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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Lens眼镜在肝癌切除手术中的初步应用
石磊1，罗涛2，张理1，康忠诚1，陈杰1，吴飞跃1，罗嘉1
(湖南省肿瘤医院 1. 肝胆肠外科；2. 放射诊断中心，长沙 410013)

[摘要] 目的：创建肝癌手术前3D模型，并将术前规划在术中与目标器官精确匹配。方法：依靠磁共振得到的数
据进行3D重建，并与HoloLens眼镜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实现术前3D建模及手术规划，并在术中直接与手术目标器
官匹配。结果：通过后期处理磁共振检查数据，完成了肝癌的3D模型重建，并将重建的模型导入HoloLens眼镜，在
术中与靶器官进行了精确匹配。结论：磁共振检查数据能够被用于进行3D重建，并可与HoloLens眼镜虚拟现实技术
结合，可完善术前的评估及术中的精确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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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preoperative three dimensional (3D) model of liver cancer, and to
precisely match the preoperative planning with the target organs during the operation.
Methods: The 3D model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magnetic resonance data, which was combined
with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via HoloLens glasses, was applied in the operation of liver cancer to
achieve preoperative 3D modeling and surgical planning, and to directly match it with the operative
target organs during operation.
Results: The 3D model reconstruction of liver cancer based on magnetic resonance data was
completed. The exact match with the target organ was performed during the operation via
HoloLens glasses leaded by the 3D model.
Conclusion: Magnetic resonance data can be used for the 3D model reconstruction to improve
preoperative assessment and accurate match during th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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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包括肝细胞癌和胆管细胞癌，是我
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病死率极高[1]。有研究[2]报
道肝细胞癌病死率高居肿瘤第2位，外科手术治疗是
当前肝癌的首选治疗手段，通过手术治疗的肝癌5年
生存率为20%~40%。近年来，随着对肿瘤生物学探索
的不断深入，对肝解剖认知水平不断的加深及外科
治疗技术的发展，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模式也取得
了很大突破。现代肝癌治疗新技术和新手段的应用
也为肝癌外科治疗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传统手术由
术者依据CT/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es，
MRI)等影像学二维数据进行术前手术规划，但是现
有的CT/MRI技术不能明确肿块大小与血管、肝内胆
管的三维(3D)关系。随着3D打印技术在医疗领域的
快速发展，3D打印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肝肿瘤的切
除中[3-4]。3D建模在肝肿瘤切除中的应用可以在术前
从不同方位观察肝内脉管走行有无变异及其与肝肿
瘤的解剖关系，进行精确的术前规划，指导手术方
案的制定，从而提高手术切除率[5]。
虽然3D建模能够术前模拟手术，提高肝肿瘤切
除的准确性，但无法在术中实时判断肿瘤在肝中的
位置以及肝中脉管走向。因此，如何把计算机里的
设计方案在手术台上实时精准地实施，是困扰肝胆
外科医生的问题。HoloLens眼镜的出现很好地弥补了
3D建模的这一不足。
HoloLens眼镜是一个基于Windows 10的智能眼镜
产品。它采用先进的传感器、高清晰度3D光学头置
式全角度透镜显示器以及环绕音效。它允许在增强
现实中的用户界面与用户透过眼神、语音和手势互
相交流。HoloLens眼镜能够像墨镜一样看到真实的世
界，同时具有扫描功能，能对真实世界的地面和墙
体进行扫描识别，有空间识别和定位功能。最重要
的是，它能够加载虚拟信息，通过眼镜上左右两边
的高透明度显示器，使用视网膜成像技术，在真实
空间里形成视觉上的3D效果，当有加载的模拟数据
与HoloLens眼镜扫描的数据融合时，就能看见虚拟模
型真实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坐标系内。
依靠MRI得到的数据进行3D建模，通过与
HoloLens眼镜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使术者在术中依
然可以获得丰富的视觉信息，达到实时精细定位与
引导操作的目的。目前国内外暂时未见3D建模结合
HoloLens眼镜在外科手术中的应用，湖南省肿瘤医院
肝胆外科利用3D建模技术与HoloLens眼镜的虚拟现实
技术结合的实时肝肿瘤切除导航系统在切除原发肝

肿瘤手术中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将从如何利用3D
建模技术与HoloLens眼镜的虚拟现实技术结合的实时
肝肿瘤切除导航系统进行阐述。

1 方法
1.1 MRI扫描与数据收集
采用飞利浦MRI仪(型号为Philips Achieva 3.0T)
进行原始数据采集。扫描参数设定：采用3D容积
内插快速梯度回波序列，压脂，屏气采集。显示
视野：375 mm × 298 mm × 200 mm。采集体素大小：
1.5 × 1.5 × 1.5。重建体素大小0.98 × 0.98 × 1.5。矩阵：
252×198。重复时间/恢复时间(repetition time echo delay
time，TR/TE)：3.0/1.43 ms。采集层面：133层。并行
采集加速因子=2，扫描时间：18 s。扫描分成4个期，
即平扫期、动脉期、门静脉期、延时期。扫描前需
进行如下准备：患者禁食水4 h以上，右肘静脉留置
针备扫描时注射造影剂。采用通用电气欧乃影®钆双
胺造影剂和生理盐水。增强扫描时以2 mL/s的速率先
后注入造影剂(14 mL)与生理盐水(10 mL)。注入造影
剂与盐水后立即启动腹主动脉透视扫描。目测药物
到达腹腔干启动扫描即为动脉期，一般在注射造影
剂后的第19~25秒门脉期扫描时间段一般为50~55 s。
延时期扫描时间为注射造影剂后3~5 min。数据传
输与存储：将数据刻盘后传至医学图像分割软件
17.0(Materialise’s interactive medical image control system
17.0，Mimics 17.0)进行后处理。
1.2 三维建模
建模过程分为如下步骤：1)将所取到的MRI原始
医学数字成像和通信(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DICOM)数据通过无损方式导入到Mimics
17.0中，选择一组目标扫描序列，打开，第一步创
建一个新的蒙版。选择合适的阈值，使得所需要的
组织器官(如肝、肝内静脉、门静脉、腔静脉、腹主
动脉等)在阈值范围内得到了很好的填充；应用此版
Mask；同时粘贴多个副本Mask。2)组织器官的单独分
离。图像分割系统中，运用单多层编辑、动态区域
增长、3D蒙版分割等操作，在各个副本蒙版中将各
个器官组织单独分离出来；分割完毕，点击生成3D
模型。在属性集中赋予模型不同颜色。3)模型后期加
工。工具栏中对各个模型进行光顺以及包裹处理；
通过系统中的标准模版库(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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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 +)模块将模型导出成STL文件；将文件导入到快
速成型制造软件Magics 19.0中，对肝进行切割后得
到所需要的外形，再对外形做一个实体偏移(偏移厚
度–1.5~1.2 mm)；4)将各个文件进行布尔运算合并成一
个整体，其中对未相连的部分采取设计链接杆的方
式来进行合并。
1.3 虚拟现实的构建
将构建好的3D数据导入HoloLens眼镜中，确保
3D数据能与HoloLens软件兼容。手术中视野调整，将
3D构建模型与开腹暴露出的肝进行比配，利用胆囊

切迹中点和胆囊窝最大限度地提高匹配精准度。

2结 果
MRI数据经过前述相关步骤导入3D处理软件
中，能够准确重建3D模型，能精确反映肿块在肝内
所处位置及相关肝内管道的毗邻关系，并可将原始
图像与3D重建图像结合(图1)。
3D重建数据导入HoloLens眼镜后，在术中通过
视野和角度的调整，能将眼镜视野中的投影与术区
及肝精准匹配，可指导手术(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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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肿瘤组织在肝中的位置及其与肝门脉系统的关系
Figure 1 Tumor location in liv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ortal vein system
A: Tumor position in MRI (coronal plane); B: Tumor position in MRI (horizontal plane); C: 3D modeling of tumor and liver (anteior);
D: 3D modeling of tumor and liver (superior); E: Combination of MRI and 3D reconstruction (anterior); F: Combination of MRI and 3D
reconstruction (superior). 1: Tumor tissue on MRI; 2: Tumor tissue on 3D model

A

图 2 术中通过 HoloLens 眼镜将 3D 图像与肝匹配
Figure 2 3D image matching with liver in surgery by HoloLens glasses
A: HoloLens glasses image projecting to operation area; B: Rotation of HoloLens glasses image and matching with live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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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 论
对于可切除的肝癌而言，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
疗是肝癌的主要治疗手段。明确肝内重要管系结构
与肿瘤的毗邻关系，可在术前预判手术区域的血液
供应(以下简称血供)及回流情况，为术中针对相关血
管的精细处理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6]。传统的肝外科
术前检查通常选择MRI，通过断层影像学检查明确肿
瘤的大小、血供情况、位置及其与临近管系的毗邻
关系等，为手术方式及手术切除范围提供参考。但
肝由于脉管系统的复杂多变和生理功能的特殊性，
决定了肝肿瘤切除术所面临的难以预知的困难和风
险。术中肝内重要管系的意外损伤可能导致残余肝
血供及血液回流障碍或影响胆道系统通畅，尤其对
于管系走形变异的患者，因此术前精确定位肝内重
要管系走行(尤其是在术区的解剖位置)，对于避免肝
内管系的意外损伤有重要价值。
手术将不可避免地损失一部分有功能的肝组
织，如何在尽可能保留更多的肝组织和尽可能保证
根治性切除的阴性切缘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在保证根治性切除的同时，为残余肝保留足够的血
供，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一直以来都是肝外科
医师想要尽力做到的。董家鸿等 [7-8]提出的精准肝切
除理念即追求在保证彻底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限
度地保留功能正常的肝组织，并保证残肝解剖学的
完整性，可减少术中出血和由术后残肝血供不佳所
致的肝功不全及肝衰竭，降低手术风险。术后残肝
的血供及残肝血液流出通道通畅程度将在极大程度
上影响到术后残肝的功能，尤其是对于不规则肝切
除患者而言，残肝部分区域的血供不良，将直接导
致患者出现术后肝功能不全甚至肝衰竭[9]。因此，对
于残肝血供及血液流出道的保护可能决定手术成败。
HoloLens眼镜由于具有扫描功能，对真实世界
的地面、墙体可以进行扫描识别，有空间识别和定
位功能，当加载有3D肝图像后，HoloLens眼镜通过扫
描肝得到的虚拟现实图像就能与加载的3D图像进行
匹配。利用HoloLens眼镜指导实时3D肝癌切除手术首
先满足了3D建模的功能，利用3D建模可以在术前从
不同方位观察肝内脉管走行有无变异，及其与肝肿
瘤的解剖关系，从而进行精确的术前规划，指导手
术方案的制定而提高手术切除率。术前模拟手术可
通过不同入路及切除范围多次反复尝试设计，以求
达到优化手术方案和精准切肝的目的。对于难度较
大的手术，术前的模拟手术能够帮助外科医师对手
术的难点和关键部位、步骤反复推敲商议，手术组
成员进一步熟悉手术步骤，演练手术进程，对于术
中正确、迅速决策，加快手术进程，减少术中出血

503

及损伤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HoloLens眼镜术中实时扫描肝实质所产生的
虚拟现实能够与3D建模的图像很好地融合，依靠
HoloLens眼镜所得到的图像使术者在操作中依然可
以获得丰富的视觉信息，再由3D建模进行定位与引
导，从而达到精细定位与操作的目的。实时指导对
肝肿瘤外科医生具有很大的帮助，它能够通过3D影
像准确地导航定位肿瘤在肝中的位置，以及观测肝
内的脉管走向，可实施最小限度的切除肝体积，以
及最大限度的降低手术风险。
虽然HoloLens眼镜实时3D肝癌切除手术能够实
时指导肝癌切除，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肝无
骨性定位点，且容易变形，如何实时地准确匹配3D
模型与HoloLens眼镜扫描的虚拟图像将是此项技术的
最大挑战，目前作者使用的胆囊切记中点和胆囊窝
进行匹配。后续研究需找更多的匹配点来提高匹配
度。同时，也应开发更好的软件使3D模型随着肝的
变动也实时变动，从而提高匹配的精确度。其次，
HoloLens眼镜并不是对所有肝癌切除手术都能适用。
HoloLens眼镜所产生的虚拟图像是通过扫描得到的，
因而要产生虚拟图像就必须开腹，这对于肿瘤位置
较深、脉管系统复杂或者肿瘤组织较大的患者更适
用。但对于肿瘤体积较小或者位置处于肝边缘的患
者，采用3D模型结合腹腔镜手术更合适[10]。
虽然目前利用HoloLens眼镜指导实时3D肝癌切
除的技术还不够成熟，但随着HoloLens眼镜的开发日
趋完善，相信利用HoloLens眼镜指导实时3D肝癌切除
的技术能够更加精准地对手术进行导航，同时它的利
用对于肝外科手术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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