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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放射治療過程中，醫師首先需將患者固定於模擬台中，照攝一張”部位模
擬片”，來規畫出鉛塊遮蔽的位置，之後再將患者置於直線加速器上照攝一張”
驗證片”用於放射治療前照野位置之定位。醫師最後經由模擬攝影室所拍得的模
擬Ｘ光片，和直線加速治療室所拍得的驗證片進行反覆的交叉比對，以確認治療
照射範圍是否正確。但此方法如以人工判斷，不僅耗時，且易產生誤差。所以本
研究目的為運用影像處理的技術，利用”部位模擬片”與”驗證片”中共同的幾
何特徵，進行影像對位，來精準地定位出照射的位置，以使醫師在放射治療中對”
模擬片”和”驗證片”的影像判定更容易且快速，並得到一個客觀的結果，並節
省觀察方法所需較長的時間，以及減低人為的不穩定性。本系統期望能在臨床上
提供一套可靠且準確的輔助工具。藉此系統使腫瘤治療範圍的規劃能更佳的完善
且準確。
本系統嘗試建立一般醫學影像上邊界的資訊，進而針對相似邊緣之影像進行
影像對位。本系統運用數位影像處理搭配MATLAB軟體以開發處理此醫學影像上的
自動對位平台，藉由此系統之輔助來提高放射治療之準確率，節省治療前置作業
的時間，來補助診斷及進行後續的治療。

Abstract
In radiation treatment planning (RTP) the patient is required to be
immobilized on a patient support system for taking the x-ray projection
image called “simulation film” by the simulator. A portal film is taken
consecutively for the patient in the linear accelerator to reveal the beam
portal shape by adjusting the multi-leaf collimator (MLC). By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images with external markers, a pair of cross
scales projected from the collimator, a correct position of the target
volume can be determined by eyes and then the optimal radiation field
can be designed to accurately encompass the target volume with
delivering minimum irradiation to its surrounding healthy tissue.
However, the planning process is labor intensive and the blurring image
in the portal film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to register the two images by
human vision. Hence, the high demand of an aid to accelerate image
registration in the RTP procedure motivates us to develop the
computer-aided image registration tool (CAIMT) to replace the
registration by human vision for optimal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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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利用 Matlab 開發影像處理及其對位與融合模組
開發影像處理及其對位與融合模組
Matlab 對於影像矩陣的最佳化處理及其所提供的影像處理工具箱(Image
Processing Toolbox)皆可以方便且快速對所設計的環境進行影像處理之演算、及
系統分析，分析模擬片與驗證片中，一開始影像在輸入的過程中，可能會有旋轉

偏移的問題，故在一開始的前處理時，將兩張欲對位的照野片做好水平處理，使
兩座標軸能夠呈現相互平行的狀態。能使後續的對位過程不用再考慮影像旋轉問
題。執行方式，可根據照野片上的尺規座標做為參考基準，我們可在預作水平的
座標軸上取得兩點，依據兩不同水平尺規所得出的Θ角度來進行影像的旋轉。
如果將整張的影像直接做比對，主體周圍可能會有其它的支架及尺規圖像的
干擾，為了避免此情況發生，可經由只選取欲比對的特徵範圍，來進行部位(Local)
的對位，而不是整體(Global)的對位法，如此可以避開非主體的地方亦能使處理
運算速度更快。在 Matlab 中，可使用 Getrect 指令來取得欲比對的影像範圍。
接著在影像強度的調整上，為使影像對比較為清楚，可調整影像亮度值，方
便作影像的分析。我們運用了 Image toolbox 裡的 Imadjust 來進行調整，使用平
均濾波器(Averaging filter)(如公式 1)[5]，此濾波器可去除原始影像的雜訊，因為
隨機雜訊通常會使灰階影像上有較銳利的變化，所以平均濾波能應用於減少雜
訊，且亦能把影像中直線或曲線上的小間隙連接起來，而在 Matlab 亦有 Medfilt2
function 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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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擬機台，用於規劃照野位置的部位模擬片，可用來對人體內部結構作非
傷害性(Noninvasive)的診斷，而當 X-ray 穿越人體時，骨頭部位有比較清晰明顯
的結構廓輪顯示(前圖四)。但在治療機台中，由於在初步做照野位置規劃的驗證
片是為低倍率的電子射束影像(Electronic portal images)，所以會呈現較為糢糊的
輪廓(前圖五)，所以在對於”驗證片”的處理上難度比較高，邊緣值較難分辨
出，所以閥值的取得是相當具有重要關鍵性，適當的閥值取得能使後續影像比對
的誤差值變小。而由於影像亮度的不均勻，以及”驗證片”影像有較多不同的層
次邊緣(背景，頭皮，頭骨等…)，單一閥值切割並未能將其頭顱骨完美的取出，
所以進一步的使用雙閥值的切割法。而閥值的取得，我們使用了最佳化閥值演算
法，其可經由計算影像亮度群組間之最大組間變異數值[6]，來訂定閥值點。
當尋找到最佳閥值後，我們便可以將特徴輪廓切割出來，但由於初始切割的
邊界影像易有破碎情形的產生，這是因為驗證片其邊界呈現不均勻的坡度型特性
(Ramp edge)所造成，因此我們為了取得較為平滑的曲線，所以必須重建此邊緣
曲線來求得較為理想化的頭部曲線。我們將邊緣重新取樣後(Resample)後，再重
建邊緣曲線，此為平滑的曲線而非彎曲不規則的邊界，以此來取得最佳化頭顱的
曲線
而本研究所比對是以影像中所分割出的兩相似邊緣曲線，再建立邊緣曲線資
訊參數，並在欲進行對位的另一張影像邊緣上，進行權值的累加統計，來求出另

一對位點坐標的理想位置，來進行對位[7]。所得到對位點的參數後，我們在對
位結果的影像中，分別給予兩張對位融合的影像不同顏色，並將兩張影像融合，
方便我們或醫師分辨出對位結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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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測試樣本影像驗證
測試樣本影像驗證
在對位結果中，我們首先試以假體影像(Rando phantom images)來驗證本系
統對位的可行性，在下列圖十八中，為模擬的假體頭顱，分別給予不同的照射強
度及位移，而在圖中方形的小塊標定(Mark)則是用來觀查對位結果的精確性，在
融合結果的呈現上，我們給予兩張不同的顏色，方便我們或醫師分辨出對位結果
的資訊。而由圖十八-c 顯示對位的結果相當的準確。
另外在圖十九中，是運用假體所拍攝的”部位模擬片”及”驗證片”，同樣
的在假體上標上標定點，我們取其頭顱頂的曲線來作比對，結果依然可以達到相
當高的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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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a.
a.假體頭顱
b.位移後假頭顱
c.對位合成後影像，根據
mark 可得知對
a.
b.
c.
位結果良好

a

b

c

圖十九、a.
a. 假體所拍攝的”部位模擬片” b.假體所拍攝的”驗證片”
c. 對位
b.
合成後影像，根據 mark 可得知對位結果良好。

4.2 測試真實病人影像比對
在一般傳統放射影像治療中，是在二維平面上做術前規劃，圖二十中為兩張
預作對位的模擬片與驗證片。而圖二十-a 上的中心有黑色小十字的標記，是醫
師經過辨視後確定的驗證片照野中心點。經過處理對位後，從藍色模擬片上與黃
色驗證片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黃色驗證片的照野中心，正好落在藍色模擬片
黑色小十字上，如圖二十-c，醫師便可以修正最後治療照野中心的位置。
圖二十一至圖二十三是為 3D 放射治療計畫系統(3D planning system)的影
像，運用電腦斷層掃瞄影像，來重建立體影像，可以作為治療計畫時，準確地區
別腫瘤與四周正常組織的相對位置，選擇適當的照射角度以避開緊要器官等，來
分散並降低正常組織的劑量，並可使用多個方向之照野以集中放射劑量於腫瘤
內，來提供更有效的提高治療的精準度與治療的效率。而兩影像中，亦是醫師已
認定過之正確的定位的照野中心，我們使用本系統嘗試這些影像之定位結果，來
比較本系統對位之精確性。在圖二十一中，是為側面 90 度影像。圖二十二是為
側邊不同角度影像，我們亦可以取頭顱曲線來進行對位。而圖二十三是在不同方
位及角度攝得，且周邊有許多的支架干擾等，此時在選取比對點時，必需避開這
些干擾，可選取側邊頭顱曲線邊緣來進行對位。

a

b

圖二十、a.
a.部位模擬片
b.驗證片
c.對位融合結果。
a.
b.
c.

圖二十一、為側面 90 度影像及對位結果圖。

圖二十二、為側邊不同角度影像及對位結果圖

c

圖二十三、在不同方位及角度攝得及其對位結果圖

4.3 誤差與對位準確度的評估
將醫師人工對位影像資料與本系統對位做比較誤差。我們使用 5 組不同資料
中，每組影像分別測試了 3 次不同頭顱曲線的選取(不同特徴範圍的選取)，及 3
次不同定點的邊界取樣(不同的邊界點的重新取樣)，即是每組影像分別進行九次
的對位結果，如表一，共所得到的誤差平均值為 0.34±0.09 (單位:cm)。由此可
看出本系統誤差值是為可以接收的範圍值，且其組間之變異數值為 0.009，以此
可了解本系統的實驗結果可達到很高的穩定性。
表一、各組影像對位誤差評估
單位:cm
範圍選取
第一次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標準差

變異數

0.22

0.31

0.2

0.35

0.38

0.22 0.277778 0.072072 0.005194

0.21

0.25

0.36

0.25

0.5

0.5

0.27

0.45

0.32

0.38

0.3

0.45

0.42

0.42

0.42

0.53

0.42 0.431111 0.045674 0.002086

0.38

0.46

0.38

0.35

0.45

0.38

0.38

0.43

0.34 0.391111 0.048074 0.002311

0.38

0.47

0.34

0.27

0.25

0.12

0.27

0.22

0.1

0.25

0.25

0.079

0.42 0.376667 0.096307 0.009275

Tatal

0.201 0.078048 0.006092
0.335533 0.094009 0.00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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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次的對位實驗結果得知，本軟體系統的開發不但可以讓醫師在放射治療
過程中，對於機台照野位置的校正，能夠更精準且客觀，並能夠避免人為上的誤
判。其對於醫學上最大的功用在於幫助醫師能夠更為精準、方便、迅速得進行影
像對位，且其視覺化的顯示功能所提供影像上的資訊，提昇照野定位驗證之精度
及方便性，縮短因定位不易所耗費的時間，讓醫師能更直覺化地做放射治療前的
規劃。而電腦化的對位結果亦可方便作資訊的存取與管理，以便後續治療的檢閱
與修改等。

此外本系統還可以進一步使用於不同類型的醫學影像，像電腦斷層掃瞄術
(Computed Tomography)、磁振造影儀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簡稱 MRI)、正子
射出斷層掃瞄術（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簡稱 PET）、超音波 (Ultrasonic)、FA
(Fluoroscein Angiography)…等等。雖然本系統目前著重在頭部的放射治療，且針對

於模擬片與驗證片的切割法，但此系統演算是以人體特徵輪廓的概念進行對位，
故可使用在人體其它部位的比對測試，只要能夠找到兩者間的相同曲線特徵點，
便可以進行對位。未來將進一步嘗試對於其他部位影像的對位，例如醫學上常使
用的 CT 及 MRI 的影像對位融合等(如圖二十四)，或是在於牙科植體中，用於評
估術前術後放射線攝影的判讀等(圖二十五)…。未來將更進一步提升演算法的處
理方式，來呈現更可靠且精確的對位融合結果，來提供醫師有效率且更精準的醫
學影像資訊。

a

b

c

圖二十四、a.
a.頭部
CT 影像 b.頭部
MRI 影像 c.對位融合影像
a.
b.
c.

圖二十五、根據放射線攝影，用來判別術前術後植牙區的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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