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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建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胸廓容积与腹腔容积模型

陆洋阳 1，2，徐纯鑫 1，陈  岑 1，任  婕 2，翟歆昳
2，朱沈雨 3，沈  敏 1

文题释义：

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应用计算机辅助技术，通过建立不同的模型，对人体运动数据进行保存与分析。

青年特发性脊柱侧弯：一种脊柱结构性的侧弯，生长发育期间原因不清楚的脊柱侧凸。

摘要

背景：三维运动捕捉技术近年来通过其计算机辅助特性，针对不同病种建立了多样化模型。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方面还未有良好的模

型具备对临床有指导意义的评估。

目的：建立基于三维运动捕捉系统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胸廓容积与腹腔容积模型。

方法：选取2020年7月至2021年7月于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

童医学中心就诊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14例，年龄10-18岁，其中男性2例，女性12例。对所有纳入患者的胸围、Cobb’s角进行测

量，并通过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建立胸廓容积与腹腔容积模型，分析胸廓容积、腹腔容积与年龄、胸围、Cobb’s角的相关性。

结果与结论：轻中度患者的最大吸气和最大呼气时胸廓容积以及腹腔容积与患者的胸围呈正相关，但与患者的Cobb’s角不相关。通过三维

运动捕捉系统建立基于三维运动捕捉系统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胸廓容积与腹腔容积的模型，可以对Cobb’s角10°-45°患者的胸廓及腹腔

进行无害、精准、量化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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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dimensional motion capture system

Lu Yangyang1, 2, Xu Chunxin1, Chen Cen1, Ren Jie2, Zhai Xinyi2, Zhu Shenyu3, Shen Min1

1Shanghai Yangzhi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Shanghai Sunshine Rehabilitation Center),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127, China; 2School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3Oxford University, London, United Kingdom
Lu Yangyang, Master candidate, Intermediate therapist, Shanghai Yangzhi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Shanghai Sunshine Rehabilitation Center),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127, China; School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Shen Min, Chief physician, Master’s supervisor, Shanghai Yangzhi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Shanghai Sunshine Rehabilitation Center),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127,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Three-dimensional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a variety of models for different diseases through its computer-aided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no good models available for clinically instructive assessment of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thoracic volume and abdominal volume models of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based on 3D motion capture system. 
METHODS: Fourteen patients with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ged 10-18 years, were selected from Shanghai Yangzhi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Shanghai 
Sunshine Rehabilitation Center), Shanghai No. 6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from July 2020 to July 2021, including 2 males and 12 females. Chest circumference and Cobb’s angle of all patients were 
measured. The models of thoracic volume and abdominal volume were established by three-dimensional motion capture system. The correlation of thoracic 
volume and abdominal volume with age, chest circumference and Cobb’s angle wa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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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针对青少年特发性

脊柱侧弯，利用三

维运动捕捉系统建

立胸廓容积和腹腔

容积模型。

设备：MOTION ANALYSIS 三维运动捕捉系统

对象：14 名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

内容：建立胸廓容积和腹腔容积模型

(1) 模型成功建立；

(2) 轻中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儿的最大吸气和最大呼

气时胸廓容积和腹腔容积与患者的胸围呈正相关，但与

患者的 Cobb’s 角不相关；最大吸气和最大呼气时胸廓容

积的差值与患者的胸围、年龄、Cobb's 角均不相关。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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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剑突和第 10 肋骨下角之间再粘贴两个标记，每

侧 1 个。

后方标记分为 7 行，每行 5 个标记。所得的 5 列，位于胸腰

椎棘突 ( 中线 )、左右后腋窝线、左右后腋窝线中线之间，见图 2。

0   引言   Introduction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是一种表现为脊柱旋转不对称的

疾病。正如它命名中“特发性”所指，尽管学者们做了大量

研究，但迄今为止它的病因仍然不明
[1]
。一般而言，脊柱侧

弯可划分为功能性和结构性，结构性脊柱侧弯又包括了不明

原因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和由代谢性疾病、先天性疾病及神经

系统疾患等各类疾病引起的非特异性脊柱侧弯，其中，特发

性脊柱侧弯约占 80%，是最为常见的一类
[2]
。在学龄期青少

年人群中，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生率为 0.5%-3%，其中

约 10% 侧弯角度 > 45°，需要进行外科矫正
[3-5]

。青少年特发

性脊柱侧弯不仅会影响患者的外观，还会对患者的健康和生

活质量产生影响
[6-7]

；此外，会对患者的胸腔及腹腔造成压 

迫，减小胸廓容积和腹腔容积，导致各脏器功能受损。

三维运动捕捉系统是应用计算机辅助技术，通过建立不

同的模型，记录物体在真实三维空间中的运动轨迹或姿态，

并在虚拟三维空间中重建运动物体每一时刻运动状态的高新

技术
[8-9]

。三维运动捕捉系统所记录的数据可较好地保存运

动细节，并真实地记录运动轨迹，数据精度高
[10]
。随着现代

精准医疗的不断发展，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已逐渐成为各项医

学领域研究、评估及治疗的主要工具
[11-19]

。该研究旨在建立

基于三维运动捕捉系统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胸廓容积与

腹腔容积的模型。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通过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建立胸廓容积与腹腔容积

模型，采用一般线性双变量 Pearson 相关性检验进行相关性

分析。

1.2   时间及地点   病例来源于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于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 ( 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就诊

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

1.3   对象   选取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 14 例，年龄

10-18 岁，其中男性 2 例，女性 12 例。该临床研究方案的实

施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和上海养志康复医院 ( 上海市阳光康

复中心 ) 对研究的相关伦理要求 ( 伦理批件号：YZ2020-063， 

2020.8.20)。参与试验的患病个体及监护人为自愿参加，对

试验过程完全知情同意，在充分了解试验方案的前提下签署

了“知情同意书”。

1.3.1   诊断标准  根据国际疾病分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10) 应用 Cobb’s 法测量站立位脊柱正位 X 射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thoracic and abdominal volumes at maximum inhalation and maximum exhala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hest 
circumference, but not correlated with Cobb’s angle. The models of thoracic volume and abdominal volume of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we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ree-dimensional motion capture system. This method is proven to be a harmless, accurate and 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thoracic and abdominal 
volumes for patients with Cobb’s angle ranging from 10° to 45°. 
Key words: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3D motion capture; thoracic volume; abdominal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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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下解剖标志并按以下顺序放置标记

行数 标记位置

第 1 行 5 个标记分别置于锁骨腋前线水平、颈静脉陷窝水平、两侧颈静脉

陷窝与腋前线中间

第 2 行 将 5 个标记粘贴在第 2 根肋骨水平通过的直线上

第 4 行 将 5 个标记置于第 2 行标记的下方，以剑突为解剖标志

第 3 行 将 5 个标记粘贴在乳头处第 2 行和第 4 行中间的一条直线上，作

为解剖标志

第 5 行 将 5 个标记粘贴在第 10 肋下角水平通过的直线上

第 7 行 将 5 个标记粘贴在横贯左右髂前上棘的直线上

第 6 行 将 5 个标记粘贴在第 5 行和第 7 行之间的脐带处

线片的脊柱侧弯，角度 > 10° 者诊断为脊柱侧弯
[20]
。

1.3.2   纳入标准  ①符合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诊断标准

(ICD-10：M41.1)； ② 年 龄 10-18 岁； ③ Cobb’s 角 为 10°-
50°；④自愿加入该试验研究；④能配合完成三维运动捕捉

系统的数据采集。

1.3.3   排除标准   ①存在严重基础疾病者；②存在认知、言

语及听理解功能严重障碍的患者。

1.3.4   剔除标准  因患者自身原因而导致采集数据失败者。

1.4   方法   

1.4.1   Cobb’s 角度测量   X 射线片测量其角度：由同一名医生

测量每位患者的 Cobb’s 角度；T1-S1 长度测量：测量第 1 胸

椎顶端到第 1 骶骨底端距离；胸围测量：用软皮尺水平测量

胸部最丰满处 1 周
[21]
。T1-S1 长度及胸围由同一名物理治疗

师测量。

1.4.2   建立胸廓容积与腹腔容积模型  通过三维运动捕捉系统

系建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胸廓容积及腹腔容积模型。

(1) 确定 Marker 数量及固定位置：根据青少年特发性脊

柱侧弯患者的胸廓及腹腔特征确定三维运动捕捉系统中所需

用到的 Marker 数量及位置。共计 82 个 Marker。
Marker 具体贴放位置如下：前方标记分为 7 行，每行 5

个标记。所得的 5 个阵列，分别位于胸廓中线、左右腋前线、

左右腋前线之间，见图 1。

图 1 ｜受试者胸廓容积及腹腔容

积模型前方 Marker 贴放图

Figure 1｜Front marker placement 
map of the subject's thoracic and 
abdominal volum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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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方标记在第 3，4，5，6，7 行贴的前后标记物中间的

腋中线处，左右各贴 5 个侧方标记物。见图 3。

(4) 利用公式计算胸廓容积及腹腔容积 ( 平静呼吸、最

大吸气、最大呼气 )：通过模型对胸廓及腹腔进行分层计算。

采用胸壁三角化并对所覆盖的体积进行积分，计算胸壁的体

积位移，实际使用的三角剖分，见图 6。目前利用三角函数

计算得出三角形面积 S1=1/2absinα，所得面积乘以层高得出

三角形体积 V1=1/2ab·sinα·h，每层体积则为多个三角形体积

之和 VL1=V1+V2+···V10。

图 2 ｜受试者胸廓容积及腹腔容积模

型后方 Marker 贴放图

Figure 2 ｜ Posterior marker 
placement map of the subject's 
thoracic and abdominal volume model

使用以下解剖标志并按以下顺序放置标记

行数 标记位置

第 1 行 第1个标记粘贴在T1水平；挨着的2个标记分别粘贴在后腋窝线水平，

最后 2 个标记分别粘贴在 T1 和两侧后腋窝线中间

第 2 行 将 5 个标记粘贴在与前面标记水平相同的通过 T3-T4 的直线上

第 3 行 将 5 个标记粘贴在与前面标记水平相同的通过 T5-T6 的直线上

第 4 行 将 5 个标记粘贴在与前面标记水平相同的通过 T8-T9 的直线上

第 5 行 将 5 个标记粘贴在与前面标记水平相同的通过 T11-T12 的直线上

第 7 行 将 5 个标记粘贴在与前方标记 ( 髂前上棘 ) 同一水平线上

第 6 行 将 5 个标记粘贴在第 5 行和第 7 行中间

图 5 ｜建立胸廓容积与腹腔容积模型

Figure 5 ｜ Establishment of the thoracic and 
abdominal volume model

图 3 ｜受试者胸廓容积及腹腔容积模型侧方 Marker
贴放图

Figure 3 ｜ Lateral marker placement map of the 
subject's thoracic and abdominal volume model

图注：S1-S9 分别为各三角形的面积；

α 为 a 线和 b 线交角

图 6 ｜对胸廓容积与腹腔容积模型进

行三角剖分

Figure 6 ｜ Triangulation of the 
thoracic and abdominal volume model

图注：S1-S9 分别为各三角形的面积；

α 为 a 线和 b 线交角

图 6 ｜对胸廓容积与腹腔容积模型进

行三角剖分

Figure 6 ｜ Triangulation of the 
thoracic and abdominal volume model

图 4 ｜受试者静态图像采集

Figure 4 ｜ Subject static image acquisition

(2) 三维运动捕捉数据系统采集流程：三维步态分析采

用美国 Motion Analysis 系统 (Raptor-4S)，包含反光标记点 

(4 mm)，20 个红外摄像头，采样频率为 120 Hz(120 frames 

per second)，工作站和视频处理器，图像采集软件 Cortex。

受试者登记其个人基础信息后，穿着紧身衣裤，进入三

维运动分析实验室。实验室工作人员以模型 (82 个反光标记

点 ) 为标准为受试者在全身各关键点进行标记。Marker 贴放

完毕后，对受试者进行静态图像采集，见图 4。然后开始三

维运动数据采集，首先采集 5 次平静下呼吸数据，再引导受

试者做最大吸气及呼气运动 5 次，并采集数据。此过程中的

所有运动数据和都将会由 Cortex 软件保存记录。

(3) Cortex 软件建模流程：在 Cortex 软件中对各 Marker

点进行命名，以此确定各 Marker 之间的位置关系。连接各

点建立胸廓容积与腹腔容积模型，见图 5；随后筛选并提取

合适的呼吸动画帧数。为保证模型在运动中的完整性，对呼

吸动画进行补间及平滑处理。最后利用 Cortex 导出具体数据。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胸围、年龄、Cobb’s 角分别与最大吸

气和最大呼气时胸廓容积的相关性；②胸围、年龄、Cobb’s

角分别与最大吸气和最大呼气时腹腔容积的相关性。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6.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用 x-±s 表示。采用一般线性双变量 Pearson 相关性检

验分析胸围、年龄、Cobb’s 角分别与最大吸气和最大呼气时

胸廓容积及腹腔容积的相关性。计算样本相关系数 r 值，r

的绝对值越大说明相关性越强。以α=0.05为检验标准，P < 0.05

认为两总体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文章的统计学方法已经过

上海中医药大学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患者 14 例，试验过程无脱落，均

进入结果分析。

2.2   患者一般数据及临床测量值   纳入的 14 例患者均符合青

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诊断标准，且具备完整的数据集，见

表 1。

表 1 ｜患者一般数据及临床测量值                                                             
Table 1 ｜ General data and clinical measurements of patients

项目 测量值 (x-±s) 范围

年龄 ( 岁 ) 13.35±2.37 10-17
胸围 (cm) 76.87±9.13 59.0-86.5
Cobb’s 角 (°) 29.28±12.51 10-49
最大吸气时胸廓容积 (L) 23.96±8.47 10.02-37.98
最大呼气时胸廓容积 (L) 21.18±7.28 9.12-35.71
最大吸气时腹腔容积 (L) 10.12±4.38 5.60-19.76
最大呼气时腹腔容积 (L) 8.96±4.28 5.23-18.30

2.3   胸围、年龄、Cobb’s 角分别与最大吸气和最大呼气时

胸廓容积的相关性    双变量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最

大吸气时胸廓容积分别与胸围呈正相关 (r=0.738，P=0.003 < 

0.05)，与年龄呈正相关 (r=0.623，P=0.017 < 0.05)，与 Cobb’s

角不相关 (r=0.256，P=0.377 > 0.05)，见图 7。最大呼气时胸

廓容积分别与胸围呈正相关 (r=0.821，P < 0.001)，与年龄呈

正相关 (r=0.743，P=0.002 < 0.05)，与Cobb’s角不相关 (r=0.327，
P=0.254 > 0.05)，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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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胸围、年龄、Cobb’s 角分别与最大吸气和最大呼气时

腹腔容积的相关性   双变量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最

大吸气时腹腔容积分别与胸围呈正相关 (r=0.778，P=0.001 < 

0.05)，与年龄不相关 (r=0.498，P=0.070 > 0.05)，与 Cobb’s 角

不相 (r=0.099，P=0.736 > 0.05)，见图 9。最大呼气时腹腔容

积分别与胸围呈正相关 (r=0.690，P=0.006 < 0.05)，与年龄不

相关 (r=0.423，P=0.132 > 0.05)，与 Cobb’s 角不相关 (r=0.089，
P=0.763 > 0.05)，见图 10。

3   讨论   Discussion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目前病因尚不明确，认为是多

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包括脊柱生长力线失衡引起的动静态系

统不平衡、生长发育因素、遗传因素、神经内分泌系统紊乱 

等
[22-23]

。脊柱侧弯在青春期发展最快，通常认为与青春期骨

骼尚未完全发育成熟有关
[24]
。随着年龄的增长，脊柱侧弯畸

形渐渐加重。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是一类复杂的脊柱畸形，随着患

者的 Cobb’s 角度增加，躯体其他部位也会产生变形。脊柱畸

形不仅会影响患者的外观，还会对患者的胸腔及腹腔造成压

迫，减小胸廓容积和腹腔容积，导致各脏器功能受损
[25]
。此

外，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往往合并各种肋骨畸形，使

得胸廓活动近一步受限，顺应性降低。这些畸形不仅影响患

者外观，更重要的是肺脏的正常生长发育被阻止，导致不可

逆的肺功能损害。

肺功能通过肺容量、膈肌和肋间肌功能、肺和气道阻力

来进行调节。正常通气依赖于稳定的胸腔，胸腔限制会导致

限制性肺病出现，由此产生较高的肺心病早期死亡率
[26]
。呼

吸则是由肋间肌、膈肌相互协调，带动胸廓运动改变胸廓容

积完成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对呼吸功能的损害主要是

影响肺脏生长发育，限制胸廓运动，减小胸廓容积，导致肺

容积减小，引发通气功能降低和气体交换功能障碍。患者会

出现耐力下降、肺活量下降、气促等问题，严重患者甚至会

出现呼吸衰竭生存期缩短
[27]
。有研究指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

侧弯患者的肺功能情况与脊柱及胸廓畸形有着直接关系
[28]
，

但尚未有研究表明其与 Cobb’s 角度的大小直接相关。青少年

特发性脊柱侧弯轻度患者可能不存在胸廓畸形等问题，随着

患者的 Cobb’s 角不断增加，两侧肋间肌肌力的不平衡会引起

凹凸两侧胸廓发生不对称改变，导致胸廓容积减小，使得肺

部呼吸容积及顺应性受到影响。

目前国内临床骨科医师对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

常采用 CT 平扫检测其胸廓与腹腔变化，这一检查对患者有

辐射性损害，且需要依靠临床骨科医师的经验得出患者疾病

的进展情况。而对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的肺功能损

害程度则采用肺功能测试来检验，但这一检查不能顾忌脊柱

畸形对腹腔的影响，且无法将手术前后经过矫正的胸廓容积

与腹腔容积变化良好地量化。现阶段国内对于青少年特发性

脊柱侧弯患者的胸廓和腹腔检测，没有高效、精准、量化的

方法。多数患者可得到明确诊断，并需要长时间监测其疾病

的发展。骨科医师、康复科医师等需要直观了解到患者的胸

廓及腹腔改变，以此制定更为准确的手术、康复等治疗方案，

并通过胸廓容积及腹腔容积的变化检测手术及康复疗效。通

常 Cobb’s角 < 5°属于病变轻微，无需随访；如角度在 5°-9°间，

则需至少半年随访 1 次
[29]
；角度在 10°-45° 者，需要进行保

守治疗，包括物理治疗，矫形器等治疗手法，而其随访频率

与 Cobb’s 角存在正相关性
[30]
；超过 45° 及以上患者则需要手

术及时进行介入。但目前所有的检测方法绝大多数采用辐射

图注：结果显示最大吸气时腹

腔容积与胸围呈正相关

图 9 ｜最大吸气时腹腔容积与

胸围的相关性

Figure 9 ｜ Correlation between 
abdominal volume and chest 
circumference at maximum 
inspiration

图注：结果显示最大吸气时胸廓容积与胸围呈正相关 (A)，与年龄呈正

相关 (B)
图 7 ｜最大吸气时胸廓容积与胸围及年龄的相关性

Figure 7 ｜ Correlation of thoracic volume at maximum inspiration with 
chest circumference and age

图注：结果显示最大呼气时腹

腔容积分别与胸围呈正相关

图 10 ｜最大呼气时腹腔容积与

胸围的相关性

Figure 10 ｜ Correlation 
between abdominal volume and 
chest circumference at maximum 
exhalation

图注：结果显示最大呼气时胸廓容积与胸围呈正相关 (A)，与年龄呈正

相关 (B)
图 8 ｜最大呼气时胸廓容积与胸围及年龄的相关性

Figure 8 ｜ Correlation of thoracic volume at maximum exhalation with 
chest circumference and age

2.5   胸围、年龄、Cobb’s 角分别与最大吸气和最大呼气时胸

廓容积差值的相关性   双变量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

最大吸气和呼气时胸廓容积的差值与胸围不相关 (r=0.088，
P=0.764 > 0.05)，与年龄不相关 (r=-0.044，P=0.882 > 0.05)，

与 Cobb’s 角不相关 (r=-0.70，P=0.813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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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摄片，骨科医师、康复科医师需要大幅度降低检测次数，

以确保患者减少由于辐射产生的损害。这对监测处于高速生

长发育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的疾病发展无疑是不利

的。

作者所在课题组针对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通过

建立基于三维运动捕捉系统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胸廓容

积与腹腔容积的模型，在运动捕捉分析系统中构建出患者的

胸廓和腹腔轮廓，并保存、分析患者静态及动态时胸廓和腹

腔的运动变化；再将所采集到的数据导出，并计算出胸廓容

积及腹腔容积。通过此次研究证明轻中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

侧弯患儿的最大吸气和最大呼气时胸廓容积和腹腔容积与患

者的胸围呈正相关，但与患者的 Cobb’s 角不相关；最大吸气

和最大呼气时胸廓容积的差值与患者的胸围、年龄、Cobb’s

角均不相关。

此次研究主要将重点放在模型的初步建立及计算，

所得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性。收治患者 Cobb’s 角均值为

(29.28±12.51)°，大多属于轻中度，胸廓畸形表现不明显，故

可能存在 Cobb’s 角与胸廓容积的相关性降低。此外，由于研

究病种较为特殊，故样本量相对较少，样本量年龄、Cobb’s角、

身高和体质量等数据跨度较大，在后期研究中将增大样本量，

并获取更好的临床试验数据。

通过测量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的胸廓容积及腹腔

容积能够了解患者的肺功能情况、胸廓畸形程度，观察胸腔

与腹腔变形程度，可以直观、安全、高效地监测患者的疾病

发展情况，快速准确地制定治疗方案；同时可以检测骨科医

师、康复科医师等的手术及康复等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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