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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临床诊断中, 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运动伪影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运动伪影的存在会影响医生的诊断, 虽然重新采集 MRI 可以避免这一问题, 但这会提高医院和患者

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因此, 运动伪影的校正具备实用研究价值. 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于空域的运

动伪影校正或者 K 空间的运动伪影校正, 缺乏对 K 空间和空域之间数据一致性的保持. 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 本文基于生成对抗网络提出了保持 K 空间和空域之间数据一致性的 MRI 运动伪影校正模

型. 该模型通过频域生成器对 K空间数据进行初步校正,然后通过空域生成器对空域中的数据进行精

细校正, 在优化阶段则采用域间数据一致性损失来保持 K 空间和空域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在公开脑

部 MRI 数据集 ADNI, ABIDE, OASIS 和 Brain 上的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的模型相较于其他方法

分别在 PSNR, SSIM 以及 RMSE 上最高提升了 3.4%, 3.07% 和 15.57%.

关键词 运动伪影校正, 生成对抗网络, 数据一致性, 深度学习, 医学图像

1 引言

运动伪影一直是磁共振成像中的一个常见问题, 其产生会影响医生的诊断. 轻微的运动伪影可能

只会产生一些噪声, 但严重的运动伪影可能会导致患者在成像图片上的生理结构发生改变. 当然, 重

新采集可能得到无运动伪影的 MRI, 但也会带来额外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1]. 目前, 运动伪影校正

方法主要包括前瞻性校正和回溯性校正 [2]. 前瞻性校正 [3∼5] 通常需要额外的设备获取实时信息来校

正运动伪影, 例如通过导航器、相邻采集序列或其他信息的反馈调整磁共振采集的参数以保持采集数

据和患者之间的相对静止. 而为了与磁共振采集过程兼容 [2], 通常需对导航器坐标进行精确校准, 导

航器采样速度也要尽可能快. 因此, 相较于无导航器的回溯性校正方法, 前瞻性校正方法需要更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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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来生成 MRI. 此外, 大多数前瞻性校正方法要求导航器的跟踪装置安装在患者身体上, 这也给患者

带来了一些不适 [6].

回溯性校正 [7∼10] 不需要对患者进行物理约束和额外的检查时间, 因此能给患者带来最好的检查

体验. 为了去除 MRI中的运动伪影, Loktyushin等 [7] 提出一种迭代搜索运动轨迹的方法,采用空间梯

度熵来优化模型, 生成了较为清晰的图像. Cheng 等 [8] 通过最小化局部梯度熵度量实现了一个自动聚

焦算法. 此外, 为了在估计运动参数时限制搜索空间的大小, 他们还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对运动进行

监测. Samsonov 等 [9] 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迭代的方法来进行运动伪影的去除, 该方法不会受限于运

动模型的构建, 在任意运动模型中都能较好地对运动伪影进行校正. Jang 等 [10] 提出了基于 FBP 的

运动补偿重建模型用于头部运动伪影去除, 使用迭代非线性优化算法和 L-BFGS 估算头部运动参数,

并根据估计的运动参数实现图像的迭代重建. 可以看到, 传统的运动伪影校正方法都需要迭代地搜索

运动轨迹或者直接对图像进行迭代优化, 这会耗费大量的计算时间和计算资源, 所以很难适用于大规

模的运动伪影校正.

为了应对上述缺陷,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基于深度学习的 MRI运动伪影回溯校正模型. 深度学习模

型能够实现端到端的训练,且测试时间相较于传统回溯校正方法较快,尤其是近年来生成对抗网络 [11]

的快速发展,图像修复领域已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是当前基于深度学习的 MRI运动伪影校正方法往

往只针对 K 空间或者空域中的数据进行优化, 未考虑到 K 空间和空域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这使得运

动校正后的 MRI 在不同的空间中不能够保证数据一致性, 也就无法保证模型结果的可靠性.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多域级联的 MRI 运动伪影校正模型. 该模型同时对 K 空间

和空域中的数据进行运动伪影校正, 并且通过域间数据一致性损失保持 K 空间和空域之间的数据一

致性. 模型整体框架采用生成对抗网络,生成器采用了带有跳层连接 [12] 和残差块 [13] 的卷积神经网络,

判别器则采用了带有梯度惩罚项的Warsserstein-1距离 [14] 进行优化. 本文使用了公开数据集 ADNI1),

ABIDE2), OASIS3) 和 Brain4) 对模型进行评估, 并且通过下文实验可知, 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在客观评

价指标和主观评价上都具备一定的优势.

本文作出的主要贡献如下:

(1) 提出了一种多域级联生成器: 通过频域生成器进行运动伪影的初步校正, 通过空域生成器进

行运动伪影的精细校正.

(2) 通过域一致性损失保持 K 空间和空域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3) 和目前的最新方法相比, 本文提出的模型在客观评价指标上达到了最佳效果.

本文的组织如下: 第 2 节介绍有关生成对抗网络和 MRI 运动伪影校正的相关工作, 第 3 节介绍

本文提出的 MRI运动伪影校正模型, 并给出详细的训练算法, 第 4节描述实验数据集、实验中的细节

以及对实验结果的分析, 第 5 节对全文进行总结和展望.

2 相关工作

2.1 生成对抗网络

生成对抗网络 (GAN)是一种基于博弈论的深度学习框架,由生成器和判别器组成,通过对抗来学

1) http://adni.loni.usc.edu.

2) http://fcon 1000.projects.nitrc.org/indi/abide.

3) https://www.oasis-brains.org.

4) http://www.med.harvard.edu/AAN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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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数据集的样本分布. 生成器通过接收随机噪声生成可迷惑判别器的假样本, 判别器则试图区分真假

样本.

原始的 GAN 训练过程不稳定, 容易出现梯度消失、梯度爆炸、模式坍塌等问题. Arjovsky 等 [15]

认为这是 JS 散度 (Jensen-Shannon divergence)不能回传梯度, 以及 KL 散度的优化方向与 JS 散度相

反造成的, 因此他们提出了 WGAN, 采用推土机 (earth-mover distance) 距离代替 JS 散度来计算生成

样本分布和真实样本分布间的距离, 并通过权重裁剪使判别器满足 Lipschitz 连续. 改进后的 WGAN

解决了 GAN 训练时梯度不稳定的问题, 同时也初步解决了模式坍塌的问题, 并且在训练过程中也不

需要精心设计生成器和判别器之间的迭代平衡策略. WGAN 中的目标函数如式 (1) 所示:

min
G

max
D

V (D,G) = Ex̃∼Pg [D(x̃)]− Ex∼Pr [D(x)], (1)

其中, x̃ = G(z), z 是输入生成器的随机噪声, Pg 是生成样本分布, Pr 是真实样本分布, D 是判别器.

在 WGAN中, 通过权重裁剪实现了 Lipschitz连续,但是权重裁剪需要人工设置权重裁剪的阈值,

如果阈值设置得不合适很容易造成梯度消失或者梯度爆炸,因此 Gulrajani等 [14] 在WGAN的基础上

引入了梯度惩罚项并提出WGAN-GP.如式 (2)所示, WGAN-GP中判别器的损失函数仅仅在WGAN

的基础上增加了梯度惩罚项.

min
G

max
D

V (D,G) = Ex̃∼Pg [D(x̃)] + Ex∼Pr [D(x)] + λEx̂∼Px̂

[
(∥∇x̂D(x̂)∥2 − 1)

2
]
, (2)

其中, x̂ 是生成样本和真实样本插值的结果, ∇x̂D(x̂) 是判别器输入为 x̂ 时的梯度. 这一改进使得生成

对抗网络稳定性得到了极大提升, 也促使生成对抗网络应用于不同领域, 如图像超分辨率 [16]、风格迁

移 [17]、跨模态变换 [18, 19]、图像去模糊 [20] 等. 基于此, 本文模型整体框架也选择使用 WGAN-GP.

2.2 基于深度学习的运动伪影校正

在基于深度学习的运动伪影校正方法中, Oksuz 等 [21] 为了修复 MRI 心脏采集过程中由于采集

设备心电图门控不正确导致的运动伪影, 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模型使用对抗训练直接从 K 空间

数据重建 MRI 来校正运动伪影的方法, 在网络结构中引入了判别器以指导生成器的训练. Armanious

等 [22] 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运动伪影去除框架, 同时对刚性伪影和非刚性伪影进行校正,

并通过一个深度特征提取器构造了额外的感知损失和风格损失以指导生成器的优化. Küstner 等 [23]

分别基于变分自编码器和生成对抗网络提出了两种运动伪影去除模型,并证明了生成对抗网络对于生

成更加接近真实的无运动伪影图像的可行性. Usman等 [24] 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共轭

梯度传感重建框架用于对多轴磁共振成像中的运动进行校正,该方法首先使用共轭梯度传感技术从被

运动破坏的 K 空间数据重建图像, 然后使用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框架校正运动伪影,并且在计算速度

上取得了极大的提升. Duffy等 [25] 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运动伪影校正方法,该方法通过卷

积神经网络直接学习有运动伪影图像和无运动伪影图像间的映射关系,并且 Duffy等还探究了 L-1 损

失和对抗损失对运动伪影校正模型的影响. Sommer等 [26] 使用多尺度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 MRI运动

伪影校正, 该模型通过接收不同尺度的图像输入, 使用 3 个级联的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运动估计, 以最

终得到的运动估计图进行运动伪影的校正.

上述方法都是通过 K 空间或者空域数据训练深度神经网络的, 但其模型产生的结果不能保证 K

空间和空域之间数据的一致性. 受此启发, 本文提出了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多域融合 MRI 运动伪影

校正模型, 以保持不同空间下的数据一致性, 从而提高运动伪影校正的性能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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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和域一致性保持的 MRI 运动伪影校正模型整体架构

Figure 1 (Color online) The overview of motion artifact correction model of MRI based on GAN and domain consistency

3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和域一致性的 MRI 运动伪影校正模型

本文提出的基于生成对抗网络和域一致性的 MRI 运动伪影校正模型如图 1 所示. 该模型主要

包括 3 个部分, 分别是生成器 Generator、判别器 Discriminator 和特征提取器 VGGM. 其中, 生成

器 Generator 采用了级联的生成器结构, 其由频域生成器 Gf、空域生成器 Gs 以及域转换层 DT layer

组成,复卷积网络 Gf 对 K空间数据进行运动伪影初步校正,深度跳层残差网络 Gs 对空域数据进行运

动伪影精细校正,两者共同实现了由粗到细的跨域运动伪影校正,判别器 Discriminator采用了WGAN-

GP中的判别器结构, VGGM则是使用 MRI数据集预训练的 VGG-19. 当输入为带有运动伪影的 MRI

图像 x 时, 整体生成器可通过式 (3) 表示:

G(θG, x) = Gs (θs, T
′ (Gf (θf , T (x)))) , (3)

其中 θG = θf + θs 表示生成器 G 的参数, θf 表示频域生成器 Gf 的参数, θs 表示空域生成器 Gs 的参

数, T (·) 和 T ′(·) 分别代表对空域数据和 K 空间数据的转换, 它们是一个互逆的过程.

3.1 生成器网络设计

对于频域生成器 Gf , 本文采用了 DeepcomplexMRI 中相同的网络结构 [27], 其结构如图 2 所示.

本文引入的复卷积网络 Gf 是一个使用了复卷积核的卷积神经网络, 其输入是存在运动伪影的重

构 K 空间数据 fma
c2r , 输出是去除运动伪影后的重构 K 空间数据 ff

c2r. f
ma
c2r 的转换过程如式 (4) 所示:

fma
c2r = concate

(
fma
real, f

ma
imag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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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频域生成器模型结构

Figure 2 (Color online) The architecture of frequency domain generator

图 3 (网络版彩图) 空域生成器模型结构

Figure 3 (Color online) The architecture of spatial domain generator

其中 fma = T (Ima), fma
real 和 fma

imag 分别代表了 fma 的实部和虚部, concate(·) 则在矩阵的最后一个维
度上进行拼接.

复卷积核卷积的过程如式 (5) 所示:

K∗fma = (Kreal + jKimag)
(
fma
real + jfma

imag

)
=

(
Kreal ∗ fma

real −Kimag ∗ fma
imag

)
+ j

(
Kreal ∗ fma

imag +Kimag ∗ fma
real

)
,

(5)

其中 K = Kreal + jKimag 为复卷积核, fma = fma
real + jfma

imag 为频域生成器第 1层卷积层的输入. 通过这

种复卷积方式, 初步保证了 K 空间中实部和虚部之间数据的相关性. 同时, 因为复卷积网络并不是真

正地对复数矩阵卷积, 而是对复数矩阵重构的实数矩阵进行卷积, 所以神经网络可能无法准确学习到

复数部分和虚数部分之间的关系, 因此复卷积网络的输入 fma
c2r 在每个级联块之后都会与当前块的输

出进行残差连接, 以强化实部和虚部之间的相关性. 每个级联块都是由一个复卷积网络和一个数据一

致性层组成, 其中复卷积网络包括 5 层复卷积层, 每层都采用了 3× 3 的复卷积核, 并且除最后一层外

都使用 ReLU 激活函数进行激活, 并且每层的输出通道数均为 64, 在整个卷积网络中特征图的宽高均

和输入数据的宽高保持一致. 数据一致性层中采用了残差连接的方式来使重构后的 K 空间数据和重

构之前的 K 空间数据保持数据一致性.

对于空域生成器 Gs, 如图 3 所示, 除了第 1 层卷积层和最后一层卷积层之外, 还包括两个下采样

模块、两个上采样模块和 9 个残差模块, 对于每个下采样模块, 其都包括一个卷积层、一个实例归一

化层和一个 ReLU 激活函数. 对于上采样模块, 除了使用转置卷积层代替卷积层外, 其他结构均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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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模块相同. 下采样模块和上采样模块在网络结构上是对称的, 上采样模块通过跳层连接将高级特

征和下采样模块的低级特征在数据的最后一维拼接起来. 与 U-Net不同的是,该模型不裁剪低级特征,

而是直接将其与高级特征拼接起来. 其中, 残差模块用于更好地提取图像的高级特征, 不会改变特征

的维数, 且每个残差模块都由两个卷积层、两个实例归一化层和一个 ReLU 激活函数组成. 在网络的

输入输出层还采用了全局残差连接, 这在图像修复任务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2 K 空间和空域之间数据一致性的保持

尽管使用了 Gf 和 Gs 两个模型分别对频域数据和空域数据进行由粗到细的运动伪影去除, 但是

在模型优化的过程中采用串行的方式进行优化,因此这两个生成器之间并不一定能够保持域间的数据

一致性. 本文模型的提出是为了使频域和空域数据保持跨域数据一致性, 但是单独针对空域生成器的

结果进行优化明显和这一目的相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受 DoDuNet [28] 启发, 本文引入了 Domain

Transform层, 通过该结构实现了由 Gf 和 Gs 组成的级联网络, 并且通过域间一致性损失保持了 K空

间和空域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3.3 损失函数

在训练过程中, 本文所提的双级联生成器的损失函数如式 (6) 所示:

LG = LGs + αLGf
+ βLLO + γLPercept + λLDC + µLAdv. (6)

生成器的总体损失 LG 包括像素级损失和对抗损失. 其中像素级损失主要包括均方差损失 (mean

square error, MSE)、平均绝对误差损失 (mean absolute error, MAE)和感知损失.对抗损失则和WGAN-

GP 中提出的对抗损失一致. 在本文的实验中, 超参数 α, β, γ, λ, µ 分别设置为 1, 1, 1× 10−6, 1 和 1×
10−3.

目前, 许多图像处理任务都通过对抗训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本文提出的模型通过对抗损失约束

生成器生成无运动伪影的图像, 并使判别器无法正确区分无运动伪影的图像与真实图像. 对抗性损失

的定义如式 (7) 所示:

LAdv = −
N∑

n=1

D (G (Ima
n )) , (7)

其中 Ima
n 表示输入生成器的原始 MRI 图像, G 和 D 分别表示整体生成器和判别器.

内容损失在图像处理任务中更为常见, 特别是对于条件生成对抗网络 (cGAN), 它可以带来很大

的改进, 因此, 使用配对数据集进行训练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基于图像像素的 MSE, MAE 损失和感知

损失都是内容损失, MSE 损失因其对离群点不敏感, 训练过程较为稳定的特性而广为使用, 但对于图

像增强任务, MSE会使生成的图像变得模糊或者对比度异常. Johnson等 [29] 证实,与 MSE损失相比,

感知损失可以产生更清晰的图像. 但在本文的实验中, 感知损失并不能够使模型获得比 MSE 损失更

好的性能,通过把这两个损失结合起来,反而能够得到更优的结果,所以本文提出的模型在训练过程中

使用了感知损失来进一步校正 MRI 中的运动伪影. 感知损失的定义如式 (8) 所示:

LPercept =
1

CiWiHi

N∑
n=1

Wi∑
x=1

Hi∑
y=1

Ci∑
z=1

∥∥∥φi (I
o
n)x,y,z − φi (G (Ima

n ))x,y,z

∥∥∥2
F
, (8)

其中, N 表示图像的个数, Ion 是没有运动伪影的标签图像, Ci, Wi 和 Hi 分别是 VGGM的第 i层输出

特征图的通道数、宽度和高度. φi 是 VGGM 的第 i 层及其之前的所有网络层, x, y 和 z 分别代表特

征图中的坐标点. VGGM 是一个只用于特征提取的基于 VGG-19 的预训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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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f
表示频域生成器的重建损失, 本文采用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平均绝对误差来计算. LGs 表示空

域生成器的重建损失. LGf
和 LGs 的定义如式 (9) 所示.

LGf
=

N∑
n=1

∥Gf (θf , T (Ima
n ))− T (Ion)∥1 ,

LGs =
N∑

n=1

∥Gs (θs, T
′ (Gf (θf , T (Ima

n ))))− Ion∥
2
F , (9)

其中, 空域生成器的损失 LGs 计算的是生成去伪影图像 Ifn 和真实标签图像 Ion 间的像素均方误差.

为了保持频域数据和空域数据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本文引入了域间一致性损失 LDC. 域间一致性

损失的定义如下:

LDC =
N∑

n=1

∥∥T ′ (ff
n

)
− Ion

∥∥2
F
, (10)

其中 ff
n 是频域生成器修复后的 K 空间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局部优化损失在所有的空域数据之间构造,该损失能够约束模型保持生成样本和真

实样本之间的局部数据一致性, 其定义如式 (11) 所示.

LLO =
N∑

n=1

∥∥(T ′ (ff
n

)
− Ion

)
⊗ kernel

∥∥2
F

+
N∑

n=1

∥(Gs (θs, T
′ (Gf (θf , T (Ima

n ))))− Ion)⊗ kernel∥2F ,

(11)

其中 kernel 被简单地设计成一个 3× 3 的值为 1 的矩阵.

3.4 算法总结与分析

算法 1 详细介绍了模型的训练过程. 本模型训练完之后直接将带有运动伪影的 MRI 通过 DT 层

转换之后即可输入到生成器 G 中进行测试.

为了定量分析本文提出的模型, 本小节还计算了测试阶段百万浮点运算量 (MFLOPs) 和模型的

参数量以评估模型的计算效率和空间占比. 其中 MFLOPS 达到了 25.77, 参数量为 13016391.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本节在 4 个公开数据集中对比了不同方法之间的结果. 本节首先介

绍了实验中所使用的数据集, 其次介绍了运动伪影数据集获取的具体方法, 然后介绍了实验中的一些

具体细节、对比方法以及采用的评价指标, 通过主观观察和客观评价指标详细比较了本文所提出的方

法与当前最好方法的结果, 最后通过消融实验证明了模型不同模块的有效性.

4.1 数据集

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 disease, AD)神经影像学倡议 (ADNI)包括 MRI和 PET图像,它包括 4

个子数据集,分别是 ADNI 1, ADNI 2, ADNI 3和 ADNI GO.本文实验选择了协议描述为 “MP-RAGE”

的图像作为原始数据集, 它包括 1167 个用于训练的 MRI 和 300 个用于测试的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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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1 MRI motion artifact correction model training algorithm based on GAN and domain consistency

Input: {(Ima
n , Ion)}

N
n=1 ∈ Set;

Main iteration: If = G(θG, Ima) = Gs (θs, T ′ (Gf (θf , T (Ima))));

1: repeat

2: for all (Ima
n , Ion) ∈ Set do

3: fma
n ⇐ T (Ima

n ) {Transfer data from the spatial domain to K-space};
4: fn

ma
c2r ⇐ concate(fn

ma
real, fn

ma
imag) {Reconstruct complex number data in the K-space};

5: fn
f
c2r ⇐ Gf(θf , fn

ma
c2r) {Input the reconstructed data into the frequency domain generator};

6: Ifn ⇐ Gs(θs, T ′(fn
f
c2r)) {Input the result of the frequency domain generator into the spatial domain generator};

7: x̂ ⇐ ϵIon + (1− ϵ)Ifn {Compute the interpolation between the final repair image and the label image};
8: GP ⇐ (∥∇x̂DθD (x̂)∥2 − 1)2 {Compute the gradient penalty};
9: LDθD

⇐ DθD (Ifn)−DθD (Ion) + αGP {Compute the loss of generator D};
10: θD ⇐ θD − λ ∂

∂θD
LD {Use Adam optimizer to update the parameters of D};

11: for i=1 to i do

12: fn
f
c2r ⇐ Gf(θf , fn

ma
c2r) {Input the reconstructed data into the frequency domain generator};

13: Ifn ⇐ Gs(θs, T ′(fn
f
c2r)) {Input the result of the frequency domain generator into the spatial domain generator};

14: LGf
⇐

∑N
n=1 ∥Gf (θf , T (Ima

n ))− T (Ion)∥1 {Compute the loss of the frequency domain generator Gf};
15: LGs ⇐

∑N
n=1 ∥Gs (θs, T ′ (Gf (θf , T (Ima

n ))))− Ion∥
2
F {Compute the loss of the spatial domain generator Gs};

16: LDC ⇐
∑N

n=1 ∥T ′(ff
n )−Ion∥2F {Compute the data consistency loss between the K-space and the spatial domain};

17: LLO ⇐
∑N

n=1 ∥ (Gs (θs, T ′ (Gf (θf , T (Ima
n ))))− Ion) ⊗ kernel∥2F +

∑N
n=1 ∥(T ′(ff

n ) − Ion) ⊗ kernel∥2F {Compute

the local consistency loss};
18: LPercept ⇐ 1

CiWiHi

∑N
n=1

∑Wi
x=1

∑Hi
y=1

∑Ci
z=1 ∥φi (I

o
n)x,y,z − φi (G (Ima

n ))x,y,z ∥2F {Compute the perceptual

loss};
19: LG ⇐ LGs + αLGf

+ βLLO + γLPercept + λLDC − µ
∑N

n=1 DθD (GθG (Ima
n )) {Compute the overall loss of

generator G};
20: θG ⇐ θG − λ ∂

∂θG
LG {Use Adam optimizer to update the parameters of G};

21: end for

22: end for

23: until epoch = T ;

Output: θG;

自闭症脑成像数据交换 (ABIDE) 是一个自闭症脑成像数据集, 主要用于研究儿童自闭症的早期

诊断, 其包括 539 例 ASD 和 573 例正常对照组. 通过对数据集的观察和对图像质量控制指标的数值

比较, 本小节从总数据集中选取了无运动伪影的图像作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开放获取成像研究 (OASIS) 是一个旨在使科学界免费获得大脑神经成像数据集的项目, 已被用

于假设驱动的数据分析、神经解剖学图谱的开发和分割算法的开发, 它包含 3 个不同的部分以应用于

不同的任务. OASIS-1 由 416 个年龄在 18 ∼ 96 岁之间的受试者的核磁共振图像组成. 对于每个受试

者, 在数据集中都有单次扫描中获得的 3 ∼ 4 个单独的 T1 加权 MRI 扫描, 受试者都是右撇子, 包括

男性和女性, 其中 100 名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受试者被临床诊断为极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病.

Brain是一个开放的大脑数据集, 该数据集中包含了正常大脑、脑血管疾病、肿瘤疾病、退行性疾

病、炎症和传染性疾病的数据, 每个数据都是成对的 PET, SPECT, MRI 和 CT 扫描图像, 每个图像

都有多张切片, 本文中使用了 33 名患者的 T1-MRI 切片数据.

4.2 运动伪影仿真

由于医学图像运动伪影数据的采集比较困难, 因此, 本文使用 Medley 等 [30] 提出的方法, 通过破

坏与图片对应的 K 空间数据模拟 MRI 中的运动伪影. 这种方法产生的运动伪影在临床检测中较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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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其原理如下所示:

s′ (kx, ky) = e−iϕ(kx,ky)s (kx, ky) , (12)

其中 s (kx, ky) 是原始的无运动伪影的 K 空间数据, s′ (kx, ky) 则是 K 空间被破坏后的带有运动伪影

的 K 空间数据. kx 和 ky 分别代表不同相位编码方向上的 K 空间坐标. 其中 ϕ (kx, ky) 如下所示:

ϕ (kx, ky) = 2π [kxp (ky) + kyq (ky)] . (13)

其中, p (ky) 和 q (ky) 分别代表不同相移方向的运动函数.

在本文实验中, 仿真的运动伪影图像通过式 (14) 中参数获得.

p (ky) = 1.4 cos

(
πky
5

)
, q (ky) = 1.4 sin

(
πky
5

)
. (14)

4.3 实验配置

本文提出的模型是基于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实现的. 为保证实验的公平性和可靠性, 本文的

所有实验在同一台服务器上进行, GPU 采用一张 tesla v100-sxm2gpu, 每次实验采用相同的初始化方

案 10 次, 并对结果去除敏感值后得到其平均值. 由于不同数据集的尺寸不同, 在训练前会将其大小统

一裁剪为 256× 256. 另外, 判别器卷积层之后使用了实例归一化, 因此模型的批样本数输入必须是 1.

在下采样模块后有 9 个残差模块, 每个残差模块的输入和输出总是保持相同的维数, 每个残差模块都

包括两个卷积层、两个实例归一化层和 1 个 ReLU 激活函数. 上采样模块与下采样模块相反, 但在上

采样模块, 跳层连接要求在上采样操作之前将低级特征和高级特征在最后一维拼接起来. 需要注意的

是, 神经网络的输入和输出是残差连接, 残差连接是值的和, 而跳层连接是维数的串联. 另外, 在本文

提出的模型中, 不需要在跳层连接中裁剪低级特征图. 最后的卷积层 [31] 会将特征映射为输入的原始

维数, 并使用 Tanh 激活函数进行激活.

验证所提出模型的优越性, FSGAN 模型将与以下 3 种不同主流网络结构的模型进行比较:

(1) Pix2pix [17] 是一种经典生成对抗网络, 它采用 U-Net 作为生成器.

(2) SRN-Net [32] 是一种由粗到细的 CNN, 它也用于自然图像去模糊.

(3) DeepcomplexMRI [27] 是一种用于 MRI 重建的复卷积网络, 它在目前 MRI 图像重建任务中达

到了最优的结果. 本文采用的频域生成器即为 DeepcomplexMRI.

评价方式主要采用峰值信噪比 (root mean square error, PSNR)、结构相似性 (structural similarity,

SSIM) 和均方根误差 (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RMSE). 其中 PSNR 和 SSIM 越大, RMSE 越小, 就

说明两张图像的相似度越高.

4.4 医学运动伪影去除结果分析

为了更好地观察实验结果的细节,如图 4 ∼ 7所示,图中放大了被观察区域.第 1行图像的像素大

小为 256×256,第 2行图像是第 1行的局部放大图像,红色方框所标注的区域是重点观察区域.按列从

左到右依次是运动伪影图像 (Motion-Artifact)、Pix2pix 结果图像、SRN 结果图像、DeepcomplexMRI

(DC-MRI) 结果图像、FSGAN-base 结果图像、FSGAN 结果图像和原始标签图像 (Original). 其中,

FSGAN-base是去除 FSGAN中频域生成器后的模型,其可以单独通过空域数据进行运动伪影的校正,

而 DC-MRI 则是单独通过频域进行运动伪影校正的.

本文首先在 ADNI 中训练总体模型. 如图 4 中第 2 行图片所示, 不同模型的结果纹理信息存

在差异. Pix2pix 的结果在所有对比模型中, 图像纹理最为杂乱; 第 2 行图片中红色方框标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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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ADNI 数据集上的测试结果

Figure 4 (Color online) Testing results in ADNI

图 5 (网络版彩图) ABIDE 数据集上的测试结果

Figure 5 (Color online) Testing results in ABIDE

表明, SRN 的结果在该部分丢失了部分低像素值的纹理, 像素对比度更低, 这在 Original 中对应位

置则表现为高对比度的图像纹理; DC-MRI 的结果则在红色方框标注区域残留了一定的运动伪影, 其

相较于 Original 对应区域表现为像素值较低且出现不存在的图像纹理; FSGAN-base 和 FSGAN 的

结果则与原始图像的外观最为相似. 但是从 FSGAN-base 中标注部分可以观察到, 与 Original 对比,

FSGAN-base 的轮廓信息更加模糊, 对比度也更低. 而 FSGAN 与标签图像 Original 不存在明显的

差异.

ABIDE 的结果如图 5 所示. 对于 Pix2pix, 虽然整体视觉上区别不明显, 但是可以看到标注部分

的纹理结构信息相较于 Original 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对于 SRN, 标注区域相较于原图可以观察到明显

的运动伪影残留;对于 DC-MRI,其在标注区域具备较高的对比度,而这和 Original的对应区域中较低

的对比度存在明显差别; FSGAN-base 在两处标注区域同样和 Original 存在一定的差别, 左侧标注区

域存在和 SRN同样的伪影残留,右侧标注区域的图像纹理相较于 Original过度平滑,而 FSGAN的结

果和标签图像 Original 没有明显差别.

如图 6 所示, OASIS 中的实验结果很容易观察到不同模型结果的差异. Pix2pix 的结果纹理粗糙,

与 Original 差距较大; SRN 中标注区域的图像轮廓信息模糊, 无法清晰观察到边界信息; DC-MRI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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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OASIS 数据集上的测试结果

Figure 6 (Color online) Testing results in OASIS

图 7 (网络版彩图) Brain 数据集上的测试结果

Figure 7 (Color online) Testing results in Brain

的标注区域则出现了伪影残留, 即图像纹理相较于 Original 较暗且具备一定的结构信息, 而 Original

在对应部分的图像纹理则是连续平滑的; FSGAN-base 在标注区域同样存在过度平滑的问题, 图像的

轮廓信息相较于 Original 较为模糊; FSGAN 的结果与 Original 同样没有明显区别.

图 7展示了在 Brain数据集上的运动伪影去除测试结果.可以看到运动伪影造成图像上出现了不

存在的黑色条形纹理. 从结果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Pix2pix, SRN, DC-MRI和 FSGAN-base中的标注

区域仍然残留了明显的运动伪影, 而 FSGAN 仍然和标签图像 Original 保持了较高的相似度.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 FSGAN模型相较于 DC-MRI和 FSGAN-base在图像纹理处理

方面具有更加优秀的性能, 校正运动伪影后的图像和原图在图像细节和对比度上有极高的相似度, 可

见 K 空间数据对空域生成器的运动伪影去除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另外, 通过观察实验结果中 MRI

的颅脑边缘部分可以看出, 相较于 DC-MRI, FSGAN 在维持较高结构相似性的同时, 对于图像的噪声

也有一定的平滑能力, 校正运动伪影后的 MRI 具备更低的噪声水平.

4.5 客观评价指标分析

在 4.4 小节的实验结果中, 我们认为在主观观察上 FSGAN 在对比方法中取得了最优的结果, 为

更加直观准确地衡量不同模型的具体性能, 本文采用了客观评价指标 PSNR, SSIM 和 RMSE 对每个

模型进行评价分析. 实验在相同条件下对所有模型都进行 10 次训练和测试, 并计算客观评价指标的

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客观评价指标结果如表 1 和 2 所示, 表中分别对比了 Pix2pix, SRN, DC-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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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模型在 ADNI 和 ABIDE 上的客观评价指标结果

Table 1 Results on objective evaluation metrics of different models on ADNI and ABIDE

Method
ADNI ABIDE

PSNR SSIM RMSE PSNR SSIM RMSE

Pix2pix 32.977±0.050 0.937±0.001 5.888±0.051 33.726±0.287 0.949±0.002 5.352±0.174

SRN 33.449±0.208 0.942±0.008 5.564±0.123 35.562±0.253 0.965±0.002 4.360±0.118

DC-MRI 35.110±0.047 0.946±0.001 4.647±0.026 37.564±0.109 0.959±0.001 3.499±0.044

FSGAN-base 34.768±0.110 0.962±0.002 4.781±0.057 36.781±0.039 0.974±0.001 3.785±0.018

FSGAN 36.303±0.057 0.975±0.001 4.017±0.026 38.428±0.095 0.980±0.001 3.137±0.038

表 2 不同模型在 OASIS 和 Brain 上的客观评价指标结果

Table 2 Results on objective evaluation metrics of different models on OASIS and Brain

Method
OASIS Brain

PSNR SSIM RMSE PSNR SSIM RMSE

Pix2pix 36.067±0.090 0.947±0.003 4.063±0.042 33.136±0.188 0.953±0.018 5.715±0.122

SRN 37.694±0.119 0.967±0.002 3.398±0.043 35.341±0.356 0.974±0.003 4.468±0.170

DC-MRI 39.510±0.058 0.967±0.001 2.806±0.019 37.939±0.048 0.974±0.001 3.326±0.019

FSGAN-base 39.166±0.054 0.976±0.001 2.878±0.014 36.654±0.025 0.983±0.001 3.841±0.007

FSGAN 40.845±0.104 0.983±0.001 2.369±0.027 38.520±0.053 0.989±0.001 3.080±0.019

表 3 FSGAN 相较于 DC-MRI 的性能提升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 between FSGAN and DC-MRI

Dataset PSNR (%) SSIM (%) RMSE (%)

ADNI 3.40 3.07 13.56

ABIDE 2.30 2.19 10.35

OASIS 3.38 1.65 15.57

Brain 1.53 1.54 7.40

FSGAN-base 和 FSGAN 在 ADNI, ABIDE, OASIS 和 Brain 上的测试结果, 可以看到 FSGAN 在 4 个

数据集上的 3 个评价指标均取得了最优结果, 并且 DC-MRI 均取得了次优结果. 为了更加直观地对

比 FSGAN 相较于次优结果的提升, 表 3 详细对比了 FSGAN 相较于次优模型 DC-MRI 的提升率. 可

以看到, FSGAN在 PSNR, SSIM和 RMSE上相较于目前的最优方法 DC-MRI 最高分别提升了 3.4%,

3.07% 和 15.57%. 尤其是在 ADNI 数据集上的实验, FSGAN 的性能提升更为明显.

通过主观观察和客观评价指标的评估, 可以确定本文提出的 FSGAN 确实保证了校正后的 MRI

和原图的相似性, 使其具备更加真实的纹理和结构信息, 并且 PSNR 的提升也证实了 4.4 小节中的结

论: FSGAN 对图像噪声有一定的平滑作用, 能够降低图像的噪声水平.

4.6 消融实验

本小节在 ABIDE数据集上对我们提出的 FSGAN进行了详细的消融实验以验证 FSGAN中不同

模块的有效性. 实验配置与上文中所描述的一致.

损失函数: 在 FSGAN 中, 我们引入了几种不同的损失函数对模型进行优化. 频域生成器损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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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损失函数的消融实验

Table 4 Ablation study of loss functions

Method LGf
LGs LDC LLO LPercept LD PSNR SSIM RMSE

FSGAN-f % " " " " " 37.039±0.539 0.971±0.006 3.702±0.239

FSGAN-s " % " " " " 36.579±0.205 0.958±0.002 3.856±0.110

FSGAN-dc " " % " " " 37.433±0.599 0.973±0.004 3.546±0.232

FSGAN-lo " " " % " " 36.778±0.043 0.959±0.016 3.811±0.011

FSGAN-p " " " " % " 38.141±0.095 0.980±0.001 3.244±0.038

FSGAN-d " " " " " % 37.871±0.095 0.979±0.001 3.316±0.030

FSGAN " " " " " " 38.428±0.095 0.980±0.001 3.137±0.038

表 5 FSGAN 中生成器结构的消融实验

Table 5 Ablation study of generator structures in FSGAN

Model in FSGAN
PSNR SSIM RMSE

Gf Gs

" % 37.445±0.084 0.956±0.003 3.557±0.036

% " 36.781±0.039 0.974±0.001 3.785±0.018

" " 38.428±0.095 0.980±0.001 3.137±0.038

空域生成器损失作为重建损失指导生成器去除运动伪影,同时,域间一致性损失、局部一致性损失、感

知损失以及对抗损失则进一步提高了去除运动伪影后的图像质量. 为了验证不同损失对 FSGAN性能

造成的影响, 我们首先对 FSGAN 中使用到的 6 种损失函数进行了消融实验. 如表 4 所示, 在同时使

用所有损失函数时, 实验的客观评价指标达到最佳, 这证明了我们所提出模型各个模块的有效性.

模型结构: 进一步地, 为了验证频域生成器 Gf 和空域生成器 Gs 对 FSGAN 性能的影响, 我们对

这两者进行了消融实验. 如表 5 所示, 我们分别对比了 Gf , Gs 和 Gf + Gs 这 3 种生成器组合下的实

验结果. 可以看到, 级联的生成器结构对运动伪影去除的结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因此客观评价指标

取得了较大的提升.

5 总结

本文实现了一个 MRI 运动伪影回溯性校正方法. 针对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只对 K 空间或

者空域数据进行运动伪影去除, 忽略了域间数据一致性的保持, 本文提出了一个级联生成器对抗网络,

分别通过频域生成器和空域生成器对 K 空间数据和空域数据进行运动伪影校正, 并且通过域间一致

性损失保持 K 空间和空域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实现了更高精度的 MRI 运动伪影校正. 在 4 个公开数

据集 ADNI, ABIDE, OASIS 和 Brain 上的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的方法相较于目前的最优方法具

备更高的图像观测质量以及客观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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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artifact correction of MRI based on a generative adver-
sarial network and domain 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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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linical diagnosi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motion artifact is a common problem that

will affect the doctor’s diagnosis. Although the reacquisition of MRI can avoid this problem, it will bring extra

economic and time cost to hospitals and patients. Therefore, the correction of motion artifacts has a practical

research value.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correcting motion artifacts from the spatial domain or K-space,

and ignore the data consistency between them.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a motion artifact correction model

based on a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is proposed to maintain the data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K-space and

spatial domain. In this model, K-space data are initially corrected by a frequency domain generator, and then

spatial domain data are fine corrected by a spatial domain generator. In optimization phase, the data consistency

loss between the K-space and spatial domain is used to maintain data consistency. In four public MRI datasets,

ADNI, ABIDE, OASIS and Brai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model has

increased by 3.4%, 3.07% and 15.57% on PSNR, SSIM and RMSE, respectively.

Keywords motion artifact correction,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data consistency, deep learning,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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