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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VTK（Visualization Toolkit）是一個三維

電腦製圖、影像處理和科學視覺化的 C++類別

函式庫。除了 C++之外，使用者亦可透過 VTK
所提供直譯式的介面，來使用該函式庫。使用

者如欲利用 VTK 的各種功能，必須具備足夠

的物件導向程式設計能力，或是熟悉 VTK 所

支援的直譯式語言。對於臨床的醫師或一般研

究人員而言，VTK 的學習門檻是十分高的。 

本論文提出一個以 VTK 為基礎的視覺化

程式設計環境，以解決上述學習 VTK 門檻過

高的問題。該系統能讓使用者在圖形化介面

中，以滑鼠直接拖拉各種 VTK 物件並加以連

接的方式，建構出一個執行管線；同時，使用

者亦可透過對話盒來設定 VTK 物件的屬性或

參數。每一個執行管線不但能夠執行並顯示其

結果，亦可輸出相對應的 C++原始碼。如此一

來，即使沒有專業程式語言背景的使用者，亦

可輕鬆利用本系統快速地開發應用程式或建

立其雛型。最後，我們以球體之建立、影像處

理與表面呈像等三個實例，來說明本系統之可

行性。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視覺化程式設計、VTK、電腦製圖、

影像處理。。。。 
 
1.1.1.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VTK（Visualization Toolkit）是一個開放原

始碼且具有跨平台特性的物件導向軟體系

統，它的功能包含三維電腦製圖三維電腦製圖三維電腦製圖三維電腦製圖（3D computer 
graphics）、影像處理影像處理影像處理影像處理（image processing）以及

視覺化視覺化視覺化視覺化（visualization）等[1]。VTK 的系統架

構由兩個部份組成，一個是以 C++所開發並經

過編譯的系統核心（compiled core），另一個為

將系統核心封裝起來的直譯層直譯層直譯層直譯層（ interpreted 
layer），讓使用者除了使用 C++之外，也能透

過 Tcl、Python和 Java等語言以直譯的方式來

使用 VTK。系統核心能有效率地執行相關的演

算法，而直譯層則是協助使用者快速開發程式

並建立應用程式的雛型雛型雛型雛型（prototyping）。 
使用者可以透過 C++或 Tcl、Python和 Java

等直譯語言來使用 VTK，但前提是要了解這些

語言的語法和如何使用 VTK 函式庫，否則就

必須花費許多時間學習。所以使用者要操作

VTK 必須具備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能力以及

對 3D 電腦製圖、影像處理和視覺化要有基本

的認識。 
程式開發者可以透過視覺化程式設計或框

架的形式來開發 VTK 相關之應用程式，視覺

化程式設計的優點是直覺、簡單容易操作，框

架的優點是沒有限制且可重複利用現有的架

構。開發者可以透過不同的平台來建立視覺化

程式設計的環境，也能將其應用在不同領域

上，[2]是透過 C語言當作開發平台，並將視覺

化程式設計的方式應用在流程圖上；[3]透過

C++語言開發一個視覺化的工具 ITKBoard，此

工具將視覺化程式設計的方式應用在 ITK 處理

醫療影像分析上；[4]則是利用 Matlab 平台以

視覺化程式設計的方式操作 ITK 與 VTK 的功

能；[5][6]利用 Java語言開發一個視覺化的工

具 VisPro；[7]比較四種透過框架方式來利用

ITK 功能的軟體。 
本論文提出一個以視覺化方式建立圖形化

程 式 設 計 環 境 的 系 統 ─ VPVTK （ Visual 
Programming based on VTK），該系統可以讓使

用者在不需要了解特定程式語言的語法之情

況下，透過直覺式圖形化的接線與圖示建構出

由 VTK 物件所組成的執行管線，最後能將使

用者編輯完成之執行管線編譯執行並產生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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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結果。 
開發本系統之目的是希望使用者可以利用

視覺化方式快速的設計 VTK 執行管線，並在

建立執行管線過程中，由系統提供參數設定對

話盒讓使用者可以簡單設定 VTK 物件的參

數，當系統啟動執行管線後能將前一個 VTK
物件的輸出端與下一個 VTK 物件的輸入端做

簡單的資料型別驗證。如此即可讓使用者不需

懂得程式語言的語法，以視覺化的操作方式使

用 VTK 功能，並節省使用者學習如何操作

VTK 所耗費的時間。 
本論文之其餘部分說明如下：第二節說明

相關背景與技術，包括視覺化程式設計視覺化程式設計視覺化程式設計視覺化程式設計（visual 
programming）、VTK 和使用者介面之互動型態使用者介面之互動型態使用者介面之互動型態使用者介面之互動型態

（interaction styles）；第三節為系統分析與設

計，介紹本系統之功能需求和設計；結果與討

論則在第四節說明，包含系統開發工具與環

境、使用者介面、操作方式和實際操作的參考

範例；第五節則為結論與未來展望，說明目前

的研究成果以及未來努力方向。 
 

2.2.2.2.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1. 視覺化程式設計視覺化程式設計視覺化程式設計視覺化程式設計 
 

視覺化程式設計是一種以圖形化的表達方

式，來顯示並開發電腦程式[8]。許多視覺化程

式設計的開發會利用方塊（代表某個屬性或物

件的圖示）與連接線（可以將方塊與方塊之間

互相連接的工具）當作開發程式的物件。 
開發人員可以透過視覺化的操作方式移動

選擇的物件，進行物件上的排列組合，建立出

執行管線或結構圖，並將完成結果編譯或啟動

達到程式開發的目的。 
目前廣泛的被應用於工業自動化之領域

上，由美商國家儀器（national instruments）所

開 發 的 圖 形 化 程 式 編 譯 平 台 LabVIEW 
（ 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ation 
Engineering Workbench）[9]就是應用視覺化程

式設計，提供圖形化的使用者介面開發、資料

擷取、儀器控制、報表製作與檔案 I/O 功能，

擁有簡單易懂的開發介面，縮短開發速度，比

起傳統非圖形化程式編譯平台更容易學習。 
 

 
圖圖圖圖    1111    LabVIEW 之之之之程式方塊圖程式方塊圖程式方塊圖程式方塊圖提供邏輯運算提供邏輯運算提供邏輯運算提供邏輯運算，，，，

將攝氏溫度將攝氏溫度將攝氏溫度將攝氏溫度*1.8*1.8*1.8*1.8 加上加上加上加上 32323232 最後輸出華氏溫度最後輸出華氏溫度最後輸出華氏溫度最後輸出華氏溫度    

 
2.2. VTK 
 

VTK 是一個開放程式碼且免費的軟體系

統，具有跨平台的特性，其功能包括三維電腦

製圖、影像處理以及視覺化等[10]。VTK 幾乎

可在所有的作業系統環境實作（Unix-base、
PC’s、Mac OXS Jaguar）[11][12]，其函式庫是

由C++類別函式庫所組成且完全符合物件導向

的設計原則。另外，VTK 擁有較高階的抽象化

直譯方式，比 OpenGL[13]與 PEX[14]更容易學

習與應用。 
VTK 建立執行管線的流程是由視覺化視覺化視覺化視覺化模模模模

型型型型（visualization model）和圖圖圖圖形化形化形化形化模型模型模型模型（graphics 
model）兩個子系統所組成。視覺化模型主要

是以資料流資料流資料流資料流（data flow）的方式，將資料（例

如影像資料）轉換成圖形資料圖形資料圖形資料圖形資料（graphical 
data）。在這個模型中有兩種基本類型的物件，

資料物件資料物件資料物件資料物件（data object）與處理物件處理物件處理物件處理物件（process 
object）。圖形化模型主要是將視覺化模型輸出

的圖形資料轉換成可以顯示的圖片或影像。其

主要是由場景場景場景場景（scene）、場景中的物體、場景

中的光線等核心物件所組成，將上述這些物件

組合在一起，便可產生繪圖的場景與視窗，將

最後的影像顯示出來。 
VTK 的執行管線是由視覺化模型和圖形

化模型組成，每一個物件的輸出資料作為下一

個物件的輸入，如圖 2所示。 
 



 
圖圖圖圖 2 VTK 執行管線執行管線執行管線執行管線 

 
2.3. 使用者介面之互動型態使用者介面之互動型態使用者介面之互動型態使用者介面之互動型態 

 
使用者介面之互動型態是包含使用者介面

的操作外觀和相關狀態 [15]，使用者與電腦系

統之間透過鍵盤或滑鼠的輸入以及螢幕或喇

叭的輸出互動。常見的使用者介面互動型態包

含下列五種： 
一、 命令列命令列命令列命令列（command line）介面讓使用者以

文字的型態利用鍵盤直接輸入指令，是最早使

用的互動型態。 
二、功能表選擇功能表選擇功能表選擇功能表選擇（menu selection）是讓使用者

在圖形化的操作介面上利用滑鼠點選方式，讓

使用者選擇需要的選項。 
三、 表單填寫表單填寫表單填寫表單填寫（form-fill）是利用表格填寫的

方式讓使用者輸入資料。 
四、直接操作直接操作直接操作直接操作（direct manipulation）允許使用

者以直覺的方式與操作介面互動，包含滑鼠的

拖放拖放拖放拖放（drag and drop）。拖放的概念是指使用者

利用滑鼠按鍵選擇指定的來源虛擬物件，將其

拖至不同位置或不同虛擬物件的動作，進行指

定物件的移動、複製和貼上等操作。 
五、擬人化擬人化擬人化擬人化（anthropomorphic）為自然語言的

介面，此互動形態與人類和其他人互動的方式

相同，例如：透過手勢、臉部表情或眼睛移動

與電腦系統互動。 
 

3.3.3.3. 系統分析與設計系統分析與設計系統分析與設計系統分析與設計    
 
3.1. 系統分析系統分析系統分析系統分析 

 
圖3為本系統之使用案例圖，茲說明如下： 

一、物件之管理：  
本系統以樹狀結構的方式提供不同選項

的 VTK 物件來讓使用者選擇，並依照其功能

將之分類為來源來源來源來源（source）、處理處理處理處理（filter）和場場場場

景景景景（scene）。來源物件是藉由讀取檔案或經由

演算法或數學運算所產生一個以上的資料集

合之物件，屬於執行管線的起點。處理物件是

以一個以上的資料集合為輸入，經過演算法

（例如影像處理）的處理，進而產生新的資料

集合。場景物件是負責建立場景、輸出（顯示）

或寫入執行管線最後的結果，一般為執行管線

的終點。 
 

User

物件之管理

專案之編輯

程式之執行

VPVTK

 
圖圖圖圖 3 使用案例圖使用案例圖使用案例圖使用案例圖 

 
二、專案之編輯：  

專案中可能包含一到多條的執行管線，使

用者在編輯執行管線的過程中，擁有新增、刪

除、排列、連接 VTK 物件與儲存專案的功能。

本論文透過類似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中
工作表的形式讓使用者設計執行管線，是讓使

用者能完成執行管線的編輯，而不是著重設計

如何排列 VTK 物件以及物件的連接；而在工

作表當中預留空間，是為了方便 VTK 物件的

連接。VTK 執行管線之執行順序是由左至右，

上下則無限制執行順序。 
專案編輯過程中，使用者能選擇指定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cell）來增加、刪除表單中的行或列，也能設

定欄位相對應之參數。使用者能透過系統提供

的參數設定對話盒來檢視或設定相對應物件

的屬性。由於 VTK 類別參數繁多，本系統會

提供部分參數之預設值，以節省使用者編輯專

案的時間。 
三、程式之執行：  

當使用者啟動建立好之執行管線時，系統

會開始進行資料型別的驗證，判斷執行管線中

前一個 VTK 物件輸出端的資料型態是否與下

一個 VTK 物件輸入端能接受的資料型態相

符。若驗證的結果皆相符，系統會將驗證成功

之訊息輸出，並顯示或產生最後的執行結果

（顯示影像或產生 C++原始碼），否則會輸出

驗證錯誤的訊息。 
 



3.2.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3.2.1. 使用者介面使用者介面使用者介面使用者介面 
 

 
圖圖圖圖 4 本系統之操作介面圖本系統之操作介面圖本系統之操作介面圖本系統之操作介面圖，，，，左上為工具視左上為工具視左上為工具視左上為工具視

窗窗窗窗，，，，右上為編輯視窗右上為編輯視窗右上為編輯視窗右上為編輯視窗，，，，下方為輸出視窗下方為輸出視窗下方為輸出視窗下方為輸出視窗 

 
圖 4為本系統之操作介面，其中包含了三

個視窗，工具視窗、編輯視窗和輸出視窗。工

具視窗主要是讓使用者以拖放的方式選擇

VTK 物件，編輯視窗主要是將工具視窗提供的

VTK 類別利用圖形化的方式做編輯及排列組

合，不同物件擁有各自代表的圖形，以顯示不

同顏色不同名稱做為物件的區別。輸出視窗主

要是負責將程式執行的狀態訊息輸出，輸出的

內容為資料型別驗證的訊息和執行管線是否

執行成功的訊息。 
圖 5圖 6為本系統之參數設定對話盒，使

用者可以透過滑鼠右鍵點選執行管線中 VTK
物件的屬性來設定相對應之參數。 
 
 
 

 
圖圖圖圖 5555 物件物件物件物件資訊對話盒資訊對話盒資訊對話盒資訊對話盒，，，，顯示相對應顯示相對應顯示相對應顯示相對應 VTK 物件物件物件物件

之型態與名稱之型態與名稱之型態與名稱之型態與名稱 

 

 
圖圖圖圖 6 讀取路徑對話盒讀取路徑對話盒讀取路徑對話盒讀取路徑對話盒，，，，設定讀取資料夾或檔設定讀取資料夾或檔設定讀取資料夾或檔設定讀取資料夾或檔

案案案案之之之之路徑路徑路徑路徑 

 
3.2.2. 類別圖類別圖類別圖類別圖 
 

圖 7為本系統之類別圖，並說明如下：  
 
 

 
圖圖圖圖 7 類別圖類別圖類別圖類別圖 

 
一、  本系統之視窗組成 

CVPVTKEditView、CVPVTKToolView 和

CVPVTKOutputView 分別代表系統中的三個

視窗。CVPVTKEditView主要是負責管理編輯

視窗的操作，其中包含 VTK 物件在編輯視窗

中的操作（移動、複製和刪除）、連接線的管

理（建立、更新和刪除）、VTK 執行管線的執

行、記錄滑鼠在編輯視窗的狀態（左鍵點下與

放開的座標位置）、管理整個表單的顯示（表

單的放大或縮小）、增加表單的行或列以及計

算某一點在顯示比例為 100%時的原始座標位

置。CVPVTKToolView 負責 VTK 物件的顯示

以及樹狀結構的分類，可以當作 VTK 物件拖



放的來源端。COutputView負責程式執行狀態

訊息的輸出，包含輸出輸入端的型別驗證結

果，以及最後程式是否執行成功都會在此輸出

狀態訊息。 
二、編輯視窗之組成 

編輯視窗由一個表單所組成，表單中又包

含了連接線和許多的欄位。其中由 CSheet負責

記錄表單中行與列的總數、行與列的寬度與高

度、儲存欄位的向量向量向量向量（vector）、表單的顯示比

例、預留連接的空間的大小。主要功能有設定

行與列的寬度與高度、取得目前表單的面積大

小、增加或減少行或列的個數、計算畫欄位所

需之左上角點的座標位置。CConnection負責

記錄連接線的兩個欄位，功能為設定繪製連接

線的兩個欄位以及繪製連接線。CCell 負責記

錄表單中的欄位資訊，包括畫筆型態、畫筆顏

色、畫筆寬度、取得畫連接線需要的兩個連接

點位置、記錄欄位是否能接受拖放的動作、是

否能接受繪製連接線，並且在每一個欄位中有

屬於自己的圖示。 
三、產生相對應之圖示與代理類別 

使用者在工具視窗中選擇 VTK 物件將其

拖放至編輯視窗時，必須產生與 VTK 物件相

對應之圖示與代理類別。其中以 CFactory負責

記錄 VTK 物件名稱，依照取得的 VTK 物件名

稱 來 產 生 相 對 應 的 CIcon 物 件 以 及

CVTKAgent物件。CIcon負責記錄每一個欄位

所對應的圖示，包含圖示的名稱、名稱的顏

色、名稱字型的大小、背景的顏色、圖示的寬

度以及高度，並且提供設定圖示的名稱、設定

名稱的顏色、設定名稱字型的大小、設定背景

的顏色圖示繪製的函式。CVTKAgent 是做為

VTK 類別的代理類別，每一個 VTK 類別都有

屬於自己本身的 CVTKAgent，主要是記錄此類

別所屬的 VTK 類別名稱和 VTK 類別型態，可

以產生相對應 VTK 類別的實體實體實體實體（instance）、提

供參數設定對話盒給對應的 VTK 類別、啟動

VTK 執行管線（屬於 scene才有效）、檢查對

應 VTK 類別輸入端可以接受的資料型態。 
四、代理類別與參數之設定 

由於本論文需要將不同的 VTK 物件連接

且讓每一個 VTK 物件彼此能互相溝通建立執

行管線，因此透過代理類別的方式包裝 VTK
所提供的類別。代理類別的命名方式依照 VTK
類別的名稱而定，例如 vtkBMPReader的代理

類別稱為 CAgentBMPReader，而這些代理類別

都繼承自 CVTKAgent類別。由於 VTK 類別本

身包含了一些參數需要讓使用者設定，因此本

系統透過建立參數設定對話盒的方式讓使用

者設定執行管線中每一個 VTK 物件的參數，

但 VTK 類別的參數不一，本系統僅列出幾項

做為代表，其中 CPropertyTab是負責參數設定

的對話盒類別。 
 
3.2.3. 循序圖循序圖循序圖循序圖 
 
新增 VTK 物件之流程敘述如下： 

首先判斷拖放視窗的來源若是屬於工具

視窗且置放的欄位是可以接受置放動作的

話，則將從工具視窗取得的 VTK 物件名稱傳

入 CFactory中的 SetComponentName函式，依

照 取 得 的 VTK 物 件 名 稱 呼 叫

CreateCIconObject函式建立相對應的 CIcon物
件，呼叫 CreateCVTKAgent函式建立相對應的

CVTK Agent 物件，接著以 SelectIcon 與

SelectVTKAgent的方式到目的欄位中設定取

得的圖示以及代理類別，再將所有圖示設定為

未點選，將目前的圖示設定為已點選，最後再

進行 CSheet的重畫，如圖 8。 
 
 

 
圖圖圖圖 8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VTK 物件物件物件物件之流程圖之流程圖之流程圖之流程圖 

 
3.2.4. 建立執行管線演算法建立執行管線演算法建立執行管線演算法建立執行管線演算法 

 
建立執行管線演算法目的是為了找出編

輯視窗中所有的執行管線，並記錄執行管線所

屬的欄位，透過欄位即可取得所屬的 VTK 代

理類別。堆疊堆疊堆疊堆疊（stack）、雙向串列雙向串列雙向串列雙向串列（list）和向

量都是 STL（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所提

供的容器樣版類別，用來儲存各種標準型別或

使用者自定的類別。本系統利用堆疊、雙向串

列和向量做為存放資料的基礎，利用堆疊存放

我們以縱向優先搜尋演算法找到的欄位，雙向



串列則用來存放找到的執行管線，向量則用來

存放所有找到的執行管線。 
建立執行管線演算法中，首先會找出編輯

視窗左上第一個不為空的欄位並放入堆疊

中，判斷若是堆疊不為空，則取出堆疊最上方

欄位（在此稱為 pTopCell），利用 pTopCell找
出與其相連的連接線，若有找到連接線則將

pTopCell設定為已經拜訪過的欄位，將找出之

連接線另一端的欄位放入堆疊中，若沒找到連

接線則判斷 pTopCell 是否為未拜訪，若是

pTopCell為之前未拜訪過的欄位，則建立雙向

串列 （存放找到的執行管線）與向量 （存放

所有找到的執行管線），將堆疊中的欄位由後

取出並由前存放到雙向串列中，並將建立好的

雙向串列存放至向量中，將 pTopCell設定為已

拜訪過之欄位，最後刪除堆疊最上方的欄位和

已拜訪過的連接線，直到堆疊為空演算法才結

束。 
 

4.4.4.4.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4.1. 開發工具與環境開發工具與環境開發工具與環境開發工具與環境 
 

本系統之實作環境為 Microsoft Windows 
XP SP3 平台，以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中的 C++語言進行開發，並搭配 MFC視

窗程式的框架，而 VTK 使用的版本為 VTK 
5.4.2。 
 
4.2. 實作結果實作結果實作結果實作結果 
 

本系統之實作結果將介紹三個實作範

例，茲說明如下： 
表面呈像是三維呈像方式的一種，其主要

原理是以多邊形來表示物體的表面特徵，依照

物體凹凸的特徵，將表面轉換成由三角形或多

邊形所組成的連續面。本範例是將一系列的

DICOM 影像做表面呈像，在建立 VTK 執行管

線來源的部份會利用 vtkDICOMImageReader
類別來讀取一系列的 DICOM 影像，處理的部

分則是會利用 vtkContourFilter類別來取得一

系 列 DICOM 影 像 的 輪 廓 線 ， 並 利 用

vtkSmoothPolyDataFilter類別將影像做平滑處

理，場景的部份可選擇 vtkPolyDataMapper或
vtkDataSetMapper來建立顯示的場景，實作結

果如圖 9。若是以手動輸入程式碼的方式來完

成表面呈像，就必須設定使用到之 VTK 標頭

檔以及 VTK 函式庫的路徑，如圖 10。 
 

 
圖圖圖圖 9 表面表面表面表面呈像呈像呈像呈像實作結果實作結果實作結果實作結果 

 

 
圖圖圖圖 10 表面表面表面表面呈像呈像呈像呈像程式碼程式碼程式碼程式碼 

 

 
圖圖圖圖 11 球體建立實作結果球體建立實作結果球體建立實作結果球體建立實作結果 

 

圖 11 為球體建立的實作結果，此範例在

建立 VTK 執行管線時來源的部份會利用

vtkSphereSource類別來讀取一個 VTK 所提供

的球體，處理部分可以選擇 vtkElevationFilter
類別將讀取的球體做濾波處理，場景的部份我

們 選 擇 vtkPolyDataMapper 和

vtkDataSetMapper建立出兩個顯示的場景。 

 



 
圖圖圖圖 12 影像處理實作結果影像處理實作結果影像處理實作結果影像處理實作結果 

 
圖 12 為影像處理之實作，此範例在建立

VTK 執行管線時來源的部份可以選擇

vtkBMPReader或 vtkJPEGReader類別來讀取

一個影像檔案，處理部分則是可以選擇

vtkImageSobel2D或 vtkImageLaplacian類別將

讀取的影像做處理，場景的部份可選擇

vtkImageMapper 類 別 來 顯 示 影 像 或

vtkBMPWriter類別將影像寫入檔案，實作結果

如圖 12。 
 

5.5.5.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開發一個 VPVTK 的系統，讓使用

者以視覺化的方式操作 VTK 功能，也描述開

發本系統的設計與分析方法，並且透過三個範

例實際操作本系統，下列將敘述本系統之優

點。 
� 不需懂得程式語言的語法：使用者透過本

系統視覺化的操作介面，替代傳統手動輸

入程式碼的方式，達到使用 VTK 功能的目

的，也節省學習使用 VTK 所耗費的時間。 
� 快速的設計執行管線：本系統允許使用者

利用視覺化的方式透過圖形化的使用者介

面建立由 VTK 物件所組成的執行管線。 
� 簡單的參數設定：本系統提供參數設定對

話盒讓使用者可以簡單的設定VTK 物件的

參數。 
� 簡單的資料型別驗證：本系統啟動執行管

線的過程中會將前一個VTK 物件的輸出端

與下一個VTK 物件的輸入端做簡單的資料

型別驗證。 
� 具有延展性的：若是系統中要增加新的

VTK 功能，可以透過新增 VTK 代理類別

的方式，完成系統功能的擴充。 
本系統已能達到透過視覺化方式使用 VTK

功能的目的。未來我們希望提供使用者能將編

輯好的執行管線做儲存和讀取，此功能可以讓

使用者下次開啟 VPVTK 系統時讀取之前所編

輯的執行管線，幫助使用者節省重新建立執行

管線的時間。由於 VTK 本身支援之類別過於

龐大，目前本系統僅提供幾個 VTK 類別，未

來我們希望可以將本系統擴充延展支援更多

的 VTK 類別，並且將 ITK（Insight Segmentation 
and Registration Toolkit）整合至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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