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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服务器的CT图像后处理在主动脉疾病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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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基于服务器的CT图像后处理应用在主动脉相关疾病的可行性。方法：选取典型主动脉疾病CT图像。对

所有病例增强薄层图像采用多平面重组、容积绘制、最大密度投影、曲面重组等后处理技术并保存后处理进程。比较分析
各种后处理技术的优势。检验通过诊断工作站及临床工作站浏览图像、调用后处理进程的可行性。评价基于服务器的CT图
像后处理的应用价值。结果：诊断医师通过诊断工作站，临床医师通过临床工作站可浏览全部CT图像，并可调用后处理进
程。所有病例，诊断医师根据横断位扫描图像并结合后处理图像及后处理进程均可做出明确诊断，结果与手术结果一致。
临床医师可借助后处理进程，从任意角度观察病变血管，也可进行其它后处理操作。结论：主动脉CTA后处理图像对疾病诊
断及治疗方案制定极具价值。基于服务器的CT图像后处理满足了诊断医师及临床医师自行后处理操作的需求。后处理进程
简化了后处理操作，提高了CT图像的诊断及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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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the Server-based CT Image Post-processing in Aortic Diseases / LIU Zhuo, JI Jun-wei, LI Zhen-tao, et al//China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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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feasibility of CT image post-processing of aortic diseases by the workstation based
on server. Methods: Select typical CT cases of aortic disease. Apply post-processing techniques such as MPR, VR, MIP and CPR.
Save the state of post-processing. Evaluate the benefit of each post-processing technique. Check the stability and discuss the value of
server-based post-processing system. Results: All images can be viewed on stations linked with post-processing server, and all postprocessing techniques are available with simplicity. Conclusion: Post-processed images of aortic CTA are of great value for both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server-based post-processing system facilitates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mage post-processing, and makes
the post-procedural CT scan more appre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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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作为大循环的起始动脉，全身各部位组织、器官的血供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因此主动脉发生病变势必影
响各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甚至导致死亡。随着CT扫描和后处理技术的进步，多层螺旋CT血管造影为临床提供了可靠的
[1]

影像学诊断信息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后处理技术已不局限于一台独立后处理工作站（stand-alone post-processing
workstation）。基于服务器的后处理工作站（server-based post-processing workstation）或网络化后处理工作站，可扩
展后处理的受用范围，提高图像应用价值，已成为图像后处理工作站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探讨一种新的图像后处理
流程，从而让更多的诊断医师、临床医师参与CT图像的后处理，并真正满足临床对从任意角度观察病变的需求。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选取典型主动脉疾病CT图像20例，包括主动脉夹层10例，主动脉瘤10例。上述20位患者均在CT检查后接受
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放射科，100044，北京市西直门南大街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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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

术均可实现，但在旋转浏览血管的过

1.2 设备 应用基于服务器的网络化

程中有时出现运行速度慢、图像虚化

图像后处理工作站系统Advantage

或停滞现象，时间不超过1秒钟，均在

Workstation Server 2.0（GE

主观可接受范围内。

Healthcare），共五套应用终端软件，

2.2 对各种后处理技术的评价 汇总两

其中两套安装在放射科诊断工作站，

位诊断医师及两位临床医师意见，总

两套安装在血管外科临床工作站，一

结针对不同病变的最佳后处理技术，

套安装在放射科技师工作站。

结果如下：测量动脉瘤最大直径优先

图3 MIP图像突出显示血管钙化及细小血管

1.3 图像后处理 由放射技师对每一

选择多平面重组图像，定位于管腔最

某些后处理操作如提取血管、曲面重

病例完成测量、多平面重组（multi-

大径所在位置的短轴位；观察主动脉

组等，操作复杂，浪费时间，对临床

planar reformation，MPR）、容积

及主要分支的大体形态优先选择容积

医师的可操作性较小。此时，可调用

绘制（volume rendering，VR）、

绘制图像；观察血管壁钙化情况优先

事先由放射技师保存的后处理进程，

最大密度投影（maximum intensity

选择最大密度投影图像；显示细小分

直接进入保存状态，省去之前大量繁

projection，MIP）、曲面重组

支优先选择最大密度投影图像；观察

琐操作。临床医师可通过安装在临床

（curved planar reformation，CPR）

夹层剥脱内膜片及动脉瘤内附壁血栓

办公室甚至手术室的工作站，从任意

等后处理工作 ，保存后处理图像。

的形态优先选择曲面重组图像（见图

角度旋转观察病变情况，并能应用其

在做容积绘制过程中，提取病变相关

1-图3）。

它后处理技术，如测量距离、角度、

[2]

血管，去除所有无关组织，保存后

体积等，显示直观，操作简单（见图

处理状态（save state），自动生成

4、图5）。

后处理进程序列（post-processing
procedure）。诊断医师或临床医师通
过各自工作站浏览图像，并调用后处
理进程。
1.4 客观评价 检验各终端工作站浏览
图像及调用后处理进程的可行性。检
验各终端工作站放大、测量等二维后

图1 VR图像立体显示夹层血管及支架

处理功能，以及多平面重组、容积绘
制、最大密度投影、曲面重组等三维
后处理功能的可操作性。

图4 选择后处理进程序列，调用保存状态（saved
state），直接进入事先保存的后处理状态

1.5 主观评价 两名放射科诊断医师、
两名血管外科临床医师分别分析各后
处理技术的优势。对于后处理进程的
应用价值和后处理可操作性给予主观
评价。

2 结果

图2 CPR图像显示支架内部情况及夹层破口及范围

2.1 客观评价 通过诊断工作站及临床

2.3 对后处理进程的评价 通过安装在

工作站可浏览全部20例主动脉CT图

诊断工作站及临床工作站的基于服务

像，包括薄层图像及后处理图像，可

器的图像后处理终端软件，诊断医师

图5 进入保存的后处理状态，即可在左上窗口旋转观察事

成功调用后处理进程。各种后处理技

及临床医师可对图像进行后处理。但

先提取的病变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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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对临床工作的参考价值很小。主动脉

病的诊断提供了重要信息。基于服务

3.1 主动脉病变的CT图像后处理要求

CT后处理图像，尤其三维重组图像可

器的网络化图像后处理工作站使诊断

随着检查技术的进步，以及生活习惯、

清晰显示主动脉系统的解剖形态及病

医师及临床医师可以“随时”、“随

膳食结构的改变，主动脉病变（aortic

变部位、大小及范围、动脉壁厚度、

地”浏览图像，并对图像进行后处

diseases）发病率逐年上升 。在主动

钙化、动脉瘤内附壁血栓等情况，对

理。后处理进程状态保存功能，极大

脉瘤及主动脉夹层的诊疗过程中，及

外科手术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术后复

简化了诊断医师、临床医师的后处理

时发现并制定适合的治疗方案是取

[11-13]

。图像重组有别

操作，进一步推动了图像后处理技术

。多层螺旋CT

于重建（reconstruct），不涉及原始

在临床的应用，从而大幅提高CT图像

可在短时间内完成主动脉的全程扫

数据，是在一系列横断位扫描二维矩

的价值。

描，且创伤小，已逐步代替数字减

阵基础上，构建三维数据矩阵，重新

影血管造影成为主动脉疾病的首选

组合生成新的二维或三维图像。常见

[3]

得满意疗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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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查方法 。

查也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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