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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 PET 图像重建的若干方法研究 

 
 

博士研究生： 路利军 
指导教师：陈武凡教授 

 

摘  要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是核医学 尖端

技术的代表，它利用放射性核素标记物对组织功能进行显像，能够非介入的测

量特定目标结构或感兴趣区域放射性药物的生物分布随时间量化变化。通过使

用动力学模型，可以得到生理或生化参数。然而在实际中由于受到低计数率和

物理噪声的影响，PET图像的重建问题在理论上是一个病态问题。动态PET扫描

中，在特定扫描时间内低计数的问题随时间采样的增加进一步加剧。 

滤波反投影(Filtered Back-Projection, FBP)重建方法成像速度快，但是重建图

像 通 常 含 有 大 量 噪 声 。 大 似 然 期 望 大 法 (Maximum-Likelihood 

Expectation-Maximization, MLEM)能够针对系统的物理模型和探测数据的统计

特性建立数学模型，其重建的图像质量要明显优于传统的FBP方法，已逐渐取代

FBP成为临床PET的标准重建算法。然而，直接的MLEM方法随着迭代步数的增

加，噪声也显著增加，从而导致非收敛的迭代过程。近年来， 贝叶斯(Bayesian)

重建方法或者 大化后验(Maximum A Posteriori, MAP)重建方法通过引入图像

的先验模型来解决此问题，该方法已被证明了其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和实际上的

有效性。针对重建图像质量问题，虽然引入图像自身先验信息的Bayesian重建能

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迭代重建，但是依赖于传统的局部邻域信息的Bayesian方法只

能为重建提供有限的局部先验信息。 

本文的研究工作是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973)计划项目(No: 2010CB73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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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下展开的。本文对于PET重建算法的研究工作同样也是基于如何进一步提高

重建图像的量化水平，特别是动态PET图像的量化水平。作者做了以下三项关于

PET重建算法的创新研究工作。 

1．提出了一种基于解剖自适应的非局部先验模型。针对基于非局部先验的

大后验 PET 重建中参数优化的问题，通过引入解剖图像的区域信息，设计了

一种基于解剖自适应的非局部先验模型，实现了在 大后验重建中根据解剖区

域自适应的优化非局部先验参数。在 PET 重建实验中，该方法与固定参数的非

局部先验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基于解剖自适应的非局部先验模型在边缘保

持及提高重建图像量化水平上有一定优势。 

2．提出一种基于广义熵与 MR 先验的 大后验 PET 重建算法。基于近年来

兴起的在 PET 重建中引入 MR 先验的研究，提出一种基于广义熵与 MR 先验的

大后验 PET 重建算法，该方法无需对 MR 图像进行分割或提取边缘，通过构

建 MR 图像与 PET 图像灰度特征之间基于广义熵的互信息或联合熵，作为先验

引入 大后验 PET 重建中。实验表明，基于广义熵与 MR 先验的 大后验 PET

重建，可以有效的引入 MR 信息，提高重建 PET 图象的量化水平。 

3．提出一种引入动力学聚类信息的 3.5D 动态 PET 重建方法。针对传统的

3D 动态 PET 重建噪声高，空间分辨率低的问题，通过对初始重建的动态 PET

图像进行聚类分析，定义具有相似动力学特性像素的邻域，并将此先验引入单

独帧的 大后验重建。此方法标记为“3.5D”图像重建，因为一方面，此方法与广

泛研究的时空 4D 图像重建相关；另一方面， 终重建步包含单一帧的 大后验

图像重建，并不需要更高级的变换，时间基函数，或者 4D 重建框架中的动力学

模型。通过广泛的 11C -rac lopride 动态 PET 研究和 HRRT 病人研究，结果显示

提出的 3.5 D 动态 PET 图像重建算法可以得到量化增强的参数图像。 

 

 

关键词：正电子发射成像 Bayesian 重建 MAP 算法 解剖先验 广义熵 互信息 联合熵 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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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 动力学模型 图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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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echniques of 3D PET 
image reconstruction 

 
 

Name：Lijun Lu 
Supervisor：Prof. Wufan Chen 

 

ABSTRACT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acts as one of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of nuclear medicine. It provides tissue functional imaging with the aid of radioisotope, 

and can measure quantitative changes over time in the bio-distribution of 

radiopharmaceuticals throughout a target structure or the organs of interest. 

Physiological and/or biochemical parameters are then derived with the additional use 

of tracer kinetic modeling techniques.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however, is an 

ill-posed inverse problem because the observed projection data are contaminated by 

noise due to low count rate and physical effects. This problem of low counts is further 

accentuated with increased temporal sampling in a certain time period.  

Though traditional filter back projection (FBP) method has the advantage of less 

compution cost, it often results in noisy images of low quality. Better expressing 

system models of physical effects and modeling the statistical character of the 

measurement data, the maximum-likelihood expectation-maximization (ML-EM) 

approach outperforms the FBP method with regard to image quality and becomes the 

standard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instead of FBP for clinical PET. However, MLEM 

will produce inceasing noise with the increasing iteration, thus results in non- 

covergence iteration. Recently, Bayesian methods or MAP (Maximum A Posteri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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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solve this prolem by incorporating image prior information and have been 

proved theoretically correct and practically effective compared to other methods. As 

to the problem of reconstructed image quality, Bayesian reconstruction can greatly 

improve reconstruction by incorporating prior information compared MLEM 

reconstruction. We also find that relied on the local neighborhood information of 

image-self, Bayesian methods can only contribute limit local prior information to 

reconstruction. 

Our researches are carried out under Major State Basic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gram (No: 2010CB732503). Our work on PET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is based 

on how to further improve PET image reconstruction quantitatively, especially for 

dynamic PET reconstruction quantitatively. We have done following work on PET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s: 

1. We proposed an anatomically adaptive nonlocal prior. To deal with the 

parameter optimization problem in nonlocal prior MAP PET reconstruction, we 

proposed an anatomically adaptive nonlocal prior, which incorporate the regional 

information of anatomical image. The parameter of prior is adaptively estimated by 

using the regional information of anatomical image in the iteration. In experiment, we 

compare the proposed prior model with the nonlocal prior using fixed parameter.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atomically adaptive nonlocal prior can improve 

reconstructed image quantitatively and preserve the edge.  

2. We proposed generalized entropy and MR prior induced MAP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corporating the MR anatomical information into PET 

imaging, we proposed generalized entropy and MR prior induced MAP 

reconstruction. This approach did not require explicit segmentation or boundary 

extraction, and construct a prior based on the mutal information or joint entropy of 

the grey character of MR image and PET image for MAP PET reconstruc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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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l information and joint entropy is based on generalized entropy.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generalized entropy and MR prior induced MAP reconstruction can 

effectively incorpating the MR in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quantitatively. 

3. We proposed a “3.5D” dynamic PET reconstruction incorporating the 

kinetics-based cluster to enhance the image reconstruction and estimate the parmetric 

image. To deal with the high noise and low resolution in conventional 3D dynamic 

PET reconstruction, we clustered the preliminary reconstructed dynamic images, 

defined neighborhoods of voxels with similar kinetics, and then introduced the prior 

into the MAP re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frame. The approach is labeled “3.5D” 

image reconstruction, because on the one side it is related to the emerging field of 

spatiotemporal 4D PET reconstruction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nal 

reconstruction step includes straightforward application of maximum a posteriori 

(MAP) reconstruction to the original individual dynamic frames without the need for 

advanced transforms, temporal basis functions, or kinetic models as pursued in the 

4D reconstruction framework. The proposed 3.5D dynamic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resulted in quantitatively enhanced parametric images, as demonstrated in extensive 
11C-raclopride PET simulation as well as an HRRT patient study. 

 

 

KEYWORDS：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Bayesian reconstruction; Maximum A 

Posteriori (MAP) algorithm; anatomical prior; generalized entropy; mutul information; joint 

entropy; cluster-based prior; kinetic model; graph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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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背景与意义 

核医学是核技术与医学相结合的产物，它利用核素或加速器来诊断和治疗

疾病，或进行生物医学研究。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成像即正电子

发射断层成像，作为核医学当今 尖端技术的代表，进入21世纪后更是迅猛发

展，已成为目前癌症的早期诊断和脑功能成像非常重要的检查手段。PET是发射

断层成像技术，首先将含有正电子的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在示踪化合物上，然后

注入研究对象体内。通过探测放射性核素衰变产生正电子湮灭辐射来显示这些

化合物，从而可以得到活体内的生理和生化过程，以达到研究活体病理和生理

过程的目的[1]。在临床领域，PET对具有不同代谢特性的组织和器官进行功能性

成像常被用于疾病的早期诊断。如心血管疾病多始于细胞或代谢水平，PET可以

对心肌的泵血功能、血流及代谢同时进行研究，以达到早期诊断的目的。在癌

症早期，癌细胞在人体内尚未形成肿瘤时，其新陈代谢水平已明显异于正常细

胞，借助放射性核素，PET便可准确探测到代谢特别旺盛的癌症细胞，实现癌症

的早期诊断。上述临床应用，是计算机断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或

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 MRI)这些解剖成像工具所无法比拟的。 

既然PET在临床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如何生成适合临床应用的PET断

层图像，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本文将围绕PET重建方法进行分

析和探讨，主要目的是为临床提供分辨率高、信息丰富、视觉效果清晰的PET功

能图像同时提高动态PET图像的量化水平。 

1.2  PET 成像存在的问题 

1976 年，PET 开始作为一种基于放射性同位素衰变的新的断层功能医学图

像成像方法开始应用于人体的临床检查[2-3]。PET 的临床应用应用提高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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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诊断水平。但是，PET 目前仍然存在图像分辨率差、解剖结构不清晰，

很多情况下无法获得满意的解剖定位。为解决 PET 这些不足，在 PET 设备基础

上开发了 PET/CT，目前生产商有 GE、CTI、西门子等。所谓 PET/CT 是指用

CT 图像替代 PET 投射图像进行图像衰减校正，以缩短常规 PET 图像采集时间，

并且提高 PET 图像的分辨率。然而，一方面 CT 所用 X 射线对人体有损伤，另

一方面 CT 对于软组织的分辨率较差。与此相比，MRI 图像可以提供丰富的软组

织信息。基于此考虑，许多公司和科研机构开始研究 PET/MR 一体机。2011 年，

philips 宣布业界首款批量上市的全身 PET/MR 成像系统 Ingenuity TF PET/MR

获得了 CE 标识认证。与 PET/CT 比较，PET/MR 图像不仅软组织对比度和分辨

率高，并能提供强大的功能信息。因此，PET/MR 对疾病的诊断可能比 PET/CT

更加优越[4-6]。 

对于 PET 本身而言，如何不断提高自身分辨率，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的问

题。PET 重建的目的就是从受到低计数率和噪声影响的投影 sinogram 数据重建

出临床医生可接受的功能图像[7]，然而在实际中由于受到低计数率和各种噪声

的影响，PET 图像的重建问题是一个病态的问题[8-9]。滤波反投影(Filtered 

Back-Projection, FBP)重建方法具有成像速度快的优点，其重建图像通常含有大

量噪声。 大似然期望 大法(Maximum-Likelihood Expectation-Maximization, 

MLEM)能够针对系统的物理模型和探测数据的统计特性建立数学模型，其重建

的图像质量要优于传统的 FBP 方法，已逐渐取代 FBP 成为临床 PET 的标准重建

算法[10-11]。但是，直接的 MLEM 迭代方法在迭代过程中会随着迭代步数的增

加产生质量退化的图像[12-16]。 

1.3 作者的主要工作 

本文对于PET重建算法的研究工作同样也是基于如何进一步提高重建图像

的量化水平，特别是动态PET图像的量化水平。作者做了以下三项关于PET重建

算法的创新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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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了一种基于解剖自适应的非局部先验模型。针对基于非局部先验的

大后验 PET 重建中参数优化的问题，通过引入解剖图像的区域信息，设计了

一种基于解剖自适应的非局部先验模型，实现了在 大后验重建中根据解剖区

域自适应的优化非局部先验参数。在 PET 重建实验中，该方法与固定参数的非

局部先验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基于解剖自适应的非局部先验模型在边缘保

持及提高重建图像量化水平上有一定优势。 

2．提出一种基于广义熵与 MR 先验的 大后验 PET 重建算法。基于近年来

兴起的在 PET 重建中引入 MR 先验的研究，提出一种基于广义熵与 MR 先验的

大后验 PET 重建算法，该方法无需对 MR 图像进行分割或提取边缘，通过构

建 MR 图像与 PET 图像灰度特征之间基于广义熵的互信息或联合熵，作为先验

引入 大后验 PET 重建中。实验表明，基于广义熵与 MR 先验的 大后验 PET

重建，可以有效的引入 MR 信息，提高重建 PET 图象的量化水平。 

3．提出一种引入动力学聚类信息的 3.5D 动态 PET 重建方法。针对传统的

3D 动态 PET 重建噪声高，空间分辨率低的问题，通过对初始重建的动态 PET

图像进行聚类分析，定义具有相似动力学特性像素的邻域，并将此先验引入单

独帧的 大后验重建。此方法标记为“3.5D”图像重建，因为一方面，此方法与广

泛研究的时空 4D 图像重建相关；另一方面， 终重建步包含单一帧的 大后验

图像重建，并不需要更高级的变换，时间基函数，或者 4D 重建框架中的动力学

模型。通过广泛的 11C -raclopride 动态 PET 研究和 HRRT 病人研究，结果显示提

出的 3.5 D 动态 PET 图像重建算法可以得到量化增强的参数图像。 

1.4 论文的组织 

本文将围绕上述内容介绍针对 PET 图像重建和动力学参数估计研究开展的

系统性工作。 

第一章为绪论；在论文的第二章中，作者详细解释和描述了 PET 设备成像

基本原理、数学模型、常见的 PET 传统图像重建算法以及对动力学模型在 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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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做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在论文的第三章，作者提出一种基于解剖自

适应的非局部先验模型，详细介绍了先验模型的设计相应的重建算法及相关的

实验结果和分析；在论文的第四章，作者提出了一种基于广义熵与 MR 先验的

大后验 PET 重建算法，详细介绍了先验模型的设计及先验项梯度的计算，并

对实验结果给出视觉和量化的分析证明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将 MR 信息引入

到 PET 重建中；在论文的第五章，作者提出了一种引入动力学聚类信息的 3.5D

动态 PET 重建方法，详细介绍了先验模型的设计及动力学聚类过程，并对重建

过程中涉及参数分别优化，通过广泛的 C-raclopride 动态 PET 研究和 HRRT 病

人研究，结果显示提出的 3.5 D 动态 PET 图像重建算法可以得到量化增强的参

数图像；论文的第六章，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给出了本文所作工作后续需要

解决的问题或可深入研究的方向。 

1.5 主要创新 

本文所述的关于 PET 重建研究工作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通过引入解剖图像的区域信息，实现了在 大后验重建中根据解剖区域

自适应的优化非局部先验参数选择。 

2，首次将广义熵引导的 MR 先验用于 PET 重建，该方法无需对 MR 图像进

行分割或提取边缘，即可引入到 PET 重建中。 

3，提出一种引入动力学聚类信息的 3.5D 动态 PET 重建方法来增强图像重

建，并进行参数图像估计。区别于后处理动态 PET 重建，首次将动力学聚类信

息引入到重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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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PET 成像原理 

本章中介绍了 PET 成像原理、数学模型、主要的图像重建算法以及动力学

模型在 PET 中的应用。阐述了解析法重建算法、统计重建算法以及传统生理参

数估计方法。 

2.1 PET 的物理原理 

PET 在临床的显像过程是将放射性核素标记到能够参与人体组织血流或代

谢过程的化合物上（如 FDG），在给受检者注射带有正电子核素的化合物以让

受检者在 PET 的有效视野范围内进行 PET 显像。具体来说，即带有正电子放射

核素放射出的正电子在体内移动大约 1mm-3mm 后和负电子结合发生湮灭现象

[1]，同时产生一对能量相等（511Kev）且方向相反的 γ 光子[2-3]。这对光子朝

互为相反方向运动，被探测器环内的两个探测器分别探测到，如图 2-1 所示。我

们把探测到这两个光子过程称为探测符合事件过程(Coincidence detect)，这两个

光子产生的过程称为符合事件(Coincidence event)，这两个探测器之间的连线称

为响应线(Line of response, LOR)。在两个探测器探测探测到光子后就可以确定体

内有放射性核素分布投影，然后进行图象重建确定体内核素的分布。 

 
图2-1: PET物理原理：一个正电子和一个负电子湮灭产生一对方向相反且能量为511keV的光

子，然后这对光子被探测器探测到. 

Fig. 2-1: The physical basis for PET: annihilation of a positron and an electron produces a pair of 

511keV photons that are detected by a pair of scintillation det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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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环境下，只有真实符合事件(True coincidence)被记录。也就是说，两

个被探测到的湮灭光子来之同一个衰变并且没有改变方向或损失能量，如图2-2 

(c)所示。然而真实符合事件通常要受到两种加性噪声的影响，其中主要有：散

射符合(Scattered coincidences)和随机符合(Random coincidences)，如图2-2 (a)和(b)

所示。所有这些符合事件对测量都有退化的效果，对于图像重建来说必须对符

合探测数据进行校正以接近真实的放射性核素活度分布。 

 
图2-2: 三种主要的符合事件类型 (a)：散射符合 (b)：随机符合 (c)：真实符合 

Fig. 2-2: Four main coincidence event types. (a): Scattered coincidence. (b): Random coincidence. 

(c): True coincidence. 

 

散射符合是指检测到的一对光子对中有一个或者两者都经历过康普顿散射

作用。由于在康普顿散射中，光子的运动方向会发生改变，显然，经过散射我

们不能再认为正电子发射发生在两个探测器之间的响应线上。散射事件会引起

测量误差，降低系统的分辨率，并导致对放射性核素活度分布的错误估计。在

典型PET系统中，散射事件的部分占全部时间的15%到50%，取决于所检测物体

的体积和衰减特性，以及检测器的几何构造。散射事件导致信号中混入了加性

统计噪声。随机符合是指来自于不同正电子湮灭的两个光子在同一个符合时间

窗内被探测到，并被误确认为来自同一湮灭的光子对。随机事件的数量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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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时间窗的长度，所探测物体的体积，衰减特性以及检测器的几何构造。随

机事件同样导致信号中混入了加性统计噪声。 

符合电路探测到的所有符合事件称为即时符合事件(Prompt coincidence)。真

实符合，随机符合和散射符合共同构成符合事件。但只有真实符合事件中所含

有的放射性核素活度分布的空间信息是正确的。因此，对随机符合和散射符合

在所有符合事件中所占比例进行估计是PET重建中很重要的一步，这部分将在

2.4节中进行详细讨论。 

2.2 数据的采集模式 

初，PET 数据的获取是 2D 模式的。金属档板通常被置于相邻探测器环之

间。如图 2-3 所示，对于一个拥有 N 个探测器环的扫描仪，响应线通常被分配 

 
图2-3: 2D和全3D PET采集模式比较。(左)在2D模式下，扫描仪只记录直接和交叉平面的响

应线；(右)在全3D采集模式下，扫描仪记录所有平面的响应线，其中绝大多数是倾斜平面的

响应线。 

Fig. 2-3: Comparison of fully 3-D and 2-D PET measurements. (Left) In 2D mode, scanner only 

collects direct and cross planes (organized into direct planes). (Right) In fully 3D mode, scanner 

collects all, or most, oblique pl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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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N-1 个平面。其中 N 个平面为对应于每一探测器环的直接的平面(direct 

planes)，另外 N-1 个平面为对应于相邻两个探测环之间的交叉的平面(cross 

planes)。在增加 PET 扫描仪敏感性的需求下，3D PET 逐渐开发出来，3D PET

较 2D PET 可以获得具有更高信噪比的图像。3D PET 设计通常是使用可伸缩的

金属档板（或完全不设置档板），这样在数据采集时，可以将倾斜角度的响应线

全部探测到。通常这样可以使 PET 探测数据的敏感性提高 4 到 8 倍。然而，在

3D 采集模式下一个新的挑战是：随着线响应线数目的增加，计算复杂度也在进

一步增加。举例来说，如图 2-4 所示，西门子 high resolution research 

tomography(HRRT)系统有 104 个探测器环，我们的后期工作均围绕 HRRT 展开。 

 

 
图2-4: 高分辨率研究型断层成像系统的内部结构 

Fig. 2-4: An open display of the hig reolution research tomography (HRRT). 

 

在 2D 采集模式下，我们将有104 2 1 207u �  个数据面；在全 3D 采集模式下，

我们将有 2104 10816 个可能的数据面。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将这些全 3D 数据重



博士学位论文 

11 

组为 2D 数据，然后再应用 2D 重建的方法进行重建。表 2-1 给出了 HRRT 扫描

仪的详细信息。 

 

表2-1：HRRT 的扫描仪的详细信息 

Tab 2-1: Specifications for HRRT scanner 

名称 HRRT 

探测器环直径 46.9 cm 

径向视野 31.2 cm 

轴向视野 25.1 cm 

每个环上的晶体块数目 72 

总的晶体块数目 936 

探测器环的数目 104 

作用深度编码 是 

总的晶体单元的数目 119，808 

响应线的数目 4.49G 

绝对系统敏感度 ~6% 

视野中心分辨率 2.4mm 

 

 
 

2.3 数据的获取格式 

PET数据的获取格式简单来说有两种格式：直方图格式获取(histogram-mode 

acquisition)和列表模式获取(list-mode acquisition)。直方图模式获取即传统的弦图

(sinogram)数据获取方式，其过程为：在PET数据采集过程中，探测到的符合事

件计数依照不同角度和位置排列的次序加以存储，形成存储数据，即通常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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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弦图。正弦图通常为一个二维矩阵，如图2-5所示，其中一个元素代表在特

定角度和位置，相应的探测器对记录的符合事件的数量。矩阵的每一行代表着

平行的线积分或特定角度放射性活度的投影，每一列代表相对于扫描仪中心的

距离。实际中由于一个原目标图像中的点源在此二维数据矩阵的形状轨迹类似

一个正弦波曲线，故此存储探测数据的二维数据矩阵又被称为sinogram数据矩

阵。直方图模式获取在动态PET成像中有一个限制，即在动态PET扫描之前，必

须指定动态扫描的帧数及每一个单独帧的时间间隔。此外，在动态扫描随着采

样增加，数据存储空间也显著增加。 

 

图2-5: PET数据的获取和排列 

Fig. 2-5: Acquisi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2D projection data in PET 

 

列表模式获取是首先获取数据，然后获取的数据可以在这之后重组为动态

帧的方法。列表格式获取是以列表的形式对探测到的事件信息依次存储起来。

事件信息或记录的信息通常包含此事件所在响应线的两个探测器的坐标位置还

有探测的时间。列表模式获取还可以进一步包含每个事件的飞行时间

(time-of-flight, TOF)，作用深度(depth-of-interaction, DOI)，和能量。列表格式的

数据一旦获取之后，就可以根据预设的扫描时间，进行重组并且分为很多动态

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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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校正 

PET 重建的目的就是由 sinogram 探测数据重建断层图像，系统矩阵的每一

个元素记录了目标断层上不同位置对应于每一个响应线的符合计数事件的个

数。由于在 PET 测量记录的符合事件中包含了大量的统计噪声，为了重建代表

放射性活度分布的图像，必须对原始弦图数据进行一系列的校正. 

2.4.1 归一化 

由于每个探测器性能的不一致将导致系统对不同响应线的探测效率的变

化。测定归一化校正因子的 直接方法是从6到8个间隔相同的投影角度在一个

均匀平面放射性源上采集数据。这一方法直接测量了系统所有响应线的符合探

测效率的相关变化[4]。在现代PET扫描仪中，通常每隔半年就要对探测器进行校

正，所以在不同时间，同一PET扫描仪的归一化校正因子也不同。 

2.4.2 衰减校正 

通过正负电子湮灭产生的511KeV的光子并不是直接穿出身体。通常这些光

子都要经过康普顿散射，使得光子的能量降低，方向发生改变。如果光子被探

测到了，即使前边所述的散射事件。无论散射光子是否被探测到，在光子对飞

行的原路径上都会发生光子计数的减少。显然，光子沿着任何直线路径衰减的

概率与其所在位置无关。 

衰减校正方法主要有三种：包括直接测量、运用数学模型以及直接测量与

运用数学模型相结合。图2-6是一个均匀放射性活度圆柱体图像的衰减校正效果。

由于圆柱体中间的光子在到达探测器时比边缘处的光子飞行经过更多的物质，

相应地会有较大的衰减，因此在没有进行衰减校正时，圆柱体的边缘比中间的

放射性活度高。 

光子衰减取决于物体沿响应线穿过物体的厚度和物体的衰减系数而与湮灭

发生的具体位置无关。由探测器 ,i j 组成的响应线的发射数据衰减校正系数

(Attenuation Correction Factors，ACFs) ,i ja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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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p( ) (0) / ( )i j i j i ja uD I I D                       (2-1) 

其中 ,i jD 为探测器 ,i j 组成的响应线穿过物体的厚度， (0)I 为511Kev光子流，

( )ijI D 为穿过媒介没有发生相互作用的511Kev光子流。公式(2-1)是不同PET衰减

校正方法的基础。 

 
图2-6: 均匀圆柱体图像的衰减校正效果 

Fig. 2-6: Effect of attenuation correction on a uniform cylinder 

 

2000 年，PET/CT 在北美放射学年会上问世；2001 年，PET/CT 应用于临床。

新一代的 PET/CT 设备能够通过 CT 重建的断层成像获得相应的组织衰减信息

图。在一般的 PET 设备中，依然需要使用体外 Ge-68 等放射性核素的透射

(transmission)断层成像来获得相应组织衰减信息图。为了获得机体组织的衰减散

射信息，需要得到空扫描数据和透射扫描数据[5]。空扫描数据来自于在没有受

体的 PET 视野中，使用体外放射性核素时得到的透射数据，此数据代表了无衰

减时的探测值，如图 2-7 (a)。透射扫描数据为在有受体的 PET 视野中，使用体

外放射性核素时得到的透射数据[6]，如图 2-7 (b)。相应的衰减校正系数，如图

2-7 (c)能够通过计算两者的比值来得到： 

� �
� � � �exp 0

exp
exp
i

i i
i i

B
ACFs

B
D

D
  

�
                     (2-2) 

其中 Bi 为体外核素的放射性。由公式(2-2)计算的 ACFs 数据和 sinogram 具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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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排列形式，其中每个元素均表示衰减散射光子效应在一个探测器对上的影

响，ACFs 数据能够提供了重建所需的衰减散射信息，将此衰减散射信息信息和

发射扫描的数据相乘就可为发射断层成像提供衰减校正。 

                  

 (a)空扫描数据               (b) 投射扫描数据         (c) ACFs sinogram 

图2-7: 为二维反值图像的空扫描数据、投射扫描数据扫描数据和所计算得到的ACFs数据 

Fig. 2-7: The blank scan, the transmission scan and the computed attenuation correction factors 

(ACFs) shown as negative pictures. 

 

此ACFs值也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计算[5],[7]，将衰减图中的不同物质或组

织设定为具有一定衰减系数的均一值，则以上的ACFs值可以通过对次衰减图像

P的投影数据进行指数运算而得到： 

� �� �expi Di
ACF x dxP ³                       (2-3) 

2.4.3 散射校正 

散射校正是PET校正中 为复杂的一种，其原因在于除了能量不同外很难区

分散射事件与真实事件。光子经过康普顿散射，使得光子的能量降低，方向发

生改变。现有的PET采集模式无法避免散射计数的影响，只可能在探测器设计和

采集模式上尽可能减少散射比例。目前存在的散射校正技术包括单散射模拟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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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随机校正 

随机符合与散射符合类似，都是由于响应线上的无效事件被记录而导致[8]。

这些事件不包含空间信息(两个光子来自不同的湮灭)，在FOV内均匀的分布。PET

随机符合校正方法主要有两种。随机计数率可由探测器对的计数率和符合时间

窗来估计[10]。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探测器对在扫描中的随机事件数量可以被估

计出来然后从总计数中减去。这一方法需要得到系统准确的监控每个探测器的

计数和探测器对的符合计数时间窗。另外一种直接测量方法是在测量当前符合

事件时添加一个平行符合电路。在此符合电路中探测器对因其中的一个探测器

的逻辑脉冲信号延迟而无法产生真实符合,因此在该电路中所有符合事件均为随

机符合，同时也是对当前符合中随机符合数量的一个估计[9]。 

2.4.5 死时间校正 

在理想系统中系统的净计数率随着扫描野内放射性活度线性增加。然而在

放射性活度增加时探测环节的某些部分将会经历死时间：如果在一个湮灭事件

发生之前探测器对上一个事件尚未处理完成，则这两个事件就会丢失，这就是

死时间损失。大部分PET系统死时间主要来自于处理事件的探测器前端电子电

路。这一死时间主要由准确的能量鉴别和探测器模块内事件的定位所需的积分

信号宽度所决定。积分时间由晶体材料的闪烁衰减时间常数控制。PET系统死时

间还来自于符合事件处理，分类实时数据至正弦图和数据传送等环节[11]。 

2.5 统计迭代 PET 重建 

2.5.1MLEM 迭代算法 

用 f  表示待重建图像的放射射性活度分布。PET数据可以模拟为期望为 g

的独立泊松分布的集合，g与 f 的关系可以用一个仿射变换来表示： 

( )  �g f Af r                          (2-4) 

其中 i jn nR u�A 是系统矩阵，系统的每一个元素(i, j)表示从像素 j 发出的正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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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i 对探测器产生符合计数的概率， inR�r  表示散射计数和随机计数， ni 和 

nj 分别表示探测器对和像素的数目。 

根据探测数据的测量模型，可得到如下对数似然函数（ log-likelihood 

function）： 

1
( ) log ( ) ( ),

in

i i i
i

L g g g
 

 �¦g|f  f f                   (2-5) 

其中 g  和 f 分别表示测得的投影数据和未知的示踪剂分布。 大似然估计即

在已知投影数据g 的条件下，求使得 ( | )g fL 达到 大的 f 。式(3-2)的似然可以通

过未观察到的全数据来表达，然后对期望求 大即可得到如下表达式[12][13]: 

.
old
j ij inew

j old
iij ij j ii j

f a g
f

a a f r
 

�
¦¦ ¦                      (2-6) 

MLEM 算法的流程图如图 2-8 所示。 

 

 

图2-8: MLEM算法的流程图。 

Fig. 2-8: Flow diagram of the maximum likelihood-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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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MLEM 算法的加速方法 
针对 PET 重建中 ML-EM 方法收敛速度慢的问题，许多技术被应用在 EM 算

法中以加速收敛。1994 年，H. Malcolm Houdson 和 Richard S. Larkin 提出用有序

子集(ordered subsets, OS)的方法将完整探测数据 sinogram 分割成有序部分数据

的方法，OS 方法将投影数据分解成有限个有序子集，每次迭代时只处理其中一

个子集的数据,从而减小了每次迭代的运算量，从而加快了重建速度[15-16]。快

速 OS-EM 算法已应用于需要更大计算量的三维 PET 重建之中[17]。目前，许多

新一代的PET扫描仪已采用OSEM算法作为标准的重建算法，如西门子的HRRT
采用的 OSEM 算法，设为 6 步迭代，每一步迭代包含 16 个子集，以及 GE 的

Discovery 系列 PET/CT 也采用 OSEM 算法，设为 2 步迭代，每一步迭代包含 21
个子集。Sauer 和 Bouman 提出了依次更新目标图像中每个像素 ICD(Iterative 
coordinate descent)算法[18-19]。密歇根大学的 Fessler 教授及其小组在提高 PET
迭 代 重 建 收 敛 速 度 方 面 提 出 了 应 用 于 PET emission 断 层 成 像 的

SAGE(Space-Alternating Generalized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 PSCA 
(Paraboloidal Surrogate Coordinate Ascent) 以及 SPS (Separable Paraboloidal 
Surrogate) 等快速收敛算法[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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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于解剖自适应的非局部先验 PET 大后验重建 

 

正电子发射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是一种非介入的定量研

究活体功能活度的临床工具。由于低空间分辨率和系统固有噪声，PET 重建是

一 个 病 态 问 题 [1] 。 统 计 图 像 重 建 方 法 ， 比 如 大 似 然 (maximum 

likelihood-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ML-EM)，能够更好的考虑系统模型的物理

效应而且能够针对探测数据和噪声的统计特性建立数学模型，其迭代重建的图

像质量要优于传统的以 FBP(Filtered Back Projection)方法为代表的解析重建算

法。然而，ML-EM 方法在迭代过程中会伴随着图像质量退化而导致的棋盘效应，

从而导致非收敛的迭代过程[2]。此病态问题可以通过贝叶斯方法有效的求解

[3-4]。基于贝叶斯理论，先验知识可以对原始的重建进行正则化，先验通常反

映图像的局部平滑特性，然而在不同的解剖结构之间放射性活度分布具有很大

的变化，使得正则化先验很难满足图像的整体特性，所以如何有效利用解剖组

织和器官之间的放射性浓度变化对于图像重建有重要的意义[5]。 
常用的二次模板先验(Quadratic Membrane Prior，QMP)是在一个局部邻域内

像素值的平均效应对重建图像起到正则化作用，在抑制噪声的同时，会对边缘

细节产生过平滑效应[3]。为克服 QMP 的缺点，许多具有边缘保持作用的非二次

先验，如 Huber 先验[6]，依据一个局部邻域内像素灰度差，自适应决定对每个

像素的正则化程度。然而，Huber 先验会产生块状的平滑区域。与传统先验相比，

PET 图像重建中引入高分辨率的解剖信息的方法已有广泛研究[7-9]。然而，解

剖图像并不能区分具有相同密度的正常组织和病变组织，几乎不能提供器官代

谢活度信息特别是病灶代谢活度信息，所以缺乏足够的信息来指导功能突变区

域的重建[10]。所以，如何有效利用不包含病灶边缘的解剖先验知识来指导 PET

图像重建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2005 年，Buades 和他的同事提出一种新的非局部均值(Nonlocal means)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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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用于图像滤波[11,12]。基于非局部思想，一种非局部先验(Nonlocal prior，

NLP)被引入贝叶斯 PET 图像重建中[13]。非局部先验比传统局部先验，例如二

次模板先验和 Huber 先验，在图像噪声抑制和边缘保持方面具有更好效果。然

而此先验对于参数 h敏感，参数 h控制相似性函数的衰减，通常设定为经验值，

并且在迭代过程中对整幅图像只用一个参数。显然，一个固定的 h来描述图像的

边缘和结构特征是不准确的。由文献[11,12]参数 h 是一个与噪声相关的量，然而

对于低信噪比的 PET 图像，很难找到一种有效的噪声估计方法。基于 PET 图像

的放射性活度在同一解剖区域是同质分布，仅包含极少的由病灶引起的突变信

号，通过引入解剖区域信息，我们可以在 PET 图像的每一个解剖区域有效的估

计噪声。通过建立噪声与参数 h的关系，非局部先验的参数 h可以在每一个解剖

区域自适应的 优，以保持重建图像边缘并提高病灶对比度。实验证明，本文

提出的解剖自适应的非局部先验可以获得优质的 PET 图像。 

3.1  重建理论与先验模型 

用 f  表示待重建图像的放射射性活度分布。PET 数据可以模拟为期望为 

g的独立泊松分布的集合，g与 f 的关系可以用一个仿射变换来表示： 

( )  �g f Af r                          (3-1) 

其中
i jn nR u�A 是系统矩阵，系统的每一个元素(i, j)表示从像素 j 发出的正电子

在第 i 对探测器产生符合计数的概率， inR�r  表示散射计数和随机计数， ni 和 

nj 分别表示探测器对和像素的数目。 

根据探测数据的测量模型，可得到如下对数似然函数（ log-likelihood 

function）： 

1
( ) log ( ) ( ),

in

i i i
i

L g g g
 

 �¦g|f  f f                    (3-2) 

其中 g  和 f 分别表示测得的投影数据和未知的示踪剂分布。 大似然估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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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知投影数据 g 的条件下，求使得 ( | )g fL 达到 大的 f 。然而， 大似然估

计方法随着迭代增加噪声将逐渐增加。一种有效的抑制噪声的方法是利用贝叶

斯理论通过 大化包含图像先验信息的后验概率。先验信息可以用一个关于 f

的概率密度来表示，并且与投影数据信息共同构成后验概率来估计未知图像。

通常，先验可以表示为如下吉布斯(Gibbs)分布: 

( ) exp{ ( )},P UEv �f f                            (3-3) 

其中 ( )U f 是能量函数， E 是一个控制分辨率与噪声的正则化参数。将 大似

然函数和图像先验组合， 大后验估计可以表示如下:  

ˆ ( | ) ( )arg max L UE
t

�
f 0

f= { g f f }.                        (3-4) 

3.1.1 提出的解剖自适应的非局部先验 

a. 局部先验 

传统上某像素点 j 处的 Gibbs 先验能量方程 ( )jU f 通常以该像素点与其邻域

jN 内逐点差分为自变量的势能函数 ( )v � 的简单加权和： 

� �( )j k

j
jkj

k N
U f v f fw

�
 �¦                   (3-5) 

式(5)中的权值量 kjw 为表征图像中像素点 k 和像素点 j 间相互关系的正常数。一

般设定 kjw 与像素点 k 和像素点 j 之间的距离 kjD 成反比。通常势能函数 v的不同

设计将直接导出不同的先验。当选择 2( ) 2tv t ，则先验为 QMP。当选择 

2

2
( )

2,| |
| | 2,| |

t
t t

v
t t

G

G G G
 
 d°
®

� !°̄
                         (3-6) 

则先验为 Huber 先验，G 为参数。 

b. 解剖先验 

一个基本的假设是 PET 图像的放射性活度分布在一个给定的解剖区域内是



博士学位论文 

25 

平滑的，只在不同组织结构之间会有明显的边缘。在此基础上解剖先验被引入

统计迭代重建过程中用来指导 PET 图像重建。 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解剖边缘

信息来计算二次先验的权值，记为 AMAP[7,16]。式(3-5)中的权值量 kjw , 对于像

素 k 和像素 j 属于不同解剖区域， kjw 计为 0，对于像素 k 和像素 j 属于相同的解

剖区域， 1/ kjkj Dw  。这样，在不同解剖区域之间平滑先验不做惩罚，可以有效

的保持不同器官边缘的代谢浓度突变。 

c. 解剖自适应的非局部先验 

基于非局部均值图像去噪，一种非局部先验已被用于贝叶斯 PET 图像重建

[13]。非局部先验定义如下： 

� � � � � �2
f

1
2j kj k j

j j jk N
U U f f fw

�
 � ¦ ¦ ¦                    (3-7) 

� �21 exp ( , )kj
kj

w G k j h
D

 �                         (3-8) 

2
2( , ) || ( ) ( ) ||k jG k j f fQ Q � , � � � �^ `:k kf v f l l v � , � � � �^ `:j jf v f l l v � (3-9) 

其中 jN 表示以像素点 j 为中心的搜索邻域；权值量 kjw 用于刻画像素 k 和像素 j

之间的相似性测度，用分别以像素 k 和像素 j 为中心的相似邻域 kv 和 jv 间的相似

性函数计算。式(3-8)中 ( , )G k j 表示两相似邻域 kv 和 jv 间的 2L 距离；参数 h控制相

似性函数的衰减。 

式(3-8)中参数 h对权值量 kjw 的计算是极为重要的，在非局部先验中，参数 h

通常设定为经验值。显然，对于 PET 图像重建在整个迭代过程中只用一个参数

h 是有问题的。由文献[11,12]参数 h 是一个与噪声相关的量，然而对于低信噪比

的 PET 图像，很难对于整幅图像进行噪声估计。根据文献[14]，由于放射性浓

度在单一的解剖区域是局部平滑，并且图像的结构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在

每一个解剖区域的噪声标准差可以根据像素值的局部统计特性计算。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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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解剖图像的区域信息引入 PET 图像中，提出如下参数 h估计方法： 

( )c ch K n fV u                         (3-10) 

其中 c表示 PET 图像 f 中解剖区域的类型；参数 ch 表示图像 f 中区域 c的 h 值；n

表示相似邻域 kv 和 jv 的大小； ( )cfV 表示图像 f 中区域 c的噪声标准差；K 为一个

尺度参数。 

由于 PET 图像放射性浓度在不同解剖区域之间会有明显变化，我们提出的

解剖自适应的非局部权值定义如下： 

� �21 exp ( , ) , ( ) ( )

0,

c
kjkj

G k j h k c j c
Dw

else

 � � �° ®
°
¯

�
        (3-11) 

式(3-11)中，对于像素 k 和像素 j 属于同一解剖区域，权值量 kjw 用分别以像素 k 和

像素 j 为中心的相似邻域 kv 和 jv 间的相似性函数计算；对于像素 k 和像素 j 不属

于同一解剖区域，则权值量 kjw 为 0。通过实验，我们发现 ch 远小于 ( )cn fV 时，不

能有效抑制图像噪声， ch 等于 ( )cn fV 时，会对重建图像产生过平滑效应。实验中

选择 K 等于 0.5，选取 FBP 重建结果作为所有重建的初始值，我们期望随着每一

步迭代正则化的作用，对每一个解剖区域 c，图像标准差 ( )cfV 减小，h由一个初

始值，收敛到一个常数值。 

3.1.2 两步式联合估计重建策略 

Step 1：参数 ch 更新，权值量 kjw 更新 

( )n n
c ch K n fV u                         (3-12) 

其中 n
ch 代表图像 f 中区域 c在第 n步迭代中的 h值， ( )n

cfV 代表图像 f 中区域 c在

第 n步迭代中的噪声标准差。将与区域和迭代步数相关的 n
ch 带入到(11)式，基于

(3-9)-(3-11)式计算 kjw 。 

Step 2: 图像更新。固定 Step 1 得到的 kjw 后，关于 f 经(4)式 大化计算得重建图

像 f ，我们可以采用抛物线替代坐标上升(Paraboloidal surrogate coordinate a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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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CA)算法迭代求解[17]。PSCA 算法可以看作 OSL(One step late, OSL)算法的一

种，其基本思想是将复杂的统计重建的优化问题转化为易于求解的优化问题。

其具有收敛速度快，易于应用的特点。算法的收敛性难以给出严格的证明[2]，但

在整个迭代过程中至少可以收敛到某局部 优值。 

   
(a)                        (b) 

图 3-1: 仿真实验中所用体模：(a)用于 AMAP 和 AANLP 重建的解剖先验；(b)改进的 Zubal

体模。软组织中黄线圈定的区域作为病灶 1 和病灶 3 的背景；肺区中黄线圈定的区域作为

病灶 2 的背景。 

Fig.3-1: Simulated Phantom. (a) The anatomical prior used in reconstructions with AMAP and 

AANL prior, (b) Modified Zubal phantom. The region defined by the yellow dotted line in the soft 

tissue is as the background region of lesion 1 and lesion 3, while the region in lung is used for 

lesion 2 

 

3.2 实验设计 

3.2.1 Zubal 体模实验  

PET 图像采用大小为128 128u 像素的改进的 Zubal 体模，如图 3-1(b)所示。软

组织和肺区的衰减系数分别为 10.095cm� 和 10.03cm� [18]。设计 3 个大小 3 3u 的病灶：

病灶 1 和病灶 3 都在软组织区域内，病灶 3 靠近边缘，病灶 1 位于软组织区域

中，病灶 2 位于左肺区。黄线划定的 7 7u 的区域分别表示肺区和软组织区的背景。

解剖图像采用不带病灶的 Zubal 体模，像素取值为 0 到 0.095，如图 3-1(a)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解剖图像中并没有与功能图像相应的病灶边缘。病灶，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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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肺区的相对活度比为 4 : 2 :1，像素取值范围为 0 到 8。PET 探测数据模拟

中，光子总计数为 59 10u ，探测数据服从泊松分布，其中模拟延迟随机计数 ir 占

总计数的 10% (忽略散射作用)，同时设定校正系数 ic 为服从标准差为 0.3 的

log-normal 随机变量。转换概率矩阵 A，对应于一个平行带状积分的几何模型，

此二维模型表示一个 o180 的均匀区域里的具有128个径向取样和128个角采样的

系统，由 Fessler 等人提供的 ASPIRE 软件系统生成[19]。所有程序均在 Intel(R) 

Pentium(R) 4 2.80GHz 双核处理器，2GB 内存的 PC 机上实现。 

3.2.2 图像重建及评价  

为了实验比较，我们采用基于 QMP，Huber, NLP 和 AANLP 的 MAP 算法

对探测数据进行重建。为评价重建过程中解剖边缘信息的作用，我们还采用

AMAP 进行重建。为加快收敛，所有重建算法都采用 FBP 重建结果作为初值, 迭

代步数选取 150步。我们采用归一化均方根误差(normalize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NRMSE)作为偏差的度量，采用归一化的标准差(normalized standard deviation, 

NSD)作为噪声的度量。则 NRMSE 定义为： 

,
1

1 1 1NRMSE ( )
l

R

r k true
r k Nm l

f f
f R N  �

 �¦¦                (3-13) 

其中 truef 是体模图像中感兴趣区域的真实像素值， mf 是 truef 的均值， lN 是感兴趣

区域的像素个数，R 是随机数据的数目， ,r kf 是第 r 次随机数据中第 k 个像素值。

则 NSD 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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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kf , r 和 k 定义与式(3-13)相同， rf 代表像素 k 在 r 次重建中的均值。为量化评

价重建 PET 图像中病灶和正常背景区域对比度恢复水平，我们计算对比度恢复

比(contrast recovery ratio，CRR)。 R 次随机数据重建的平均对比度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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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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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
rM 与 B

rM 分别代表在 r 次随机数据中，病灶 l 与背景 B 的平均灰度值。CRR

通过重建图像与体模图像的对比度的比值计算。 

3.3 实验结果 

图 3-2 为 Zubal 体模的重建图像。对于所有重建我们设定 E 为 1.5, 对于 NLP

重建和 AANLP 重建， jN 设定为11 11u ， kv 和 jv 设定为 7 7u 。图 3-2(a)为 FBP 重建, 

含有大量噪声。图 3-2(b-d)分别对应于 QMP 重建，AMAP 重建和 Huber 先验重

建。图 3-2(e-g)分别为对于一个固定的 E 选取不同的 h 值进行 NLP 重建。图 3-2(h)

为 AANLP 重建，可以有效的保持病灶边缘结构。与其他方法相比，提出的方法

具有更好的视觉效果。 

 

(a)                     (b)                    (c)                    (d) 

 

(e)                     (f)                     (g)                    (h) 

图 3-2:  重建图像。(a) FBP重建；(b) QMP重建；(c) AMAP重建；(d)Huber重建, 0.2G  ； 

(e)NLP重建, 0.8h  ；(f)NLP重建, 1.2h = ；(g)NLP重建, 2h = ；(h)AANLP重建 

Fig.3-2: Reconstructed Images. (a) FBP reconstruction;(b) QMP reconstruction; (c) A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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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d) Huber reconstruciton, 0.2G  ; (e) NLP reconstruction, 0.8h  ; (f) NLP 

reconstruction, 1.2h = ; (g) NLP reconstruction, 2h = ; (h) AANLP reconstruction 

 

图3-3给出AANLP重建中，对于不同的 E 值，参数 h 随迭代次数的函数。可

以看到，对于不同的惩罚参数 E ， h 收敛到不同的值，惩罚参数 E 与参数 h 成反

向关系。这是由于随惩罚参数增大，每一步迭代中正则化对于图像影响较大，

图像噪声可以得到有效抑制。比较图3-3(a)(b)可以看到，对于相同的惩罚参数 E ，

在不同的解剖区域，参数 h 收敛到不同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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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图 3-3:AANLP 重建中，对于不同的 E 值，参数 h 在不同区域随迭代次数的函数。(a)肺区；

(b)软组织区 

Fig.3-3: The automatically estimated parameter h  from AANLP reconstruction is plotted as a 

function of iteration for different E  value in different regions. (a) Lung region; (b) Soft tissue 

region 

 

图 3-4描绘对 30次随机模拟数据，E 取值区间为[0.01, 0.1, 0.2, 0.5, 1.0, 1.5]，

NLP 重建与 AANLP 重建中， jN 设定为11 11u ，kv 和 jv 设定为 7 7u 时，病灶 NRMSE

与背景 NRMSE 的曲线。对于病灶 1 和病灶 2，QMP 重建和 AMAP 重建有相似

的表现；对于病灶 3，AMAP 重建由于利用了解剖边缘信息，比 QMP 重建具有

更小的 NRMSE。整体来说，Huber 重建要优于 QMP 重建和 AMAP 重建。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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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到，NLP 重建中当 0.8h  时，惩罚参数 E 调整，对重建结果影响不大；

当 h 在 1.2 到 1.6 之间时，可以达到 低的病灶 NRMSE 与背景 NRMSE；而当 h

的值大于 1.6 以后，随着 E 增大，在抑制背景噪声的同时，病灶 NRMSE 也急剧

上升。AANLP 重建中，其曲线特性近似于 NLP 重建中 h 为 1.2 时的曲线，在病

灶 NRMSE 方面更具鲁棒性，较 NLP 重建，QMP 重建和 AMAP 重建可以取得

更小的病灶 NRMSE 与背景 N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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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 3-4：病灶 NRMSE 与背景 NRMSE 的曲线。(a)病灶 1；(b) 病灶 2；(c)病灶 3 

Fig.3-4: The NEMSE of lesion versus the NRMSE of the background for all th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s. (a) Lesion1, (b) Lesion2, (c) Lesion3 

 

图 3-5 描绘对 30 次随机模拟数据，E 取值区间为[0.01, 0.1, 0.2, 0.5, 1.0, 1.5]，

NLP 重建与 AANLP 重建中， jN 设定为11 11u ， kv 和 jv 设定为 7 7u 时，病灶 CRR

与背景 NSD 的曲线。对于病灶 1 和病灶 2，由图 3-5(a) 可以看到，QMP 重建和

AMAP 重建在整个惩罚参数 E 范围内有相似的表现；对于病灶 3，由图 3-5(c)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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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 当惩罚参数 E 逐渐增大到正常范围时，AMAP 重建比 QMP 重建具有更

高的病灶 CRR。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Huber 重建在整体上要优于 QMP 重建和

AMAP 重建。从图 3-5(a)(c)中可以看到，对于低对比度的病灶 1 和病灶 3，NLP

重建中当 0.8h  时，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噪声，惩罚参数 E 调整，对重建结果影响

不大；当 h 在 1.2 到 1.6 之间时，可以稳定的得到较大的病灶 CRR，同时能有效

抑制背景区域的噪声；而当 h 的值大于 1.6 以后，随着 E 增大，在抑制噪声的同

时，病灶 CRR 也急剧下降。AANLP 重建中，其曲线特性近似于 NLP 重建中 h 为

1.2 时的曲线，在病灶背景对比度方面更具鲁棒性，同时可以从图 3-5(c)看到，

AANLP 重建中病灶 3 的 CRR 要略优于 NLP 重建中病灶 3 的 CRR，这是由于病

灶 3 的边缘正好与解剖边缘重合，AANLP 重建利用了解剖边缘。对于高对比度

的病灶 2，不同参数的 NLP 重建和 AANLP 重建，具有相似的曲线特性。所以我

们提出的 AANLP 重建较 NLP 重建在病灶 CRR 方面具有更好的鲁棒性，较 QMP

重建，AMAP 重建和 Huber 重建有更高的病灶背景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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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病灶 CCR 与背景 NSD 的曲线。(a)病灶 1；(b) 病灶 2；(c)病灶 3 

Fig.3-5: The CCR of lesion versus the NSD of the background for all th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s. (a) Lesion1; (b)Lesion2; (c)Lesion3 

 

3.4 讨论与结论 

本文我们提出了一种解剖自适应的非局部先验，将解剖信息引入到图像重

建中。解剖信息的利用包含两个方面：解剖图像的边缘信息用来指导 PET 图像

在边缘处的放射性活度值；解剖图像的区域信息用来估计非局部先验在每一个

区域的参数 h 值。图像重建采用两步式联合估计：首先，对当前 PET 图像在每

一个解剖区域，根据局部统计特性自适应的估计参数 h ，计算非局部先验权值。

然后进行图像更新。实验表明我们提出的 AANLP 重建可以得到较 NLP 重建更

优的结果。 

本研究中，我们提出的 AANLP 重建算法亦可以看作 OSL 算法的一种形式，

其算法的收敛性难以给出严格的证明，所以并不能保证收敛到一个全局 大值。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算法至少可以收敛到一个局部极大值，AANLP 重建可以很

好的抑制背景噪声，保持边缘，并且具有 高的病灶背景对比度。提出的参数 h

估计方法，除参数 K 外，还与相似性计算窗宽有关，对于不同相似性计算窗宽

进行实验，得到病灶 NRMSE 与背景 NRMSE 的曲线，实验表明我们提出的方法

在不同的窗下均可以有效的自适应估计参数 h 。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基于

一个基本的假设即放射性活度在同一解剖区域是同质分布的，并且实际的解剖

结构会远比仿真的 Zubal 体模复杂。对于 PET 图像某些解剖区域内放射性活度

异质分布的，在解剖区域内的标准差估计会有偏差，从而引起参数 h 的偏差。所

以一种更有效的 PET 图像标准差估计方法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对于解剖结

构较为复杂的 CT 图像，准确的分割方法也是本文方法应用的关键。进一步的研

究工作包括对本方法进行临床数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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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于广义熵与 MR 先验的 PET 大后验重建 

由于低空间分辨率和系统固有噪声，PET 重建是一个病态问题[1]。统计图

像重建方法，比如 MLEM，能够更好的考虑系统模型的物理效应而且能够针对

探测数据和噪声的统计特性建立数学模型。然而，ML-EM 方法在迭代过程中会

随着迭代增加，噪声显著增加[2,3]。此病态问题可以通过贝叶斯方法有效的求

解[4]。基于贝叶斯理论，先验知识可以对原始的重建进行正则化，所以先验的

选择对于 大后验方法极为关键。近二十年来，绝大部分先验以马尔可夫（MRF）

先验的形式出现，先验通常反映图像局部邻域的平滑特性。 常用的为二次先

验（quadratic prior, QP），在抑制噪声的同时，使边缘细节模糊。 

与简单的使用图像自身先验或马尔可夫形式先验相比，在 PET 图像重建中

引入解剖图像信息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MR(Magnetic Resonance)图像为磁共振

图像，由于来自高分辨率的 MR/CT 解剖图像能为 PET 图像重建提供大量的先

验信息，所以已有很多在 PET 重建中引入解剖先验的工作[5-10]。一般来说，

解剖先验的使用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方法基于解剖图像的边缘信息，此

种方法基于解剖图像与功能图像的边缘相互对应，通过分割或者标记解剖图像，

调节先验权值来惩罚功能图像边缘区域的像素灰度变化[5-8]；第二类方法基于

解剖图像的区域信息，此种方法假设在每一个解剖区域或器官中，放射性活度

分布是均匀的[9,10]。显然，两类方法都需要获取准确的解剖边缘或者对解剖图

像进行准确的分割。 

近来，在 PET 图像重建中，信息理论测度（包括互信息与联合熵）引导的

解剖信息作为先验已经被深入研究[11-13]。此种方法不需要对解剖图像进行准

确的分割或边缘提取，可以重建得到与解剖图像具有相似灰度分布的 PET图像。

特别是，Somayajula 使用 MR 图像与 PET 图像的特征向量的互信息定义先验

[11]。之后，Nuyts 通过实验说明，在解剖图像与 PET 图像的整体分布具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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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互信息作为先验在图像重建中会引入偏差，而联合熵是一种更具有鲁棒性

的测度[12]。总的来说，所有的这些信息理论测度都是基于香农熵（Shannon 

entropy）或玻尔兹曼吉伯斯（Bolzmann-Gibbs）统计。作为一种广义的香农熵，

Tsallis 熵已经在信息理论框架中建立起来[14]。作为一种信息测度，Tsallis 熵用

来一般化传统的玻尔兹曼吉伯斯统计[15]。在图像配准中，Tsallis 测度较互信息

测度可以得到更为快速准确的结果[16]。在图像融合中，Tsallis 测度可以到较互

信息测度更为优质的融合图像[17]。受此启发，我们提出基于广义熵与 MR 先

验的 PET 大后验重建。 

4.1  重建理论与先验模型 

用 f  表示待重建图像的放射射性活度分布。PET 数据可以模拟为期望为 

g的独立泊松分布的集合，g与 f 的关系可以用一个仿射变换来表示： 

( )  �g f Af r                          (4-1) 

其中 i jn nR u�A 是系统矩阵，系统的每一个元素(i, j)表示从像素 j 发出的正电子

在第 i 对探测器产生符合计数的概率， inR�r  表示散射计数和随机计数， ni 和 

nj 分别表示探测器对和像素的数目。 

根据探测数据的测量模型，可得到如下对数似然函数（ log-likelihood 

function）： 

1
( ) log ( ) ( ),

in

i i i
i

L g g g
 

 �¦g|f  f f                    (4-2) 

其中 g  和 f 分别表示测得的投影数据和未知的示踪剂分布。 大似然估计即

在已知投影数据 g 的条件下，求使得 ( | )g fL 达到 大的 f 。然而， 大似然估

计方法随着迭代增加噪声将逐渐增加。一种有效的抑制噪声的方法是利用贝叶

斯理论通过 大化包含图像先验信息的后验概率。先验信息可以用一个关于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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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密度来表示，并且与投影数据信息共同构成后验概率来估计未知图像。

通常，先验可以表示为如下吉布斯(Gibbs)分布: 

( ) exp{ ( )},P UEv �f f                            (4-3) 

其中 ( )U f 是能量函数， E 是一个控制分辨率与噪声的正则化参数。将 大似

然函数和图像先验组合， 大后验估计可以表示如下:  
ˆ ( | ) ( )arg max L UE

t
�

f 0
f= { g f f }.                        (4-4) 

基于方程(4-2)和(4-4), 我们可以得到迟一步(one step late, OSL)方法来迭代

更新 大后验估计值[18]： 

,
( ) | old

j j

old
j ij inew

j old
i ij j ijij f fi

j

f a g
f

U a f ra
f

E  

 
w ��
w

¦¦¦ f
           (4-5) 

其中像素 j 的新的估计来自于上一步迭代的更新。投影数据g 的第 i 个探测单

元(bin)的探测值表示为 gi ，aij 表示系统矩阵A  的一个元素。 

4.1.1 先验设计  

先验项 (f )U 的具体设计过程如下：首先由 PET 图像和 MR 图像提取 SN 个

特征向量（如灰度，梯度等），分别表示为 ix 和 iy ， 1, 2,...,i Ns 。本研究中，我

们只考虑两幅图像的灰度特征。这些特征向量可以看作独立的随机变量 X 和Y 。

我们可以将先验项 (f )U 定义如下： 

(f ) ( , )U D X Y                          (4-6) 

( , )D X Y 为 MR 图像与 PET 图像之间的信息理论相似性测度。在下文我们

将详细介绍一种广义熵(即 Tsallis 熵)。 

Tsallis 熵是一种广义香农熵，对于一个随机变量 X ， 阶数为D 的 Tsallis

熵定义如下： 

1( ) (1 ) ( ( ) 1)xH X p xD DD � �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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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x （ 1, 2,...,i Ns ）表示 SN 个特征向量（如灰度，梯度等），值得注意的是当

D 趋于 1 时，根据洛必达法则可以得到，Tsallis 熵即为香农熵。基于 Tsallis 熵

的散度测量可定义如下： 

1
1( || ) (1 )

1
i

T
i i

p
D P Q

q

D

DD � �
� ¦                   (4-8) 

其中 {1}D ��� ，当散度测量定义为两个变量联合分布和两个变量边际分布乘积

之间的距离时，此散度测量即为互信息。用 ( , )p x y 和 ( ) ( )p x p y� 分别替代式(4-8)

中 ip 和 iq ，基于 Tsallis 熵的互信息可以定义如下： 

( , ) ( ) ( ) (1 ) ( ) ( ) ( , )I X Y H X H Y H X H Y H X YD D D D D DD � � � u �  (4-9) 

相应的，基于 Tsallis 熵的联合熵可以定义如下： 

1

,
( , ) (1 ) ( ( , ) 1)

M

i j
i j

H X Y p x yD DD � � �¦                   (4-10) 

所以，根据 Tsallis 熵的互信息，我们可以定义 ( , )D X Y 如下： 

             ( , ) ( , )D X Y I X YD �                       (4-11) 

或根据 Tsallis 熵的联合熵，我们可以定义 ( , )D X Y 如下： 

( , ) ( , )D X Y H X YD                       (4-12) 

4.1.2 先验计算  

我们采用非参数方法来估计概率密度函数，设采样点的数目等于图像中像

素点的个数 N 。PET 图像中所有像素表示为 1 2, ,...,
sNf f f ，MR 图像中所有像素表

示为 1 2, ,..., Na a a ，那么 PET 图像的灰度的概率密度 ( )p x 的 Parzen 窗估计 ˆ ( )p x 可以

表示为 

1

1ˆ ( ) ( )
sN

j

js

x f
p x

N
I

V 

�
 ¦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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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xI
V

是宽度为V 的窗函数。本发明中，我们选择均值为 0 标准差为V 的高

斯窗函数作为窗函数。在 Parzen 窗估计时，将图像灰度范围 range划分为M 级

（通常认为可以区分不同的区域即可，本发明中取 128M  ），则每一个级表示

的值 /range M'  。V 大小设为 5'即可。为估计 PET 图像与 MR 图像的联合概率

密度，我们采用协方差矩阵为
0

0
x

y

V
V

§ ·
 ¨ ¸
© ¹

¦ 的高斯窗函数。所以，PET 图像与

MR 图像的灰度的联合概率密度可以表示为 

1

1ˆ ( , ) ( ) ( )
sN

k k

ks x y

x f y a
p x y

N
I I

V V 

� �
 ¦               (4-14) 

熵 ( )H XD 可定义如下： 

1

1

( ) ( ) '( )
1

M
i k

i
ik s x

x fH x x p x
f N

D D
DD I

D V
�

 

�w '
 

w � ¦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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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6) 

 

并且 

2'( ) ( )( )i k i k i k

x x x

x f x f x f
I I

V V V
� � �

        (4-17) 

上述先验项 ( , )D X Y 中的参数D 为可调节参数， {1}D ��� ，D 对 1 取极限时，

上述基于广义熵的互信息与联合熵即为传统的基于香农熵的互信息与联合熵。 

4.1.3 算法流程图  

整个重建算法的流程如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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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基于广义熵与 MR 先验的 PET 大后验重建框架 

Fig.4-1: The flowchart of the tsallis-entropy and MR prior based MAP PET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4.2 实验设计 

4.2.1 Hoffman 体模实验 

为进行实验验证，我们模拟 18F FDG� 示踪剂在正常大脑的灰质（gray matter，

GM），白质（white matter，WM）和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中产生

近似均匀的分布。图 1(a)为 PET 体模图像。采用大小为128 128u 的 Hoffman 脑体

模切片，在灰质，白质和脑脊液区域的活度比为 4 :1: 0。图 1(b)为 MR 图像。采

用同一切片，同样大小的 Hoffman 脑体模切片，在在灰质，白质和脑脊液区域

的像素值分别为 180，255，0。PET 探测数据模拟中，光子总计数为 61 10u ，探

测数据服从泊松分布，其中模拟延迟随机计数 ir 占总计数的10% (忽略散射作

正电子发射成像数据采

构建 PET 数学统计模型

配准后的 MR 图像 

MR 图像获取 

完成重建，获得重建图像

PET 大后验重建模型

初值图像 配准

采用迟一步算法对 PET
图像进行迭代求解 

基于广义熵与配准后的

MR 图像的先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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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时设定校正系数 ic 为服从标准差为 0.3 的 log-normal 随机变量。转换概

率矩阵 A，对应于一个平行带状积分的几何模型，此二维模型表示一个 o180 的

均匀区域里的具有 128 个径向取样和 128 个角采样的系统，由 Fessler 等人提供

的 ASPIRE 软件系统生成[19]。所有程序均在 Intel(R) Pentium(R) 4 2.80GHz 双核

处理器，2GB 内存的 PC 机上实现。 

 

(a) (b) 

图 4-2: 仿真实验中所用体模：(a) PET 图像 ，(b) MR 图像。 

Fig.4-2: The phantoms used in the simulation: (a) PET image and (b) MR image. 

 

4.2.2 图像重建及评价  

为评价提出的重建方法对图像量化水平的提高，我们采用归一化均方根误

差(normalized mean square error, NRMSE)作为偏差的度量，采用归一化的标准差

(normalized standard deviation, NSD)作为噪声的度量。则 NMSE 定义为： 

2
,

1

1 1 1NMSE ( )
l

R

r k true
r k Nm l

f f
f R N  �

 �¦¦                (4-18) 

其中 truef 是体模图像中感兴趣区域的真实像素值， mf 是 truef 的均值， lN 是感兴趣

区域的像素个数，R 是随机数据的数目， ,r kf 是第 r 次随机数据中第 k 个像素值。

则 NSD 定义为： 

 
2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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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kf , r 和 k 定义与式(4-18)相同， rf 代表像素 k 在 r 次重建中的均值。 

4.3  实验结果 

 

 

(a)           (b)           (c)            (d)           (e) 

 

(f)            (g)          (h)            (i)            (j) 

图 4-3：PET 体模图像和使用不同先验得到的重建图像：（顶部）从左到右分别为(a) PET

体模图像(b) MI 重建图像(c)-(e) Tsallis-MI 重建图像，D 分别为 0.5，0.9，1.5;（底部）从左

到右分别为(f) QP 重建图像(g) JE 重建图像(h)-(j) Tsallis-JE 重建图像，D 分别为 0.5，0.9，

1.5。 

Fig.4-3:  PET phantom image and reconstructed images using different prior: (top, from left to 

right) (a) PET phantom image (b) MI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c)-(e) Tsallis-MI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with D value equals 0.5，0.9，1.5, respectively; (bottom, from left to right) (f) QP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g) JE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h)-(j) Tsallis-JE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with D value equals 0.5，0.9，1.5, respectively. 

 

图 4-3 给出了体模图像与使用不同先验得到的重建图像。整体来看，引入

MR 先验得到的重建图像要优于 QP 重建。比较图 4-3 (b)-(e)可以得到，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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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llis-MI 的 大后验重建在D 取值为 0.5，0.9 时，在视觉效果上要明显优于基

于 MI 的 大后验重建。比较图 4-3 (b)-(e)可以得到，基于 JE 的 大后验重建

与基于 Tsallis-JE 的 大后验重建均有较优的重建结果。 

 

(a)            (b)            (c)            (d)            (e) 

 

(f)            (g)            (h)            (i)             (j) 

图 4-4：MR 图像分别与图 4-3(a)-(j)图像的联合概率分布：（顶部）从左到右分别为 MR

图像与(a) PET 体模图像(b) MI 重建图像(c)-(e) Tsallis-MI 重建图像，D 分别为 0.5，0.9，1.5;

（底部）从左到右分别为 MR 图像与(f) QP 重建图像(g) JE 重建图像(h)-(j) Tsallis-JE 重建图

像，D 分别为 0.5，0.9，1.5。 

Fig.4-4:  Joint pdfs of the MR image and the images in Fig.4-3 : (top, from left to right) MR 

image and (a) PET phantom image (b) MI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c)-(e) Tsallis-MI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with D value equals 0.5，0.9，1.5, respectively; (bottom, from left to 

right) MR image and (f) QP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g) JE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h)-(j) 

Tsallis-JE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with D value equals 0.5，0.9，1.5, respectively. 

 

图 4-4 给出了 MR 图像分别与图 4-3(a)-(j)图像的联合概率分布。从图 4-4 (a)

可以看到，当两幅图像的灰度具有相似的概率分布时，两幅图像的灰度联合概

率分布表现出很强的聚类效应。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当 MR 图像确定时，两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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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灰度联合概率分布越聚集， 则 PET 图像中每一类灰度具有更为均一的

分布。比较图 4-4 (b)-(e)可以得到，MR 图像与基于 Tsallis-MI 的 大后验重建

图像（D 取值为 0.5，0.9）的灰度联合概率分布具有较好的聚类效应。同时可

以看到，MR 图像与基于 MI 的 大后验重建图像的的灰度联合概率分布(图 4-4 

(b))较真实的灰度联合概率分布(图 4-4 (a))具有很大的偏差。比较图 4-4 (f)-(j)可

以得到：MR 图像与基于 QP 的 大后验重建图像的的灰度联合概率分布(图 4-4 

(f))较真实的灰度联合概率分布(图 4-4 (a))具有很大的偏差。MR 图像与基于

Tsallis-JE 的 大后验重建图像（D 取值为 0.5，0.9）的灰度联合概率分布具有

较好的聚类效应。MR 图像与基于 JE 的 大后验重建图像的的灰度联合概率分

布(图 4-4 (g))同样具有较好的聚类效应。以上说明，基于 Tsallis 熵与 MR 先验

的 大后验重建，在选择合适的参数D 下，可以得到较其他方法更优的图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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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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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图 4-5：图 4-3 中 PET 图像与不同先验重建得到的图像在预定义的感兴趣区域的侧面水平

轮廓图：(a)-(b) 是 L1 的水平轮廓线(c)-(d) 是 L2 的水平轮廓线(e)-(f) 是 L3 的水平轮廓线。 

Fig.4-5:  Profile plots along different predefined lines through the original and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using different prior corresponding to images in Fig.4-3: (a)-(b) are profile plots along lines L1, 

(c)-(d) are profile plots along lines L2 and (e)-(f) are profile plots along lines L2. 

 

图 4-5 给出了不同先验重建得到的图像在预定义的感兴趣区域的侧面水平

轮廓图。从图 4-5 (a)，(c)，(e)可以看到基于 Tsallis-MI 的 大后验重建，在D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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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即D 为 0.5，0.9 时，在边缘保持方面要明显优于使用 QP 与 MI 的 大后

验重建。从图 4-5(b)，(d)，(f)可以看到基于 Tsallis-JE 与 JE 的 大后验重建均

可以有效保持边缘。  

 
    (a)                             (b) 

 
    (c)                             (d) 

 

图 4-6:  对于重建的脑部图像不同区域((a)-(b) 白质, (c)-(d) 灰质) NMSE 与 NSD 随正则

化参数 E 变化的曲线，图像分别来自(i) QP 重建图像(ii) MI 重建图像(iii) Tsallis-MI 重建图

像，D 分别为 0.5，0.9，1.5 (iv) JE 重建图像 (v) 重建图像，D 分别为 0.5，0.9，1.5. 

Fig.4-6: Plots of NMSE versus NSD trade-offs changing with regularization parameter E  

(from 10 noise realizations of projection data) for different regions((a)-(b) white matter, (c)-(d) 

grey matter) of brain image reconstructed, from  (i)QP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ii) MI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iii) Tsallis-MI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with D value equals 0.5，0.9，

1.5, respectively (iv) JE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v) Tsallis-JE reconstructed PET image with 

D value equals 0.5，0.9，1.5,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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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给出了对于重建的脑部图像不同区域 NMSE 与 NSD 随正则化参数

E 变化的曲线。由图所示，QP 重建的 NMSE 与 NSD 曲线做为参考，可以看到

使用 Tsallis-MI 重建得到的曲线特性要优于 QP 重建重建，而且当D 小于 1 时，

其曲线特性要明显优于 MI 重建的曲线特性。同时可以看到，JE 重建与 Tsallis-JE

重建的曲线特性不同传统的 QP 重建，随着参数 E 增大，其 NMSE 与 NSD 同时

下降。以上分析表明 Tsallis-MI 重建与 Tsallis-JE 重建较传统的 QP 重建，可以

有效提高分辨率，得到更为准确的重建图像。 

4.4 结论 

本研究中，我们通过一种广义熵(Tsallis entropy)将 MR 图像的先验信息引

入 大后验 PET 图像重建中。我们定义基于广义熵的 PET 图像与 MR 图像灰度

的互信息与联合熵作为先验。通过高斯窗函数来估计图像灰度的概率分布，进

一步估计待重建 PET 图像与 MR 图像灰度的联合概率分布。由于高斯函数的可

导性，从而使得目标先验同样具有可导性。我们采用迟一步迭代求解提出的广

义熵与 MR 先验指导的 大后验 PET 重建。研究发现，D 取值小于 1，如D 为

0.5 和 0.9，基于广义熵的互信息可取得较传统的基于香农熵的互信息更优的重

建结果；而基于广义熵的联合熵可取得与传统的基于香农熵的联合熵相当的重

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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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引入动力学聚类信息的 3.5D 动态 PET 重建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是一种非介入的测量活体示踪剂分布的分子成像

工具。通常动态PET扫描可以测量特定目标结构或感兴趣区域放射性药物的生

物分布随时间量化变化。通过对动态PET图像应用动力学模型得到生理或生化

参数[1]。这些生理或生化参数可以很好的解释动态PET数据，并且可以更好地

区分正常和病变组织。 

标准的3D动态PET成像通常在每一个时间帧独立重建图像，然后对时间活

度曲线在像素或感兴趣区域应用近似的动力学模型[2]。但是传统的3D动态PET

成像面临一个问题即随着对临床应用时空分辨率要求提高，单一帧数据的3D重

建受有限计数水平的影响。单一帧的3D图像通常使用统计图像重建方法，如

大似然法与 大后验方法[3]。在低计数水平下，直接的ML重建会产生较高的

噪声[4]。在动态扫描中，低计数的问题随着时间采样的增加进一步加剧。 

贝叶斯方法通过引入图像的先验模型来解决此病态问题[3]。传统的先验惩

罚局部邻域像素差，如二次先验[2]。然而，此类先验的缺点是仅考虑确定邻域

内像素差。此外，这类先验容易对边缘平滑。到目前位置，很多更为复杂的先

验包括边缘保持中值根先验[6]，Geman[7], Huber[8], Green[9] and Nuyts[10] 先

验。 

一种可选择的控制边缘像素差惩罚的的策略是引入解剖图像信息[11-13]。

近来一些更为复杂的解剖功能先验已被广泛的研究[14-17]。尽管多种放射性示

踪剂PET成像显示出解剖结构与功能活度之间有很大相关性，然而这种相关可

能是非直接的或更为复杂的。本文提出的框架旨在寻求一种方法，此方法通过

聚类定义具有相似动力学的功能邻域，并作为先验引入3D动态PET图像重建中。 

在后重建动态PET图像分析中，许多基于聚类的方法已经被广泛提出，应

用于图像分割或动力学分析中降低噪声（通过组合或分析具有相似动力学的像

素）。在分割中，包括使用K均值方法分割动态的脑部图像[18,19]。模糊C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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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或者是软阈值K均值聚类方法，混合模型方法包括多变量高斯分布和非高

斯分布(使用EM或ICA方法)，都用来分割动态脑部图像[20]。在动态心脏PET成

像中，因子分析已被应用于自适应的分割和估计左右心室的输入函数[21]。在

临床体成像中，与传统的静态标准摄取值SUV图像相比，Anzari et al用PCA方法

进一步增强动态FDG图像中肿瘤的区分[22]。Janssen et al.使用K均值聚类方法

应用时间活度曲线(TACs)来区分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23]。 

在动力学分析中，基于单房室模型的动力学聚类方法 初由Kimura et al.提

出[24]，之后通过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被扩展到不可逆的二房室FDG模型中

[25]。作为一个补充，基于混合高斯模型的方法被用到在噪声存在时进行PCA

分类[26]。其他两种应用于用于脑部动态PET图像包括层次聚类方法[27]，或混

合层次聚类与K均值聚类方法[28]。 

区别于上述提到的后重建方法，本研究利用聚类来增强图像重建，通过引

入基于动力学的聚类邻域。本方法标记为“3.5D”图像重建，因为一方面，此方

法与广泛研究的时空4D图像重建相关，时空4D图像旨在超越传统的单一帧的重

建[29]；另一方面， 终重建步包含单一帧的 大后验图像重建，并不需要更

高级的变换，时间基函数，或者4D重建框架中的动力学模型 

5.1  提出的 3.5D 动态 PET 图像重建方法 

5.1.1 大后验重建 

用 fm  表示在时间帧 m (1 )m Md d 的放射射性活度分布。PET 数据在时间

帧 m 可以模拟为期望为 mg 的独立泊松分布的集合， mg 与 fm的关系可以用一个

仿射变换来表示： 

( )m m m �g f Af r                          (5-1) 

其中 i jn nR u�A 是系统矩阵，系统的每一个元素(i, j)表示从像素 j 发出的正电子

在第 i 对探测器产生符合计数的概率， in
m R�r  表示在时间帧 m 的散射计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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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计数， ni 和 nj 分别表示探测器对和像素的数目。 

 根据探测数据的测量模型，动态数据集的对数似然函数（log-likelihood 

function）可以表示如下： 

1 1
( ) ( ) log ( ) ( ),

inM

im im im
m i

L L g g g
  

  �¦¦g|f g|f  f f            (5-2) 

其中 mg={g } 和 f={f }m 分别表示测得的动态投影数据和未知的示踪剂分布。 

大似然估计即在已知投影数据g 的条件下，求使得 ( | )g fL 达到 大的 f 。

然而， 大似然估计方法随着迭代增加噪声将逐渐增加。一种有效的抑制噪声

的方法是利用贝叶斯理论通过 大化包含图像先验信息的后验概率。先验信息

可以用一个关于 f 的概率密度来表示，并且与投影数据信息共同构成后验概率

来估计未知图像。通常，先验可以表示为如下吉布斯(Gibbs)分布: 

( ) exp{ ( )},P UEv �f f                       (5-3) 

其中 ( )U f 是能量函数， E 是一个控制分辨率与噪声的正则化参数。将 大似

然函数和图像先验组合， 大后验估计可以表示如下:  
ˆ ( | ) ( )arg max L UE

t
�

f 0
f= { g f f }.                        (5-4) 

基于方程(5-2)和(5-4), 我们可以得到迟一步(one step late, OSL)方法来迭代

更新 大后验估计值[9]： 

,
( ) |f

old
jm jm

old
jm ij imnew

jm old
i ij jm imjij f fi

jm

f a g
f

U a f ra
f

E  

 
w ��
w

¦¦¦
           (5-5) 

其中在时间帧 m 像素 j 的新的估计来自于上一步迭代的更新。投影数据g 在时

间帧 m 第 i 个探测单元（bin）的探测值表示为 gim ，aij 表示系统矩阵A  的

一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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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基于动力学聚类的先验 

a. 传统的局部先验 

方程(5-5)的先验能量函数通常通过局部 jN 邻域像素差的势函数的加权和

计算，表示如下： 

1 1

( ) ( ),f
j

j

nM

kj km jm
m j k N

U w v f f
  �

 �¦¦ ¦                 (5-6) 

其中 kjw 是在像素 j 邻域内给定像素 k 的权值。对于 3D 重建，通常选定一个具

有 18 个像素的邻域。如果 k 和 j 是垂直邻域，权值值 kjw 设为 1，如果 k 和 j

是对角邻域，权值值 kjw 设为 1 2 。通常，不同的势函数的选择将导出不同的先

验。当势函数采用二次形式时
2( )v u u ，先验为二次先验(quadratic prior, QP)。

同时我们考虑 Green prior(GP)，其中势函数设为 ( ) log cosh( / )v u u G ，是一个需

要优化的参数[9]。 

b. 基于动力学聚类的先验 

为了利用更多的像素来进一步减少噪声同时不会产生大的偏差，我们扩展

局部邻域到包含所有具有相似时间特性像素的邻域。我们依然使用二次先验，

但是邻域的定义不同于(5-6), 定义如下： 

* 2

1 1 { }

( ) ( ) ,f
jnM

kj km jm
m j k c j

U w f f
  �

 �¦¦ ¦                 (5-7) 

其中 { }c j 表示包含像素 j 的聚类，一种直接的方法是对邻域内所有像素点设置

相同的权值： 

{ }1 ( 1) ,kj c jw N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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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c jN  是类 { }c j  中像素的个数，由此我们可以定义非加权的基于聚类的

先验(unweighted cluster-based prior，CP-U)。 

然而，由于噪声或者是使用的聚类数目不够，一些像素可能会被错误的聚

类，在 大后验重建图像中产生偏差。所以，我们提出通过引入距离加权来减

少重建中的偏差： 

1 ,kj kjw d                  (5-9) 

其中 kjd  是像素 j 和像素 k 之间的欧式距离，由此我们可以定义距离加

权的基于聚类的先验(distance-weighted cluster-based prior, CP-W)。在此种情况

中，我们仅在一个特定的邻域( 5 5 5u u )而不是整个类邻域中来计算 jkw 。因为在

特定的一类中距离中心像素更远的像素的权值可以忽略。值得注意的是，相对

于大多数以前应用于 PET 大后验重建的先验，提出的基于聚类的先验试图利

用具有同质动力学特性的邻域。这样对于一个给定的时间采样方式，可以有效

的减少噪声，同时不会产生明显的偏差。 

c 时间活度曲线(TACs)聚类   

方程(5-7)-(5-9)中先验的构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类 { }c j ，此决定了先验对图

像的特征描述的准确性。在动态 PET 研究中，每一个像素的时间行为可以通过

TAC 曲线来描述，区别于对于单独的图像基于像素的灰度值聚类，如我们初步

研究。在本文中我们基于像素的动力学对图像进行聚类。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动

态序列图像 TAC 曲线的形状和级数对图像进行分类，使得像素 TAC 在同一类

中是同质的，而不同的类之间是异质的。假设在动态 PET 图像中存在 K 类，模

糊 C 均值方法通过 小化如下方程： 

2

1 1

,j k W
f v

jn K
q
kj

j k
J u

  

 �¦¦                         (5-10) 

其中 MR�jf 是第 J个像素的TAC曲线, MR�kv 是第 k 类中心的TAC, k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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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jf 在第 k 类中的隶属度。 q 是模糊函数, and M MR u�W  是一个在对角元素包

含权值因子其他元素为零的方阵。权值因子设每一个动态帧m的方差的反比值。 

OSEM 重建图像的方差估计在 5.3.1 部分详细的叙述。我们设置(5-10)式中的模

糊参数为 2，如文献[30,31]等采用的。目标函数的解可以通过如下迭代式得到

[32]。 

1) 设置初始的类数K  和停止准则H ； 

2) 随机初始化模糊分类系统矩阵 (0)U ，包含每一个单独 (0)
kju  值； 

3) 设置循环开始值 0b  ； 

4) 由 ( )bU 计算聚类中心 (b)
kv ； 

( )

( )

( )

( )

j
(b)
k

f
v =

b q
kj

j
b q

kj
j

u

u

¦
¦

                         (5-11)  

5) 计算隶属度矩阵 ( 1)b�U  

2

2

( 1)
1 ( 1)

1

1

j k

j i

f v

f v
w

w

b
kj qK

i

u �
�

�

�
 

 
§ ·
¨ ¸
© ¹

¦
                  (5-12)  

6) 如果 ( ) ( 1)max{ }b b H�� �U U 则停止; 否则，设 1b b � 返回第四步。 

 

5.1.3 提出的 3.5D 重建流程图 

提出的 3.5D PET 重建算法描述如图 5-1 所示。此重建算法包含三步: 首先，

采用标准的 3D 图像重建生成序列的动态图像，第二步，完成动态 PET 图像聚

类；第三步，3.5D 动态重建并且使用动力学模型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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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提出的 3.5D 动态 PET 重建框架 

Fig.5-1: The flowchart of the proposed 3.5D dynamic PET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5.2  实验设计 

5.2.1 仿真研究 

 

图 5-2: 常用的二房室模型 

Fig.5-2:Depiction of the commonly utilized two-compartment model. 

 

动态 PET 研究中使用一个二房室五参数模型进行仿真。对于给定血采样 

Cp(t), 和 自由房室 Cf(t)和边界房室 Cb(t), 如图 5-2 所示。 其中 K1 (ml/min/g), k2 

(1/min), k3 (1/min) 和 k4 (1/min)为 4 个标准的动力学参数, 动态过程可以用如

下方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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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 ) ( ) ( ) ( ) ( ),

f
p f bdC t K C t k k C t k C t

dt
 � � �         (5-13) 

3 4
( ) ( ) ( ),

b
f bdC t k C t k C t

dt
 �                     (5-14) 

其中 Vp (ml/g) 表示组织中血体积分数, 测量的总的放射性活度 C(t)可以表示

如下: 

( ) (1 )[ ( ) ( )] ( )p f b p pC t V C t C t V C t � � �           (5-15) 

对方程(5-13)和(5-14)求解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 � � �1 21
3 4 1 2 3 4

2 1

( ) ( ) ( )t t p p pKC t k k e k k e C t V C tD DD D
D D

� �ª º � � � � �  �¬ ¼�
 (5-16) 

其中 * 表示卷积算子, 并且 

 
� �2

1,2 2 3 4 2 3 4 2 44 2k k k k k k k kD ª º � � � � �« »¬ ¼
B            (5-17) 

对于本仿真实验，我们采用 55 个 11C-raclopride 动态 PET 扫描, 对每一个

数据的脑部多个区域的 K1, k2, k3 和 k4 速率参数分别进行估计。然后对每一个

区域的 K1, k2, k3 和 k4 速率参数分别进行平均。 血输入函数 Cp(t) 是由多个

病人的动脉血采样取均值得到。所有的这五个参数 (K1, k2, k3, k4 and Vp ) 和血

采样浓度 Cp(t) 用于(5-16)式生成动态图像数据应用于一个数字化的脑体模

[33]。扫描时间为 4 x 15 s, 4 x 30 s, 3 x 1 min, 2 x 2 min, 5 x 4 min, and 7 x 5min. 

然后我们对所有的动态图像进行解析的仿真生成动态数据并进行重建。  

为验证重建算法，我们使用后重建图形分析工具估计参数图像。使用Logan

模型的图形分析(Graphical analysis)已经广泛应用于可逆示踪剂受体动态PET研

究[34]。然而，Logan方法在估计DV参数时通常会产生噪声引起的负的偏差

[35-40]。 近，周等提出一种新的图形分析方法[41]，由于其线性特性，此方

法不会产生上述的噪声引起的负的偏差。作者指出，对于血流输入在t≥t*时，系

统达到相对的平衡relative equilibrium (RE)，此RE模型可以表述如下 

0 0
( ) ( )

( ) ( )
,

t t P
j

P P

C d C d

j jC t C t
DV B

W W W W³ ³ �                      (5-18)  

其中 jDV 和 jB 分别是在像素 j 处的斜率和截距， pC 和 jC 分别是血输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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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组织在时间t的示踪剂浓度, 时间t根据扫描协议确定。此外，假定参考组织

在时间t≥t*也达到了相对平衡。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表达式，命名为基于参考组织

输入的RE模型，由此DV ratio (DVR) 可以得到  

0 0
( ) ( ) '

( ) ( )
,

t t ref
j

ref ref

C d C d

j jC t C t
DVR B

W W W W³ ³ �                      (5-19) 

jDVR 和 '
jB 分别是在像素 j 处的斜率和截距， er fC  表示参考组织示踪剂浓

度。方程式(5-18)和(5-19)的时间积分从 t=0 到 45 min, 50min, 55min, 60min and 

65min。上述图形分析方法均用于本文中参数图像的估计. 

a. 断层成像  

我们对西门子 high resolution research tomograph (HRRT)的几何进行真实的

解析仿真[42]。我们考虑衰减(decay)，归一化(normalization)，和衰减(attenuation)

等因素，这些因素也被引入图像重建中。仿真不包含随机和散射计算。与此相

对，在 3.2 病人研究中，包括了散射和随机事件。通过对重建结果进行图形分

析得到参数图像。重建结果分别来自(i)传统的 3D 动态重建(MLEM)，(ii)传统的

3D 大后验重建 (using quadratic prior QP-MAP and Green’s prior GP-MAP 

approaches), 和 (iii) 提出的 3.5D 动态 PET 重建 (CP-U-MAP and CP-W-MAP). 

在所有重建中，我们采用 10 步迭代，每一步迭代包含 16 个子集。 所有的图像 

(活度图像和参数图像) 重建的维数为 256 256 207u u  并且每一个像素的尺寸

为 31.219 1.219 1.219mmu u .   

b. 评价指标(FOM)   

为比较上一部分所述不同重建算法得到的 DV 和 DVR 参数图像，我们采用

归一化的区域标准差与偏差曲线进行量化评价。我们研究了 11 个感兴趣区域

(egions of interest, ROIs)分别为 cerebellum, caudate, putamen, cingulate Cx 

(cortex), occipital Cx, orbitofrontal Cx, parietal Cx, frontal Cx, temporal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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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lamus 和 white matter。每一个区域的归一化的标准差(NSDROI)定义如下：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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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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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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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

�
u

¦
     (5-20) 

其中 jX 表示在一个特定的ROI的像素 j ( ROI1,...,j N ) 估计的DV或DVR 参

数值, 
ROI

1
ROIROI j jNX X� ¦  表示在一个特定的 ROI 内估计的 DV 或 DVR 参

数值的均值。对于一个已知区域值为均一值 true
ROIX  的 ROI，区域偏差(BiasROI)

定义为： 

true
ROI ROI

ROI true
ROI

Bias 100%.
X X

X
�

 u
              

(5-21) 

整体评价指标(FOM) 为使用 NSDoverall vs. Biasoverall量化整个图像（为进行整体

的量化评价），对每一个 ROI (r=1...R)的 NSDROI 和 BiasROI 分别进行平均，并

且根据尺寸加权（每一个 ROI 像素个数）来估计整体的 NSD 和 Bias. 

5.2.2 病人研究 

我们同时将提出的方法应用于第二代 HRRT 扫描仪[42]。我们改进了存在

的 HRRT 重建代码，使得参数图像可以使用图形分析工具从以下几种重建得

到：（i） 标准的 3D 动态重建 (MLEM), 和 (ii) 提出的 3.5D 动态重建方法 

(CP-W-MAP). 除了对衰减和归一化校正外，随机和散射计数也进行校正，随机

和散射计数校正分别采用单速率法和标准的单散射模拟方法[43]。 

我们对一个 27 岁男性受体 11C-raclopride PET 进行研究. 参考组织模型

(5.2.1 节) 应用于 0-65min,并且在式(5-19)中利用 5 个终点时间。Cerebellum 区

域的 TACs 用作参考输入函数并且由初始的 OSEM 重建估计得到。 传统的方

法与提出的方法均采用 6 步迭代，每一步迭代包含 16 个子集。 

由于真实的 DVR 值是不知道的，在本研究中偏差没有进行计算。对于一

系列的 ROI，我们绘制了 DVRROI vs. NSDROI 曲线，其中 NSDROI 定义如式(5-20). 

这样可以在一个相似的 DVR 值，对噪声表现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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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实验结果 

我们通过与传统的 3DMLEM 和 3DMAP 重建进行比较，对提出的 3.5D 动

态重建进行评价。 这几种重建算法的参数首先用单独的投影数据进行分别的优

化，然后根据区域噪声与偏差表现进行量化的评价。 

5.3.1 断层成像 

a. 参数优化  

大后验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先验的构建以及正则化参数(式(5-5)中

E )，E 通常决定先验对重建的影响。在文献中，对于不同的帧数 E 通常设为一

个常数值。我们提出如下的帧数相关的的正则化参数： 

 
2,k kE DV                            (5-22) 

其中 α是一个尺度因子,  2
kV  是第 k 帧图像的估计方差.  事实上，假设图像

的分辨率和噪声均依赖于动态帧的统计，这一正则化参数可以理解为使得重建

的不同动态帧图像具有相对一致的分辨率和噪声[44]。根据 Yaqub et al.出的噪

声模型[45]，衰减校正的动态帧的方差为： 

2 dcf dcf N / ( T T ),k k k k k kV  u u ' u'             (5-23) 

其中 Nk  表示衰减校正的投影计数， Tk'  表示每一帧的间隔，dcfk 是衰减因

子. 每一帧的衰减因子可表示如下dcf= ( ) /{exp( ) exp( )}e s s eT T T TO O Ou � � u � � u ,

其中 O  是衰减常数, sT 和 eT  分别是每一帧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一种相似的随

帧数变化的正则化参数选择方法[46]，但是衰减因子并没有考虑。 

为进行量化比较，我们考虑传统的与帧数无关的正则化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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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a) 式(5-22) 与 (5-24)中时间帧独立与时间帧相关的正则化方法中， 0V 与 kV 比较，

为 小化在初始时较高噪声水平的影响，在时间帧 t>1.5min 的 kV 值取均值得到 0V 。（b）

描绘了图像 NSD 值随帧数变化的曲线，(i)标准的非正则化的 OSEM 作为参考，(ii) QP-MAP

重建使用时间帧独立的正则化方法(MAP ( 0E )),，和(iii) QP-MAP 重建使用时间帧相关的正

则化(MAP ( kE ))。 

Fig.5-3: (a) Comparison of 0V  vs. kV  as utilized in frame-independent vs. frame-dependent 

regularizations (5-22) and (5-24). To minimize dependence on early-uptake, highly-varying 

noise levels, only kV values for frames with t>1.5min were averaged to obtain 0V . (b) Plots of 

resulting image NSD versus frame number for QP-MAP reconstruction using: (i) standard 

non-regularized OSEM shown as reference, (ii) QP-MAP with fixed regularization (MAP ( 0E )), 

and (iii) QP-MAP with frame-dependent regularization (MAP ( 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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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描绘了 3.5D 动态重建得到的 DV images 随迭代步数增加整体的 NSD (噪声) 与 

Bias (偏差)曲线：(左) CP-U-MAP ，(右) CP-W-MAP，在合理的尺度因子 α.下，对于不同

的聚类数目并使用时间帧相关的的正则化。 

Fig.5-4: Plots of overall NSD (noise) vs. Bias (bias) for DV images obtained with increasing 

iterations of 3.5D dynamic reconstruction: (left) CP-U-MAP and (right) CP-W-MAP for varying 

cluster numbers and using frame-dependent regularization with typical scaling factor α.. 

 

2
0 0 ,E DV                         (5-24) 

其中 0V 是整个统计测量的均值，通过取所有帧 kV 的均值。图 5-3(a)对一个

raclopride PET 研究的均值。对于一个合理的尺度因子（将在本文中进行优化）

，使用帧数独立和帧数先关的 QP-MAP 重建的噪声表现在图 5-3(b)进行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使用图帧数相关的 βk 可以进一步增强各帧之间的均一性。 

对于提出的 3.5DPET 重建方法，我们研究了聚类数 K 对量化准确的影响，

特别研究了对 终得到的参数图像的影响。通过大量的测试，我们发现在

raclopride PET 扫描参数成像中，使用 13 类可以得到合理的结果，如图 5-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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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描绘了对于不同的尺度因子提出的重建方法得到的 DV 图像随迭代步数增加整体

的 NSD (噪声) 与 Bias (偏差)曲线：(左) CP-U-MAP ，(右) CP-W-MAP。可以看到不同于

CP-W-MAP 重建，CP-U-MAP 重建随正则化参数增大，偏差逐渐增大。 

Fig.5-5: Plots of overall NSD (noise) vs. bias for DV images obtained using proposed 

reconstruction method with 13 clusters: (left) CP-U-MAP and (right) CP-W-MAP, as generated 

for varying regularization parameters. Increasing bias levels were observed for CP-U-MAP 

reconstruction, unlike CP-W-MAP reconstruction. 

 

下一步，对帧数相关的尺度因子 α 进行研究。为了提供一个比较公平的比

较，我们对传统的 MAP 与提出的 3.5DMAP 重建方法分别进行优化。 优化通

过如图 5-5 所示的噪声(NSD)与偏差(Bias)曲线得到。图中的曲线（每一条曲线

均是增加迭代步数得到）说明，对于两种方法包括 CP-U-MAP 和 CP-W-MAP，

随着 α值的增加可以提高噪声(NSD)与偏差(Bias)曲线特性。尽管如此，更明显

的量化提高可以在后一种重建中得到。所以下面的讨论中我们集中于

CP-W-MAP 分析。 

图 6 绘出了使用不同尺度因子 α，随迭代增加，CP-W-MAP 重建在每一个

单独的脑区 NSD 与 Bias 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随着 α从 0.1 增加到 0.4，图

像量化水平有显著提高，当增加到 0.6 并没有明显的影响量化表现。这样我们

选定 α=0.4 作为 CP-W-MAP 重建的 优值。这里，我们希望强调优化 α（而不

是直接的 E ）可以使得正则化过程对于给定整体或单独帧统计特性的不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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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分别调节，如式(5-22)和(5-24)追求的，尽管我们利用帧数相关的方法来增

强量化表现。  

 

图 5-6：描绘了对于不同的尺度因子使用 13 类的 3.5D 动态重建方法(CP-W-MAP)得到的

DV 图像随迭代步数增加区域的 NSD (噪声) 与 Bias (偏差)曲线：(左) CP-U-MAP。 

Fig.5-6:  Plots of regional NSD (noise) vs. bias curves for DV images obtained using 3.5D 

dynamic reconstruction with 13 clusters (CP-W-MAP) for varying regularization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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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血输入模型结果 

在优化参数完成后，我们比较传统的 3DPET 重建（包括 MLEM, QP-MAP, 

GP-MAP）和提出的 3.5D PET 重建 (CP-W-MAP) 。为评价重建算法对脑部整

体量化表现，图 5-7 对不同的参数 DV 图像绘出了整体的 NSD 与 Bias 曲线。

从图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MLEM 方法的噪声随迭代增加，QP-MAP 和 

GP-MAP 重建方法在减少噪声的同时，增加了偏差。与此相比，提出的

CP-W-MAP 在控制噪声的同时可以有效的提高偏差。值得注意的是 GP-MAP 重

建在 NSD 与 Bias 曲线方面表现要优于 QP-MAP。 

不同的参数 DV 图像的 11 区域的 NSD 与 Bias 曲线如图 5-8 所示。DV 图

像分别来自于传统的 3D PET 重建（MLEM, QP-MAP and GP-MAP）与提出的

3.5D PET reconstruction 重建（CP-W-MAP）。如图对每一个单独的 ROIs 的描述，

应用传统的 3DMAP 重建可以减少噪声但同时增加了偏差。提出的 CP-W-MAP 

reconstruction 在 Noise 与 bias 曲线表现上要优于 MLEM 和传统的 MAP 重建。  

 
图 5-7：描绘了 DV 图像随迭代步数增加整体的 NSD (噪声) 与 Bias (偏差)曲线，DV 图像

分别来自于：(i) 传统的 3D MLEM 重建，(ii)传统的 3D MAP 重建(QP-MAP and GP-MAP) ,

和(iii) 提出的 3.5D 重建(CP-W-MAP). 传统的和提出的 MAP 重建均对正则化参数进行优

化，以提供一个公平的比较。 

Fig.5-7: Plots of overall NSD (noise) vs. bias for DV images obtained using: (i) conventional 3D 

MLEM reconstruction, (ii) conventional 3D MAP reconstruction (QP-MAP and GP-MAP) and 

(iii) proposed 3.5D reconstruction (CP-W-MAP). Regularization was optimized for both 

conventional and proposed MAP reconstructions to provide a fair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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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描绘了 DV 图像随迭代步数增加不同脑区的 NSD (噪声) 与 Bias (偏差)曲线，DV 

图像分别来自于：(i) 传统的 3D MLEM 重建，(ii)传统的 3D MAP 重建(QP-MAP and 

GP-MAP) ,和(iii) 提出的 3.5DMAP 重建(CP-W-MAP).  

Fig.5-8:  Plots of regional NSD versus Bias trade-off curves of the estimated DV images 

(generated with increasing iterations) for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brain reconstructed using (i) 

conventional 3D MLEM reconstruction, (ii) conventional 3D MAP reconstruction (QP-MAP and 

GP-MAP), and (iii) proposed 3.5D MAP reconstruction (CP-W-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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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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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真实的和估计的参数 DV 图像随迭代步数增加，(a)-(c)分别对应于横断面，冠状面，

矢状面。对于每一个图，(i) 真实图像, (ii) 标准的 3D MLEM 重建 (MLEM) and (iii) 提出

的 3.5D reconstruction (CP-W-MAP)：迭代步数分别为 1, 2, 3, 5 和 10 (16 子集)。图像显示

中没有采用后滤波。  

Fig.5-9:  True and estimated parametric DV images: (a)-(c) corresponding to transaxial, coronal 

and sagittal slices, respectively. For each, (i) true image, (ii) standared 3D MLEM reconstruction 

(MLEM) and (iii) proposed 3.5D reconstruction (CP-W-MAP) are shown (From left to right): 

Increasing iterations of 1, 2, 3, 5 and 10 (16 subsets). No post-filtering was applied to the images 

shown. 

 

为对估计的 DV 图像提供一个直观的视觉感受，图 5-9 给出了真实参数图

像和两种算法重建（MLEM and CP-W-MAP）得到的参数图像的 transaxial, 

coronal, 和 sagittal 切片。可以看到，标准的 MLEM 方法随迭代增加噪声增加，

提出的 CP-W-MAP 方法得到的参数图像具有更好的视觉效果。其他两种算法

（QP-MAP and GP-MAP）得到的参数图像并未显示于图 5-9：QP-MAP 和 

GP-MAP 得到的参数图像在减少噪声的同时增加了偏差，而偏差很难从视觉效

果看出，但在噪声和偏差曲线（如图 5-7 和图 5-8）可以明显的看到。 

c. 参考组织模型结果 

我们对参考组织模型得到的参数 DVR 图像也采用上述量化分析方法。图

5-10 描绘了 DVR 图像在不同脑区的 NSD 与 Bias 曲线，DVR 图像分别来自于：

(i) 传统的3D 重建 (MLEM, QP-MAP and GP-MAP), (ii) 提出的3.5DMAP重建

(CP-W-MAP)。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所有的重建，估计的参数 DVR 图像（使用

参考组织模型得到的）较参数 DV 图像（使用血输入模型得到的）具有更大的

偏差。在每一种情况下，提出的 CP-W-MAP 重建方法较其他传统的 3D 重建方

法在可比的偏差水平下，在降低噪声(NSD)方面具有更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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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描绘了 DVR 图像随迭代步数增加不同脑区的 NSD (噪声) 与 Bias (偏差)曲线，DVR 

图像分别来自于：(i) 传统的 3D MLEM 重建，(ii)传统的 3D MAP 重建(QP-MAP 和 GP-MAP) ,

和(iii) 提出的 3.5DMAP 重建(CP-W-MAP).  

Fig.5-10:  Plots of regional NSD versus Bias trade-off curves of the estimated DVR images 

(generated with increasing iterations) for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brain reconstructed using (i) 

conventional 3D MLEM reconstruction, (ii) conventional 3D MAP reconstruction (QP-MAP and 

GP-MAP), and (iii) proposed 3.5D MAP reconstruction (CP-W-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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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病人研究结果 

在基于大量的仿真研究基础上，我们将提出的 3.5D 重建方法应用于一个

HRRT 扫描仪的 11C-raclopride 病人研究上（如 3.2 部分详细描述的）。为对估计

的参数 DVR 图像提供一个视觉比较，图 11 显示了传统的 MLEM 与提出的 3.5D

重建方法的参数图像的矢状面。提出的重建方法得到的参数 DVR 图像可以看到

噪声明显减少。 

图 12 绘出了 13 个单独的脑区（cerebellum, both left (L) and right (R) anterior 

putamen, posterior putamen, anterior caudate nucleus, posterior caudate nucleus, 

thalamus and ventral striatum）NoiseROI 与 DVRROI 曲线随迭代步数的变化。通

过这些感兴趣区域，提出的 3.5D 重建方法在量化表现要优于传统的 3DMLEM

重建方法。具体来说，即在给定的 DVR 值时，改进的噪声特性可以得到。 

 

 

图 5-11：一个 raclopride HRRT 研究的参数 DV 图像。（顶部）标准的 3D MLEM 重建 

(MLEM) ，（底部） 提出的 3.5D reconstruction (CP-W-MAP)：从左到右：迭代步数分别

为 1，2，3，4，5 和 6 (16 子集)。图像显示中采用后滤波。  

Fig.5-11:  Transaxial parametric DVR images for a raclopride HRRT study. (top) standared 3D 

MLEM reconstruction, (bottom) proposed 3.5D reconstruction (CP-W-MAP).  (From left to 

right): Increasing iterations of 1, 2, 3, 4, 5 and 6 (16 subsets). Post-filtering was applied to the 

images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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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描绘了 DVR 图像随迭代步数增加不同脑区的 NSD (噪声) 与 DVR 值的曲线，

DVR 图像分别来自于：(i) 传统的 3D MLEM 重建， (iii) 提出的 3.5DMAP 重建

(CP-W-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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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12: Plots of regional NSD versus DVR curves of the estimated DVR images with the 

iteration number for different regions of brain images reconstructed using (i) standard 3D MLEM 

reconstruction, and (ii) proposed 3.5D MAP reconstruction (CP-W-MAP). 

5.4  讨论 

5.4.1 与时空 4D PET 重建的关系 

在 Rahmim et al.的综述文献中[29]，时空 4DPET 重建方法旨在通过在重建

中引入多帧图像的信息对一个给定的时间采样水平获得更低的噪声。这些技术

主要包括(a)迭代的时间平滑， (b)平滑的时间基函数，(c)对动态数据的主成分

变换， (d) 基于小波的技术，(e)直接的动力学参数估计方法。 后一类方法，

在 Tsoumpas et al.的综述文献中[47]，将动力学模型和活度图像耦合到一个单一

的框架中，可以在重建中直接利用来自所有动态帧的数据。这种方法可以将投

影域数据的统计特性引入参数图像重建中。然而，此方法较传统方法而言要求

更为复杂的优化算法[48-50]，尽管一些些闭式的直接的 4D 参数成像算法已经

提出[51-53]，但是这些都是基于线性的图形方法。与此相对，我们提出的 3.5D

重建方法从全部数据提取和引入 4D 的动力学信息方法，保持一个单帧图像的

3D 重建，并且不要求使用时间基函数和复杂的优化算法。此外，算法部要求预

指定将要用于重建图像的动力学模型。 

5.4.2 聚类数目的选择 

真实的类的数目通常是不知道的，所以一个实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选择一

个合适的类的数目。在 Belhassen and Zaidi 的工作中[54]，对于一个静态的 PET

图像，类的数目是通过优化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

得到的。Wong et al 使用俩个信息准则，分别是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and the Schwaz criterion (SC, which is equivalent to BIC)，来决定 2D 动态 PET 图

像的类数[18]。AIC 和 BIC 可以推导出不同的统计模型[55]。然而，在我们仿

真试验中， 对于真实的 3D 动态 PET 图像，我们并没有发现 AIC 和 BIC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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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棒的得到 优的类的数目。一个可能的原因是，AIC 和 BIC 都是模型独立

的，一个特定的分布函数对于真实的 3D 动态 PET 图像并不准确。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量化的 NSD 与 Bias 曲线表现来优化类的数目。在

以前的研究中，我们研究了类的数目不同对静态图像重建的影响[55]。我们发

现，如果类的数目少于真实的类的数目，使用 CP-U-MAP 重建得到的图象将会

引入明显的噪声，但 CP-W-MAP 具有更好的表现，这是由于 CP-W-MAP 可以

小化远距离的并且被错误聚类的像素对重建的影响。这一问题同样在动态成

像中得到验证：使用 CP-W-MAP 重建得到的参数图像的整体的 NSD 与 Bias

曲线要优于 CP-U-MAP（如图 5-5 所示）。我们同时可以观察到，当类的数目多

于真实的类的数目，重建参数图像 NSD 与 Bias 曲线表现既没有显著的提高，

也没有明显的退化。然而，在实际中，真实的类的数目并不知道，估计不足的

类的数目会导致较差的量化结果。所以，一个明智的选择是选择过多的而不是

不足的类的数目的估计。当然，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利用 hierarchical 聚类分析使

用不同的类的数目来拟合动态 PET 图像，直到达到一个 优值[28]。 

5.4.3 正则化参数的选择 

对于动态重建，在 MAP 重建中选择一个合适的正则化参数是非常关键的。

自适应的方法，如广义交叉验证，L 曲线方法和 大斯然方法[57-60]，要求很

高的计算成本并不是基于目标的。Wang 和 Qi 提出一个基于动力学参数目标的

方法来指导 MAP 动态 PET 重建中正则化参数的选择[46]。但是，此方法即使不

考虑其计算复杂度，仍然要求 ROI 的估计的真实 TAC 值和 ROI 的定义(使用

‘plug-in’方法)。在目前的工作中，在基于图像的分辨率和噪声均依赖于每一帧

图像的统计的假设下[44]，我们根据每一动态帧的方差采用了一种简单而实际

的尺度化正则化参数的方法(如在 5.3.1 a 部分详细介绍)。我们使用 NSD 与 Bias

曲线来优化尺度因子，并且说明对于来自变化的动态帧的重建图像，可以得到

更为均一的噪声水平(N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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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本章小结 

本文通过引入基于像素动力学信息的先验，提出一种 3.5D 动态 PET 重建

方法来增强动态 PET 重建。我们使用加权的模糊 C 均值的方法对初始重建的动

态图像进行聚类，并定定义具有相似动力学特性像素的邻域。我们定义了两种

形式的基于聚类的先验，引入并且应用于单帧的 MAP 3D 动态 PET 重建中。

使用接近真实水平的仿真 11C-raclopride 动态 PET 数据，我们对提出的 3.5D 动

态 PET 重建算法进行优化，并且与传统的 3D MLEM 和 MAP (QP-MAP 和 

GP-MAP)进行比较。为在不同时间帧之间达到相对一致的噪声和分辨率特性，

我们提出一个时间帧相关的正则化参数，并且使用整体 NSD 与时间帧变化曲线

进行量化研究。通过广泛的 11C-raclopride 动态 PET 研究和 HRRT 病人研究，

结果显示提出的 3.5 D 图像重建算法可以得到量化增强的 DV 和 DVR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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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PET 重建问题一直以来是医学成像领域研究的热点。从第二章对 PET 技术

的回顾可知，目前已有相当多的关于 PET 重建的研究。而且随着硬件技术的发

展，既有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如传统 PET 重建的速度问题，又有一些新的具

有挑战性的问题不断的涌现：如随着近来 PET/MR 一体机逐步开始应用于临床。

因此本文所做的工作借鉴了前人一些有意义的、优秀的工作，但力图有所创新。

这就使本文工作涉及的面较广泛，但主要还是集中于当今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

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基于解剖先验信息的 大后验 PET

重建，主要讨论了如何将 MR 先验引入 PET 重建中；其二是提出一种引入动态

聚类信息的 3D 动态 PET 重建技术来增强参数图像估计。 

本文介绍了本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 PET 静态图像迭代重建算法和 3D 动

态 PET 重建方面所做的一些实验、研究和工作，现将以上内容总结如下： 

1．针对基于非局部先验的 大后验 PET 重建中参数优化的问题，提出了

一种基于解剖自适应的非局部先验模型，通过引入解剖图像的区域信息，实现

了在 大后验重建中根据解剖区域自适应的优化非局部先验参数选择。在 PET

重建实验中，该方法与固定参数的非局部先验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基于解

剖自适应的非局部先验模型在边缘保持及提高重建图像量化水平上有一定优

势。然而，此方法需要预先对 CT 图像进行配准，给实际应用增加了困难。 

2．基于近年来兴起的在 PET 重建中引入 MR 先验的研究，提出一种基于

广义熵与 MR 先验的 大后验 PET 重建算法，该方法无需对 MR 图像进行分割

或提取边缘，通过构建 MR 图像与 PET 图像灰度特征之间基于广义熵的互信息

或联合熵，作为先验引入 大后验 PET 重建中。实验表明，基于广义熵与 MR

先验的 大后验 PET 重建，可以有效的引入 MR 信息，提高重建 PET 图象的量

化水平。此方法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即 MR 图像与 PET 图像具有相同的分布。

然而在实际临床中，PET 图像与 MR 图像之间并不是直接相关的。下一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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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包括，对某些特定的示踪剂，研究其在脑部显像时，PET 图像与 MR 图像之

间的相关性。 

3．针对传统的 3D 动态 PET 重建噪声高，空间分辨率低的问题。提出一种

引入动力学聚类信息的 3.5D 动态 PET 重建方法来增强图像重建，并进行参数

图像估计。此方法标记为“3.5D”图像重建，因为一方面，此方法与广泛研究的

时空 4D 图像重建相关；另一方面， 终重建步包含单一帧的 大后验图像重

建，并不需要更高级的变换，时间基函数，或者 4D 重建框架中的动力学模型。

通过广泛的 11C -rac lopride 动态 PET 研究和 HRRT 病人研究，结果显示提出的

3.5 D 动态 PET 图像重建算法可以得到量化增强的参数图像。此方法我们已应

用于临床数据，下一步任务是通过几组受体，来比较此重建方法对于组内数据

重建的差异与组间数据的差异，进一步研究此方法的鲁棒性。 

 

 

 



攻读学位期间成果 

86 

攻读学位期间成果 

论文 

[1] Lijun Lu, Nicolas Karakatsanis, Jing Tang, Wufan. Chen and Arman. 

Rahmim, 3.5D dynamic PET image reconstruction incorporating 

kinetics-based clusters, Physic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PMB/427330/PAP 

2012.(Minor revision) 

[2] Lijun Lu, Nicolas Karakatsanis, Jing Tang, Wufan. Chen and Arman. 

Rahmim, 3.5D dynamic PET image reconstruction incorporating 

kinetics-based clusters，Soc. Nuc. Med. Annual Meeting Proceed., 2012. 

[Abstract] (Oral) (accepted) 

[3] Arman Rahmim, Yun Zhou, Jing Tang, Lijun Lu, Vesna Sossi, and Dean F. 

Wong, Direct 4D parametric imaging for reversibly binding PET tracers 

using generalized AB-EM reconstruction，Physic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2012，57(3)：733-755.（SCI Index, IF=3.056） 

[4] Arman Rahmim, Yun Zhou, Julie Price, Jing Tang, Lijun Lu, Mohammad Ay, 

Gwenn Smith, Vesna Sossi, and Dean F. Wong，Generalized 4D AB-OSEM 

direct parametric imaging: application to PiB-PET，Soc. Nuc. Med. Annual 

Meeting Proceed., 2012. [Abstract] (Oral) (accepted) 

[5] Lijun Lu, Jianhua Ma, Jing Huang, Hua. Zhang, Zhaoying Bian, Wufan 

Chen, and Zhengrong. Liang, Generalized Metrics Induced Anatomical Prior 

for MAP PET Image Reconstruction, 11th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Fully 

Three-Dimensional Image Reconstruction in Radiology and Nuclear 

Medicine, July 11-July 15, Potsdam, Germany, 2011: 233-236. (Oral) 

[6] Zhaoying Bian, Jianhua Ma, Jing Huang, Hua Zhang, Lijun Lu, Qianjin 

Feng, and Wufan Chen , Regional Spatio-temporal Prior Based Dynamic 

PET Reconstruction, 11th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Fully Three-Dimensional 

Image Reconstruction in Radiology and Nuclear Medicine, July 11-July 15, 

Potsdam, Germany, 2011: 407-410. (Oral) 

[7] Lijun Lu, Jing Tang, Nicolas Karakatsanis, Wufan Chen, and Arman. 



博士学位论文 

87 

Rahmim，Cluster-based priors for MAP PET image reconstruction, IEEE 

Nuclear Science Symposium and Medical Imaging Conference (NSS/MIC), 

2011: 2678 – 2681. (EI Index, Poster) 

[8] 路利军，马建华，黄静，毕一鸣，刘楠，陈武凡，基于解剖自适应的非

局部先验贝叶斯 PET 图像重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2011，30(3)：

326-332。 

[9] 边兆英，路利军，马建华，冯前进，陈武凡，动态 PET 重建中的区域时

空先验研究，中国图象图形学报，2011，16(10)：1784-1790。 

[10] 边兆英，黄静，马建华，路利军，张华，田玲玲，陈武凡  投影数据恢

复导引的 PET 图像滤波，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1, 47(17)，196-199。 

[11] 张喜乐，黄静，刘楠，路利军，马建华，陈武凡，基于小波变换的低剂

量CT投影数据滤波方法研究，CT理论与应用研究，2011，20(2)：163-171。 

[12] 黄静，马建华，路利军，毕一鸣，陈武凡 ，基于广义 Gibbs 先验的优质

PET 成像，电子学报，2010，38(4)：899-903（EI 检索）。 

[13] 刘楠，黄静，马建华，路利军，冯前进，陈武凡，非局部平均迭代修正

的稀疏角度CT凸集投影重，南方医科大学学报，2010，30(10)：2224-2228。 

[14] 毕一鸣，马建华，路利军，刘楠，黄静，陈武凡，基于标准剂量 CT 图

像非局部权值先验的低剂量图像恢复，电子学报，2010，38(5)：1146-1151

（EI 检索）。 

[15] 毕一鸣，马建华，刘楠，路利军，余晓锷，冯前进，陈武凡，基于 Anscombe

变换域 BM3D 滤波的低剂量 CT 重建，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0, 46(13)：

216-220。 

[16] 曹蕾，张煜，路利军，陈武凡，基于径向梯度指数的肺结节假阳性筛除

方法，计算机工程，2010，36(13)：7-8。 
[17] 曹蕾，路利军，杨蕊梦，陈武凡，基于区域增长的肺结节自适应形态分

割，南方医科大学学报，2008，28(12)：2109-2112。 

[18] 路利军，马建华，毕一鸣，刘楠，冯前进，陈武凡，基于解剖自适应的

非局部先验贝叶斯 PET 图像重建 ，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成立 30 周

年纪念大会暨 2010 广州（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学术大会论文集 ，

2010-09-26 。 



攻读学位期间成果 

88 

[19] 毕一鸣，马建华，路利军，刘楠，陈武凡，基于标准剂量 CT 图像非局

部权值先验的低剂量图像恢复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

念大会暨 2010 广州（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学术大会论文集，2010-09-26 。 

[20] 刘楠，马建华，路利军，陈武凡，投影数据 BM3D 滤波导引的 NL-means

低剂量 CT 优质重建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暨

2010 广州（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学术大会论文集 ，2010-09-26 。 

 

专利： 
[1] 路利军，马建华，冯前进，陈武凡，基于广义熵与 MR 先验的 PET 图像

大后验重建方法（申请号：201110195103.4，公开号：CN10232408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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