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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计算机层析成像中用声波或电磁波取代 X射线照射 目标时波长不能再看作无限小，需要将 Fourier切片定理 

修改为 Fourier衍射投影定理，基于射线的 CT相应地推广为衍射 CT。概述了近年来衍射 CT的发展，特别是声衍射 

CT。在理论和算法方面讨论了非均匀 Fourier变换算法及其实现、仅根据强度信息的图像重建方法、多频率入射的情 

况、不完整测量数据条件下的图像重建等问题。此外还扼要介绍了不同领域中衍射 CT的研究和应用情况。 

关键词：衍射层析成像；Fourier衍射投影定理；非均匀 Fourier变换 

中图分类号：0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630(2010)．02-0117-06 

DOI编码 ：10．3969／j．issn1000—3630．2010．02．001 

。一 ● ● ‘一一 ● J J Progress 1n aCOustlc dittm ction tom ography research 

WANG Shuo—zhong，FAN G Zhen 

(SchoolofCommunicationandlnforma~onEngineering，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00072，China) 

Abstract：In computer tomography(CT)，when an acoustic or electromagnetic wave of finite wavelength is used instead 

of X—ray to illuminate the object，the Fourier slice theorem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Fourier di脏action theorem，leading 
to diffraction tomograph~This article presents a review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diffraction tomography,especially 

acoustic tomography．Issues discussed include algorithms of non—uniform Fourier transform and its fast implementation， 

image reconstruction based 6n intensity measurements only without using phase information，multiple frequency inci— 

dence，image reconstruction from incomplete projection data，etc．Applications of diffraction CT in several areas are 
briefly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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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计算机层析成像(Computer Tomography，CT)是 

20世纪的重要科学成就之一，医用 CT通过测量人 

体内部组织在 X 射线照射下的投影来重建断面图 

像，对临床诊断技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英国工程 

师 Godfrey Hounsfield设想用射线从不同方向照射 

对象，根据穿越对象的射线读数确定对象内部的构 

造和分布。他由此发明了基于 x光 “切片”的断层 

扫描装置即 CT ，并于 1971年将它用于临床，成 

功地诊断了一名患者的脑部囊肿，后又于 1975年 

制成第一台全身扫描设备。 

直到 Hounsfield的发明取得成功，美国物理学 

家Allan Cormaek早在 1963年和 1964年发表的两 

篇论文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而这正是这一发明 

的理论基础。实际上 CT最早的数学基础还可以追 

溯到奥地利数学家 Johann Radon于 1917年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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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on变换 。投影 ( )作为照射方向和空间坐 

标的函数，是目标断面分布
．
厂 ， )的Radon变换： 

r(p， =I I f(x，y)8(p—xcosO—ysinO)~dy(1) 

其中 

= cos + sin (2) 

用 Fourier切片定理可建立起上述投影与目标断面 

二维 Fourier变换之问的关系，由此可以精确重构 

断面图像 。Hounsfield和 Cormack因这一重大贡 

献而获得了 1979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我们可用图 1来说明 Fourier切片定理。图 1 

中左侧所示之空域函数 厂 ， 为对象断面分布，计 

算该断面投向角度为0的直线上的投影，将它看成 

以0为参数、以 为变量的一元函数，记为 6o)。 

该投影的一维Fourier变换 R0(k)就等于函数f(x，Y) 

的二维 Fourier变换 ， )沿0方向 “切片”上的 

取值(见图 1右侧)： 

= I I／ y)exp[-j2~&c(xcosO+ysin · 
= F(kcosO，ksin (3) 

其中k=-coc为空间角频率或波数， 口C分别为角频 

率和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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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ourier切片定理和 Fourier衍射投影定理图示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ourier slice theorem and the Fourier 

d／ffraction tl1eorem 

在 360。范围内改变入射波方向可得到大量投 

影。当频域被样本充分覆盖时即可通过二维 Fourier 

反变换求得对象的断面函数 厂 ，y)，从而重建对象 

断面图像。 

用声波或电磁波取代 x射线来照射对象，可将 

CT用于工业成像和地质勘探等领域。此时波长不 

能再看成是无限小的，因而射线理论不再适用，必 

须考虑衍射。在这种情况下投影不能由式(1)的积分 

求得，而应该是散射(衍射)场在某一直线上的分布， 

可理解为广义投影或散射(衍射)投影。如图 1所示， 

在 目标前向测得广义投影，这一投影对应于二维 

Fourier域中与沿0方向并过原点的直线相切的半 

圆，其半径等于入射波空间角频率 。当 oo时， 

波长240，此时圆弧半径趋于无穷大，半圆变为直 

线。可见 Fourier切片定理正是Fourier衍射投影定 

理在波长极小情况下的特例。图中所示为被照射对 

象的前向散射投影。另外也可以测量对象的反向散 

射投影，其 Fourier变换是二维 Fourier域中与上述 

半圆互补的另外半个圆弧 。 

基于 Fourier衍射投影定理的层析成像术就是 

衍射 CT，根据测量到的是前向投影还是后向投影 

又分为透射型衍射 CT(Transmission Mode Diffraction 

Tomography,TMDT)和反射型衍射 CT(Reflection 

Mode Diffraction Tomography,RMDT)。国内外学者 

对衍射 CT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着重对近年来声衍 

射 CT的发展和应用进行讨论，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2 衍射 CT理论和算法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的早期研究情况可参看 Stamnes等人 

的综述 ，文中简述了衍射 CT的基本原理，讨论 

了适用于超声和光学的混合滤波反向传播算法。衍 

射 CT的应用领域涉及钻孔探测、探地雷达、超声 

成像、光学显微术等，并给出了对水中目标、生物 

组织、液体中纤维成像等的实验数据。 

我国学者从上世纪 90年代起对基于超声的射 

线模型展开了研究，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科学院武汉 

物理所围绕超声射线型 CT进行的一系列工作，重 

点是超声反射型CT 。他们的成果包括：用二重迭 

代修正Fourier切片定理克服波阵面弯曲的影响 川； 

研究换能器处于多种情况下的成像法，应用最大似 

然估计和小波变换等改善成像质 ；先由一系列 

截面图像生成三维物体轮廓，再将轮廓与物体内部 

缺陷的三维图像合成 ⋯；将超声反射 CT用于水下 

物体成像uu等。此外南京大学对非线性声学参数 

B／A的层析成像进行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他 

们根据反射二次谐波传播理论，用大振幅波插入取 

代法重建了B／A的层析像 。 

根据 Fourier衍射投影定理，由投影映射到二 

维 Fourier域中的频率样本并不是分布在规则的正 

方形网格上的，因此用 Fourier定理重建图像的关 

键之一是非均匀 Fourier变换(NUFT) 。早期方法 

主要解决一维问题，用过采样和内插求出均匀间隔 

上的样本，然后运用 FFT 。研究者围绕层析成像 

等具体应用对 NUFT的快速算法展开了研究，提出 

了有效算法并解决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推动了衍射 

CT的发展。插值误差是基于 Fourier变换的重建质 

量的制约因素，Fessler等人提出一种极小极大意义 

上的优化插值方法 ，该方法通过迭代使所有单位 

范数的信号中最坏情况下的误差最小化，有效地提 

高了计算精度，而且比Gauss内插法要求更小的邻 

域，更加适合于图像应用。Matej和 Fessler等 随 

后将基于min—max的优化Kaiser．Bessel插值非均匀 

FFT用于 CT，在迭代中引入分辨率模型。他们的 

数值计算和计算机模拟表明，这种方法与先前的内 

插方法相比，明显降低了层析成像中前向和后向传 

播中引入的误差。 

在算法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出现了应用商用 

图形处理硬件(GPU)通过并行计算来加速非均匀 

FFT的实现方法  ̈。该方法集中解决以往最费时的 

卷积运算步骤，针对图2所示医学成像中常用的螺 

『_ I． 
0‘ ‘ 

● t 
● r 。 1̂  

 ̂ ● ● 

一  ●  

黜黜 姻撩礤 醐髑黼溯 __ ● { ● 

_ - ．1̈ 
·一 J ’ 。 |_ ， 

● ● 
- 

●  

t  ● 
● | l- 

● ■ ● ● 。 

-h { 
： ‘ ． 

图2 螺旋形样本分布 9] 

Fig．2 Spirally distributed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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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形样本分布，对不同的卷积模板测试了算法速 

度。基于 GPU 加速器的卷积处理速度比运行在最 

新64位 CPU上的开源NUFFT库函数快85倍之多。 

在超声层析成像中，投影中需包含幅度和相位 

信息。即使沿声波传播的路径上折射率变化缓慢， 

要近似根据线积分得到投影也需要根据时延和相 

移信息求得投影，研究者发现此时引入相移信息能 

提高抗噪声能力 ⋯。 

但是相位通常难以测量，在光学中测量相位要 

用到干涉仪和复杂的算法，声学中相位测量也较为 

困难。为此研究者致力于探索不依赖于相位信息， 

仅根据强度测量的方法。早在 1983年，Teague就 

提出了基于 Green函数的相位重建方法 ，在近轴 

近似适用的情况下，可通过求解二维 Poisson方程 

由强度求得相位。一些研究者利用这一方法来解决 

基于强度的层析成像问题。从 2002年起 Cbur等人 

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采用了比 Teague更简单有效 

的方法，用于解决无相位信息时的衍射 CT问题。 

他们首先提出弱散射条件下通过测量多个平面上 

的强度以取代相位，仅根据强度进行衍射 CT的对 

象断面图像重建 。该方法采用的是非迭代方法， 

因而容易理解和实现，在高频情况下同样也退化为 

射线 CT。此后他们又研究了强度测量值中究竟包 

含多少可用于目标断面重建的有用信息，并将这一 

方法拓展到更为复杂的情况 以克服低频成分重建 

的困难 。仅用强度的衍射 CT方法后来又被推广 

到球面波入射的情况 。近年来 Marengo等人论 

证了仅根据强度而不用相位信息可解决一系列散 

射体的定位和成像问题，其中包括逆散射和衍射层 

析成像 。 

Fourier衍射投影定理建立了单一频率入射时 

广义投影与目标断面二维 Fourier变换之间的关系。 

为了兼顾对象的全貌和细节，可先后发射不同频率 

的声波以获得不同空间分辨率 。也可采用包含多 

个频率的宽带入射波，经频谱分解同时在频域中一 

系列不同半径的半圆上得到频率样本 ，有效地提 

高算法效率和层析成像的分辨率。但是由此得到的 

投影数据在 Fourier域的分布更不均匀，以至重建 

图像中含有较强的噪声，因而需采用整体变分等技 

术进行降噪处理。另外，Tangtisanon等人用散射场 

Fourier变换中的三个频率成分进行频率合成 ，即 

除了中心频率以外，还用上下两个强度为一3dB 的 

频率成分来填充频域取样，由此推广了 Fourier定 

理，得到的超声图像重建结果具有良好的质量。 

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难以获得全方位的完整投 

影数据，因此各种不完全投影数据条件下的层析成 

像技术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 ⋯。实际上，在完 

整的投影数据中存在一定的冗余，这些冗余可用来 

改进图像重建质量。适当增加投影方向之间的间 

隔，则有可能将对图像质量的影响控制在较小的范 

围内，这说明在数据不足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实现图 

像重建，以不同的质量满足实际需要。在不完全数 

据情况下，还可将重建图像表示为已知投影数据所 

构成的图像的级数形式，实现较强的图像重建能力 j。 

Anastasio和Pan等人对不完全投影数据条件下 

的层析图像重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讨论了三 

维反射率层析成像中根据部分数据重建图像的问 

题 。反射率 CT适用于混合成像应用，例如热声 

成像。他们考虑了球形扫描孔径，利用三维反射率 

CT中的冗余信息，根据其一半测量数据的知识唯 
一

确定三维目标函数。这就说明，在原则上利用一 

半扫描数据即可实现图像的精确重建。一半扫描可 

以是在半球面上以全部时间获得的数据，也可以是 

在整个球面上以一半时间获取的数据。这两种最低 

扫描配置均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在另一项研究中，Pan等人考虑了声源和接收 

换能器在空间错位的情况，即收发分置(bistatic)的 

反射率层析成像问题 。发现在完整的数据集中存 

在双重冗余，这说明覆盖一半时域或一半空域的测 

量数据函数在原则上足以用于图像重建。计算机模 

拟表明，根据半数测量数据进行图像重建是可行的。 

当声源位于有限距离时，不能将入射波按平面 

波处理。此时根据散射波的测量数据实现重建就必 

须将二维滤波反向传播算法(filtered．backpropaga． 

tion，FBP)推广到三维 。 二维 FBP算法是建立在 

弱散射的 Born或 Rytov一阶近似基础上的，并不 

能直接移植到三维。此时可将非平面波分解为许多 

平面波的叠加，将多个被照射平面上得到的数据结 

合起来可得到重建结果。 

陶智勇等在声衍射 CT研究中用 Rytov二阶近 

似重建了吸收型散射体的波数和吸收系数分布 。 

他们给出了Rytov二阶近似下的声逆散射微扰表达 

式及其适用范围，通过数值计算表明，Rytov二阶 

近似优于 Born一、二阶近似和 Rytov一阶近似。 

Tao等人又应用 Rytov变换得到了声衍射 CT算法 

的闭合形式 ，计算机模拟结果表明其对于具有柱 

对称性质的散射体有效，但应用在强散射情况下有 
一 定的局限性。 

3 衍射 CT在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除了声波和通常的电磁波外，其他辐射源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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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层析成像，使 CT技术在更多的领域得到应用。 

最近Konecky等研究者用空间调制光源重建了三维 

浑浊物体的层析成像p 。他们将可变空间频率的光 

投射到样品上，定量重建了吸收对比度的深度可分 

辩图像，应用快速求逆公式和扩散近似相关性提高 

了边缘附近的重建精度。光衍射 CT还被用于生物 

活体细胞成像 。以不同角度照射样品，用外差式 

Mach．Zehnder干涉仪记录透过样品的复光场图像， 

应用基于 Rytov近似的光衍射 CT，定量重建活体复 

折射率的三维图。这样，在考虑到衍射效应的同时 

获得了无衍射影响的高分辨率三维成像。 

近年来 THz频段的电磁辐射因其很强的穿透 

力被广泛用于成像，特别是在安检系统中用来检测 

隐藏的危险品，其中也包括直接从 CT技术移植的 

THz层析成像术 。不同于 x光，以THz为辐射 

源的层析成像因受测量速度的限制而难以实现大 

范围的完全照射。当要成像的区域较小时，可采用 

基于小波变换的算法实现局部的 THz—CT重建 ⋯。 

用 THz辐射实现衍射 CT的另一种方法 u是从多个 

角度用 THz脉冲照射整个三维 目标，用 CCD传感 

器陈列检测 THz辐射之问的变化，产生目标的一系 

列成像切片。 

除了根据前向散射投影重建图像外，有时因受 

到测量条件的限制无法获得前向投影的测量数据， 

因而只能利用反向散射投影来重建图像，这就是第 

1节中已提到的RMDT即反射式衍射 CT 。在解决 

RMDT图像重建问题中，通常面临信噪比低、图像 

质量差的问题。Anastasio和Pan等人 揭示了反向 

散射数据中的内在互补统计信息，实现了 RMDT 

重建图像方差的无偏抑制，提高了低信噪比情况下 

对图像中微弱特征的检测能力。在不同的方法中噪 

声(误差)传播有不同的机理，他们针对几种多频率 

声源和不相关的数据噪声，对图像重建中的噪声特 

性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值验证。另外还研究了以目标 

反射率为成像目标的超声 CT ，不同于通常需要 

在全部时间内测量位于包围目标的圆周上所有声 

源和接收器位置的方法，他们仅利用截断时问段内 

的后向散射数据，在理论上证明了一定条件下精确 

重建图像的可能性，并用数值结果加以验证。研究 

者在对反射式非线性参量层析成像的研究中 ，用 

较低频率的差频波对离体生物组织进行了成像，取 

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在反射型衍射 CT中由非均匀频率样点重建信 

号时，用频域插值法得到重构图像的初始值，根据 

min—max准则，每次迭代得到重构图像的一个更新 

版本，直至取得满意的重构结果 。数值实验结果 

表明该算法的迭代次数少，计算复杂度低于Gridding 

方法且重构精度较高。在处理迭代收敛问题时需采 

用适当的正则化方法 ⋯。 

在光声 CT中，用短的光脉冲加热对象产生超 

声波，利用点状或线状检测器，对能量吸收的分布 

情况成像。当连接相邻传感器的曲线或曲面并不围 

绕对象形成封闭线(面)时会产生有限角度导致的成 

像缺陷。为减少这种缺陷，可对直接的非迭代投影 

引入特殊的权函数 。由此引入的权函数使得通常 

的反向投影公式也能用来检测孔径只覆盖有限角 

度而感兴趣区域仍位于检测范围以内的情况，对此 

给出声压分布的较精确重建。 

此外，邹晶和张朋等采用共轭梯度法使图像整 

体方差(total variation)最小，用多分辨迭代算法可根 

据最少方向的投影数据重建图像 。他们分别用模 

拟的投影数据和实测数据进行重建实验，表明其算 

法可提高重建图像质量和收敛速度。 

透射式和反射式衍射 CT在众多领域中得到了 

应用，例如水中目标的检测 。为了估计海洋动物 

的几何尺度，应用变形波的Born近似建立其模型。 

但由于实际情况下难以获得三维散射体的完整数 

据，所以将他们简化为椭球体，使问题变为根据三 

维 Fourier变换域中的少数径向数据确定三个半轴 

的长度。 ． 

衍射 CT也可用于地层勘探中 。Mahapatra等 

用地震波的衍射层析成像来描绘地下的细小目标， 

其尺度可与地震波波长相比 ⋯。由于地震波为强振 

源，作者未采用通常衍射 CT所作的弱散射假设即 

Born或 Rytov一阶近似，而是根据振幅来进行合成 

散射场建模，并用快速的模拟退火算法进行非线性 

求逆以得到未知的模型参数。 

超声波层析成像可用于无损检测 ，与其他解 

决逆散射的技术互为补充，如超声合成孔径聚焦 

(Synthetic Aperture Focusing Technique，SAFT)、合 

成孔径雷达(SAR)、对比声源求逆(Contrast Source 

Inversion，CSI)、线性采样法(Linear Sampling Me． 

thod，LSM)、时间反转多信号分类法(Time—Reversal 

Multiple Signal Classification，TR．MUSIC)等。图3 

为几种不同成像方法的无损检测实验结果 ，其中 

ECSI和 CSIW 分别为扩展的 CSIfECSI)和加权的 

CSI(CSI Weighted，CSIW)。 

通过对空间频谱域的分析可定性评价衍射层 

析成像系统结构的优劣，衡量其成像质量。由此得 

出理想情况下衍射 CT采用转角、频率扫描数据采 

集所对应的空问谱域分布，对 TMDT和 RMDT两 

种模式的特性进行分析。考虑到有限孔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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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几种不同的成像技术 ] 

Fig 3 Different imaging techniques 

可推广到 SAR成像和一般成像系统 。 

层析成像技术在核科学中也有应用，例如同步 

加速器 x射线衍射 CT ，将一个分光晶体置于衍 

射 x射线束中，有选择地在期待的角度上检测被衍射 

的光子。采用代数迭代和误差泛函极小化算法对反 

射率的空间变化成像。这一装置可选出样品成分中 

占主导的衍射特征，定量给出其图像从而确定样品 

特性，分辨率达到 125pm。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 

基于同步加速器的X射线荧光 CT被用于对完好样 

品中的元素分布进行成像 。用一束外部辐射激发 

样品内部的特征 x射线，以第一代层析成像几何关 

系扫描和旋转射线束，将得到的测量结果表达成衰 

减 Radon变换的推广。扫描范围可以是360。或 180。， 

前者使得到的测量数据中含有冗余，而这种冗余可 

导致更具吸引力的方案，即让样品旋转 360。，但在 

每次投影中仅对最接近荧光检测器的那一半扫描。 

这一方案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给出较好的图像质量。 

4 结 论 

本文概述衍射层析成像技术研究的进展，重点 

讨论近 10年来在声衍射 CT方面的研究情况，同时 

涉及光学、电磁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在理论和算 

法方面，涉及了非均匀 Fourier变换算法及其快速 

实现、不依赖于相位信息而仅根据强度进行图像重 

建的技术、利用多频率入射提高重建效率的方法、 

在测量数据不完整时如何实现图像重建、突破 Born 

和 Ratov条件的限制引入更高阶近似等问题。除了 

在医学和生物学中的应用外，衍射 CT在地质勘探、 

物质结构研究、无损检测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研究者结合不同的应用场合对图像重建方法进 

行了深入研究。 

尽管衍射层析成像技术发展至今已有多年的 

历史，在理论、算法、应用等方面仍有许多问题有 

待继续探索，例如在理论上是否能将 Fourier衍射 

投影定理推广，使之适用于更一般的情况，包括强 

散射条件、三维成像、根据前后向投影以外的全方 

位测量数据进行目标重建等。在算法方面，追求高 

效率和高精度仍将是今后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 

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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