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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三维图像配准技术构建膝关节及周围软组织曲面数字化模型

张晓辉 1，张明军 1，王建平 1，曲海军 1，柴  乐 2，李  瑜 1，张新民 1

文题释义：

医学图像处理技术：指利用CT技术、MRI技术、医学图像分割技术、曲线逼近技术、医学图像配准技术等，根据断层影像的切片位置，将

所有断层在三维空间内排列，并利用插值在断层切片间填充体素，以此构造人体组织三维数据场。并对于一幅医学图像寻求一系列空间变

换，使它与另一幅医学图像上的一部分对应点达到空间上的一致。

曲面数字化建模：亦称NURBS(non-uniform rational b-splines)建模，即“非统一均分有理性B样条”建模。其中“非统一”指一个控制顶点

的影响力范围能够改变，主要用于不规则面的创建；“有理”指每个NURBS物体都可用数学表达式定义。

摘要

背景：随着现代工业、现代国防以及现代医疗康复产业的发展，仿生设计与制造技术蓬勃兴起，该技术常以各类生物体及其组织为研究对

象，模仿其几何外形、力学性能等指标，进而得以逆向设计与制造各类人工合成产品，其中几何外形特别是曲面建模技术的有效仿生是其

中的关键一环。

目的：以人体膝关节为例探讨曲面建模实践应用技术，建立人体膝关节几何解剖数字化模型，为膝关节生物力学特性的研究提供支持，同

时为仿生设计的复杂曲面建模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教学与研究模式。

方法：利用膝关节CT扫描图像和MRI图像，通过医学影像处理技术分别获取骨组织及软组织轮廓的点云数据及其逼近曲线，并分别重建骨

组织及软组织的膝关节实体模型。最后基于三维图像配准技术，将各软组织组装配于骨组织实体模型上，形成整体膝关节三维模型。

结果与结论：通过3D医学影像技术构建了同时包含各骨组织和韧带、半月板、肌腱等主要软组织在内的膝关节复杂几何曲面解剖数字化

模型。

关键词：曲面建模；医学影像处理；图学教育；图像配准；曲线逼近；膝关节；几何模型；生物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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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当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伴随着现代医疗、工业

大数据、人工智能、脑科学等高尖端技术领域的蓬勃发展，“图

学 +”模式已然成为图学教育新的发展方向
[1]
。图学理论主

要是以软件的形式服务于人类，软件改变着世界，成为当前

各项技术创新的基础与支撑。

随着现代工业和康复医学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复

杂曲面建模。目前，通过三维设计软件可以实现几何体的理

论形状的建模，然而许多工业、医学的模型设计，往往来源

于仿生设计，因此对于复杂的曲面建模难以高精度再现，比

如，航空发动机叶片表面、机翼表面、船体表面、车身表面、

人工假体表面等，其表面几何形状较为复杂，无法通过常规

的建模软件实现高精度建模。此外，许多仿生产品，比如人

工关节、支具等医疗器械的设计过程中
[2]
，个体化差异较大，

通常采用以精准的几何模型为基础的个性化定制。几何模型

建立的精度直接影响产品的结构强度、结构刚度、使用寿命、

外观和摩擦学等特性，且对产品的使用性能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3-7]

。

图像配准是影像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医学图像配准是

将一幅 3D 医学图像寻求一系列空间坐标变换，使之与同一

组织的另一幅 3D 图像上对应的点达到空间一致性，这种一

致是指该组织上同一解剖点在 2 张匹配图像上有相同的空间

坐标，配准的结果应使 2 幅图像上所有对应的解剖点，或具

有诊疗意义的点均达到匹配。医学图像配准的对象是复杂曲

面图像，对应于其实体模型，其主要任务就是将同一物体的

不同影像的像素点准确对应起来。医学图像配准技术具有很

重要的临床价值，对于疾病早期诊断、病理变化跟踪、手术

方案的制定及治疗效果的评判等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8-13]

。

因此，以人体膝关节为例，基于图像分割、插值等图像

处理技术，利用 CT 和 MRI 医学影像，探讨医学图像配准技

术在三维复杂曲面建模中的应用，以期促进图学技术在复杂

曲面建模方面的深层发展，从而为图学教育的应用实践和教

育创新提供更广阔的提升空间。

作为人体下肢的主要活动关节之一，膝关节是整个下肢

运动的重要枢纽，其负重量及运动量均最大，同时其生理结

构及力学性能是所有关节中最复杂且最完善的。膝关节人工

假体的设计、制造及其配套手术器械器具等的研制，以及外

科手术的实施等均依赖于膝关节的精准化三维模型及其生物

力学特性
[14-16]

。

一方面，由于涉及医学伦理问题，直接对人体活体膝关

节进行各项力学测试是不现实的，使得对人体活体组织器官

的研究受限；而对尸体关节的扫描、运动或力学实验则缺乏

必要的生理环境
[17-18]

。另一方面，由于人体自然个体的年龄、

地域、生活习惯等导致的组织差异性，膝关节三维模型的建

立难以实现精准化。因此，如何针对国人建立适当的人体膝

关节 3D 几何解剖模型，是研究膝关节运动特性、力学特性

的有效工具之一。

膝关节模型可以分为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最常见的

物理模型是将股胫关节视为限制型假体，即交叉四连杆机 

构
[19-20]

；数学模型主要包括简单铰模型和黏弹铰模型，由于

数学模型对膝关节生理几何结构、运动及力学参数等进行了

不同程度地简化，没有考虑自然人体膝关节的解剖构造，因

此该模型难以精确预测关节的运动及受力状态。由于对体内

关节生物力学特性的预测精准程度取决于膝关节半月板、韧

带、肌腱等软组织的三维模型，而解剖模型则考虑了形成膝

关节各部分的实际解剖构造，是一种更接近真实膝关节的物

理模型。

由于自然人膝关节解剖结构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性，建

立包括关节液、各软骨、各韧带、肌腱等所有组织在内的完

整的 3D 模型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去除其中对膝关节运动

特性、力学特性影响较小的组织，仅保留起关键作用的大部

分主要组织即可
[21-23]

。据此，建立一个同时包含骨组织与软

组织在内的膝关节三维几何模型，以实现对人体膝关节运动

和力学特性的精准化模拟
[24-28]

。

Abstract
BACKGROU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y, modern national defense and modern medical rehabilitation industry, bionic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s booming. This technology often takes various organisms and their tissues as research objects, imitating their geometric shapes,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other indicators, and then achieves revers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various synthetic products, in which the effective bionics of 
geometric shapes, especially surface modeling technology, is a key part of it.  
OBJECTIVE: Taking the human knee join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surface modeling, and established a digital 
model of the geometric anatomy of the human knee joint. It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knee joint,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d an effective teaching and research model for the complex surface modeling of the bionic mechanism.
METHODS:  Using knee CT scan images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mages, the point cloud data and approximation curves of bone tissue and soft tissue 
contours were obtained through medical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respectively, and the knee joint entity models of bone tissue and soft tissue were 
reconstructed respectively. Finally, based on the 3D image registration technology, each soft tissue group was assembled on the bone tissue entity model to 
form the overall knee joint 3D model.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rough 3D medical imaging technology, a digital anatomical digital model of knee joint with complex geometric surfaces 
including various bone tissues and ligaments, meniscus, tendons and other major soft tissues was constructed.
Key words:  surface modeling; medical image processing; graphics education; image registration; curve approximation; knee joint; geometric model; 
bio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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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三维建模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7 年 6-7 月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

长征医院骨科完成。

1.3   材料   选择健康志愿者 1 例，男性，36 周岁，身高 1.73 m，

体质量 60 kg。螺旋 CT (Toshiba Aqulion16) 扫描参数为 120 kV、 
150 mA、层距 1 mm，共 226 层。磁共振 MR(GE Sigma HD 1.5T)，

扫描参数分别为质子密度加权 TR 2 000 ms 及 TE 35 ms， 

化学位移脂肪抑制加权 TR 3 500 ms 和 TE 80 ms。志愿者对

实验方案知情同意，且得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

1.4   方法   对志愿者的膝关节分别进行 CT 及 MRI 扫描并拍

照，首先利用医学断层图像处理软件 Mimics 分别获取骨组

织及其韧带等软组织的三维曲面轮廓曲线；其次，通过 CAD

软件进行特征点匹配，并重建骨组织及软组织的三维解剖模

型。流程图见图 1。

曲线方程：

        (0 ≤ u ≤ 1)                       (3)                           
其次，进行曲线逼近。构造标量目标函数：

                  (4)
对控制点 求偏导，化简得：

(MT M) P = Q                                                        (5)

由于在节点处，3 次周期 B 样条曲线属于 C2
连续。为

了满足膝关节轮廓曲线的复杂性要求，提出逼近方法采用 3

次周期 B 样条进行曲线逼近。另一方面，由于目标组织轮廓

长度变化较大，控制误差设置为轮廓线长度比率 ，单层控制

误差：  
                             。

图 3A 为股骨部分断层轮廓逼近曲线的局部，其中

ε=0.004；图 3B 为其对应的控制多边形；图 3C 为轮廓原有

数据点沿曲线逼近的分布情况。

图 1 ｜膝关节三维几何解剖模型建立流程图

Figure 1 ｜ Flow chart of establishing three-dimensional geometric 
anatomical model of knee joint

为将图像中的骨骼和软组织区分开，需对 CT 或 MRI 图

像目标组织进行轮廓提取和图像分割
[29]
。根据断层图像切片

的空间位置，将每个断层在三维空间内重新排列，并利用样

条插值在断层切片间进行体素填充，以此构造膝关节组织的

三维数据场。

轮廓曲线处理方法采用周期 B 样条曲线逼近。进行多边形

逼近后，可以得到 m+1 个轮廓数据点，即 {Q0，Q1，……，Qm}。 

将逼近目标的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内，即可得到周期 B 样

条曲线所对应的控制点列及节点矢量，分别为 {Pi} 及 {ui}。

首先，进行数据点的参数化，其方法主要有等距参数化、

向心参数化以及弦长参数化等，其中向心参数化方法较适合

人体组织表面等陡弯程度较大的曲线。

设与轮廓数据点 Q1 相对应的参数值 u-i 共 m+1 个，其中

u-i =0；考虑到封闭曲线的首、尾端点重合，即 Qm+1=Q0，此处

需增加一参数值 u-m+1=1。其他各点参数值则为：

设                                     (1)
     

                                    (k=1，2，……，m)                             (2)

对应的节点矢量如图 2 所示。

图 2 ｜曲线结点分布

Figure 2 ｜ Distribution of curve nodes

图注：图 A 为局部逼近曲线；

B 为控制多边形；C 为数据点

的分布

图 3 ｜股骨轮廓的逼近

Figure 3 ｜ Approximation of 
the femur outline

A

B

C

由图 3C 看出，若控制误差比率设置为 0.004 时，轮廓

上的原有数据点与逼近曲线上对应点之间的距离较小。经多

边形和非均匀 B 样条曲线进行多次逼近后，数据点数量进一

步缩减，可见控制误差比率的大小对最终控制点的数量影响

较大。经实验反复验证，如果曲线轮廓的长度越长，对误差

控制率的变化越敏感。因此，当曲线轮廓的长度较长时，应

适当降低控制误差比率，以降低敏感性。图 3A 为股骨断层

图像采用的轮廓控制多边形及其逼近曲线示意图，其中控制

误差比率为 0.004，可见采用多边形逼近和 B 样条逼近可使

数据点数量减少。当控制误差比率为 0.01 时，控制点数量将

进一步减少，如图 3B 所示，但曲线轮廓上的数据点与逼近

曲线对应点之间的误差较大。

CT/MRI 的 
Dicom 数据输入

目标组织分割

逐层提取控制点

骨 / 软组织曲面建模 

软组织 -骨模型配 

CAD 仿真建模 
UG/Imageware

图像处理 
Medgraphics/Mimics

轮廓跟踪、多边形逼近 
和周期 B 样条曲线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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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IGES 标准，分别将每一非周期 B 样条曲线的控制点

阵列及其节点矢量同时写入至输出文件，得到既定控制误差

比率条件下的最紧凑几何模型。然后再经逐次样条逼近后，

即可分别得到股骨和胫骨的轮廓曲线图，见图 4。

设目标点集 Q 与配准点集 X 间距离的均方差为：

                                      
  (8)

其中，Y 为逼近点集。三维图像配准流程见图 6。

图 7 ｜人体膝关节几何解剖仿真

模型

Figure 7 ｜ Geometric anatomical 
simulation model of human knee 
joint

图注：图 A 为骨组织；B 为软组织；C 为 3D 模型

图 5 ｜人体膝关节三维模型的构造过程

Figure 5 ｜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human 
knee joint

图注：图 A 为股骨轮廓；B
为胫骨轮廓

图 4 ｜骨骼轮廓线提取

Figure 4 ｜ Extraction of bone 
outline

A B

曲面生成是一种将 B 样条曲线推广至 B 样条曲面的算

法，其基本思想是将 2 个不同方向上的 B 样条曲线作直积运

算。设位置矢量群由空间网格点 Q00，Q01，……，Q0n，……，

Q0m，……，Qmn 组成，则曲面参数由

P(u，w)=      
(0 ≤ u，w ≤ 1)      (6)

构成，该曲面称为 m×n 次 B 样条曲面。

其中，位矢 Qij 组成的网格称为空间特征网格，Ni，x(u)

与 Nj，l(w) 则称为 B 样条基函数。该曲面参数的矩阵形式为

P(u，v)=

                                                                                                     (7)

其中 k，L 为曲线阶数。特殊地，若 m 与 n 相等并为 1，
2，3 时，该曲线分别称为双线性、双二次、双三次 B-Spline

样条曲线。

1.5   主要观察指标   膝关节的胫股关节及髌股关节分别在 6

个自由度方向上的配准，包括绕坐标轴的 3 个转动及沿坐标

轴的 3 个移动，即胫股关节的相对旋转和平移，髌股关节的

相对旋转和平移。

2   结果   Results 
对该志愿者的膝关节进行 CT 和 MRI 扫描，分别获取

其骨组织的 CT 数据及软组织的 MRI 影像数据。利用 UG 和

Imageware 建模工具，建立了膝关节骨组织的三维几何模

型，见图 5A 所示。对该志愿者的膝关节使用磁共振 MR(GE  

Sigma HD1.5T) 成像，扫描参数分别为质子密度加权 TR  

2 000 ms 及 TE 35 ms、化学位移脂肪抑制加权 TR 3 500 ms 和
TE 80 ms。由 MRI 图像建立膝关节韧带、软骨、半月板等软

组织的解剖模型，使用与采用 CT 数据同样的方法，得到几

何特征点明确的软组织实体模型，见图 5B 所示。将骨组织

和软组织装配见图 5C 所示。

事实上，由于 CT 和 MRI 图像数据是在不同的体位和坐

标系下提取的，上述膝关节模型不能同时包含由 CT 获得的

骨组织和由 MRI 获得的软组织。因此，利用三维图像配准技

术将骨组织与软组织的点云轮廓进行图像配准，进而获取较

完整、精准的膝关节几何三维解剖模型。

A B C

图 6 ｜三维图像配准流程图

Figure 6 ｜ Flow chart of three-
dimensional image registration

Imageware 软件中设置配准误差 e=0.000 1 mm，利用其

配准模块进行骨组织与软组织配准，配准后的人体膝关节几

何解剖模型见图 7。

3   讨论   Discussion
BLEMKER等 [30]

根据MRI数据建立了下肢的骨肌3D模型，

但该模型未包含软骨及半月板等软组织。LI 等 [31]
发现膝关

节在运动时，其中关节软骨厚度的变化幅度达 10%，关节面

的压应力也随之变化了 10%，可见膝关节软骨组织的几何建

模精度对有限元力学分析的影响意义重大。上海理工大学于

2021 年采用基于 CT 和 MRI 图像数据建立了膝关节几何模型

与有限元模型
[32]
，但几何模型建立过程较简单。此文针对活

体膝关节建立了包括骨骼及其软组织如软骨、半月板、各韧



2818｜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7卷｜第18期｜2023年6月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www.CJTER.com

研究原著

带等的几何模型，但仍存在模型精度及误差的检验问题。

CT 三维模型的重建误差主要来源于其断层图像重建模

型与原物体本身在几何外形上的差异
[33-34]

。一方面，扫描

参数设置对 CT 模型重建误差的影响，这些参数包括 X 射线

准直线器宽度 D、成像间隔、螺距 p、扫描层距 d 及 X 射线

剂量等
[35]
。MCCOLLOUGH 等

[36]
的研究则指出模型重建误

差随着层距 d 的加大而增大，而螺距的设置并非与误差成

反比。此次研究的螺旋 CT 扫描参数为：120 kV、扫描间隔 

1 mm，采用 3 倍螺距。另一方面，三维膝关节几何模型重

建误差的主要来源有图像识别误差、测量工具误差、拟合曲

面误差及点云处理误差。VICECONTI 等 [37]
指出由 Marching  

Cubes 算法处理引起的在图像识别中的误差平均约为 

0.3 mm；加工平面度误差约占整体模型重建误差的

20%[38]
。此次研究中并未使用测量工具，因此图像识别误差、

点云处理误差以及拟合曲面误差约占总误差的 80%，是膝

关节三维模型重建误差的主要来源。

由于人体自然关节解剖结构的复杂性与个体差异性，目

前关于骨肌系统几何模型的精度评价研究较少，尚缺乏针对

整个建模过程的系统评价，至今未有统一的模型精度检测标

准形成。通常对某些离散的骨骼特征点进行测量，以此验证

几何模型精度，但该方法受特征点的定义误差影响较大
[39]
。

如：z 轴方向的数据误差由 CT 扫描的层距决定，最大误差为

1 mm。只要测量点足够密集，三维任意复杂曲面均可由无数

小的曲面逼近生成
[40]
。因此，人体骨组织的三维几何建模精

度可通过对骨组织表面的任意点间距离的测量来预测，该方

面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41-46]

。

结论：提出了基于医学图像分割和曲线逼近的三维图

像配准技术理论体系，将膝关节骨组织与软组织的 CT 和

MRI 图像结合，实现了整个膝关节的三维几何精准化建模，

为个性化植入物的半定制技术提供一定的技术基础。此文创

新性在于，通过骨组织和软组织的 CT 和 MRI 模型，利用三

维图像配准方法将骨组织和软组织之间精准配合，建立了一

种既包含全部骨组织又包含主要软组织在内的完整的三维几

何模型。

以膝关节为例，利用重建的膝关节骨组织的 CT 和 MRI

扫描点云，采用图像分割、插值、曲线逼近等图像处理技术，

结合三维图像配准的方法，建立了包含人体膝关节股骨、髌

骨、胫骨以及膝关节相关软骨、韧带、肌腱等主要软组织在

内的膝关节复杂曲面三维几何仿生模型。当轮廓线长度比率

为 0.004 时，经图像配置后获得的人体膝关节几何解剖误差

为 0.000 1 mm。为复杂曲面建模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有助

于后期准确地模拟人体膝关节的运动行为和力学行为，促进

复杂曲面建模技术在逆向工程领域的深层应用和发展，也为

图学教育的应用实践和教学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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