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18年8月第35卷第4期

• 571 •

·论

著·

基于改进型Haller指数的儿童鸡胸
自动化诊断
纪红蕾1，王君臣1，陈诚豪2，曾骐2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北京 100191）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胸外科（北京 100045）

【摘要】 鸡胸是最常见的儿童胸壁畸形之一，表现为部分胸骨及与之相连的肋软骨向前突起，轻者心理健
康受损，重者肺部等身体机能受损。临床上广泛使用的鸡胸评价指标——Haller 指数，其在鸡胸诊断效率以及分
型上存在一定不足，因此本文提出一种改进型 Haller 指数及其自动化测量算法。首先提取患者电子计算机断层
扫描（CT）图像中胸骨最凸横断面的外胸廓像素点集合；然后将其分别拟合为三次 B 样条曲线和椭圆曲线；最后
基于解析曲线自动计算得出改进型 Haller 指数及分型指数。通过对 22 组患者术前术后 CT 数据的实验分析结果
表明，本文提出的改进型 Haller 指数不仅可以正确诊断鸡胸，而且可用于对不同程度的鸡胸进行分型，证实了该
评价指标的可行性，同时由于采用计算机自动测量技术，提高了鸡胸诊断效率，为计算机辅助个性化儿童胸壁畸
形诊疗技术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鸡胸；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图像；三次B样条曲线；椭圆曲线；计算机辅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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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ctus carinatum (PC)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hest wall anomalie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rotrusion of the anterior chest wall including the sternum and adjacent costal cartilages. Mildly patients suffer from
mental problems such as self-abasement, while severely suffering patients are disturbed by significant cardiopulmonary
symptoms. The traditional Haller index, which is widely used clinically to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PC, is deficient in
diagnosis efficiency and classific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mproved Haller index algorithm for PC: first, the contour of
the patient chest in the axial computed tomography (CT) slice where the most convex thorax presents is extracted; and
then a cubic B-spline curve is employed to fit the extracted contour followed by an eclipse fitting procedure; finally, the
improved Haller index and the classification index are automatically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analytic curves. The results of
CT data analysis using 22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patient CT datase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diagnostic index for
PC can diagnose and classify PC patients correctly, which confirm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Furthermore,
digital measurement techniques can be employed to improv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PC, achieving one small step
towards the computer-aided intellige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pediatric chest wall malformations.
【Key words】 pectus carinatum;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e; cubic B-spline curve; elliptic curve;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引言
儿童先天性胸壁畸形的种类较多，临床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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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有 漏 斗 胸 （ pectus excavatum， PE） 和 鸡 胸
（pectus carinatum，PC）两大类，约占所有胸壁畸形
的 95%～97% [1-2] 。漏斗胸是表现为部分胸骨及与
其相连的第 3～7 根肋软骨向脊柱方向呈现漏斗状
凹陷的一种畸形；而鸡胸则表现为部分胸骨及与
之相连的肋软骨向前突起形成畸形，男女发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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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3∶1[2-3]。鸡胸患者在少儿时期多表现不明显，
[4]

到了青春期发育阶段，畸形迅速加重突显出来 ，

诊断效率低下。但是目前由于其测量方法简单，因
此作为辅助诊断指标仍然得到了广泛应用。

对于青春期的患者来讲，外观缺陷导致的心理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以提高鸡胸诊断分型准确

有时甚至比生理影响更加严重，所以鸡胸患者的心

率及诊断效率为目的，以三次 B 样条曲线及椭圆曲

[5]

理障碍较漏斗胸更为常见 。鸡胸一般对心肺功能
[6]

线为数学工具，提出一种计算机辅助儿童鸡胸自动

影响较小，严重的鸡胸患儿会出现肺功能受损表现 ；

诊断方法。此方法可自动计算并输出鸡胸严重程

而且根据鸡胸患儿胸廓形态的不同，治疗方法不尽

度及分型评价指数，提高鸡胸自动诊断的准确率与

相同。因此，提高诊断及分型的准确率与效率，对

效率，为计算机辅助个性化胸壁畸形诊疗技术奠定

鸡胸患者进行个性化治疗显得十分重要。

基础。

漏斗胸严重程度的评价方法有多种，如漏斗指
数（funnel index，FI） [7] 、Haller 指数 [8] 、纠正指数

1 Haller 指数测量方法的局限性

（correction index，CI） [9]等，而鸡胸严重程度的评

国内有学者根据鸡胸胸壁前凸畸形特点将其

价方法较少。目前临床上对鸡胸严重程度的评价

分为 4 型 [14] ：Ⅰ型为胸骨弓状前凸型；Ⅱ型为非

大多采用基于人工测量的 Haller 指数法，即在患者

对称型；Ⅲ型为胸骨柄前凸型；Ⅳ型为胸骨抬举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

型。国外文献报道则主要分为 3 种类型 [2] ：龙骨

图像上胸骨最凸出的横截面，测量胸廓最大内横径

型、不对称型以及鸽胸型，如图 1 所示。龙骨型，

。一

即胸骨弓状前凸型，为鸡胸中最常见的类型，主要

般认为鸡胸 Haller 指数小于 2.3 的患者具有手术特

表现为胸骨与剑突连接处的凸起，通常合并周围肋

与胸骨最凸点后缘至椎体前缘距离的比值
征

[11]

[10]

；也有研究采用胸骨倾斜线与水平线间夹角

骨的塌陷；不对称型鸡胸，表现为凸起的最高点在

来测量胸骨旋转角度以评估鸡胸的严重程度 [12] 。

胸骨的左侧或右侧；鸽胸型，即胸骨柄前凸型，表

而鸡胸造成的胸骨畸形对于心肺功能方面的影响，

现为胸骨柄与胸骨体连接部前凸，胸骨体中下段逐

一般采用心电图、心脏彩超及肺功能检查等手段[13]。

渐下陷，形成上凸下凹畸形。

目前临床上广泛采用的 Haller 指数方法，由于

鸡胸的治疗手段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

测量在内胸廓上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无法准确

疗。近年来，随着鸡胸治疗技术的改进，针对鸡胸

表征鸡胸患者胸廓外形特征，而且人工测量的方式

的治疗主要趋向于通过外部对前胸壁施加压力来

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测量人员导致的主观差异以及

达到对胸骨和肋骨的永久塑形。但对于一些凸起

正常

龙骨型

不对称型

鸽胸型
图1

鸡胸分型

Fig.1 Classification of pectus carin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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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胸壁僵硬以及严重不对称的鸡胸患者，仍
需用到传统的开放截骨手术

[11]

如式（1）所示：

，因此对鸡胸患者的

d
jAB j

H1

正确分型以及评价鸡胸的不对称程度显得十分重
要。目前临床上广泛采用的 Haller 指数方法，是指

(1)

定义分型指数（H2）为：最凸点 A 至椭圆中心

测量胸廓最大内横径a与胸骨最凸点后缘至椎体前

纵轴的距离 e 与 1/2 胸廓最大外横径之比再乘上关

缘距离b的比值，并以此作为评估鸡胸严重程度的

于 A 点位置的符号函数，如式（2）所示：
e
H2
¢ sign(jB Cj d=2)
d=2

指标，如图 2 所示（图片来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儿童医院胸外科接受鸡胸微创手术患儿的 CT
扫描图像，已获受试者知情同意）。然而 Haller 指

(2)

点，不能判断最凸点在前胸廓上的位置，故无法将

其中，C 为椭圆长轴左端点，则有如式（3）所示：
8
>
< 1; jB Cj < d=2
sign(jB Cj d=2)
0;
jB Cj d=2
(3)
>
: 1;
jB Cj > d=2

鸡胸患者分型；③ 由于 Haller 指数采用人工测量

最凸处的横截面，使用边缘检测算法提取外胸廓像

的方法，故会出现主观差异，且人工诊断效率低

素点集合，并将其分别拟合为平面上封闭的三次 B

下。基于以上原因，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改进型

样条曲线 r 和椭圆曲线；在前胸胸廓上选取凸出椭

Haller 指数，以提高鸡胸诊断的分型准确率及诊断

圆的最凸点 A，计算改进型 Haller 指数。如图 3 所

效率。

示，该算法可直观地评价鸡胸患儿的严重程度及不

2 改进型 Haller 指数

对称程度。

数有其自身的局限性：① 由于 Haller 指数测量在
内胸廓上进行，故在一定程度上无法直观表征鸡胸
患者外部形态特征；② 由于 Haller 指数只能表示
胸廓凸起程度，不能表示鸡胸前凸畸形的外观特

因此，即可选取鸡胸患者胸部 CT 图像上胸骨

2.2 算法步骤

2.1 算法原理

输入：患者 CT 图像胸骨最凸处的切片图像。

本文将研究鸡胸的严重程度及分型问题抽象
为数学问题。由于前文所述的鸽胸型属于“上凸
下凹”型，本文只讨论鸡胸“凸”的程度的评价
（关于凹型漏斗胸的算法适用性讨论详见本文第 5

b
a

节），因此将前述鸽胸型与龙骨型合并，按照龙骨
型和不对称型两种分类方法，从理论上分析本文算
法作为鸡胸严重程度诊断指标及分型指标的可
行性。
如图 3 所示，首先，将改进型 Haller 指数（H1）
定义为：胸廓最大外横径 d 与最凸点 A 至椭圆长

图2

轴的距离之比，其中 B 为 A 在椭圆长轴上的垂足，
A

C

A

e

C

B

Haller 指数测量方法

Fig.2 Definition of Haller index

e

e

C

B

A

B

d

d

d

龙骨型

不对称型（左侧凸起）

不对称型（右侧凸起）

图3

不同鸡胸类型下的测量方法

Fig.3 Measurem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pectus carin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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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表征鸡胸严重程度的改进型 Haller 指
数（H1）及分型指数（H2）。
步骤（1）：使用轮廓提取算法自动提取患者外
胸廓像素点集合，并按相对点集中心的极角排序，
T

(x i ; y i ) ; i 1; 2; ¢¢¢; N

(4)

步骤（2）：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找到

i

点集的两个正交

主方向，并将点集在以其中心为原点的主方向上进
行投影，得到旋转平移对齐后的点集，仍然记为

i。

步骤（3）：使用三次 B 样条封闭曲线 r 拟合胸
廓点集

Ci（i = 0，1，¢¢¢，M – 1）拟合为椭圆曲线，在前胸廓
上选取凸出椭圆的最凸点 A，以及 A 在椭圆横轴上
的垂足 B。
步骤（5）：计算改进型 Haller 指数（H1）。

如式（4）所示：
i

步骤（4）：用最小二乘法算法将 M个控制点

i ，并计算胸廓最大外横径

d，具体做法

如下：
① 在闭区间［1，N］内生成 M + 1 个均匀分布的
节点，记为 tk，k = 3，4，¢¢¢，M + 3，其中 t3 = 1，tM + 3 =

N。补充定义 t0 = t1 = t2 = t3 = 1，tM + 6 = tM + 5 = tM + 4 =
tM + 3 = N。则定义在［1，N］上具有节点划分 tk, k =
0，1，¢¢¢，M + 6 的三次样条曲线可表示为三次 B 样
条基函数的线性组合，如式（5）所示：
M+2
X µ ®i ¶
B i;3(t)
s (t)
¯i

(5)

其中 B i，3 （t） 是定义在［t i ，t i + 4 ）上三次 B 样条基函
数，其解析表达式由 Cox-de Boor 递归公式给出。
② 最小化以下目标函数，求解参数 ®i 、¯i ，如
式（6）所示：
min

t=1

算法步骤如图 4 所示（患者 CT 图像来源：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胸外科接受鸡胸
微创手术患儿的 CT 扫描图像，已获受试者知情
同意）。

3 数据资料
3.1 受试者信息
选取 2015 年 1 —12 月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儿童医院胸外科接受鸡胸微创手术的患儿，按
照以下描述的入组标准，纳入本项研究，最终入选
22 例。
入组标准：① 就诊 2 个月内无呼吸系统感
染；② 无肌无力等可能影响呼吸功能的全身系统
性疾病；③ 未服用激素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呼吸功

i=0

N
X

步骤（6）：计算分型指数（H2）。

能的药物；④ 仅行单纯鸡胸微创手术；⑤ 既往无
先天性心脏病、肺部疾病等其他胸部手术史；⑥ 已
取出支架的病例；⑦ 所有患儿均在放置支架前及
取出支架后完成胸部 CT 扫描。

3.2 影像学数据采集
胸部 CT 扫描检查所用仪器为 64 排 CT 扫描系
统（型号 Light Speed VCT64 及 CT750HD，GE 公司/

k s (t)

2
t k2

得到拟合后的三次 B 样条曲线

(6)

美国），扫描时各参数设置如下：层厚 0.625 mm，
层间距 0.625 mm，电压 120 kV，自动毫安调节
技术，管电流范围 10～700 mA，螺距（pitch）：

s (t)。

往往不

1.375∶1，图像重建为 512 × 512 像素图像。扫描范

封闭，因此需要使用一个插值样条来封闭曲线。在

围从胸部入口至胸廓下缘，扫描后所有数据从工作

③ 由于拟合的三次 B 样条曲线
s (t)

s (t)

站采用图像工作站软件 AW4.6 Workstation（GE 公

上生成 M 个均匀控制点，如式（7）所示：
i

s (t 3 i ); i

0; 1; ¢¢¢; M 1

(7)

定义 CM = C0，以及 M + 5 个 B 样条函数节点，
如式（8）所示：
knots :

(1; 1; 1; 1; 3; 4; ¢¢¢; M 1;
M 1; M 1; M 1; M 1)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DICOM）
3.0 标准格式存储。
本研究经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8)

则存在唯一一个定义在［1，M + 1］和划分 knots
上的三次 B 样条曲线 r（t），经过所有控制点 Ci，i =
0，1，¢¢¢，M。由于 CM = C0，因此该曲线是闭合的。
④ 计算闭合曲线上分别经过 M 个控制点 C i

（i = 0，1， ¢¢¢ ，M）的水平线段长度，选取其中最大
值即为胸廓最大外横径 d。

司，美国）调出，并以医学数字成像和通信（digital

伦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4 算法验证
对 22 组儿童鸡胸患者术前术后的 CT 数据进
行分析，依据本文 2.2 节中的算法步骤进行处理，
取 M = 100，即 100 个控制点，所得结果如图 5 所示。
数据结果如图 5 所示，符合理论预期分析，图
中分别展示了 22 例患者术前术后的 Haller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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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患者 CT 图像胸骨最凸
处的切片图像

提取患者胸廓像素点集合

基于控制节点的样条拟合

最小二乘法椭圆曲线拟合

三次 B 样条封闭曲线插值

A
e
B

d
选取研究对象并计算相关指数
图4

改进型 Haller 指数算法步骤

3.8
3.6
3.4
3.2
3.0
2.8
2.6
2.4
2.2
2.0
1.8

术前

术后
改进型Haller指数

Haller指数

Fig.4 Algorithm workflow of the improved Haller index

1

4

7

10
13
患者序号

16

19

4.4
4.2
4.0
3.8
3.6
3.4
3.2
3.0
2.8
2.6
2.4

术前

22

1

4

7

分型指数

16

19

22

改进型Haller指数

Haller指数
0.40
0.35
0.30
0.25
0.20
0.15
0.10
0.05
0
−0.05 1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10
13
患者序号

术后

4

7

10

13

16

19

22

患者
序号

分型指数
图5

Haller 指数及改进型 Haller 指数实验结果

Fig.5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Haller index and the improved Haller index

改进型 Haller 指数以及分型指数。通过本文算法

因术后矫正成功，特视术后鸡胸患者为未有鸡

可以很好地区分鸡胸患者术前与术后胸廓横断面，

胸特征人群，即对照组。如图 5 所示，鸡胸患者的

无误判情况，证实了改进型 Haller 指数用于辅助诊

改进型 Haller 指数均小于 3.0，对照组的改进型

断鸡胸的可行性。

Haller 指数均大于 3.0。由于患者的选取及当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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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C

C

e

e

A

A
C

B

B

B

d

d

d

对称型

不对称型（左侧凹陷）

不对称型（右侧凹陷）

图6

漏斗胸分型

Fig.6 Classification of pectus excavatum

术问题，实验结果可能存在一些偏差，尽管如此，

其中

改进型 Haller 指数明确区分了鸡胸患者与未有鸡
胸特征人群。本研究初步可认为对于鸡胸而言，改

sign(jB Cj

d=2)

进型 Haller 指数小于 3.0 者，具有手术特征；图中
还展示了依照本文算法得到的分型指数，对照本文
患者实际情况，当所得分型指数为负值时，患者为
左侧凸起不对称型鸡胸；分型指数为正值时，患者
为右侧凸起不对称型鸡胸。分型指数的绝对值越
大，不对称程度越严重。
如图 5 所示，改进型 Haller 指数比 Haller 指数
对鸡胸患者术前与术后胸廓横断面区分度更高；
因此如果以改进型 Haller 指数在鸡胸患者外胸廓
上进行测量评价，或许可以更加直观地表征鸡胸患
者外部形态特征，所以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改进
型 Haller 指数比 Haller 指数具有一定优越性。

8
>
<

0;
>
: 1;

1;

jB Cj < d=2
jB Cj d=2
jB Cj > d=2

(11)

如式（11）所示，B 为 A 在椭圆长轴上的垂足，
C 为椭圆长轴左端点，因此即可选取漏斗胸患者胸
部 CT 图像上胸骨最凹处的截面，使用边缘检测算
法提取外胸廓像素点集合，并将其分别拟合为平面
上封闭的三次 B 样条曲线 r 和椭圆曲线；在前胸胸
廓上选取凹进椭圆的最凹点 A，计算改进型 Haller
指数（H1），如图 6 所示，并推测该算法或可直观地
评价漏斗胸患儿的严重程度及不对称程度。

6 结论
初步观察显示，本文所有手术患者的改进型

5 讨论

Haller 指数均小于 3.0；在术后对照组中，该指数均

本节讨论将改进型 Haller 指数应用于凹型漏
斗胸的分型诊断与量化评价，由于没有进行实际的
CT 数据分析，下面只进行理论上的讨论分析。
对于漏斗胸的不同形态学结构，国际上主要采
用 Park 分型（park classification）[15]，主要分为对称
型及非对称型两大类，如图 6 所示。
如图 6 所示，首先对于漏斗胸，将改进型
Haller 指数（H 1 ）定义为：胸廓最大外横径 d 与最
凹点 A 至椭圆长轴的距离之比，如式（9）所示：
H1

d
jAB j

(9)

纵轴的的距离 e 与 1/2 胸廓最大外横径之比再乘上
关于 A 点位置的符号函数，如式（10）所示：
e
¢ sign(jB Cj
d=2

d=2)

称程度。另外，与 Haller 指数相比较，改进型
Haller 指数对于患者术前术后的胸廓横断面区分度
更高；且应用计算机辅助测量具有更高的测量精
度与效率；在患者外胸廓上进行测量评价，可以更
加直观地表征鸡胸患者外部形态特征。因此，对于
鸡胸畸形手术的客观评估，本文所提出的改进型
Haller 指数及分型指数是一种有效的胸壁畸形计算
机辅助诊断手段。
计算机辅助医疗诊断将会是一种发展趋势，其

定义分型指数（H2）为：最凹点 A 至椭圆中心

H2

大于 3.0，可考虑将分型指数用于评估鸡胸的不对

(10)

可以减少对医生依赖性，减少人工操作所带来的主
观影响。本文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鸡胸诊断与
分型，可以充分发挥计算机快速性与精确性的优
势，为计算机辅助个性化胸壁畸形诊疗技术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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