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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讨论了两种手术切割技能训练模块的实现方法:血管切割训练与布料切割训练。血管切割
训练模块需要模拟出血管被碰撞以及挤压时的形态与变化，而布料切割训练模块需要表现布料被碰
撞与拉扯时的情况。此外，它们还需要能准确及实时交互地对模拟对这些模型的切割。我们使用了
弹簧-质点模型进行物理模拟，通过对血管以及布料设置合适的拓扑结构的弹簧-质点来模拟它们的
物理性质。为了模拟模型与手术器械的交互，如挤压、切割、拉扯等，我们需要进行模型与器械之
间的碰撞检测，本文中我们使用 K-DOPS 树进行碰撞检测。此外，我们提出了一种通过移动网格上
的点来拟合切割路径的算法来模拟布料的切割。通过我们的方法实现的训练模块能够较好地模拟血
管以及布料的形态，性质以及对它们进行的实时切割。
关键词：虚拟手术训练，血管模拟，布料模拟，弹簧-质点模型，碰撞检测，表面模型切割

ABSTRACT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wo cutting skill training modules: the vessel cutting module and
the cloth cutting module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vessel cutting module should properly model
squeezing of the model while the cloth cutting module should display realistic stretching applied on the
model. In addition, the two modules should be able to accurately and interactively simulate arbitrary
cutting into the models. A mass-spring method is used to physically model the vessel and cloth. Masses
and springs are se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odels to achieve an accurate modeling of the objects. To
simul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bjects and surgical tools, a collision detection system is needed. In this
paper, we use K-DOPS tree to build our collision detection system. Finally, we proposed a cu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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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that moves the vertexes according to the tool trajectory for the cloth cutting module. Our design
of the training modules can effectively model the physical phenomena of vessel and cloth as well as
cutting into them.
KEYWORDS: virtual surgery training system, vessel modeling, cloth modeling, Mass-Spring model,
collision detection, cutting in surface mesh

1 引言
虚拟手术是利用各种医学影像数据，采用虚拟现实技术，在计算机中建立一个模
拟环境，医生借助虚拟环境中的信息进行手术计划制定，手术演练，手术教学，手术
技能训练，术中引导手术，术后康复等工作。手术技能训练系统提供了一个可以模拟
一些手术中的基本操作训练的平台，使用计算机以及模拟设备让使用者能够体验以及
练习一些手术操作。
一个完整的虚拟手术训练系统通常包含物理模拟、碰撞检测，碰撞响应以及力反
馈这样几个部分。本文中对前三者的实现进行了讨论，而力反馈的部分暂时没有进行
考虑。
虚拟手术系统中用到的物理模拟一般是对器官或皮肤进行模拟，因此属于可形变
物体模拟的范畴。Terzopoulost D.等人在早期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1][2]，他们的
工作对之后的研究，如布料模拟[3]，虚拟手术[4]以及模型破裂现象模拟[5]等都有相
当的影响。可形变物体模拟主要有两个类型，一个是基于拉格朗日网格的方法，另一
个为无网格模拟方法。基于拉格朗日网格的方法中又分为有限元法，边界元法，弹簧质点法等方法。无网格方法则可以分为松耦合粒子法，平滑粒子流体等。考虑到模拟
效率以及模拟效果，本文中使用的是弹簧-质点法来对血管以及布料模型进行模拟。弹
簧-质点方法最早被提出用于表情模拟[6]，它将模型分为离散的质点，并给它们分配
不同的质量，然后在质点之间用弹簧进行连接，通过计算弹簧对质点施加的力，计算
出质点受力及加速度情况来对整体模型进行模拟。
在碰撞检测方法中，能够使用于可形变物体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包围盒法，随机碰
撞方法等。层次包围盒法通过使用几何上比较简单的几何体如长方体，球体等来包裹
形状复杂的模型，通过对包围盒的检测来增加碰撞检测的速度。典型的层次包围盒方
法有 OBB 树[7]， AABB 树[8]以及 DOPS 树[9]等。由于人并不能区分完全准确的模拟以
及看起来真实的模拟，因此有学者提出使用随机碰撞方法来进行碰撞检测[10][11]，
随机碰撞方法通过随机地设置检测对来对模型进行碰撞，它可以极大地减少碰撞检测
所需要的时间。
本文讨论了实时模拟血管与布料的切割模块实现方法，我们使用弹簧-质点方法对
血管以及布料进行物理模拟，使用层次包围盒方法中的 DOPs 树方法进行碰撞检测，此
外，我们还提出了一个血管切割算法以及一个布料切割算法。在血管切割模块中用户
需要用施夹钳在夹住血管以后，再用剪刀剪切血管，这一模块能让使用者熟悉血管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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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步骤与过程以及观察模拟出的切割血管过程中的大致情况。布料切割模块中用户
可以用夹子夹住布后用剪刀进行切割操作，这一训练模块用以训练使用者对于手术剪
刀的使用，要求使用者在布料上按照纹理上的环剪切出一块圆布。我们的方法可以很
好地模拟血管以及布料的物理性质，准确地判断手术器械与模型的碰撞位置，并真实
地模拟出血管和布料被切割的情景（图 10-11）。
本文内容如下：第 2 部分介绍使用的弹簧-质点模型，第 3 部分介绍 K-DOPS 碰撞
检测树，第 4、5 部分介绍血管与布料的切割，第 6 部分为实验与总结。

2 弹簧-质点模型
2.1 弹簧-质点模型介绍
弹簧-质点模型将可形变物体离散化为由弹簧链接的质点组成的系统，利用物体质
点弹簧系统的运动规律来描述运动物体的弹性变形过程。质点运动的规律由质点连接
的弹簧决定，质点受到的力通过使用胡克定律计算弹簧形变产生的力而得到。
2.1.1 质点力计算
1) 形变力
弹簧质点系统中任意质点 P0,设 S1,S2...Sm 为与之相连的弹簧,则 P0,所受变形力为：
(1)
其中 K 为弹簧劲度系数，△l 为弹簧长度变化量，n_si 为 P0 指向其他质点的单位
方向向量。
2) 阻尼力
质点收到阻尼力为：
(2)
其中 v 为相邻质点的运动速度, 为阻尼系数
3) 外力
质点受到重力以及外部器械所施加的力，外力计算方式为：
(3)
m 为质点质量，g 为重力加速度， 为外部器械施加的力。
在血管切割模块中,为了更准确地模拟血管，模型的表面质点以及中心线上的质点
还会受到一个扭转力,此处力以及血管模型将在 2.2 节中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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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血管模型

图 2. 血管模型结构

2.2.1 模型结构
血管建模使用表面模型加上中心骨架搭建,表面模型由四边形元素构成，每个四边
形元素的对角线上也施加了弹簧以防止四边形的崩坏,中心线上的点连接表面上的点来
起到支撑血管结构的作用，并能够在上下表面的质点之间进行力的传递，帮助更好地
模拟血管的物理性质。每一个中心点连接一个圆周的表面质点，因此血管模型可以看
成许多个圆环相连而成，模型如图(2)所示
2.2.2 血管中心线扭转力
目前的模型结构可以较正确传递血管表面以及垂直
与截面方向的力,但是对于垂直于半径的扭转力表达得
效果不佳，导致血管容易在垂直于血管截面的方向上上
崩塌。为了保证血管的截面与血管中心线有保持尽量垂
直的趋势，本文在计算质点受力时增加了两个额外的扭
图 3. 血管中心线 M1,M2,M3 为
中心点,P1 为表面点

转力。首先是质点以及质点所在圆的中心点分别受到一
个力。如图(3)所示,P1 将受到一个扭转力
(3)
(4)

其中, δ 为系数,本文中使用 0.1,Vm 为角 M1,M2,M3 的角平分线的单位向量
这个力的目的是使得 P1-M2 尽量保持在角 M1,M2,M3 的角平分线上。
仅有这个力并不一定能保证 P1-M2 与两条中线垂直，因此还需要对 M1,M3 增加额
外的力以使得 M1,M2,M3 有保持一直线的趋势，这个力的大小与夹角成正比。
在这样两个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得血管能够更好地保持原有的形状。
扭转力的效果如图(4) 图(5)所示,可以明显看到,不添加扭转力时血管被碰撞后血
管截面没有保持与中心线垂直的趋势,导致容易崩塌,添加了扭转力后,血管强度明显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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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添加扭转力

2.3 布料模型
布料模型采用了 Provot[12]提出的布料模型结构,如图(4)所示。

图 4.布料模型结构，蓝色点代表质点，连线代表弹簧。
在这一模型中弹簧被分为三种:
结构弹簧(structrual springs)：
连接质点[i,j]与[i+1,j]以及[i,j]与[i,j+1]的弹簧
扭转弹簧(shear springs)：
连接质点[i,j]与[i+1,j+1]以及[i+1,j]与[i,j+1]的弹簧
弯曲弹簧(flexion springs)：
连接质点[i,j]与[i+2,j]以及[i,j]与[i,j+2]的弹簧
根据实验以及经验表明这样的模型结构可以较好地表现布料的性质，不过由于扭
转弹簧的存在，如果使用三角面片作为基本面片会需要比较多的三角面片，因此本文
使用了四边形面片作为基本面片单元，在四边形的基础上进行面片调整、面片分裂等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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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碰撞检测
本文中的两个模块都使用了层次包围盒方法中的 K-DOPs 方法进行模型与器件之
间的碰撞检测，它通过使用凸多面体作为包围盒来进行碰撞检测的简化。
3.1 K-DOPs 树的定义
K-DOPs(Discrete Orientation Polytopes)包围盒是一种凸多面体，它的面是由一组半
空间 Hi 所确定的，这些半空间表示为：
其中： 为半空间的外法向量。并且构成了集合

。在设计 K-DOPs 包

围盒时，法向量的元素都选自集合{-1,0,1}中的整数坐标值，这样在计算时可以省去乘
法运算。为了将多面体重叠检测变成简单的区间检测，通常选择使集合 N 中的元素为
k/2 个共线但方向相反的向量对以减少计算的复杂程度。
本文中使用了 14-DOPs 树，因此对于本文的碰撞检测树

(5)

3.2 K-DOPs 树的层次结构与构造
在构建层次树时，需要在树的高度和度数之间取折衷。度数越大，内部节点的子
节点个数越多，则高度越小，搜索路径较短但节点上花费时间较多。度数越小，高度
越大，但节点上花费时间较少。本文 K-DOPs 树参考了以往文献的经验，采用了二叉
树作为包围盒树。
本文中的 K-DOPs 层次包围盒树的生成采用自顶向下的生成方法。使用一个三角
面片的数组(在布料切割模块中由于布料模型用四边形作为基本单元，因此将四边形根
据对角线分为两个三角形然后再生成相应的碰撞检测树)作为输入，先将当前面片集合
S 中的每个三角面片的三个质点与集合 N 中的向量进行点乘获得一个值，即为该质点
在相对应方向上的距离。找出每个方向距离最大的值，即找出了能够包围住集合 S 中
所有面片的 14-DOPs 包围盒，然后将当前面片集合 S 尽量均匀地分到当前树节点的两
个子节点上。分配 S 到两个子节点时，找出 S 的包围盒中距离最长的一个方向，以此
方向将 S 分成两部分，分别加入到两个子节点上，然后对两个子节点分别做相同的操
作与计算，直到 S 中只剩单个三角面片。
3.3 碰撞检测与层次包围盒树的更新
在进行碰撞检测时，从根节点开始测试当前节点的包围盒是否与器件相交，若相
交，则计算两个子节点是否相交，若不相交则与此节点的计算终止。若节点相交且节
点是叶节点，则计算叶节点上的三角面片的三个质点是否与器件相交，若相交则将质
点挤出器件。
6

上海交通大学 SJTU

虚拟手术中血管与布料切割训练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10th OAPS Working Paper Series

碰撞检测树的更新使用自底向上的方法，先判断叶节点是否有改变，若有改变则
计算新的包围盒，使用子节点更新后的包围盒更新父节点的包围盒直到根节点，若两
个子节点都没有改变，则不用更新父节点，这样做减少了计算时间，在局部节点有碰
撞时，不需要每个节点都进行重新计算新的包围盒。

4

血管切割
血管的切割使用最近点分割的方法，在本文实现的血管切割方法中，血管只能以

垂直中心线的方向进行分割，因此在进行分割的时候，我们先对血管进行碰撞检测，
获取手术器械形成的切割平面，然后在血管模型中找出最符合这一平面的一个由质点
组成的圆，将这些质点以及圆的中心质点分别分裂成两个，从而将血管分开。为了模
拟血管与器械的挤压现象，我们设置了一个阈值，并判断模型的形变程度，若形变程
度超过了阈值，则对模型进行分割。判断模型形变程度时，我们先找出当前模型中最
接近于切割面的圆，计算所有点到中心质点的距离的方差。

5

布料切割
布料的切割分为三个部分：检测出入点、调整面片、分裂面片。首先通过器件划

出的平面与四边形面片进行检测计算出器件通过四边形面片的进入点与离开点，然后
根据进入点与离开点改变四边形面片的形状，使得切割路径都处在四边形面片的边上，
最后分裂这些边。这样的做法可以保持总的四边形数量保持一致，避免了增删面片带
来的额外计算，实际效果上，能够基本达到预期的效果。
5.1 检测出入点

图 5. 出入点检测的 7 种情况

检测出入点时，根据器件划过的平面(图(5)中的水平线)可以将与之碰撞的四边形
状态分为如图(5)所示的 7 种情况以确定器件在四边形上的进入点与离开点。在找到候
选的进入与离开点后，再对这些点进行判断，查看是否处在器件划到的范围中，并根
据器件移动的方向确定候选点是进入点还是离开点并保存。检测点与面片相对位置的
方法为：根据已知的器件平面上的三点 F1,F2,F3，计算出一个法向量
nF=(F1-F2 )×(F3-F2 ) (6)

，

用这个法向量去点乘四边形四个点指向平面上任意一点的向量，根据得出值的正
负情况，判断这个四边形四个点对于平面的相对位置，再判断四边形属于图(5)中 7 种
上海交通大学 SJ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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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哪种。
5.2 调整面片

(1)

(2)

(3)

(4)

(5)

图 6. 调整面片的 5 种情况。红色标记表示碰撞的位置，虚线表示切割的轨迹，绿色的点表
示要移动的点，箭头表示移动的目标。

根据 5.1 中的方法进行了出入点检测后，将会出现如图(6)所示的 5 种进入点-离开
点对情况，根据这 5 种情况分别对四边形面片进行变形操作以使得切割路径处在四边
形边上。
在情况(1)中，出入点分别位于相邻边上，这种情况下计算相邻边共享的点与两个
碰撞点之间的距离，将共享点移动到较近的碰撞点。情况(2)不需要改动。在情况(3)中，
两个碰撞点处在相对的边上，计算两个碰撞点连线与四边形中点的位置关系，若在中
点左边，则将左边的两个节点移动到两个碰撞点上，若在右边，则将右边的两个点移
动到两个碰撞点点上。在情况(4)中有一个碰撞点与原有节点重合，则将另一碰撞点所
在边上与重合节点相邻的节点移动到另一个碰撞点所在的位置。在情况(5)中，由于切
割轨迹处在对角线，因此可以将两个不在切割轨迹上的节点移动到切割轨迹上。5.1 与
5.2 两步执行后的效果如图(7)，图(8)所示，可以看到在切割的路径上已经产生了一条
待分裂的路径，面片的形状被改变而数量保持不变。
在面片调整时需要对边进行调整，因此弹簧的原长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变，由于
难以精确确定弹簧调整后在没有进行形变时的长度，因此这里使用的方法是以修改后
的长度比上修改之前的长度再乘以这根弹簧的原长，这样做可以相对较准确地找出弹
簧的原长。
即更新后弹簧的原长，计算方法为：
(6)
5.3 分裂面片
在经过 5.1 与 5.2 的处理后，布料的网格模型经过了调整，因此之后要进行的就是
分裂在切割路径上的点。在分裂点时，要考虑几种对其余面片影响的情况。
如图(7)所示，假定切割路径为 P12->P11，首先裂开质点 P12，然后要考虑以下几
种情况以决定离开的两个点分别属于哪个面片，以及是否有些特殊的情况需要再裂开
其他的点等：
若 P9-P12,P12-P5,P12-P7 都不是处在边缘上或已被切割过的边，则还需要裂开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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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P7 之间的边，再判断 P7-P8 与 P7-P6 是否是边缘上的或已被切割过的边，若有一个
是，则需要裂开质点 P7，以免产生只有一个质点连接着两个面片的情况，这样的情况
以本文的算法将无法直接处理。
若 P9-P12 是边缘或已被切割过的边，P12-P7 与 P12-P5 都不是，则裂开的 P12 点
一个分给面片 10-11-12-9，另一个分给其余三个四边形
若 P12-P7 是边缘或已被切割过的边，则裂开的两个点分别分给四面体 10-11-12-9，
9-12-8-7 与四面体 11-4-5-12，12-5-6-7
若 P2-P11,P4-P11,P10-P11 中存在边缘的边或已被切割过的边，则需要再裂开点 P11，
一面产生一个质点连接两个面片的情况。
其他还有一些与上述情况对称的情况，处理的方式也是类似。

图 9. 面片分裂

6

实验与总结

6.1 血管切割
血管切割时首先使用施夹钳将血管的两头夹住，然后在中间使用剪刀将血管剪开。
图片(10)展示了血管与剪刀的碰撞以及切割时的图像。可以看到，血管能够与剪刀模型
进行正确的碰撞，并且有相应的形变，并且使用剪刀可以成功地将血管切开。
由于切割部分比较简单，在施夹钳夹住的部分，由于是强制移动了质点，因此靠
近施夹钳的部分扭转力的效果会下降，导致再用器械挤压那块区域会导致血管在那块
地方崩塌，因此在施夹钳的部分可以进行一些进一步的修正。
6.2 布料切割
布料切割时提供了一个夹子与一把剪刀，先用夹子夹住然后用剪刀对布料进行剪
切。在实验中使用了一张带有圆环的纹理图片，目标为按照圆环剪一圈。图(11)展示了
布料与器械的碰撞与形变以及切割，布料被一个夹子夹住并拉扯，产生相应的形变，
上海交通大学 SJ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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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1)-A 中所示，形变的效果比较真实。图(11)-B 中显示了切割的效果，布料可以
被正确地按照黄色圆环进行切割，在切割的同时碰撞也在进行。不过在测试中也发现
了一些不真实的情况，由于面片形状的调整使得在一些位置剪下去以后在剪切路径的
两端位置有偏离路径的裂口出现，因此也有着可以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6.3 总结
本文讨论了两个虚拟手术技能训练模块的实现方法，质点-弹簧方法被用于搭建血
管与布料的模型，我们设计了血管的质点-弹簧分布并参考现有文章设计了布料的质点
-弹簧分布，在血管模型中我们增加了额外的扭转力以增加血管强健度，根据实验结果
可以看到，我们的物理模拟方法能比较好地模拟出这两种可形变物体的特性。
在碰撞检测中，我们使用了 14-DOPs 层次包围盒方法，讨论了碰撞检测树的生成、
更新与碰撞检测过程，这一实现方法可以准确以及快速地找出所有与器械碰撞的模型
上的三角面片以供之后的碰撞相应部分进行进一步处理。
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个血管以及布料的切割算法，血管的切割算法复杂度比较低，
实现方便，且能够成功地模拟血管被割开的情景，因此它比较适用于复杂的切割场景
中，因为在这样的场景中，血管相对占的空间较小，因此更加注重切割的效率而非精
度。我们的布料切割算法能比较准确地根据器械划过的轨迹对布料进行分割，在分割
过程中我们不产生新的节点而是移动现有的节点，这使得模拟的速度得到保证的同时
也不丢失精度。
从实验中可以看到，通过我们方法实现的手术训练模块能成功地完成对相应手术
流程的模拟，从而起到对用户进行手术训练的目的。

图 7.未进行调整前的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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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进行调整后的网格

上海交通大学 SJTU

10th OAPS Working Paper Series

虚拟手术中血管与布料切割训练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图 10. 血管切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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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布料形变

B） 布料切割
图 11.布料形变及切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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