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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 非刚性配准算法
拓扑保持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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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基于配准的图像分割应用中, 拓扑保持性是非刚性图像配准
算法的一个重要约束. 本文从矢量场特性出发, 分析了 Demons 非刚性
图像配准算法导致目标拓扑改变时变形场的特点. 根据变形场特点与其
雅可比行列式之间的关系, 给出了校正该算法拓扑保持性的方法. 实验
表明, 改进后的变形场具有了拓扑保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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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是惩罚项, 旨在保证得到的变形场满足某些必要的
Ereg (T
属性, 如平滑性、正反变换的一致性、拓扑保持性等, 其中要
求变形场具有拓扑保持性在完全基于配准的图像分割中是非
常重要的, 因为从医学上讲, 不同正常个体的同源结构虽大
小不同, 但具有同样的拓扑.
变形场具有拓扑保持性意味着各结构在变形后的图像中
仍保持内部的连接性和结构之间的邻接关系不变, 不会发生
撕裂或粘贴, 不会有新的结构出现, 原有的结构也不会消失.
通过将这一约束加在变形场上, 可以限制式 (1) 的最优解空
间, 使它符合真实材料的变形特性. 判断给定的变形场是否
具有拓扑保持性, 一般是考察该变形场的雅可比行列式的值
是否总是大于零[4] . 在 3D 情况下, 变形场向量可以表示成
T = (X, Y, Z), X, Y, Z 分别表示点 p (x, y, z) 变形后的位置,
则变形场在 p 点处的雅可比行列式可以表示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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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pology preserv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straint
of image non-rigid registration algorithms in the applications of
registration based image segmentation. In this paper, the deformation field of the Demons non-rigid registration that make the
object0 s topology change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the vector field. An method that can enforce the algorithm0 s
topology preservation is provided on the basis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deformation field and its Jacobian.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ified deformation field is topology preserving.
Key words Non-rigid registration, topology, Jacobian determinant, vector field analysis

非刚性医学图像配准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 实现不
同个体间的配准是其中的一个主题, 它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利
用图谱提供的信息, 分割不同个体的组织器官结构[1] . 图像
配准是通过将模板图像变形为目标图像, 实现两图像中相同
结构间的良好对应, 这种对应性用配准得到的空间变形场 T
表达. 设可以变形的模板图像为 R, 目标图像为 S, 则 T 表示
从模板图像的支撑域 ΩR 向目标图像的支撑域 ΩS 变形的一
个空间变换, 即 T : ΩR → ΩS . 通常可以通过迭代方式求解
能量最小化问题得到最优解 T , 其配准能量的一般表达式如
下
T)
E(S, R ◦ T ) = Edis (S, R ◦ T )+Ereg (T
(1)
其中 Edis (S, R ◦ T ) 表示图像特征之间的匹配程度, 可以
直接采用图像的灰度信息[2] , 也可以采用图像的其他特征[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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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只有保证在任意点处 JT (pp) > 0, 所得到的变形场
才具有拓扑保持性[5−8] .
由于在变形场迭代寻优过程中约束雅可比行列式的值大
于零的计算代价太大, 文献 [9] 通过对正反变换进行处理以
保证变形场的双射属性, 然后再进行平滑处理, 力求其具有
拓扑保持性. 然而, 研究表明, 很难从理论上证明利用双射和
平滑技术可以保证变形场具有拓扑不变性[7, 10] , 实践中, 我
们也通过实验发现该算法得到的变形场并不总是具有拓扑不
变属性. 为此, 本文从矢量场的特点出发, 详细分析了该算法
得到的变形场拓扑性质, 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强化变形场拓
扑保持性的方法.

1

算法简介

文献 [9] 提出的 Demons 算法应用于医学图像领域时,
常基于光流场理论求解其变形场. 光流场理论的假设前提是
图像在运动的过程中保持灰度不变, 即
I(x(t), y(t), z(t), t) = const

(3)

I 表示图像的灰度, 是像素点坐标的函数. 对式 (3) 求微分得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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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将待配准的两幅图像看成是单位时间间隔内同一目标的成
像结果, 则上式变为
v · ∇s = r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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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x ∂y ∂z
,
,
), r 和 s 分别表示图像 R 和 S 的灰度.
∂t ∂t ∂t
经过近似处理, 得到运动速度的表达式为

其中 v = (

v=

(r − s)∇s
[||∇s||2 + (r − s)2 ]

(6)

这个速度代表了变形网格点受到的作用力. 其寻优过程如下:
1) 初始化变换矩阵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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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似度函数寻优, 得到源图像中每个点 p 的位移矢量:
u(pp) = −

(r ◦ T (pp) − s(pp))
∇s(pp)
(r ◦ T (pp) − s(pp))2 + ||∇s(pp)||2

(7)

3) 对得到的位移矢量进行高斯平滑处理: u ← Gσ ∗ u
4) T ← T + u .
重复迭代, 直到满足停止条件.

2

变形场分析

图像配准得到的变形场是一个矢量场, 它反映了两图像
中相对应结构间的变化. 为了更好地理解变形场所模拟的物
理过程和其中隐含的拓扑信息, 有必要对得到的矢量变形场
进行特性分析. 矢量场的特性可以用它的特征点来表征[11] ,
其中最重要的几个特征点是源点、汇点和漩涡中心点, 如图 1
所示.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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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的编号 1、2、3、4 表示初始状态下一个矩形
网 格 的 四 个 顶 点 , 粗 实 线 表 示 变 形 后 的 网 格, 其 顶 点 为
10 、20 、30 、40 , 分别与初始状态下的四个顶点相对应, 带
箭头的虚线表示各顶点的变化路径. 图 2 (a) 表示网格变形
后出现了反折粘贴, 就像是一个平面不仅形状发生了变化,
而且由正面翻扣过来变成了背面; 图 2 (b) 表示网格变形后
出现了挤压粘贴, 2、3 两点在变形过程中有交叉现象, 导致
网格扭曲; 图 2 (c) 表示网格变形后向两侧膨胀的幅度过大,
超过了两点间连线允许的拉伸强度而撕裂. 50 和 60 表示网
格断裂后插入的新顶点.
研究表明, Demons 算法得到的变形场有拓扑改变现象,
在某些区域得到的雅可比行列式的值不为正. 观察这些区域
的变形场特点, 可见到与图 2 示例相近的情况, 如图 3 所示.
图 3 (a) 为可变的模板图像, 图 3 (b) 为目标图像, 图 3 (c) 为
模板图像在 Demons 变形场作用下变形得到的图像, 可以看
出, 二者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上面的白斑表示变形场雅可比
行列式的值不大于零的位置, 意味着得到该结果的变形场在
某些位置不具有拓扑保持性. 我们选择了三个拓扑发生改变
的区域 1, 2, 3, 在图 3 (c) 中用白色矩形框标出. 图 3 (d)∼(f)
给出了这三个区域的变形场图示, 可以看到在这些矢量场的
特征点附近有交叉或反折现象.

图 1 矢量场的主要特征点
The important attribute points of a vector field

根据式 (7) 可知, 位移矢量是对标量场求梯度得到的, 而
梯度场是无旋场, 所以本文所用配准算法的特征点主要是源
点和汇点. 矢量场的特征点代表了与应用相关的不同的物理
属性. 以不同个体间脑部核磁共振图像的配准应用为例, 源
点表征了对应脑部器官的增大, 而汇点则表示对应脑部器官
的缩小, 它与变形场雅可比行列式的值所表征的物理特性是
相吻合的. JT > 1 表征了对应脑部器官的增大, JT < 1 表
征了对应脑部器官的缩小, JT = 1 表征了物质既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JT ≤ 0 表示存在拓扑改变[7−8, 12] . 如前所述,
图像变形带来的拓扑改变主要表现在图像中的目标结构发生
粘贴或撕裂, 参考矢量场特征点的图示 (图 1), 可见汇点处容
易发生挤压粘贴和反折, 源点处容易因膨胀过度而撕裂. 2D
情况下常见的几种情况如图 2 所示.

(a) 反折粘贴

(a) 模板图像

(b) 目标图像

(a) Template

(b) Target

(c) 变形后的模板图像

(d) 1 区放大

(c) Deformed template

(d) Enlarged region 1

(b) 挤压粘贴

(a) Fold

(b) Overlap

(c) 撕裂
(c) Tear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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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D 空间中变形导致的拓扑改变示例
Examples of the changed topology in 2D space due to
the deformations

(e) 2 区放大

(f) 3 区放大

(e) Enlarged region 2

(f) Enlarged region 3

Fig. 3

图 3 原 Demons 算法得到的变形场特点
The deformation field obtained from the original
Demons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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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可以看出, 变形时发生反折主要表现在沿变形方
向上相邻点的位移幅度不匹配, 后面的点位移后的位置超过
前面的点位移后的位置. 变形时发生交叉主要是在矢量场汇
点附近, 相邻的点位移方向相对, 各点的位移幅度相对较大
导致相互交叉. 因此, 既直观又简单的解决方案应是在尽量
保持原有变形场几何特性的前提下合理地改变这些点处的位
移, 达到拓扑校正的目的.

3

增强变形场拓扑保持属性的方法

若连续可微的变形场具有拓扑保持性, 则其雅可比行列
式的值在其定义域内应处处为正. 数字图像受分辨率的限制,
是定义在离散网格点上的, 不是一个连续函数, 因而得到的
变形场也是离散的. 文献 [10] 指出, 连续变形场是离散变形
场经过插值得到的, 它的特性决定于离散场的特性. 如果离
散变形场在各个离散网格点处雅可比行列式的值为正, 则经
过线性插值后得到的连续变形场在定义域内具有拓扑保持
性.
设连续变形场 T = (X, Y, Z) 可以表示成
X(x, y, z) = x + ux (x, y, z)

(8)

Y (x, y, z) = y + uy (x, y, z)

(9)

Z(x, y, z) = z + uz (x, y, z)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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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本文实验采用真实的脑部医学核磁共振图像. 其中模板
图像为 SPL[13] 标准图谱, T1 加权, 包含 256 × 256 × 160 个
体素. 目标图像的采集仪器为 1.5T GE 核磁共振仪, T1 加
权, 256 × 256 × 124 个体素. 实验目的主要是验证本文提出
的增强变形矢量场拓扑保持性方法的性能, 主要进行了两方
面的对比, 分别比较了变形场拓扑校正前后其矢量空间特性
的变化和不同的目标结构分割结果.
图 4 所示为原 Demons 变形场经过拓扑校正处理后的
结果. 实验中改变 k 值时步长设为 0.01, 迭代终止条件为变
形后的模板图像与目标图像的互相关系数达到给定的阈值或
者以新得到的图像为可变形模板重新配准次数到达上限 (本
实验中设为 3 次). 本文实验的互相关系数阈值设置方式为:
设模板图像与目标图像的初始互相关系数为 CC0 , 则阈值
CCt = (1 − CC0 )/α + CC0 , 参数 α 的值设为 1.2. 分别比较
图 4 (a) ∼ (d) 与图 3 (c) ∼ (f), 可以看出校正后的变形场雅可
比行列式的值满足拓扑保持性的要求, 而且校正后的变形场
更加规则、平滑. 从图 3 (c) 给出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原变
形场雅可比行列式的值不大于零的点所占比例较小, 也就是
说需要校正的点所占比例较小, 因此相对于原算法其计算量
只大约增加了 5 %.

其 中 ux (x, y, z)、 uy (x, y, z) 和 uz (x, y, z) 分 别 表 示 点
p (x, y, z) 在 x, y, z 坐标方向上的位移, 该点处雅可比行
列式的值为 J(x, y, z). 定义另外一个变形场 T k , 其表达式为
Xk (x, y, z) = x + kux (x, y, z)

(11)

Yk (x, y, z) = y + kuy (x, y, z)

(12)

Zk (x, y, z) = z + kuz (x, y, z)

(13)

该变形场在 p (x, y, z) 点处的雅可比行列式的值为 Jk (x, y, z).
显然, 当 k = 1 时, Jk (x, y, z) = J(x, y, z); 若 p (x, y, z) 点
处 J(x, y, z) < 0 , 意味着其不具有拓扑保持性. Jk (x, y, z)
是 k 的连续函数, 根据函数的连续性可知, 至少存在一个
k∗ ∈ [0, 1], 使得 Jk∗ (x, y, z) > 0. 离散场是对连续场的采样,
则对于离散场, 通过在原有位移场上乘以一个 0 ∼ 1 之间的
系数, 可以校正原离散变形场的拓扑性. 变形场的雅可比行
列式建立在对变形场求梯度的基础上. 在离散条件下, 我们
采用中间差分方式求梯度, 任一点的梯度在不同坐标方向上
的分量由该坐标方向上待求点两侧的点 (可以称这些点为关
联点) 确定. 具体校正过程如下:
步骤 1. 根据得到的变形场 T 计算各点的雅可比行列式
值 J(x, y, z);
步骤 2. 若在点 (x, y, z) 处 J(x, y, z) < 0, 则从 k = 1
开始, 等步长减小 k 值, 得到点 (x, y, z) 的关联点的新位移.
对每一个 k, 根据这些新位移计算 Jk (x, y, z). 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找到 k∗ , 使所有的 Jk∗ (x, y, z) > 0;
步骤 3. 根据得到的 T k∗ , 检验变形后的模板图像与目
标图像的匹配程度, 若不满足要求, 则以新得到的变形后的
模板图像为可变形模板, 重新配准, 对得到的 T 重复这一过
程, 直到满足条件为止.

(a) 变形后的模板图像

(b) 1 区放大

(a) Deformed template

(b) Enlarged region 1

(c) 2 区放大

(d) 3 区放大

(c) Enlarged region 2

(d) Enlarged region 2

Fig. 4

图 4 拓扑校正后的变形场
The deformation field with corrected topologies

图 5 所示为变形场拓扑校正后, 各点位移量的变化值,
颜色越浅表示该位置处的位移矢量的幅度改变得越多, 最大
改变量为 1.86 个像素, 说明校正后的变形场基本保持了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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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几何特性. 同时, 图 5 表明位移幅值发生明显变化的像
素点的个数相对较少, 也证明了采用本文的拓扑校正方法不
会使计算量大幅增加. 图 6 比较了采用拓扑校正前和校正后
的变形场分割丘脑结构的效果. 图 6 (a) 为可变形模板图像,
上面叠加了丘脑的专家分割结果. 图 6 (b) 为待分割的目标图
像, 图 6 (c) 中的白斑给出了校正前的变形场拓扑发生改变的
区域, 采用该变形场得到的丘脑分割结果见图 6 (d), 显然得
到的结果有撕裂现象, 丘脑的拓扑结构发生了改变, 相应位
置的变形场有交叉现象, 见图 6 (e). 经过本文提出的拓扑校
正处理后, 表征雅可比行列式的值不为正的白斑消失, 见图
6 (f), 说明此时的变形场具有拓扑保持性, 用该变形场进行同
样的分割, 避免了丘脑结构的撕裂, 如图 6 (g) 所示. 对比校
正前后该位置的变形场 (图 6 (e) 和图 6 (h)), 可以看出本文
提出的方法消除了其中的矢量交叉, 使变形场更平滑、更合
理. 不过, 从图 6 (g) 可以看出, 虽然校正后的变形场具有了
拓扑保持性, 但其分割结果仍存在误分割处. 这是因为原配
准算法是单纯基于图像灰度信息的, 当邻近的不同目标的灰
度值相似时, 得到的变形场可能是局部最优解, 而本算法在
对变形场进行拓扑校正时, 遵循尽可能少地改变原有变形场
几何特性这一原则, 一旦满足拓扑保持条件, 即停止校正, 所
以不能完全改变这一局部最优变形场的情况. 可以考虑增加
配准时所用的信息 (如位置, 形状等), 尽量避免初始变形场
陷入局部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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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板图像

(b) 目标图像

(a) Template

(b) Target

(c) 校正前拓扑状况

(d) 校正前丘脑分割

(c) Topology before

(d) Thalams segmentation

correction

before correction

(e) 校正前的场放大图

(f) 校正后拓扑状况

(e) Enlarged field before

(f) Topology after

correction

correction

图 5 变形场校正前后的幅度差 (以像素值度量)
Fig. 5 The magnitude differences of the deformation fields
before and after topology correction (measured in pixels)

5

结论

在非刚性图像配准的研究中, 保证变形场的拓扑不变性
是一个重要问题. 研究表明, 经典的基于灰度的 Demons 配
准算法虽然采用了双射技术和平滑处理, 所得变形场仍然存
在拓扑改变问题. 本文从矢量场几何特性的角度, 分析了该
变形场导致拓扑改变的原因, 提出在尽量保持原有变形场几
何特性的前提下直接调整点位移的方法校正原变形场的拓扑
性, 并给出了具体的理论支持. 实验表明, 本文给出的方法能
够校正原变形场在拓扑保持方面的缺陷, 得到更平滑、合理
且具有拓扑保持性的变形场.

(g) 校正后丘脑分割

(h) 校正后的场放大图

(g) Thalams segmentation

(h) Enlarged field before

after correction

correction

图 6 变形场校正前后脑结构分割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brain structures segmentation based on
the deformation fields with and without topology cor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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