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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 １８ Ｆ⁃脱氧葡萄糖（ 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学特征预测肺腺癌患者程序性细胞

死亡蛋白配体 １（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纳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 １０１ 例病理确诊且治疗前行 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检查的肺腺癌患者（ 男

４３ 例、女 ５８ 例，中位年龄 ６０ 岁） 。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ＰＤ⁃Ｌ１ 表达阳性 ４４ 例，阴性 ５７ 例；分为训练组

（７１ 例） 和验证组（３０ 例） 。 分别提取患者临床病理资料、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学特征、ＰＥＴ 传统代谢参数、
ＣＴ 征象，将其纳入模型，使用过滤法和嵌入法进行特征选择。 基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随机森林、ＸＧＢｏｏｓｔ 与
轻量梯度提升机（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 ，分别进行训练并评估预测效果，优化得出预测 ＰＤ⁃Ｌ１ 水平的最佳模型
参数及相应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 ＡＵＣ） 。 结果

对于 ＰＤ⁃Ｌ１ 表达，各模型均有一定的预测效

果，以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 模型最优，其对阳性和阴性的预测精确率分别为 ０．８５ 和 ０．７６。 将临床资料＋ＣＴ 信息

纳入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精确率、召回率、Ｆ１ 指数在阳性组和阴性组中分别为 ０．７１、０．６７、０．６９ 和 ０．６９、０．７３、

０ ７２，准确性为 ０．７０，ＡＵＣ 为 ０．７９；相应地，临床资料＋ＰＥＴ 预测模型的精确率、召回率、Ｆ１ 指数在阳性
组和阴性组中分别为 ０．７９、０．７３、０．７６ 和 ０．７５、０．８０、０．７７，准确性为 ０．７７，ＡＵＣ 为 ０．８０；临床资料＋ＣＴ＋ＰＥＴ

预测模型的精确率、召回率、Ｆ１ 指数在阳性组和阴性组中分别为 ０．８５、０．７３、０．７９ 和 ０．７６、０ ８７、０．８１，
准确性为 ０．８０，ＡＵＣ 为 ０．８３。 从最佳预测模型（ 临床资料＋ＣＴ＋ＰＥＴ） 中筛选出的重要特征包括最大

标准摄取值（ ＳＵＶ ｍａｘ ） 、标准摄取峰值（ＳＵＶｐｅａｋ ）、ＣＴ 特征＿二维最大径、ＰＥＴ 特征＿形状伸长、ＰＥＴ 特征＿
灰度共生矩阵相关等。 结论

联合临床资料、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学特征、传统代谢参数可以有效预测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辅助临床筛选免疫治疗获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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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ｐ ｔｏ ａｓｓｉｓｔ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ｍａ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ｕｎｇ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１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Ｐｏｓｉｔｒｏｎ⁃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Ｘ⁃ｒａ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Ｄｅｏｘｙｇｌｕｃｏｓ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Ｆｕ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８１８７１３８７）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７２０２０２７）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８２８⁃２０２１０３０４⁃０００５８

肺癌是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５ 年生存率仅

为 １９％

［１］

，腺癌是其最常见的病理类型

［２］

。 近年

来，针对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 １（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ｄｅａｔｈ⁃
１， ＰＤ⁃１） 及 其 配 体 １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ｄｅａｔｈ ｌｉｇａｎｄ⁃１，
ＰＤ⁃Ｌ１） 的免疫治疗在非小细胞肺癌（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在 １０１ 例中，在保证样本大体均衡的前提下选

７１ 例作为训练组，３０ 例作为验证组。 训练组用于构
建预测模型，验证组用于检验模型预测效能。 本研
究流程图见图 １。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ＮＳＣＬＣ） 患者中显示出良好的效果，尤
其是在 ＰＤ⁃Ｌ１ 高 表 达 的 个 体 中 ［３⁃４］ 。 目 前，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主要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获得，但存在
有创、耗时、无法动态监测等缺点。 因此，寻找预测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的新方法在临床实践中至关重要。

有研究利用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学预测表皮生长因

子受体 （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ＥＧＦＲ） 基

因突变、病理类型及评估预后，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
果

［５⁃８］

。 目前已有研究利用 ＣＴ 影像组学预测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但利用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学预测肺癌中 ＰＤ⁃

Ｌ１ 表达水平鲜有报道。 本研究分析了１８ Ｆ⁃脱氧葡萄
糖（ｆｌｕｏｒｏｄｅｏｘｙｇｌｕｃｏｓｅ， 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学特征
在预测肺腺癌患者中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的价值。
资料与方法
１．临床资料及分组。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 收

集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
医学科行 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检查，并经病理证实的肺
１８

腺癌患者 １０１ 例，男 ４３ 例、女 ５８ 例，中位年龄 ６０ 岁，
范围 ３４ ～ ７６ 岁。 ＰＤ⁃Ｌ１ 表达阳性 ４４ 例，阴性 ５７ 例。

入组标准：（ １） 患者均行 ＰＤ⁃Ｌ１ 免疫组织化学

图１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学流程图。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 为轻量梯度提升机

２．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检测及判读。 将 ４ μｍ 厚石

蜡包埋的肺癌组织切片用 Ｅｎｖｉｓｏｎ 二步法进行检测
［ 德国 Ｄａｋｏ２２Ｃ３ 公司鼠单克隆一抗（ 稀释度为 １ ∶

５０） ，二抗为即用型］ ，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设置

空白对照 （ 磷酸盐缓冲液代替一抗） 和阳性对 照。
由 ２ 位病理科医师双盲独立完成结果读取，意见不

一致时由第 ３ 位高年资病理科医师辅助判读。 ＰＤ⁃
Ｌ１ 染色阳性为肿瘤细胞膜着色，细胞质阳性着色忽

略不计。 阳性表达率为整张切片中肿瘤阳性细胞数
占所有肿瘤细胞的百分比， ＜ １％ 为 ＰＤ⁃Ｌ１ 阴 性 表
达，≥１％为 ＰＤ⁃Ｌ１ 阳性表达。

３． ＰＥＴ ／ ＣＴ 图像获取及重建。 显像前患者禁食

检测；（２） 治疗前均行 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检查；（３） 有

至少 ４ ｈ，根据患者体质量静脉注射１８ Ｆ⁃ＦＤＧ（ 本单位

助化疗；（２） 既往有恶性肿瘤病史；（３） 图像质量较

部至大腿中部进行扫描。 采用仪器为荷兰 Ｐｈｉｌｉｐｓ 公司

１８

完整的临床病理数据。 排除标准：（ １） 术前行新辅
差。 本研究符合《 赫尔辛基宣言》 的原则。

自行生产，放化纯＞９５％）３．７ ＭＢｑ ／ ｋｇ 后 １ ｈ，从颅骨顶
Ｇｅｍｉｎｉ ＴＦ １６ ＰＥＴ ／ ＣＴ 仪。 ＣＴ 扫描电压 １２０ ｋＶ，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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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ｍＡ。 采集时间为 １ ｍｉｎ ／ 床位，采集方式为三维

特征互相关系数，初步滤除特征；嵌入法：使用树模

模式，范围从肺尖到肺底，层厚 ５ ｍｍ，层间距 ５ ｍｍ，

升机（ Ｌｉｇｈｔ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 ，

模式。 采集薄层 ＣＴ 时嘱患者屏气，采用肺部扫描
重建层厚 １．５ ｍｍ。 应用 ＣＴ 数据进行衰减校正，迭
代法重建，获得全身 ＰＥＴ、ＣＴ 图像及 ＰＥＴ ／ ＣＴ 融合
图像。

４．图像判读。 由 １ 位核医学科医师在 Ｐｈｉｌｉｐｓ 工

作站判读 ＰＥＴ 图像，１ 位高年资核医学科医师审核，
意见不一致时由第 ３ 位高年资核医学医师辅助判
读。 ３ 位医师对 ＰＤ⁃Ｌ１ 检测结果均不知情。 ＰＥＴ 图

型或加入正则，在使用的模型中，尤其是轻量梯度提
根据公式推导，使用了 Ｌ１ 和 Ｌ２ 正则，其降维过程
蕴含于模型目标函数中。 （ ２） 训练及验证模型。 提

取特征后，在训练组和验证组上，基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随机森林、ＸＧＢｏｏｓｔ 与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分别在 ４ 种模型上

进行训练并评估预测效果。 对训练组采用五折交叉
验证，利用验证组计算各项参数。

７．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２６．０ 软件，不符

像判读采用感兴趣区（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ＯＩ） 技术，

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 Ｍ（ Ｐ ２５ ，Ｐ ７５ ） 表示。 采用

标 准 摄 取 值 （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ｖａｌｕｅ，

工作特征（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ＲＯＣ） 曲

三维方式测量肺癌原发灶传统代谢参数，包括最大
ＳＵＶ ｍａｘ ） 、平均标准摄取值（ ｍｅ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ＵＶ ｍｅａｎ ） 、标准摄取峰值（ ｐｅａｋ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ＵＶ ｐｅａｋ ） 、 肿 瘤 代 谢 体 积 （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常用指标精确率、召回率、Ｆ１ 指数、准确性、受试者
线和曲线下面积（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ｖｅ， ＡＵＣ） 等评估分
类方法性能。 精确率指模型预测为阳性 ／ 阴性结果

ｔｕｍｏ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ＭＴＶ） 、病灶糖酵解总量 （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

中预测正确的比例；召回率指被预测正确的样本占
实际总样本的比例；Ｆ１ ＝ 精确率 × 召回率 × ２ ／ （ 精确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ｅａｎ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ＳＵＬ） ：

占总数量的比例。

ｇｌｙｃｏｌｙｓｉｓ， ＴＬＧ ） 及 相 应 的 瘦 体 质 量 标 准 摄 取 值
ＳＵＬ ｍａｘ 、ＳＵＬ ｍｅａｎ 、 ＳＵＬ ｐｅａｋ 、 ＴＬＧ ｌｅａｎ 。 ＭＴＶ 采 用 ＳＵＶｍａｘ

的 ４０％阈值法获得［９］ 。 ＴＬＧ ＝ ＳＵＶｍｅａｎ × ＭＴＶ。 薄 层

ＣＴ 征象包括原发病灶短径、长径、均径（ 长径与短径
之和的 １ ／ ２） 、毛刺征、分叶征、胸膜牵拉征、结节类
型、病灶位置（ 左右肺） 、周围型肺癌 ／ 中央型肺癌。

５．图像分割与特征提取。 由 １ 位核医学科医师

使用 ＩＴＫ⁃ＳＮＡＰ 软件分别在薄层 ＣＴ 和 ＰＥＴ 图像上
手动描绘 ＲＯＩ，只标记原发肿瘤，由另 １ 位高年资核
医学医师审核，意见不一致时由第 ３ 位高年资核医
学医师辅助描绘。

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 ３．６ 处理标注后的 ＰＥＴ 和 ＣＴ 图像

获得图像特征，主要包含一阶统计量特征、基于二维
形状特征、基于三维形状特征、灰度共生矩阵特征、
灰度级运行长度矩阵类特征、灰度相关矩阵特征、相
邻灰度差矩阵特征、弧度区域大小矩阵等 ７ 类。 如

一阶统计量特征有：能量、熵、均方根、偏度等；灰度
共生矩阵特征有自相关等来表征纹理精细度和粗糙
度。 医学影像组学特征值提取采用工具包 Ｐｙｒａｄｉｏｍｉｃｓ

２．２．０。

６．特征选择与预测模型的建立。 经过数据提取

和预处理，纳入的分析数据包括临床资料、薄层 ＣＴ

征象和影像组学特征、ＰＥＴ 传统代谢参数和影像组
学特征。 （１） 筛选特征。 采用过滤法和嵌入法对输
入模型特征进行筛选。 过滤法：通过计算特征间相
关性以及特征与目标变量的相关性进行筛选，求出

率 ＋召回率） ；准确性指全部样本中预测正确的数量
结

果

１．患者临床及病理特征。 １０１ 例患者中，训练组

７１ 例（ ＰＤ⁃Ｌ１ 阳性 ２９ 例，阴性 ４２ 例） ，验证组 ３０ 例
（ ＰＤ⁃Ｌ１ 阳性 １５ 例，阴性 １５ 例） 。 ２ 组患者临床病
理特征见表 １。

２．预测模型的构建。 将训练组患者的临床资料、
薄层 ＣＴ 征象 ＋ 影像组学特征、ＰＥＴ 的传统代谢参数
影像组学特征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随机森林、ＸＧＢｏｏｓｔ

和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采用验证组进行评估，结果见表 ２。 对
于 ＰＤ⁃Ｌ１ 表 达， 各 模 型 均 有 一 定 的 预 测 效 果， 但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 的效果更优，选择其作为后续研究的参考
模型。

将患者信息分为临床资料、薄层 ＣＴ 征象 ＋ 影像
组学特征（ ＣＴ） 、ＰＥＴ 传统代谢参数 ＋ 影像组学特征
（ ＰＥＴ）３ 组。 在相同的训练组和验证组中，分别采
用临床资料 ＋ ＣＴ、 临 床 资 料 ＋ ＰＥＴ、 临 床 资 料 ＋ ＣＴ ＋

ＰＥＴ 构建训练数据集，训练模型得到最优参数，在验
证组中的评估结果见表 ３。 临床资料 ＋ ＣＴ ＋ ＰＥＴ 对验

证组 ＰＤ⁃Ｌ１ 的预测精确率最高，分别为 ０．７６ 和 ０．８５；
临床资料 ＋ ＰＥＴ 也较临床资料 ＋ ＣＴ 有一定的效果提
升，预测精确率分别为 ０．７５ 和 ０．７９。
ＲＯＣ 曲线分析示，将临床资料 ＋ ＣＴ 纳入模型时
的 ＡＵＣ 为 ０． ７９， 将临床资料 ＋ ＰＥＴ 纳入模型 时 的

ＡＵＣ 为０．８０，将临床资料 ＋ ＣＴ ＋ ＰＥＴ共２４１个特征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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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组别

年龄

例数

＞２ ｃｍ

≤２ ｃｍ

Ⅰ期

Ⅱ期

Ⅲ期

Ⅳ期

１８

１２

１７

２４

１

４

０

７

１１

４

１３

１

０

１

７４

３８

６３

９３

３

４

１

１２

１６ ／ １３

１１

１５

８

７

９／ ６

８

１０１

５１

５０

４３ ／ ５８

２７

验证组

ＰＤ⁃Ｌ１＋

１９

１５

２３

７

１２ ／ ３０

８

５

６／ ９

３７

３

１２

注：ＰＤ⁃Ｌ１ 为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配体 １；＋为阳性，－为阴性

不同模型对验证组 ３０ 例肺腺癌患者

表２

ＰＤ⁃Ｌ１ 表达 精确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

０．６５

－

０．８２

＋

随机森林

０．８０

＋

０．６８

－

ＸＧＢｏｏｓｔ

０．６５

＋

０．８０

－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

０．７６

＋

０．８５

注：ＬｉｇｈｔＧＢＭ 为轻量梯度提升机

表３

召回率 Ｆ１ 指数 准确性
０．８７

０．７４

０．７０

０．６０

０．６９

０．７３

０．７４

０．７０

０．８１

０．８０

０．５３
０．８７
０．８７
０．５３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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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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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ＣＴ＋Ｐ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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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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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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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１

０．６４
０．７９

＋

０．７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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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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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７

０．８１

０．８０

０．８７
０．７３

０．７９

传统代谢参数对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进行了预测，初步
得到以下结论： 相较于其他机器学习模型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有研究显示，ＣＴ 影像组学特征与肺癌中 ＰＤ⁃Ｌ１

０．８２９ 和 ０．８４８，并筛选出 ９ 个影像组学特征。 Ｙｏｏｎ

等 ［１５］ 的研究证实了该观点。 但 ２ 项研究均未纳入
ＰＥＴ 组学特征，未探究 ＰＥＴ 组学特征及传统代谢参

数在预测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中的作用。 有研究表明，
综合机器学习方法结合不同来源的信息（ 如 ＰＥＴ 和

注：ＣＴ 指联合薄层 ＣＴ 征象和影像组学特征，ＰＥＴ 指联合 ＰＥＴ

入模型时的 ＡＵＣ 为 ０．８３。 临床资料 ＋ ＣＴ ＋ ＰＥＴ 中筛
选出的前 １０ 位重要特征及其相关性见图 ２。

实验室数据） 比单一来源的方法更可取 ［１６］ 。 因此，
利用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学特征及临床病理资料特征进
行机器学习，可能会构建出更可靠的预测模型。 但
关于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学特征与肺癌中 ＰＤ⁃Ｌ１ 表达水
平关系的研究鲜有报道。 Ｊｉａｎｇ 等 ［１７］ 报道了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学特征预测 ＮＳＣＬＣ 患者的 ＰＤ⁃Ｌ１ 表达状

论

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的治疗手段，在 ＮＳＣＬＣ 治

疗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与化疗相比，免疫治疗可显
著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和总生存时间

本研究联合临床资料、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学特征、

挥着重要作用。

传统代谢参数和影像组学特征

讨

０

的准确性最高，在训练组和验证组中的 ＡＵＣ 分别为

０．７０

０．７６

０

０

学联合临床病理特征预测肺癌中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

０．７２

０．７３

０

０

表达水平相关。 在 Ｓｕｎ 等 ［１４］ 的研究中，ＣＴ 影像组

０．７３

０．６９

１５

１

０ ８０，且 ＳＵＶ ｍａｘ 、ＳＵＶ ｐｅａｋ 传统代谢参数在模型中发

召回率 Ｆ１ 指数 准确性
０．６７

１０

４１

准确地预测肺腺癌患者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准确性达

ＰＤ⁃Ｌ１ 表达的预测结果

ＰＤ⁃Ｌ１ 表达 精确率

５

３２

回归、随机森 林、 ＸＧＢｏｏｓｔ） ， 使 用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 可 更 加

联合不同特征对验证组 ３０ 例肺腺癌患者

纳入模型特征

１０

肿瘤摄取示踪剂的空间分布及异质性。

ＰＤ⁃Ｌ１ 表达的预测效果

分类器

临床分期

无

１７

４２

肿瘤长径

有

２９

ＰＤ⁃Ｌ１－

合计

吸烟史

例

男／ 女

＜６０ 岁

ＰＤ⁃Ｌ１＋

ＰＤ⁃Ｌ１－

训练组与验证组肺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

≥６０ 岁

训练组

Ｃｈｉｎ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ｕｇ． ２０２１，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８

［１０⁃１２］

。

因此，通过预测肿瘤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从而筛选出获

益人群是非常必要的。 影像组学分析可以反映肿瘤
潜在空间变异、内部体素强度和示踪剂摄取的异质

性，更好地表征肿瘤。 ＣＴ 作为一种解剖成像方法，

能提供密度、边缘、形态、纤维化等结构信息，ＰＥＴ 可
提供肿瘤的代谢信息，糖代谢与缺氧、血管生成等有
关 ［１３］ ，ＰＥＴ 影像组学特征及传统代谢参数能够反映

态，结果示 ＣＴ 组学特征建立的预测模型较 ＰＥＴ 组

学特征更有效。 但该研究未纳入患者的临床病理特
征及传统代谢参数，忽视了两者在预测模型中可能
发挥的重要作用。 而且，Ｊｉａｎｇ 等 ［１７］ 进行图像分割
时，在 ＣＴ 上进行图像勾画后与 ＰＥＴ 相对应，可能会
导致图像 匹 配 不 准 确， 影 响 ＰＥＴ 图 像 的 分 割。 另
外，全身低剂量 ＣＴ 分辨率较低，所得肺部图像质量
欠佳，许多纹理特征信息可能会被隐藏。

本研究利用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学、ＰＥＴ 传统代谢

参数、薄层 ＣＴ 征象及临床资料，建立了预测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的模型。从准确性和ＡＵＣ等指标判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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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ｕｇ． ２０２１，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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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ＣＴ＋ＰＥＴ 纳入预测肺腺癌患者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配体 １（ ＰＤ⁃Ｌ１） 表达水平模型时前 １０ 位重要特征及其相关性。

ＣＴ１ 为 ＣＴ 特征＿二维最大径（ ＣＴ＿ｓｈａｐ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２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ｌｉｃｅ） ，ＣＴ２ 为 ＣＴ 特征＿直方图总能量（ ＣＴ＿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Ｔｏｔ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ＣＴ３ 为

ＣＴ 特征＿直方图十分位数（ ＣＴ＿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１０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ＣＴ４ 为 ＣＴ 征象＿毛刺征（ ＣＴ＿ＳｐｉｃｕｌｅＳｉｇｎ） ，ＰＥＴ１ 为 ＰＥＴ 特征＿形状伸长（ ＰＥＴ＿
ｓｈａｐｅ＿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ＰＥＴ２ 为 ＰＥＴ 特征＿灰度共生矩阵相关（ ＰＥＴ＿ＧＬＣＭ＿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Ｔ３ 为 ＰＥＴ 特征＿短轴长（ ＰＥＴ＿ｓｈａｐｅ＿ＭｉｎｏｒＡｘｉｓ⁃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ＥＴ４ 为 ＰＥＴ 特征＿灰度共生矩阵相关信息测度 １（ ＰＥＴ＿ＧＬＣＭ＿Ｉｍｃ１） ，ＳＵＶ ｍａｘ 为最大标准摄取值，ＳＵＶ ｐｅａｋ 为标准摄取峰值

型具有 较 高 的 预 测 效 能， 准 确 性 达 ０． ８０， ＡＵＣ 为

正相关。 ＳＵＶ ｍａｘ 、ＳＵＶ ｐｅａｋ 虽不能反映肿瘤的整体情

其图像分辨率更高，可提供更多的影像信息（ 包括

达情况有一定的提示作用，两者同时测量可提高诊

０ ８３。 本研究采用薄层 ＣＴ，相较于低剂量全身 ＣＴ，
体积、形态、边缘、密度、纹理等） 。 在进行图像分割
时，在薄层 ＣＴ 和 ＰＥＴ 图像上分别进行描绘，克服了
配准可能导致的误差，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本研究比较了 ４ 种机器学习模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作为一种回归分析，拟合能力有限；随机森林结构
简单，参数较少，虽有一定的拟合能力，但在噪声较
大的分类或回归问题上会过拟合；ＸＧＢｏｏｓｔ 在很多
场景中表现出较好的性能，但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 在其基础上

况，但可高度提示肿瘤代谢异常，进而对 ＰＤ⁃Ｌ１ 表
断的准确性 ［２３⁃２４］ 。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 １） 本研究为回顾性

研究，入组样本量偏小，尚需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研
究；（２） 为保证较好的鲁棒性和准确性，采用手动勾
画 ＲＯＩ 和手动分割图像的方法，但可重复性相对较
差，且耗时耗力，对操作者的技术要求较高；（ ３） 纳
入患者均为早期肺腺癌患者，病理类型和分期相对
单一，尚需进行多种病理类型和分期的研究；（４） 尚

进行了优化，还有利于对缺失值的处理。 作为一种

需要病例数较多的独立外部验证集来验证结果。

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的实现方式，ＬｉｇｈｔＧＢＭ 不仅能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够有效 利 用 输 入 信 息， 也 表 现 出 更 高 的 运 行 效
率 ［１８］ 。 本研究中，ＬｉｇｈｔＧＢＭ 与其他模型相比，具有
更高的准确性。

在构建 最 佳 预 测 模 型 时 选 出 的 重 要 特 征 中，

ＰＥＴ 传统代谢参数 ＳＵＶ ｍａｘ 、 ＳＵＶ ｐｅａｋ 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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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６５⁃７０．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８２８⁃２０１９１１０８⁃００２５５．

［７］ 周见远，朱小华． 基于 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影像组学预测非小细胞肺

癌病理亚型［ Ｊ］ ． 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 ２０２１， ４１（ ５） ：

２６８⁃２７４．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８２８⁃２０２００７２５⁃００２９４．

Ｚｈｏｕ ＪＹ， Ｚｈｕ ＸＨ．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ｂａｓｅｄ ｒａｄｉｏｍｉｃｓ［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２１， ４１（ ５） ： ２６８⁃２７４．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８２８⁃２０２００７２５⁃００２９４．

Ｃｈｉｎ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ｕｇ． ２０２１，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８

ｃａｎ．２０１３．１１．０２５．

［１４］ Ｓｕｎ Ｚ， Ｈｕ Ｓ， Ｇｅ Ｙ， ｅｔ ａｌ． Ｒａｄｉｏｍｉｃ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Ｄ⁃Ｌ１ ｉ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Ｔ ｉｍａ⁃

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Ｊ］ ． Ｊ Ｘｒａｙ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２０，

２８（３） ： ４４９⁃４５９． ＤＯＩ：１０．３２３３ ／ ＸＳＴ⁃２００６４２．

［１５］ Ｙｏｏｎ Ｊ， Ｓｕｈ ＹＪ， Ｈａｎ Ｋ， ｅｔ 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Ｔ ｒａｄｉｏｍｉｃ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Ｄ⁃Ｌ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ｕｎｇ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 ［ Ｊ］ ．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２０， １１ （ ４） ： ９９３⁃１００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１ ／ １７５９⁃
７７１４．１３３５２．

［１６］ Ｍａｙｅｒｈｏｅｆｅｒ ＭＥ， Ｒｉｅｄｌ ＣＣ， Ｋｕｍａｒ Ａ， ｅｔ ａｌ． ［ １８ Ｆ］ＦＤＧ⁃ＰＥＴ ／ ＣＴ ｒａ⁃
ｄｉｏｍｉｃ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ｎｅ ｍａｒｒｏｗ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ｎｔｌｅ ｃｅｌｌ ｌｙｍ⁃

ｐｈｏｍａ：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９７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Ｊ］． Ｃａｎｃｅｒｓ （ Ｂａｓｅｌ），

２０２０， １２（５）： １１３８． ＤＯＩ：１０．３３９０／ ｃａｎｃｅｒｓ１２０５１１３８．

［１７］ Ｊｉａｎｇ Ｍ， Ｓｕｎ Ｄ， Ｇｕｏ Ｙ，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ＰＤ⁃Ｌ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ｒａｄｉｏｍ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ＰＥＴ ／ ＣＴ ｉ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Ｊ］ ． Ａｃａｄ Ｒａｄｉｏｌ， ２０２０， ２７（２） ： １７１⁃１７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ａｃｒａ．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６．

［ 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Ｄ， Ｇｏｎｇ 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 ａｎｄ ＸＧＢｏｏｓｔ ｃｏｕ⁃
ｐ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ｌｉｖｅ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 ［ Ｊ ］ ．
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２０２０， ８： ２２０９９０⁃２２１００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０９ ／ ＡＣＣＥＳＳ．

２０２０．３０４２８４８．

［８］ 袁清玉，江玉明，吕闻冰，等．基于 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图像的影像

［１９］ Ｙｉｐ ＳＳ， Ｋｉｍ Ｊ， Ｃｏｒｏｌｌｅｒ ＴＰ，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ｍａｔｉｃ

像杂志， ２０１９， ３９（１） ： ２⁃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２８４８．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２０１７， ５８（ ４） ： ５６９⁃５７６． ＤＯＩ：１０．２９６７ ／

组学列线图对胃癌术后的预后评估［ Ｊ］ ．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

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２．

Ｙｕａｎ ＱＹ， Ｊｉａｎｇ ＹＭ， Ｌｙｕ ＷＢ，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ｒａ⁃
ｄｉｏｍｉｃｓ ｎｏｍｏｇｒａ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９， ３９（１） ： ２⁃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
２８４８．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２．

［９］ Ｖａｎ ｄｅ Ｗｉｅｌｅ Ｃ， Ｋｒｕｓｅ Ｖ， Ｓｍｅｅｔｓ Ｐ，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ｇ⁃

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ｔｕｍｏｕ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 ｇｌｙｃｏ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ｓｏｌｉｄ ｔｕｍｏｕｒｓ［ Ｊ］ ． Ｅｕｒ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４０（２） ：

２９０⁃３０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５９⁃０１２⁃２２８０⁃ｚ．

［ １０］ Ｂｏｒｇｈａｅｉ Ｈ， Ｐａｚ⁃Ａｒｅｓ Ｌ， Ｈｏｒｎ Ｌ， ｅｔ ａｌ． Ｎｉｖｏｌｕｍａｂ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ｏｎ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Ｊ］．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２０１５， ３７３（１７）： １６２７⁃１６３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６／ ＮＥＪＭｏａ１５０７６４３．

［１１］ Ｂｒａｈｍｅｒ Ｊ， Ｒｅｃｋａｍｐ ＫＬ， Ｂａａｓ Ｐ， ｅｔ ａｌ． Ｎｉｖｏｌｕｍａｂ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ｏ⁃
ｃｅｔａｘｅｌ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２０１５， ３７３ （ ２ ） ： １２３⁃１３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６ ／ ＮＥＪ⁃
Ｍｏａ１５０４６２７．

［１２］ Ｒｅｃｋ Ｍ，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Ａｂｒｅｕ 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ＡＧ， ｅｔ ａｌ． Ｐｅｍｂｒｏｌｉｚｕｍａｂ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ＰＤ⁃Ｌ１⁃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２０１６， ３７５（１９） ： １８２３⁃１８３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６ ／
ＮＥＪＭｏａ１６０６７７４．

［ １３］ Ｋａｉｒａ Ｋ， Ｓｅｒｉｚａｗａ Ｍ， Ｋｏｈ Ｙ，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１８

Ｆ⁃

ＦＤＧ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ｎ ＰＥ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４， ８３（２） ： １９７⁃２０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ｌｕｎｇ⁃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ｊｎｕｍｅｄ．１１６．１８１８２６．

［２０］ Ｃｈａｎｇ ＣＨ， Ｑｉｕ Ｊ， 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Ｄ，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Ｃｅｌｌ， ２０１５， １６２（ ６） ： １２２９⁃１２４１．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ｃｅｌｌ． ２０１５． ０８．

０１６．

［ ２１］ Ｔａｋａｄａ Ｋ， Ｔｏｙｏｋａｗａ Ｇ， Ｏｋａｍｏｔｏ Ｔ，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ｌｉｇａｎｄ １⁃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ｎ

１８

Ｆ⁃ｆｌｕｏｒｏ⁃

ｄｅｏｘｙｇｌｕｃｏｓｅ 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ｄ， ２０１７， ６（１１）： ２５５２⁃２５６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 ｃａｍ４．１２１５．

［２２］ Ｇｒｉｚｚｉ Ｆ， Ｃａｓｔｅｌｌｏ Ａ， Ｑｅｈａｊａｊ Ｄ， ｅｔ 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Ｄ⁃Ｌ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ｕｍｏ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ｍｍｕｎｏｌ 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 ２０１９， ６８ （ ９） ： １５３７⁃
１５４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６２⁃０１９⁃０２３８７⁃９．

［２３］ Ａｋａｍａｔｓｕ Ｇ， Ｉｋａｒｉ Ｙ， Ｎｉｓｈｉｄａ Ｈ，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ＳＵＶ ｍａｘ ａｎｄ
ＳＵＶ ｐｅａｋ ： ａ ｐｈａｎｔｏｍ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１５， ４３
（３） ： ２２２⁃２２６． ＤＯＩ：１０．２９６７ ／ ｊｎｍｔ．１１５．１６１７４５．

［２４］ Ｖａｎｄｅｒｈｏｅｋ Ｍ， Ｐｅｒｌｍａｎ ＳＢ， Ｊｅｒａｊ 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ｋ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Ｊ］ ．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２０１２， ５３ （ １ ） ： ４⁃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２９６７ ／
ｊｎｕｍｅｄ．１１１．０９３４４３．

（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０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