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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其具有

断 ［２］ 。 深度学习是一种实现机器学习的技术，其需

明显的异质性、多变性以及与微环境自我维持和适

要大量影像数据集进行训练，并从样本图像中自动

应的复杂性，这些均极大阻碍了研究者和临床医师

学习特征标志。 深度学习推动了图像分析的快速发

对其生物学过程的认识，也是导致抗肿瘤治疗失败

展，已 被 证 明 在 特 定 任 务 应 用 中 超 过 人 类 的 表

的重要因素。 医学影像技术不仅可将恶性肿瘤发生
发展的生物学过程可视化，还可利用不同的探针显

现 ［３⁃４］ 。 将 ＡＩ 应用于影像组学领域中，更加有助于挖
掘未知的有价值的影像特征，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肿

示病变的代谢、受体及基因的表达，为肿瘤的精准诊

瘤诊断和预后信息，也可以实现由影像表型推断肿瘤

疗和监测提供了更多的分子水平信息。 近年来，多

基因型的反推理过程，帮助制订临床决策，因而更加
有利于精准诊疗和个体化医疗。 这种“ 影像组学 ＋

种影像技术已成为恶性肿瘤诊疗中必不可少的工
具，然而如何解释和推测大量影像数据与临床表征、
病变生物学信息之间的关联，从而指导肿瘤的精准

ＡＩ”的组合被笔者称为“智慧影像”（ｓｍａｒｔ ｉｍａｇｉｎｇ）。

“ 智慧影像” 在恶性肿瘤的研究和应用中方兴

诊疗，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新挑战。

未艾。 然而，相较于检查数量较大、易于标准化采集

像中提取影像信息、定量挖掘图像特征的技术，其应

作流程繁琐而导致标准化采集难以统一等诸多问

影像组学（ ｒａｄｉｏｍｉｃｓ） 是从高通量的标准医学影

的 ＣＴ 或 ＭＲＩ，ＰＥＴ 由于显像人次相对较少、技术操

用多样化的统计分析，从海量信息中提取、剥离和筛

题，起步较晚、发展相对缓慢。 尽管如此，作为分子

选最有价值的影像特征，用于疾病的辅助诊断、分类

影像的标志，ＰＥＴ 显像仍旧是近年来“ 智慧影像” 的

。 影像组学的概念，突破了依赖医师

研究热点。 在技术层面，对图像后处理（ 包括图像

主观判读图像的局限性，拓展了医学影像在临床实

标准化、均一化、小波变换、高斯变换） 、特征预处理

践的指导价值。 医学影像数据的爆炸性增长为基于

（ 特征归一化、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 等进行了实践，尝试

和预后判断

［１］

人工 智 能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Ｉ ） 的 机 器 学 习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和深度学习（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创造
了理想的环境。 ＡＩ 的定义为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

解决由于生产厂家、仪器型号、显像技术、分割软件
造成的系统误差对影像组学研究的影响，进一步提
高了影像组学特征的稳定性和影像组学研究的可重

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应用系

复性 ［５⁃６］ 。 在临床应用层面，通过深挖影像特征、联

统，其技术范畴包括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理解与交

合人口和临床证据构建智能模型，对肿瘤的探查及

流、认知与推理、博弈与伦理、机器人学、机器学习

边界勾画 ［７⁃８］ 、诊断及鉴别诊断 ［９⁃１０］ 、危险度分层及

等。 机器学习是一种实现 ＡＩ 的方法，其使用计算机

预后评估 ［１１⁃１２］ ，以及预测基因及分子分型 ［１３⁃１４］ 等临

作为工具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以获取新的

床重要问题， 提出了全新的基于 “ 智慧影像” 的 方

知识或技能。 例如，通过开发新程序和数学算法，使

案。 在本期重点号中，也体现了从技术层面到临床

计算机 自 动 学 习 影 像 特 征，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和 推

应用的前沿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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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影像” 的关键步骤之一是精准肿瘤分割
标注。 在目前临床实践中，通常应用人工手动勾画
的方法分割病灶，其局限性在于不同评估者之间的
偏倚导致的可重复性差，以及时间和劳动的消耗等。
郝志鑫等

［１５］

· ４５１·

翊含等 ［１８］ 针对发病率、死亡率均较高的非小细胞肺
癌（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ＮＳＣＬＣ） ， 应 用 治 疗
前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显像、临床特征（ 年龄、性别、吸
烟史、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等因素） 分别和联合进

的研究中，通过手动勾画、标准摄取值

行了智能模型构建，以判断患者预后。 该研究发现，

ＳＵＶ（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ＵＶ， ＳＵＶ ｍａｘ ） 阈值的半自动勾画感

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而基于影像组学与临床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ＵＶ） 梯度和 ４０％ 最大

兴趣区（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ＯＩ） 的方法对肿瘤区域

治疗前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模型即能够预测 ＮＳＣＬＣ 患者
模型结合的复杂智能模型预测预后效能较高，辅助

进行分割，用于预测胰腺导管腺癌病理分化程度。

临床决策简单便捷。 这些研究显示，“ 智慧影像” 确

该研究发现手动勾画构建的预测模型准确性较高，

实可以对疾病的危险度和预后进行预测，而其不仅

但稳定性欠佳；梯度的半自动勾画可以达到与手动

只应用影像数据，人口学和临床特征也逐步纳入并

勾画相似的准确性，且模型泛化能力更强。 手动分

进行相应的“ 智能分析” ，相信联合更多的特征会为

割经常被用作判断自动分割算法准确性的基础，但

精准医疗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 智慧” 信息。

其有可能忽略亚临床病灶，医师在判断病灶区域时

“ 智慧影像” 的深层次特征是关联肿瘤的生物

可能存在主观因素。 该研究中基于 ２ 位医师手动勾

学特征， 影 像 基 因 组 学 （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应 运 而

究显示基于梯度的半自动勾画模型的泛化能力相对

括体细胞突变、基因表达、染色体拷贝数或其他分子

较好，但是在其他来源特征进行交叉验证时，模型的

特征等 ［１９］ 。 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在精准医学中可能

性能有所下降、可重复性较低。 准确的病灶分割对

发挥重要作用，成功筛选对治疗有反应的患者，可以

于“ 智慧影像” 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相关算法和研

提高治疗的有效性，降低无效治疗带来的药物不良

画得出的 ２ 种模型预测性能有较大差别。 虽然该研

究层出不穷。 ＡＩ 可通过自动分割显著提高肿瘤测

量的效率、质量和可重复性；而且随着计算速度和效

生。 它将影像特征与生物数据关联起来，而后者包

反应。 免疫治疗是近年来肿瘤治疗的热点，其疗效
与程序 性 细 胞 死 亡 蛋 白 配 体 １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ｄｅａｔｈ

独的分割步骤，整个身体成像数据可以通过 ＡＩ 算法

ｌｉｇａｎｄ⁃１， ＰＤ⁃Ｌ１） 表 达 密 切 相 关。 张 慧 媛 等 ［２０］ 将
１０１ 例 ＮＳＣＬＣ 患者的临床信息、薄层 ＣＴ 征象 ＋ 影像

构病理改变的目标，而这些显然是人类视觉不可及

特征纳入不同模型，结果显示各种模型均有一定的

率的提高，未来对肿瘤病灶的分析很可能不需要单
进行评估，并可能达到在此基础上分析单个器官结
的

［１６］

。

“ 智慧影像” 需要将影像信息与重要的临床问
题相关联，进行智能诊断、评估和预测。 神经母细胞
瘤（ ｎｅｕｒ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ＮＢ） 是儿童最常见的颅外实体肿
瘤，死亡率高。 虽然不同的组织学特征决定其临床
转归，然而即使是已经转移的高分化 ＮＢ，也有自发
消退的可能；而低分化 ＮＢ 也可能在治疗后进展，给

治疗决策带来难题。 精准的危险度分层对诊疗决策
起关键作用。 钱洛丹等

［１７］

回顾性分析了 １２５ 例 ＮＢ

患儿 的 Ｆ⁃脱 氧 葡 萄 糖 （ ｆｌｕｏｒｏｄｅｏｘｙｇｌｕｃｏｓｅ， ＦＤＧ ）
１８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数据，从中提取影像学特征，筛选得到

２ 个 ＰＥＴ 和 ２ 个 ＣＴ 图像特征，构建影像组学模型，
并进一步结合人口学特征（ 性别、年龄） 、临床特征
（ 肿瘤标志物和血生化检查） 分别构建了 ２ 个智能
模型。 该研究发现影像组学模型可以预测 ＮＢ 的危

组学特征、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的传统代谢参数影像组学
预测 ＰＤ⁃Ｌ１ 表达的效果，而轻量梯度提升机（ Ｌｉｇｈｔ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 模 型 效 果 更
优；进一步研究发现临床资料 ＋ ＣＴ ＋ ＰＥＴ 对验证组
ＰＤ⁃Ｌ１ 表达的预测精确率最高，从而有助于辅助临
床筛选免疫治疗获益的人群。 王子阳等 ［２１］ 应用机
器学习联合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学特征对肺腺
癌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 ＥＧＦＲ） 突变亚型进行了成功预测，并明显好
于单模态 ＣＴ 或 ＰＥＴ 影像组学特征，为 ＥＧＦＲ 酪氨

酸激酶抑制剂靶向治疗患者的精准筛选提供了无创
的预测方法。
“智慧影像” 在医学影像中越来越重要，也给临
床决策带来更加丰富的“ 智慧” 信息。 尽管其在恶
性肿瘤诊疗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广泛地临床
应用之前，还必须克服一些障碍。 第一，随着影像归

险度，而联合人口学和临床特征后，可以进一步提高

档和通信系统（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方法，为治疗方案的制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赵

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ＩＣＯＭ） 标准

预测的准确性，为 ＮＢ 患儿危险度的预测提供了新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ＣＳ） 、医学数字成像和通信（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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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立和完善，影像数据已便于访问和检索。 然而，
这样的数据很少能提前规划用途，因此在标签、注
释、分割和质量保证等诸多方面缺少一致性和可靠
性。 尽管有多种方法进行图像的调整和处理，标准
化数据采集和评估仍然非常重要，特别是涉及多种
显像方式和解剖位置的特殊情况，以及 ＰＥＴ 显像过
程中注射剂量、显像时间等技术条件。 第二，“ 智慧
影像” 结果的可解释性仍然需要大量的研究，组学
特征和建模公式与临床问题和生物学特征之间特定
关联的有效解释，将是未来活跃的研究领域 ［２２］ 。 第
三，已建立的多种模型是否适用于其他数据包含的
情形和场所，仍需要外部验证加以证实，但因为图像
采集条件不一致、数据保护等多种原因，实现外部多
重验证并不容易。 第四，ＡＩ 非人类，“ 智慧影像” 结
果并非全部正确，需允许其失败，而失败带来的法律
责任和伦理归属在哪里，是未来需要讨论的内容。
尽管如此，随着医学影像数据的极速增长，“ 影
像组学 ＋ＡＩ” 仍旧是处理海量数据的核心关键技术，
而基于两者的“ 智慧影像” 必将在精准诊断和治疗

决策支持系统中成为现代医学的有力工具。 需要扩
展和说明的是，影像学并不是衡量恶性肿瘤的孤立
指标，肿瘤分子特征、患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心理状
态、社会网络等，均可能对其发生、发展和预后产生
影响。 因此，“ 智慧影像” 未来会进一步扩展整合疾
病相关和无关因素的综合数据集，成为“ 智慧医疗”
必不可分的部分，智取肿瘤精准诊疗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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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Ｌｉａｎｇ Ｍ， Ｔａｎｇ Ｗ， Ｘｕ ＤＭ， ｅｔ ａｌ． Ｌｏｗ⁃ｄｏｓｅ ＣＴ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ｓｓｅｄ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ｓ［Ｊ］．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２８１（１） ： ２７９⁃２８８． ＤＯＩ：１０．１１４８ ／ 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６１５００６３．

［８］ Ａｍｉｎ ＭＢ， Ｇｒｅｅｎｅ ＦＬ， Ｅｄｇｅ ＳＢ，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ＪＣ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ｍａｎｕ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ｂｒｉ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ｔｏ ａ ｍｏｒｅ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ａｇｉｎｇ
［ Ｊ］ ． ＣＡ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Ｃｌｉｎ， ２０１７， ６７ （ ２ ） ： ９３⁃９９． ＤＯＩ： １０． ３３２２ ／
ｃａａｃ．２１３８８．

［９］ Ｋａｎｇ Ｆ， Ｍｕ Ｗ， Ｇｏ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ａｎｕ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ｔｏ
ｒａｄｉｏｍｉｃｓ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ｌ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Ｅｕｒ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９， ４６ （ １３ ） ： ２７７０⁃２７７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５９⁃０１９⁃０４４１８⁃０．

［ １０］ Ｈｕ Ｘ， Ｓｕｎ Ｘ， Ｈｕ Ｆ，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ｒａｄｉｏｍ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１８

Ｆ⁃ＦＤＧ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ＥＴ ／ ＭＲＩ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ｒｏｐｈｙ［ Ｊ］ ． Ｅｕｒ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
ｇｉｎｇ， ２０２１， Ｉｎ ｐｒｅｓ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５９⁃０２１⁃０５３２５⁃ｚ．

［１１］ Ｔｕ ＳＪ， Ｔｒａｎ ＶＴ， Ｔｅｏ ＪＭ， ｅｔ 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ｍａ⁃
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１１

Ｃ⁃ｃｈｏｌｉｎｅ ＰＥＴ ／ ＭＲＩ ａｃｑｕｉｓｉ⁃

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Ｊ］ ． Ｍｅｄ Ｐｈｙｓ， ２０２１， Ｉｎ ｐｒｅｓ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 ／ ｍｐ．１５０６４．

［１２］ Ｌｉ Ｗ， Ｓｈａｋｉｒ ＴＭ， Ｚｈａｏ Ｙ， ｅｔ ａｌ． Ｒａｄｉｏｍ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 １８ Ｆ］

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ｅｒｙ⁃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 Ｊ］ ． Ｅｕｒ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２１， Ｉｎ ｐｒｅｓ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５９⁃
０２１⁃０５４７９⁃ｗ．

［ １３］ Ｌｖ Ｚ， Ｆａｎ Ｊ， Ｘｕ Ｊ， ｅｔ 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ＥＧＦ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ＬＫ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８４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Ｊ］ ． Ｅｕｒ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８， ４５（５） ： ７３５⁃７５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５９⁃０１７⁃３８８５⁃ｚ．

［１４］ 张宇帆，刘建井，李小凤，等．

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传统参数与影像组

学特征在免疫组织化学难以明确 ＨＥＲ２ 表达乳腺癌中的价值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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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Ｊ］ ．中 华 核 医 学 与 分 子 影 像 杂 志， ２０１９， ３９ （ １１） ： ６４１⁃６４６．

献

［１］ Ｌａｍｂｉｎ Ｐ， Ｌｅｉｊｅｎａａｒ ＲＴＨ， Ｄｅｉｓｔ ＴＭ， ｅｔ ａｌ． Ｒａｄｉ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７， １４ （ １２） ： ７４９⁃７６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３８ ／ ｎｒｃｌｉｎｏｎｃ．

２０１７．１４１．

［ ２］ Ｍａｒｔíｎ Ｎｏｇｕｅｒｏｌ Ｔ， Ｐａｕｌａｎｏ⁃Ｇｏｄｉｎｏ Ｆ， Ｍａｒｔíｎ⁃Ｖａｌｄｉｖｉａ ＭＴ， ｅｔ ａｌ．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２８４８．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１．

Ｚｈａｎｇ ＹＦ， Ｌｉｕ ＪＪ， Ｌｉ ＸＦ，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ｍｉｃ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ＨＥＲ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９， ３９ （ １１ ） ：

６４１⁃６４６．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２８４８．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１．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

［１５］ 郝志鑫，刘垒，邢海群，等．勾画方法对 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组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Ｒａｄｉｏｌ， ２０１９， １６（９ Ｐｔ Ｂ） ： １２３９⁃１２４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分子影像 杂 志， ２０２１， ４１ （ ８） ： ４５４⁃４５９．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 Ｊ］ ．
ｊ．ｊａｃｒ．２０１９．０５．０４７．

［３］ Ｈｏｓｎｙ Ａ， Ｐａｒｍａｒ Ｃ， Ｑｕａｃｋｅｎｂｕｓｈ Ｊ， ｅｔ 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８， １８（ ８） ： ５００⁃５１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３８ ／ ｓ４１５６８⁃０１８⁃００１６⁃５．

［ ４］ ＬｅＣｕｎ Ｙ， Ｂｅｎｇｉｏ Ｙ， Ｈｉｎｔｏｎ Ｇ．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５，
５２１（７５５３） ： ４３６⁃４４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 ／ ｎａｔｕｒｅ１４５３９．

［５］ Ｐｒｅｓｏｔｔｏ Ｌ， Ｂｅｔｔｉｎａｒｄｉ Ｖ， Ｄ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 Ｅ， ｅｔ ａｌ． ＰＥＴ ｔｅｘｔｕｒａｌ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ｒａｄｉｏｍ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ａｎ ＂ ａｄ⁃ｈｏｃ＂ ｐｈａｎｔｏｍｓ ｓｔｕｄｙ［ Ｊ］ ．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２０１８， ５０： ６６⁃
７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ｅｊｍｐ．２０１８．０５．０２４．

［６］ Ｘｕ Ｈ， Ｌｖ Ｗ， Ｚｈａｎｇ Ｈ，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
ｄｉｏｍｉｃ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８

Ｆ⁃ＦＤＧ ３Ｄ ＰＥＴ

学预测胰腺导管腺癌病理分化程度的影响［ Ｊ］ ．中华核医学与
ｃｎ３２１８２８⁃２０２１０５１１⁃００１６０．

Ｈａｏ ＺＸ， Ｌｉｕ Ｌ， Ｘｉｎｇ ＨＱ，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ｄｕｃｔａｌ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ｒａｄｉｏｍｉｃｓ［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２１， ４１ （ ８ ） ： ４５４⁃４５９．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ｃｎ３２１８２８⁃２０２１０５１１⁃００１６０．

［１６］ Ｂｉ ＷＬ， Ｈｏｓｎｙ Ａ， Ｓｃｈａｂａｔｈ ＭＢ， ｅｔ 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ＣＡ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Ｃｌｉｎ，

２０１９， ６９（２） ： １２７⁃１５７． ＤＯＩ：１０．３３２２ ／ ｃａａｃ．２１５５２．

［１７］ 钱洛丹，任清华，张抒欣，等．基于 １８ 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的影像组学
预测神经母细胞瘤 ＣＯＧ 危险度分层的研究［ Ｊ］ ．中华核医学与
分子影像 杂 志， ２０２１， ４１ （ ８） ： ４６０⁃４６５．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第 ４１ 卷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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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５３·

ｃｎ３２１８２８⁃２０２１０４１４⁃００１１４．

像杂志， ２０２１， ４１（８） ： ４７３⁃４７８．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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