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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三维重建影像在神经外科手术规划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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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神经外科手术核心理念是用最小的创伤做大的病
变切除，以获得最大的功能保护；因此，个体化、精准科学的
手术设计在神经外科尤为重要。在传统神经外科手术中，术
者根据 CT、MRI 等影像，在大脑中设计手术方案，进行手术模

拟，然后根据大脑保留的印象进行手术；因此，手术规划的质
量高低往往取决于术者个人经验和技能。而数字三维重建
技术，将二维断层影像序列转换成有直观立体效果的影像，
展现人体器官的三维结构与形态，可直观地反映出各种解剖
关系，获得传统手段无法获得的解剖信息，模拟手术操作，而
且可以交流、讨论，提出个体化的手术方案，提高手术规划的
准确性和科学性。本文介绍三维重建影像规划手术的过程。
1 Dicom 数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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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3D Region Growing）等方法提取重建组织，得到不同组织

的三维图形，如皮肤、颅骨、脑组织等，导出标准 STL（STereo
Lithography）模型。

以下通过一个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病例来演示三维重建

影像及手术规划过程。术前 MRI 增强影像见图 1A、1B，通过
软件获得的组织 STL 模型（图 1C、1D）。

3 配准融合得到全面的解剖数字三维模型
通过软件操作，将 CT 及 MRI 数据导入同一个坐标系并

进行配准融合，可得到完整的三维模型，效果见图 1E1~E4、

1F1~F4。

4 模型分析、
定制手术方案

Dicom 数据均来自我院 PHILIPS 1.5 T 磁共振及 PHILIPS

Brilliance 64 排多层螺旋 CT 平扫，要求重建的结构和周围的

组织要有一定的影像对比度的薄层扫描（层距 1 mm 或更薄）
数据。

分析病变部位与周围血管、神经、脑功能区的关系及术
中、术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以便选择手术入路，力求用最小的
创伤最大程度地切除病变，
同时获得最大的功能保护。
由于经济条件等限制，有些患者不能完成重建所需的所

2 通过软件分离组织，
导出 STL 模型

有影像学检查，我们可以使用 Med CAD 按照正常解剖绘制出

2.1 相关软件 MIMICS 是比利时 Materialise 公司交互式医学

辅助绘制的鞍区解剖间隙及枕骨大孔区神经结构；图 1H1~H4

影像控制系统，是一套高度整合而且易用的三维影像生成、
编辑处理、三维打印及有限元分析软件。3D-Slicer 由美国波
士顿布里格姆妇女医院手术计划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的
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开发，是一款开源的、可以很方便地观

相关三维结构，以便于整体分析。图 1G1、1G2 是通过计算机
是通过不同角度观察各种组织关系；图 1I1~I3 通过直接测量
获得精准数据。

5 模拟操作、
讨论完善

察医学影像数据三维场景的工具软件。3D-Med 由中国科学

术前通过手术模拟操作可以更形象具体地了解手术层

院自动化研究所开发的一个开源的面向临床医生、科研教学

次结构，以及局部解剖关系。通过数据模型分享，可以组织

人员等集成化的医学影像应用平台，可免费用于科研和教育

术前讨论，以便完善手术规划。通过软件操作可以模拟皮瓣

目的。

选择，去骨瓣，组织部分截除，选择最佳体位。图 1J1~J4 术前

2.2 分离组织、导出模型 我们主要利用软件对同一病人的
CT、MRI 等 Dicom 数据运用阈值选取（Thresholding）、区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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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设计基本一致。

目前，我们将数字三维重建影像常规用于手术规划，尤
其用于疑难手术病例，切实收到良好效果。总结起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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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操作和图 1K1~K4 术后实际重建效果比较，可以看到与术

凯、

发现数字三维重建影像在神经外科手术规划中应用有如下
优点：①

脑内结构复杂，三维重建融合后影像可随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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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演示三维重建影像及手术规划过程
A、B. 术前 MRI 增强扫描；C、D. CT 数据重建颅骨和皮肤；E1~E4. MRA 分离重建出的动脉、脑干、脑组织、肿瘤；F1~F4. 配
准融合后的模型；G1、G2. 鞍区解剖间隙和枕骨大孔区主要神经，神经是按照人体正常解剖绘制；H1~H4. 从不同角度观察
肿瘤与颅骨，脑干，血管的解剖关系；I1~I3. 通过直接测量获得精准数据，左侧测量寰椎中点至椎动脉距离，中右侧测量肿瘤
大小；J1~J3. 术前手术入路的模拟（手术切口，咬除部分枕骨和寰椎）；K1~K4. 术后复查 MRI 及术后 CT 重建

从不同角度观察，可以更直观地观察颅内结构各种解剖关

离、角度、面积及球面距离。⑤可扩展性，可随时加入最新影

系，尤其对较为复杂的颅底手术。②术前分层次模拟有助于

像信息，导入三维彩超数据、PET 数据、fMRI 数据；如果导入

发现问题，提高手术质量。③增强实现（augmented reality，
AR），借助 Med CAD 工具可以绘出无法重建的重要组织结

相关 fMRI 数据，可以标注显示功能区，手术规划会更为科学、
精准。

（2014-11-27 收稿，
2014-12-16 修回）

构，有助于系统的、全面的分析。④测量准确，可随意测量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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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后体格检查：神志浅昏迷；部分头发烧焦；双侧瞳孔等大

1 病例资料
病例 1：男，46 岁，因雷电击伤后意识不清 4 h 入院。当地

医院头部 CT 示双侧基底节区出血，对症处理后转入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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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圆，直径 2 mm，对光反射迟钝，眼球浮动；疼痛刺激后，四

肢略屈曲回缩；双上肢可见 6% Ⅲ度烧伤创面，表面污秽，大

部分创面红白相间，右手掌心见长约 5.0 cm 创口，深及掌腱

膜，无明显活动性出血；肢体肿胀不明显，末梢循环良好。入
院后复查头部 CT 示双侧基底节区高密度影，无明显占位效
应，脑室系统无明显变化（图 1A）。急诊生化检查示：丙氨酸

氨基转移酶 53 U/L（正常范围：9~5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

酶 81 U/L（正常范围：15~40 U/L），γ-谷氨酰胺转肽酶 77 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