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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脊柱微创手术增强现实导
航方法，
将CT图像转换成术前点云，
并将CT图像
进行三维重建；
在术中通过深度相机采集切口处
的脊柱图像，
并生成术中点云；
将术前点云和术
中点云进行配准；
计算头戴式显示设备在空间的
位置，
获取头戴式显示设备和现实脊柱的转换关
系，
将脊柱三维模型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叠加显示
在患者脊柱上。本发明利用深度信息，
实时定位
和修正显示设备在实际手术空间中的位置；
解决
了术中三维模型变焦显示的问题，
实时精确地将
术前图像叠加到真实手术中患者脊椎对应位置，
不受视野限制，
降低了医生手术的难度，
缩短手
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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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脊柱微创手术增强现实导航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
将CT图像转换成术前点云，
并将CT图像进行三维重建；
步骤2：
在术中通过深度相机采集切口处的脊柱图像，
并生成术中点云；
步骤3：
将术前点云和术中点云进行配准；
步骤4：
计算头戴式显示设备在空间的位置，
获取头戴式显示设备和现实脊柱的转换关
系，
将脊柱三维模型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叠加显示在患者脊柱上。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脊柱微创手术增强现实导航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将术前点
云和术中点云进行配准包括以下过程：
步骤1：
基于ICP算法得到术中点云和术前点云的对应关系，
并将对应后的点云分割为
状态信息点云和量测信息点云；
步骤2：
构建基于点云的状态空间方程，
采用基于扩展集员滤波的配准算法，
得到术前
点云空间和术中点云空间的转换关系，
完成图像空间和真实空间的转换。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脊柱微创手术增强现实导航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于ICP
算法得到术中点云和术前点云的对应关系过程为：
步骤1：
在重建的三维脊柱模型中选择棘突点和/或横突点作为特征点，
进行配准；
步骤2：
获取一个初始的转换关系，
并用初始的转换关系对术中点云进行转换；
步骤3：
通过ICP算法迭代优化转换矩阵 ，
寻找术中浮动点云中每个点在目标点云中的
最近点，
构成对应点对，
计算术中点云和术前点云的转换关系。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脊柱微创手术增强现实导航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状态信息
点云为在建立状态空间方程时，
作为状态量的点云。
5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脊柱微创手术增强现实导航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量测信息
点云为在建立状态空间方程时，
作为观测量的点云。
6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脊柱微创手术增强现实导航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于点云
的状态空间方程为：
Xk+1＝Xk+ωk
Yk＝h(Xk)+vk
其中h(Xk)的定义方式如下：
ui＝(xi，kt11+yi，kt12+zi，kt13+t14)/(xi，kt41+yi，kt42+zi，kt43+t44)
vi＝(xi，kt21+yi，kt22+zi，kt23+t24)/(xi，kt41+yi，kt42+zi，kt43+t44)
wi＝(xi，kt31+yi，kt32+zi，kt33+t34)/(xi，kt41+yi，kt42+zi，kt43+t44)
术中点云和术前点云的转换关系T2如下所示：

其中i＝1 ,2 ,… ,n ,n为对应点个数，
k为第k时刻，
ωk ，
vk分别对应过程和观测噪声；
定义
术前图像中ICP对应的特征点序列为状态向量Xk＝[x1，k ，
y1，k ，
z1，k ，
x2，k ，
y2，k ，...xn，k ，
yn，k ，
zn，k]，
其中xi，k为术前点云特征点中第i个点的横坐标，
yi，k为术前点云特征点中第i个点的
纵坐标，
zi，k为术前点云特征点中第i个点的深度坐标；
定义术中图像中ICP对应的特征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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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观测向量Yk＝[u1，k ，
v1，k ，
w1，k ，
u2，k ，
v2，k ，
w2，k ，...un，k ，
vn，k ，
wn，k] ,其中ui，k为术中点云特
征点中第i个点的横坐标，
vi，k为术中点云特征点中第i个点的纵坐标，
wi，k为术中点云特征
点中第i个点的深度坐标。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脊柱微创手术增强现实导航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头戴式显
示设备是将深度相机和全息显示屏集成在一体的显示设备。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脊柱微创手术增强现实导航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计算头戴
式显示设备在空间的位置的过程为：
根据标志点在图像中的坐标和相机内部参数，
获得标志点在相机坐标系中的坐标；
再
结合位置固定的标志点在真实空间中的坐标，
获取相机坐标系与真实空间的转换关系，
进
而求出头戴式显示设备在空间中的位置。
9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脊柱微创手术增强现实导航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特征点为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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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脊柱微创手术增强现实导航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增强现实导航领域，
具体地说是一种脊柱微创手术增强现实导航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
将增强现实导航技术用于外科手术领域还存在以下问题：
[0003] 由于术中图像在采集的过程中视野狭小以及环境噪声等的影响，
成像后的自然特
征不明显，
影响配准的精度，
无法将基于术前CT图像生成的脊柱三维模型准确的和术中扫
描的脊柱点云匹配。
[0004]
确定观察点和视角的过程中传感器的噪声，
会导致观察点和视角的偏差，
无法将
三维模型精确地叠加显示在脊柱上。
[0005] 头戴式显示设备定位过程中的噪声会导致系统的精度下降。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发明基于患者个性化术前CT图像的脊柱三维模型在术中
患者脊柱实时增强现实显示的问题，
围绕点云重建、
点云配准、
脊柱重建及实时定位四个方
面开展研究，
开展基于患者个性化医学影像和手术现实环境的配准方法、基于头戴设备变
焦显示虚拟信息的方法及手术过程动态增强现实显示技术方法的研究，
解决成像后的图像
特征不明显，
头戴式设备位置变化后如何保持脊柱三维模型位置实时叠加在患者脊柱上及
图像采集、头戴式显示设备定位过程中的噪声导致系统的精度下降等问题，
提供一种将患
者的三维脊柱模型直接显示在患者的身体上，
并对需要实施手术的部位精确地定位的导航
方法。
[0007]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脊柱微创手术增强现实导航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1：
将CT图像转换成术前点云，
并将CT图像进行三维重建；
[0010] 步骤2：
在术中通过深度相机采集切口处的脊柱图像，
并生成术中点云；
[0011] 步骤3：
将术前点云和术中点云进行配准；
[0012] 步骤4：
计算头戴式显示设备在空间的位置，
获取头戴式显示设备和现实脊柱的转
换关系，
将脊柱三维模型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叠加显示在患者脊柱上。
[0013] 所述将术前点云和术中点云进行配准包括以下过程：
[0014] 步骤1：
基于ICP算法得到术中点云和术前点云的对应关系，
并将对应后的点云分
割为状态信息点云和量测信息点云；
[0015] 步骤2：
构建基于点云的状态空间方程，
采用基于扩展集员滤波的配准算法，
得到
术前点云空间和术中点云空间的转换关系，
完成图像空间和真实空间的转换。
[0016] 所述基于ICP算法得到术中点云和术前点云的对应关系过程为：
[0017] 步骤1：
在重建的三维脊柱模型中选择棘突点和/或横突点作为特征点，
进行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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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步骤2：
获取一个初始的转换关系，
并用初始的转换关系对术中点云进行转换；
[0019] 步骤3：
通过ICP算法迭代优化转换矩阵 ，
寻找术中浮动点云中每个点在目标点云
中的最近点，
构成对应点对，
计算术中点云和术前点云的转换关系。
[0020] 所述状态信息点云为在建立状态空间方程时，
作为状态量的点云。
[0021] 所述量测信息点云为在建立状态空间方程时，
作为观测量的点云。
[0022] 所述基于点云的状态空间方程为：
[0023] Xk+1＝Xk+ωk
[0024] Yk＝h(Xk)+vk
[0025] 其中h(Xk)的定义方式如下：
[0026] ui＝(xi，kt11+yi，kt12+zi，k+t13+t14)/(xi，kt41+yi，kt42+zi，kt43+t44)
[0027] vi＝(xi，kt21+yi，kt22+zi，kt23+t24)/(xi，kt41+yi，kt42+zi，kt43+t44
[0028] wi＝(xi，k+t31+yi，kt32+zi，kt33+t34)/(xi，kt41+yi，kt42+zi，kt43+t44)
[0029] 术中点云和术前点云的转换关系T2如下所示：
[0030]

[0031]

其中i＝1 ,2 ,… ,n ,n为对应点个数，
k为第k时刻，
ωk ，
vk分别对应过程和观测噪声；
定义术前图像中ICP对应的特征点序列为状态向量X k ＝[x 1 ，k ，
y 1 ，k ，z 1 ，k ，x 2 ，k ，
y 2 ，k ，z 2 ，k ，
...xn，k ，
yn，k ，
zn，k]，
其中xi，k为术前点云特征点中第i个点的横坐标，
yi，k为术前点云特征点
中第i个点的纵坐标，
zi，k为术前点云特征点中第i个点的深度坐标；
定义术中图像中ICP对
应的特征点序列为观测向量Yk＝[u1，k，
v1，k，
w1，k，
u2，k，
v2，k，
w2，k，...un，k，wn，k，
wn，k] ,其中ui，k为
术中点云特征点中第i个点的横坐标，
vi，k为术中点云特征点中第i个点的纵坐标，
wi，k为术
中点云特征点中第i个点的深度坐标。
[0032] 所述头戴式显示设备是将深度相机和全息显示屏集成在一体的显示设备
[0033] 所述计算头戴式显示设备在空间的位置的过程为：
[0034] 根据标志点在图像中的坐标和相机内部参数，
获得标志点在相机坐标系中的坐
标；
再结合位置固定的标志点在真实空间中的坐标，
获取相机坐标系与真实空间的转换关
系，
进而求出头戴式显示设备在空间中的位置。
[0035] 所述特征点为4个。
[0036]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及优点：
[0037] 1 .本发明利用有限的图像采集范围，
用基于滤波算法的分步空间配准算法，
通过
初配准与精配准结合，
解决了不同稀疏度、
不同范围点云配准问题，
只通过微创切口的部分
图像即可与整体脊柱模型匹配；
[0038] 2 .本发明利用深度信息，
实时定位和修正显示设备在实际手术空间中的位置；
[0039] 3 .本发明实时精确地将术前图像叠加到真实手术中患者脊椎对应位置，
不受视野
限制，
降低了医生手术的难度，
缩短手术时间；
[0040] 4 .本发明通过将三维图像、
手术规划增强显示到真实手术环境中，
解决了医生手
术过程中无法肉眼透视的问题，
降低了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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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1] 图1是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0042] 图2是本发明的基于ICP算法得到术中点云和术前点云的对应关系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44]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0045] 首先将患者CT图像通过等值面的点云提取方法转成术前点云，
并将CT数据三维重
建。其次，
利用深度摄像头扫描患者手术中暴露的脊柱，
并生成术中点云，
在微创手术过程
中，
视野的限制，
术中点云只是脊柱模型的一部分，
即局部点云。再次，
将术前点云和术中点
云配准，
术前CT图像和术中显示设备的分辨率也不同，
术前点云和术中点云的稀疏度亦不
同。配准过程分为两步：
i初配准：
基于ICP算法寻求局部点云和全局点云对应关系并将对应
后的点云分割为两类(状态信息点云和量测信息点云) ，
ii精配准：
构建基于点云的状态空
间方程；
采用基于(ESMF)算法的配准算法，
优化术前点云空间和术中点云空间转换关系，
完
成图像空间和真实空间转换。最终，
实时定位显示设备，
医生采用头戴式设备所携带的深度
相机，
采集手术空间中的深度信息，
在手术空间中建立显示设备位置的状态空间方程，
利用
头戴式显示设备所携带的深度相机计算该设备在空间的位置，
获取头戴式显示设备和现实
脊柱的转换矩阵，
基于增强现实原理，
将虚拟空间中的术前手术规划叠加到真实空间中，
将
真实空间中器械的位姿等信息和手术规划的位置比较，
实现手术器械、手术环境与术前三
维医学影像的动态融合，
将脊柱三维模型通过全息眼镜叠加显示在患者脊柱上。
[0046] 如图2所示为本发明的基于ICP算法得到术中点云和术前点云的对应关系流程图。
[0047] 有如下步骤：
[0048] 步骤1：
在重建的三维脊柱模型中选择棘突点和/或横突点作为特征点，
在病灶附
近取点，
以减少手术切口的数量，
选好4个点后，
保持深度相机处于静止状态，
采集这4个特
征点，
利用同一组点在不同空间中的不同位置进行空间配准；
[0049] 步骤2：
获取一个初始的转换关系，
并用初始的转换关系对术中点云进行转换，
为
下一步ICP算法迭代做准备；
[0050] 步骤3：
通过ICP算法迭代优化转换矩阵 ，
寻找术中浮动点云中每个点在目标点云
中的最近点，
构成对应点对，
计算术中点云和术前点云的转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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