉｎｂｒａｉｎＭＲｉｍａｇ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４，３７（６）：

１２４１１２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宏，王捷，宋恩民等．基于加权相似性度量的脑ＭＲ图像

特定组织分割．计算机学报，２０１４，３７（６）：１２４１１２５０）

［９］ ＰａｒｋＳＨ，ＬｅｅＳ，ＹｕｎＩＤ，ｅｔａｌ．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ＭＲＦ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ｆｏｒ３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４６（９）：２４０８２４１９

［１０］ ＷａｎｇＢｉｎ，ＬｉＪｉｅ，ＧａｏＸｉｎＢｏ．Ａｎｅｄｇｅ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ｅｔ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ｓｈａｐｅｐｒｉｏｒｓｆｏｒ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２，３５（５）：１０６７１０７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斌，李洁，高新波．一种基于边缘与区域信息的先验水平

集图像分割方法．计算机学报，２０１２，３５（５）：１０６７１０７２）

［１１］ ＪｉａｎｇＨｕｉＹａｎ，ＦｅｎｇＲｕｉＪｉｅ．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ｅｔ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４０（８）：１６５９１６６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姜慧研，冯锐杰．基于改进的变分水平集和区域生长的图

像分割方法的研究．电子学报，２０１２，４０（８）：１６５９１６６４）

［１２］ ＭｈａｒｉｂＡ Ｍ，ＲａｍｌｉＡ Ｒ，ＭａｓｈｏｈｏｒＳ，ｅｔ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ｎ

ｌｉｖｅｒＣＴ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３７（２）：８３９５

［１３］ ＢａｉＴ，ＬｉＹＦ．Ｒｏｂｕｓｔｖｉｓｕａｌ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ｓｐａｒ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４５（６）：２３９０２４０４

［１４］ ＺｈａｎｇＳ，ＹａｏＨ，ＳｕｎＸ，ｅｔａｌ．Ｓｐａｒｓｅｃｏｄ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ｖｉｓｕａｌ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４６（７）：１７７２１７８８

［１５］ ＷｒｉｇｈｔＪ，ＹａｎｇＡＹ，ＧａｎｅｓｈＡ，ｅｔａｌ．Ｒｏｂｕｓｔｆａｃ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ｖｉａｓｐａｒｓ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３１（２）：２１０２２７

［１６］ ＺｈａｎｇＳ，ＺｈａｎｇＹ，ＤｅｗａｎＭ，ｅｔａｌ．Ｔｏｗａｒｄｓｒｏｂｕｓｔ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ｈａｐ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ｐａｒｓｅｓｈａｐ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２，１６（１）：２６５２７７

［１７］ ＺｈｕＹ，ＴａｎＹ，ＨｕａＹ，ｅｔ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ｇｌａｓｓｏ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ｌｕｎｇＣＴｉｍａｇｅ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Ｍａｒｋｏｖ

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ｂａ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２，２５（３）：４０９４２２

［１８］ ＭｏｎａｃｏＪＰ，ＭａｄａｂｈｕｓｈｉＡ．Ｃｌａｓ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ｆｏｒ

Ｍａｒｋｏｖｒａｎｄｏｍ ｆｉｅｌ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２，１６（８）：

１４７７１４８９

［１９］ ＬｉＳＺ．Ｍａｒｋｏｖ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ｎＩｍ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

［２０］ ＷａｎｇＬｉｎｇ，ＹａｎＭｉｎｇ，ＬｉＱ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ａＺｈｏ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ｈｙｂｒｉ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４１（９）：１１８１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８４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王凌，阎铭，李清生，郑大钟．高维复杂函数的一类有效混

合优化策略．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１，４１（９）：

１１８１２１）

［２１］ ＬｉＢｉｎｇＹｕ，ＸｉａｏＹｕｎＳｈｉ，ＷａｎｇＬｅｉ．Ａ ｈｙｂｒｉ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ｓｏｌｖ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０４，３３（１）：

２７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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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ｕｍｏ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ｇｕｉｄｅｄｒａｄｉ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ｇｕｉｄｅ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ｉｍｅａｎｄ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ｅｐ．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ｉｓａｌｓｏａ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ｓ

Ｕｓ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６１４７１２２６）．

９８４１７期 李登旺等：基于最优值搜索框架的ＣＴ序列图像肝脏分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