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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辅助 CT 肺结节良恶性鉴别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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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肺癌属于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袁当前胸部 CT 是进行早期肺癌鉴别的重要方式袁但是因其存在野异病
同影冶等情况袁加之受到临床经验等因素影响袁在病灶良恶性鉴别方面有较大差异袁极易出现误诊或漏诊情况遥 近
年来人工智能被逐渐应用于临床袁其在肺结节良恶性鉴别方面也发挥着一定作用遥 本文从人工智能评估肺结节
良恶性的基本过程尧人工智能模型在鉴别肺结节良恶性方面效能尧人工智能诊断肺结节效能的影响因素尧问题及
展望方面进行分析袁以期提升人工智能辅助 CT 鉴别肺结节良恶性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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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CT in the differentia鄄
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pulmonary n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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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ng cancer is one of the common clinical malignant tumors. At present, chest C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differentiate early lung cancer. However, because of its "different diseases with the same shadow" and the influence of
clinical experienc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lesions, and it is easy
to have misdiagnosis or missed diagnosis. In recent yea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also plays a role in differenti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pulmonary tuberculos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sic proc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valu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pulmonary nodules, the efficacy of the ar鄄
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l in differenti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pulmonary nodul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prob鄄
lems and prosp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diagnosing pulmonary nodul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sisted CT in differenti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pulmonary n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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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ation

据一项临床调查显示 [1]袁男性肺癌患病率和死亡
率约占全部恶性肿瘤首位袁而女性肺癌患病率居于恶
性肿瘤第三位袁死亡率则仅次于乳腺癌遥 伴随科学技
术水平的进步袁人工智能技术被逐渐应用于临床中袁
其在鉴别疾病良恶性时能够发挥良好作用[2]遥 机器学
习作为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袁而深度学习计算方法作
为新研发的一种方式袁其展示形式为嵌套层次概念袁
能够发挥较强的功能性和灵活性[3]遥 对于传统机器学
习而言袁该种方式无需手动提取特征袁仅需将病理检
查情况和肺结节影像数据录入袁则自动生成对应关系遥
所以袁将其应用于高通量图像分析中袁可发挥诊断价
值高及效率快等特点遥 本文在参阅临床大量文献的基
础上袁对人工智能辅助 CT 在鉴别肺结节良恶性方面
情况进行研究袁现就相关内容作出综述遥
1 人工智能判断肺结节性质的流程
1.1 获得图像并重新组合
在检查者数量方面袁传统机器学习无特殊要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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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深度学习而言袁其需要更多的检查数量才可
有效开展检查遥 当前主要是通过公开数据库和临床大
型医院获取有关肺结节的 CT 图像数据遥 在数据采集
及处理方面袁传统机器学习困难度较高袁出自不同医
院的 CT 影像袁采用传统机器学习进行计算时袁针对扫
描参数和重组参数需开展重新规范袁步骤繁琐遥 人工
智能利用公开数据库袁例如美国肺图像数据库联盟等袁
其能够规范采集图像袁并提供全面的资料袁操作容易袁
但是病理结果和临床数据缺乏真实性袁因此一定程度
上使准确度下降袁仅能最大限度接近影像科医师的判
断遥 当病例数量较少时袁能够通过开展图像处理方式袁
例如移动尧翻转及旋转等提升图像多样性袁进而相对
性增加病例数量[4]遥 CT 图像中介质衰减尧噪声及运动
伪影会使影像发生失真情况袁无法准确的将肺结节有
效分类遥 所以袁获取影像后袁利用平滑尧归一化及增强
等方式进行预处理袁可提升稳定性遥 在黄云开[5]的研究
中袁 其在肺结节良恶性诊断中采用人工智能及 CT 进
行干预袁结果发现医师阅片诊断准确性为 90.00%袁而
人工智能诊断准确性为94.00%遥 因此其认为在肺结
节诊断中采用人工智能阅片袁可提升准确度袁进而减
少误诊及漏诊情况遥 在范鸿禹等[6]的研究中袁其发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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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低年资的医师而言袁其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阅片后袁
诊断准确性及敏感度有明显提升袁同时有效缩短阅片
时间遥 因此袁其认为采用人工智能方式进行阅片袁有利
于提升低年资医师阅片诊断效能袁提高准确性遥
1.2 分割轮廓
以往将人工勾画轮廓作为分割主要标准袁但是近
年来发现袁为尽可能多地包含特征袁勾画者所标记的
感兴趣区域一般超过实际范围袁进而导致结果准确性
较差遥并且进行人工勾画可重复性差尧效率低下遥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出现自动分割方式袁其将区域生长方式
作为基础袁当前在全自动与半自动分割方面已经研发
出更有效的方法遥 据临床一项调查显示[7]袁自动勾画法
相较于人工分割方式有更高的诊断效能袁并且相较于
磨玻璃结节袁实性结节采用自动分割所获得的效果更
佳袁而对于肺外缘结节而言袁肺内结节分割效果更佳遥
若肺结节邻近纵膈或胸壁处袁会导致所识别的感兴趣
位置沿着周围结构盲目性扩大遥 其中肺磨玻璃样结节
相较于四周结构对比性不高袁并且分隔情况也较低袁
但是也存在有效进展遥 尽管其有较多优势袁但是也出
现一些问题袁由于计算方式存在差异袁导致分隔情况
也发生差异袁尤其在不规则胸膜旁结节方面更加突出袁
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在临床的使用遥 伴随卷积神经网络
方式的发展袁可以在计算方式内采用隐式方式处理分
割袁期待可提供同结节分割同时开展的机会遥 在孟祥
鹿等 [8]的研究中袁其在构建模型时通过 3D 深度卷积
神经网络及递归神经网络结合方式袁对肺结节密度类
型进行分类及分割袁结果发现骨重建尧纵膈重建及肺
重建在对肺结节密度类型分类准确度依次是渊97.89依
7.32冤%尧渊98.38依6.61冤%尧渊98.67依5.70冤%遥 因此其认为
当深度学习算法在结合递归神经网络以及 3D 卷积
神经网络后袁针对不同 CT 重建计算方法图像内肺结
节分类及分割均有较稳定作用遥
1.3 提取特征及筛选
由 CT 影像内采集肺结节硬度尧形状和纹理情况袁
CT 水平和分布数据代表强度袁形态作为重要补充数
据袁纹理作为显示肺结节内部性质的关键数据遥 对于
恶性结节而言袁其内部异质性较明显袁相较于良性肺
结节而言袁恶性肺结节峰度更高尧偏度更低袁另外其
熵尧熵和尧熵差值和对比水平等相较于良性肺结节有
明显升高袁其中在一致性尧相关度尧能量和灰度值方
面袁恶性结节均低于良性[9]遥 当对肺结节影像内采集的
全部特征进行利用袁则会出现野过拟合冶情况袁在新数
据集上无法重现模型的高准确度袁故而需要开展筛选遥
由影像学专家筛选出可靠性高尧鉴别度高和独特性征
象袁可助于建立良好的肺结节评估模型遥 在开展深度
学习时袁能够通过采用部分方法对图像进行约束袁强制
模型对输入进行选择袁对肺结节图像中重要特征进行
自动提取袁可一定程度上避免手工标记袁发挥良好的
标记效果遥 在张晓宇等 [10]的研究中袁其发现采用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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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自动提取深度特征袁并与残差网络以及密集连接网
络进行结合袁进而达到特征复用袁在候选框提取时应
用三维编码解码网络结构袁并与结节空间信息以及上
下文信息进行融合袁对结节位置进行准确定位袁生成
多尺度候选框袁并在全卷积网络框架内嵌入网络袁进
而对结节进行分类遥 上述计算方法能够提升肺结节检
测速度以及检出率袁敏感度可达到 90.50%袁在一个序
列的肺部 CT 图像方面袁处理时间仅为 5.9 s遥
1.4 构建预测模型并进行验证
传统机器学习方法主要是采用支持向量机袁在临
床应用过程中发现袁其在运行时对内存提出很大要
求袁同时在调节参数时难度较高袁当需要开展分类的
肺结节数量过多时袁会明显提升运行时间袁并且调控
性较差遥 另外袁传统肺结节分类方法有随机森林和
Logistic 回归袁在祁闻等[11]的研究中袁其发现利用 字2 检
验对良恶性磨玻璃结节的有关因素进行筛选袁并通过
构建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袁并绘制出 ROC 曲线袁
结果发现密度尧囊状透亮影尧界面征尧毛刺征及分叶征
在鉴别肺结节良恶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袁并进行分析
发现毛刺征尧毛糙边界及分叶征同肺结节恶性有关遥
因此其认为对于磨玻璃结节病患而言袁 出现毛糙边
界尧毛刺征以及分叶征时袁则提示有恶性病变遥 在孔令
重等 [12]的研究中袁其对发现采用 Fire Voxel 软件对肺
结节 CT 影像内纹理参数进行自动提取袁结果发现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熵尧能量尧胸膜牵拉征尧分
叶征尧毛刺征以及边界光整是恶性肺结节的独立预测
因素袁并依据其建立 ROC 曲线袁曲线下面积为 0.894袁
而敏感度及特异性依次为 93.43%尧84.18%遥 因此其认
为对构建预测模型袁进行纹理分析袁能够提升早期肺
癌预测价值遥 卷积神经网络获得广泛应用袁采用卷积
操作可将目标同周围的像素点进行关联性计算袁降低
参数数量以及内存量遥 依据卷积神经网络袁有延伸并
发展出较多变型袁例如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袁其对不
同尺度肺结节图像块特征分别训练分类器进行提取袁
一方面能够提升准确性袁另一方面对不同噪声的鲁棒
性较高[13]遥 但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也存在一定缺点袁
例如提取耗时等遥 针对该项问题袁通过实施多区域池
化袁在对不同区域进行提取时袁使用不同次数的池化
操作袁能够有效规避耗时长问题遥 在高慧明等[14]的研
究中袁其对每个候选肺结节分别输入不同尺度的三维卷
积神经网络袁并开展训练袁结果发现在每次扫描一次
以及四次假阳性时袁敏感度依次为84.90%尧90.90%遥 因
此其认为在体积式医学 CT 数据开展特征学习时应用
多尺度三维卷积神经网络袁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假阳
性袁提升诊断有效性遥
2 人工智能模型用于鉴别肺结节性质的效能
纹理分析是传统机器学习的重要方式袁其效果已
经获得临床认可遥 在李晓卿等[15]的研究中袁其发现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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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为 57.10%尧特异性为 93.20%袁熵和敏感度为
78.60%尧特异性为 52.30%袁熵差敏感度为 85.70%尧特
异性为 70.50%遥 其认为 CT 纹理分析在鉴别肺结节良
恶性方面具有一定价值袁其联合诊断敏感度较高遥 临
床还有研究显示 [16]袁肺结节边缘部位增殖速度快尧微
血管密度高袁相较于中心而言袁边缘纹理特征更加具
有诊断价值遥 由于肿瘤病灶部位血管生成以及缺氧袁
在肿瘤位置有大量血管形成和处于缺氧状态袁通过开
展增强扫描可以更加有效的显示病灶内异质性遥 但存
在研究发现袁通过增强扫描会影响病灶纹理[17]遥 传统
机器学习方式袁需要进行多项图像分析和模式选择操
作才可对肿瘤进行定量鉴别袁前一步性能会对下一步
产生重要影响袁故而调整分类性能困难度较高遥 在梁
淑芬等 [18] 的研究中袁其联合极限学习机进行分类计
算袁结果显示分类准确度为 94.12%遥 因此其认为相较
于其他分类计算方法袁极限学习机分类计算方式能够
提升分类准确性遥
3 人工智能诊断肺结节效能的影响因素
3.1 数据量差异
模型数据量越高袁其质量越优袁在分类准确度方
面则更加好遥 传统机器在进行学习时袁仅需数十例即
可获得良好效果袁数据过度则会增加计算量袁同时对
其准确性也有一定影响遥 故而袁深度进行深入学习有
利于提升自我进化学习功能袁通过采集大量数据开展
训练袁进而改善模型瓶颈情况遥
3.2 采集特征的方式
相较于传统神经网络袁2D 卷积神经网络增加降
采样层以及卷积层袁可降低肺结节图像特征维数遥 但
是 2D 卷积神经网络提取时仅为单张图像特征袁极易
出现模型过拟合情况袁从而降低诊断效能遥 3D 卷积神
经网络能够将单张 CT 图像通过堆积方式形成连续
肺结节立方体袁 将每张图像与卷积核开展连接以及计
算袁故而在肺结节识别率方面袁3D 卷积神经网络显著
高于 2D 卷积神经网络遥 在王祥等[19]的研究中袁其发现
3D 卷积神经网络的肺结节深度学习算法模型检出敏
感度是 90.00%袁准确性是 71.00%袁平均每例假阳性
2.8 个遥 因此其认为 3D 卷积神经网络相较于传统的
CAD 系统袁能够提升肺结节检出敏感度遥 但是因受到
训练数据集偏倚等因素的影响袁会对其敏感度造成一
定影响遥 通过实施针对性补充训练数据集袁例如提升
磨玻璃结节的比重袁能够进一步增加肺结节检出敏感
度遥 在苗光等[20]的研究中袁其对针对肺结节诊断效率
不高和大量假阳性等问题袁提出首先实施 2D 卷积神
经网络检测 CT 图像袁针对图像中疑似结节部位进行
快速识别以及定位袁并输出一张同原图尺寸一样且有
明显标记的图像袁之后计算出疑似结节区域坐标袁依
据坐标值提取疑似结节的三维立体图像块训练构建
的 3D 卷积神经网络框架袁最终使用训练的 3D 模型对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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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结节实施二分类处理袁进而将假阳性去除遥 研究
后发现袁在将假阳性去除后袁假阳性在 1 时及 4 时准
确率依次为 87.30%尧97.00%遥
3.3 不同重建核
当重建核不相同时袁在图像像素值分布方式及噪
声模式方面也有一定差异遥 在像素间关系改变的基础
上袁提取肺结节特征也已经出现改变遥 在刘珍娟等[21]的
研究中袁其分别观察骨窗重建尧纵膈重建以及肺窗重
建在诊断肺结节方面的作用袁结果发现上述三种重建
方式诊断肺结节敏感度依次为 92.73%尧86.97%尧92.33%袁
准确性依次为 27.84%尧37.91%尧23.55%遥 因此其认为
在骨窗尧纵膈以及肺窗重建下检测肺结节袁能够获得良
好性能袁有利于提升工作效率及诊断质量遥
4 讨论
肺癌主要是指起源自气管尧支气管黏膜或是腺体
的一种恶性肿瘤袁同时其也是作为常见的肺部原发性
恶性肿瘤[22]遥 在全世界范围内袁肺癌患病率及死亡率
均较高袁并且呈现升高趋势遥 目前袁影像学检查方式是
临床诊断肺结节的常用手段袁其中胸部计算机断层扫
描成像技术渊CT冤在早期肺癌诊断中较为常用遥 医师
在进行良恶性肺结节鉴别时主要是依据 CT 影像进行
判断[23]遥 但是由于 CT 检查时会出现不同疾病同样影
像及相同疾病不同影像等特点袁并且不同年资及临床
经验的医师袁在鉴别肺结节良恶性方面也存在一定差
异袁使得肺癌误诊或是过度诊断情况时常发生 [24]遥 尽
管临床将肺组织穿刺活检作为诊断肺结节良恶性的
主要依据袁但是该种检查方式会对机体造成损伤袁并
且重复操作性不高袁容易出现漏检等情况袁病患满意
度也相对较低[25]遥 因此袁采用新型技术辅助 CT 进行肺
结节良恶性鉴别具有重要意义遥
本文包含机器学习以及深度学习方式袁在人工智
能评估肺结节方面袁建立初步认识框架遥 随着临床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的进步袁其低鉴定肺结节性质方
面将会获得更加优异的效果袁并且还可对恶性结节进
行分级以及分期袁并为制定诊疗措施提供依据 [26]遥 通
过确定基于人工智能的模型袁能够对结节类型进行有
效分类袁并诊断癌症袁有利于减少病死率袁改善疾病预
后遥 尽管已经有大量研究显示人工智能能够提升影像
科医师诊断准确性袁但是其在临床上依旧未能有效推
广和使用遥 传统机器学习在重复性方面较差袁受到疾
病进展和成像形式不同的影响袁其纹理特征也会发生
显著改变[27]遥 而深度学习自身也有部分不足袁神经网
络仅是将最终结果同图像进行联系袁但是无法了解分
类过程袁尽管已经存在多任务和多属性丢失来协助模
型嘻嘻分叶以及恶性肿瘤等特征袁但大部分特征仍是
未知的[28]遥 并且在模型建立时会受到高质量胸部 CT
标注影像缺乏的影响遥 图像分割困难袁人工分割和标
注复杂等均是导致图像互通性较差的因素[29]遥 相信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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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袁在突破数据数量限制方面袁
利用迁移学习能够有效进行规避袁利用迁移学习袁在
极易获得的大数据上对参数进行训练袁随后通过以训
练肺结节诊断的神经网络提升诊断准确性 [30]遥 目前袁
在人工智能肺结节诊断模型方面袁临床已经有多种形
式袁在小范围内进行验证可以获得良好的诊断效果袁
但是依旧无规范化尺度和权威研究机构评估尧对比遥
因此袁希望在今后能够拥有公开尧共同以及共享的数
据集袁为不同模型衡量提供标准袁为人工智能可反复
操作奠定基础遥 当前还需从多方面实施深入研究袁进
而为人工智能在未来成为辅助诊断肺结节重要方式
提供可能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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