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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算法诊断PET/CT纵膈淋巴结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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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评估4种主流典型的机器学习方法(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AdaBoost、反向传播人工神经网络)对(18F-
FDG)PET/CT影像中非小细胞肺癌纵膈淋巴结良恶性进行诊断分类的性能.先从168例病人的PET/CT影像中分

割出1397个淋巴结,对每个淋巴结提取出13种图像特征(Dshort、area、volume、HUmean(2Dor3D)、HUcontrast(2Dor
3D)、SUVmean(2Dor3D)、SUVmax(2Dor3D)、SUVstd(2Dor3D));将提取出的13种图像特征进行组合,得到4种组

合变量(“Allfeatures”、“HighAUCfeatures”、“Doctorsfeatures”、“3Dfeatures”);在4种组合变量下,分别从敏感

性、特异性以及ROC曲线下的区域面积(AUCROC)3个方面对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AdaBoost、反向传播人工神经

网络定量地进行诊断性能评估.评估结果显示,4种分类器分割结果的敏感性为77%~84%,特异性为81%~84%,

AUCROC为0.86~0.90.在显著性(p<0.001)条件下对比发现,虽然机器学习方法的特异性略低于人类专家,但是敏

感性显著优于人类专家.研究结果表明,三维图像特征及PET/CT影像组合特征可以显著提高AUCROC.基于上述研

究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虽然4种机器学习方法在(18F-FDG)PET/CT影像的非小细胞肺癌纵膈淋巴结的良恶性诊断

中展现了不错的敏感性,但它们的特异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未来需要尝试多种分类方法进行联合实验,使用更高

级的机器学习方法如深度学习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计算机辅助诊断;纵膈淋巴结;非小细胞肺癌;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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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lassificationperformanceindiagnosingmediastinallymphnodemetastasisofnon-smallcell
lungcancer(NSCLC)wasevaluatedfrom (18F-FDG)PET/CTimageswithfourmainstreamclassical
machine-learningclassifiers (randomforest,supportvectormachines,adaptiveboosting,andback-
propagationartificialneuralnetwork).1397lymphnodesweresegmentedfrom168patientsPET/CT



images,and13kindsofimagefeatures(Dshort,area,volume,HUmean(2Dor3D),HUcontrast(2Dor3D),

SUVmean(2Dor3D),SUVmax(2Dor3D),SUVstd(2Dor3D))wereextractedfromeachlymphnode.The
extracted13kindsofimagefeatureswerecombinedtoget4kindsofcombinatorialvariables (“All
features”,“HighAUCfeatures”,“Doctorsfeatures”,“3Dfeatures”).Thediagnosticperformanceof
randomforest,supportvectormachines,adaptiveboosting,andbackpropagationartificialneuralnetworks
werequantitativelyevaluatedaccordingtothefourkindsofcombinatorialvariablesintermsofsensitivity,

specificityandareaundertheROCcurve(AUCROC).Theevaluationresultsshowthatthefourclassifiers
yieldedsensitivityarebetween77%—84%,specificitybetween81%—84%andAUCROCbetween0.86—

0.90.Underthesignificantcontrastconditions(p<0.001),althoughthespecificityofmachinelearning
methodsisslightlylowerthanthatofhumanexperts,butthesensitivityissignificantlybetterthanthatof
humanexperts.Resultsshowedthat3DfeaturesandPET-CTcombinedfeaturesresultedinsignificant
improvementofAUCROC.Althoughthe4kindsofmachinelearningmethodsdemonstratepromising
sensitivitiesformediastinallymphnodemetastasisofnon-smallcelllungcancerdiagnosisfrom(18F-FDG)

PET/CTimages,theirspecificitiesstillneedtobeimproved.Avarietyofclassificationmethodsare
neededtoconductjointexperimentsinthefuture,andmoreadvancedmachinelearningmethodssuchas
deeplearningwillbeusedforthefurtherstudy.
Keywords:computer-aideddiagnosis;mediastinallymphnode;non-smallcelllungcancer;positron
emissiontomography;machinelearning

  恶性肿瘤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疾病[1].目

前,临床上存在多种模态的影像技术辅助诊断恶

性肿瘤[1].近年来,使用PET/CT影像诊断非小

细胞肺癌得到了较广泛的研究[2-5].许多研究侧重

于评估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DG)PET/CT影像

在诊断纵膈淋巴结良恶性方面的功效[6-13],诊断方

法多是对某种影像特征进行阈值判别,如最大短

径、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或平均标准摄取值

(SUVmean)等.由于影像特征的数量有限,并且基

于阈值的判别方法过于简单,使得PET/CT影像

的诊断能力可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根据一篇

关于过去10年使用18F-FDGPET/CT诊断非小细

胞肺癌纵膈淋巴结转移的最新综述[14]显示,近年

来相关研究的敏感性中值仅为62%,这意味着有

很大一部分是假阴性判断.为了提高PET/CT影

像诊断非小细胞肺癌纵膈淋巴结转移的敏感性,
需要更复杂的特征分类策略,结合计算机机器学

习算法来进行辅助诊断.
计算机辅助诊断(computerassisteddiagnosis,

CAD)医学影像的方法已经发展了数十年.利用典

型的图像分割方法,结合病变组织的生理学及成像

特点进行病变组织提取,是CAD 普遍采用的研究

策略[15].在该领域的许多方法没有用在核医学上

面,而是用于X射线、CT、MR、超声[16-19]等影像模

式.近年来,关于纵膈PET或CT影像的机器学习

诊断方法成为新的研究方向,但其中大多数集中于

淋巴结的定位[20-21]和划分[22-24],只有极少数涉及到

肿瘤的定性诊断.Lambin等[25]在基于纵膈PET/

CT影像、电子医疗记录和DICOM-RT对象的基础

上,使 用 支 持 向 量 机 (supportvectormachines,

SVM)对患者的存活率进行建模,但他们的目的不

是诊断良恶性.我们研究组在PET/CT[26]影像中

使用SVM判断纵膈淋巴结的代谢活性,但该研究

作为前期研究,诊断精度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为了进一步探索机器学习技术在PET/CT影

像中诊断非小细胞肺癌纵膈淋巴结转移的作用,对

4种主流机器学习分类器的性能进行评估.选择的

分类器包括随机森林(randomforest,RF)、支持向

量机(SVM)、AdaBoost(adaptiveboosting)以及反

向传播人工神经网络(back-propagationartificial
neuralnetwork,BP-ANN).这些算法被广泛用于

CT和 MR等影像的CAD系统中,但是没有很好地

应用在PET/CT影像中.
研究病变组织的特征提取方法,图像的形状、灰

度、纹理是最常提取的特征.研究针对不同病变组织

的特异性特征及量化方法,是特征提取的研究热

点[15].为了挑选分类器的输入特征,采用临床上医

生广泛使用的特征,以便基于相似的特征来对比计

算机和人类专家的诊断能力.为了超越人类的视觉

感知,将二维影像的特征延伸到三维,以此来验证这

种延伸是否可以提高诊断效果.
该研究所用的淋巴结影像是在日常临床诊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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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读片医生人工定位的,因此本文的重点放在了对

已经定位的淋巴结的诊断判别.CT图像中的肺部

分割及病灶的自动定位是计算机辅助诊断纵膈淋巴

结癌变的重要前期处理步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

见近期文献[27~29].

1 材料和方法

1.1 数据来源

作为回顾性研究,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的数据库中,获取了2009年6月至2014年

9月期间的168例患者的18F-FDGPET/CT影像数

据,从中挑选出1397个发生癌变的淋巴结.所有淋

巴结均通过病理诊断,确定恶性(阳性)或良性(阴
性)属性,其中阳性和阴性分别是1270和127个,
详细情况见图1和表1.每幅子图中第1行为CT
图像,第2行为PET图像,十字线定位淋巴结中心.
对比图1(a)、(b)可知,一般情况下,CT图中显示尺

寸较小的淋巴结为良性,且在同一部位的PET图中

图1 PET/CT图像中良、恶性纵膈淋巴结NSCLC的影像

Fig.1 Imagesofbenignandmalignantmediastinallymph
nodesNSCLCinPET/CTimages

淋巴结的SUV相应较低;相反,CT图中尺寸较大,

PET图中SUV较高的淋巴结一般为恶性.另一种

情况是,在实际的临床影像中,小尺寸、低SUV的

淋巴结有可能是恶性的,大尺寸、高SUV的淋巴结

有可能是良性的.当医生在进行实际判断,遇到这

种情况时,很容易导致对淋巴结的良恶性判断出错.
如在图1(c)中,如果医生按照图1(a)的经验将尺寸

较小且低SUV的淋巴结判定为良性,这将会导致

医生对淋巴结假阴性的误判;图1(d)中,如果医生按

照图1(b)的经验将尺寸较大并且高SUV的淋巴结

判断为恶性,这将会导致医生对淋巴结假阳性的误

判.计算机辅助诊断将有利于为医生对淋巴结良恶

性判断提供参考信息,所以引入机器学习算法的计算

机辅助诊断显得尤为重要.

表1 患者以及淋巴结的特征

Tab.1 Patientandlymphnodecharacteristic

患者和淋巴结属性 各分类值

患者人数(男性/女性/总数) 91/77/168

患者年龄(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 38/81/61

淋巴结数目(良性/恶性/总数) 1270/127/1397

淋巴结短轴直径(≤2mm/≤4mm/
≤7mm/≤10mm/>10mm)

306/816/246/23/6

选取的PET/CT影像均采集于患者手术前一

周.所使用的成像设备为DiscoverySTPET-CT扫

描仪(GE医疗,密尔沃基,美国).在进行影像扫描

之前,所有患者禁食需要超过4h,以确保血糖浓度

低于6.0mmol/L.患者静脉注射放射化学纯度≥
97%的300~400MBq的18F-FDG,示踪剂生成设备

为GE Minitracer回旋加速器及 TracerLabFX-
FDG合成器.患者在注射后休息1h,然后接受浅呼

吸状态下的全身CT扫描.其中 CT扫描仪采用

120kV、140mA技术,0.5s/转,1.25∶1螺距比,

3.75mm层厚,1.37mm的平面空间分辨率和20~
30s扫描时间.三维采集模式下的PET扫描是在

浅呼吸状态下开展的.在以每床位置2.5min发射

时间间隔内,每位患者需要进行6个或者7个床位

扫描.所产生的PET影像通过迭代算法进行重建,
利用CT影像衰减校正.

基于所得的PET/CT影像,由4名医生(其中

2名拥有超过10年经验)完成了淋巴结良恶性的诊

断.为了减小不同人之间的主观诊断差异,最终的诊

断结果是经过所有医生的共同讨论达成的.医生的

诊断依据包括影像中肿瘤的最大短径、最大标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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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SUVmax、平均标准摄取值SUVmean、CT影像中

肿瘤与周围组织之间的视觉对比以及淋巴结地图中

的位置等因素[30].
1.2 机器学习分类器

测试了已广泛应用于医疗领域的4种主流机器

学习分类器,即随机森林(RF)、支持向量机(SVM)、

AdaBoost和反向传播人工神经网络(BP-ANN).对

每个分类器的原理进行简介,受篇幅限制,可以参考

文献[31]来详细了解这些算法.测试每个算法所使

用的算法参数是通过对参数空间进行遍历性网格采

样(gridsearch)测试来确定最优参数的.
随机森林(RF)是一种集成学习方法.该方法结

合多重决策树来处理分类和回归分析的问题.每个

决策树用分层的方式来预测类的标签,以便让每个

树节点从输入特征集的一个随机样本中判断分裂的

决策.整个森林的输出结果是对所有的树决策结果

的综合.这种组合与表决的策略克服了单棵树的过

度拟合问题.树木的数量和每棵树的深度决定了整

个森林的分类能力.使用包含100棵决策树的分类

森林.每棵树的深度根据最小叶子节点尺寸为1的

原则来确定.每种决策分裂使用的特征数目设定为

总特征数目的平方根.
支持向量机(SVM)使用核函数根据映射空间

测度,将输入特征从低维空间映射到更高维的特征

空间.通过这种基于核函数的映射,支持向量机能够

实现比传统线性分类方法更好的分类能力.核函数

的选择极大地影响支持向量机的性能,使用半径为

2.0的高斯径向基函数作为核函数,同时使用序列

最小优化方法寻找分离的超平面.
AdaBoost算法属于集成学习方法,它由一系列

弱分类器级联而成.通过这种级联方式,使得前面

分类器的错误分类样本能够为后续的分类器训练提

供更大的权重.在这种方式下,多个弱分类器可以

组合成一个强分类器.该研究采用浅层决策树作为

弱分类器,组合中包含300棵最大分裂数目为1的

浅层决策树,学习速率设定为0.1.
反向传播人工神经网络(BP-ANN).人工神经

网络(ANN)含有数层相互连接的神经元,通过模仿

生物神经网络的结构来拟合输入和输出数据之间的

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上层的神经元把下层神经元信

号的权重总和的输出作为输入.每个连接的权重通

过反向传播策略减少层间的反向传播预测误差来进

行优化.一个人工神经网络的层数和神经元数取决

于自身的预测能力,为了避免出现过度拟合的现象,
层数和神经元的数目应为特定的应用进行设定.该

研究采用分别含有50个神经元和26个神经元的两

个隐层网络,设置学习速率为0.04,最后进行1000
次训练.
1.3 影像特征

为了计算基于影像的特征,对淋巴结所在的每一

层断层影像使用区域生长法进行分割,随后对多层分

割结果进行三维容积重建.基于这些二维和三维的

分割结果,一共计算了13个影像特征,特征的定义详

见 表2.需 要 强 调 的 是,特 征 HUmean、HUcontrast、

SUVmean、SUVmax和SUVstd在二维和三维影像中都进

行了计算,其中二维特征是基于经过肿瘤几何中心的

轴向横截面计算的,三维特征是基于重建的体积计算

的.引入三维特征是为了弥补医生在平面影像上目

视检查的局限.在这13个特征中,Dshort、A 和V 对应

淋巴结的空间尺寸,HUmean对应组织密度,SUVmean和

SUVmax表示淋巴结糖代谢水平.由于恶性肿瘤容易和

周围的组织融合,用HUcontrast测量淋巴结和附近组织

之间的密度差.由于某些恶性肿瘤具有坏死性内核,
在PET影像上表现为周边亮中心暗的不均匀特征,
用SUVstd来衡量淋巴结内代谢水平的不均匀性.

表2 该研究所采用的13个影像特征

Tab.2 13imagefeaturesofthisstudy

特征名称 定义

Dshort 轴向截面的最大短径

A 轴向截面的面积

V 淋巴结的体积

HUmean (2Dor3D) 淋巴结内的CTHU均值

HUcontrast (2Dor3D)
HUmean和淋巴结周围2mm厚组

织的 HU均值的差异

SUVmean (2Dor3D) 淋巴结内的平均SUV值

SUVmax (2Dor3D) 淋巴结内的最大SUV值

SUVstd (2Dor3D) 淋巴结内的SUV标准误差

2 实验结果

2.1 医生诊断

在对1397个淋巴结进行诊断时,人类医生在

PET/CT影像中诊断出了84个阳性和1181个阴

性的淋巴结.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6%和

93%.参考了过去10年里全球范围17个研究单位

的医生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13],17个组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中值分别为62%和90%,这些结果和我

们的医生诊断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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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特征分布和判别能力

对于这所有的1397个样品,13个特征分布见

图2.互相对应的二维和三维特征绘制在同一列中.
阳性和阴性组之间的p值被绘制为桥和星号,其中

p<0.05,p<0.01和p<0.001分别被绘制为1个、

2个和3个星号,无星号表示不显著.该研究使用

Shapiro-Wilk正态性检验来评估每个样品特征的正

态分布属性,根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 Wilcoxon符号秩检验来分析阳性和阴性

组之间的独立性.对于大多数特征,两组的分布呈

现显著不同,证明了所挑选的影像特征的有效性.
为了进一步检验这13个特征的判别能力,对每

个特 征 绘 制 了 受 试 者 工 作 特 征 曲 线 (response
receiveroperatingcharacteristic,ROC),计算了图

中的曲线下面积(AUC).图3中,Sp 为特异性,Sen
为敏感性.AUC被标记在各曲线的顶部.互相对应

的二维和三维特征绘制在同一列中.医生用于诊断

的 特 征 Dshort、2D HUcontrast、2D SUVmean 和 2D
SUVmax的AUC都超过了0.7,这意味着医生通过

多年的临床实践挑选出了很好的分类特征.

图2 每个特征的病理阳性和阴性的分布线框图

Fig.2 DistributionBox-plotsofpathologicallypositiveandnegativegroupsofeachfeature

图3 每个特征的ROC曲线

Fig.3 ROCcurveofeach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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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机器学习分类器的性能

使用机器学习分类器,对由13个特征构成的

4种不同组合基础上进行评估,结果如表3所示.除

了“Allfeatures”的组合,测试了3种简化的特征集,
其中“HighAUCfeatures”组合只用了 AUC>0.7
的特征,“Doctorsfeatures”的组合包含了医生用于

诊断的特征,“3Dfeatures”包括所有从淋巴结体积

计算出的特征(不含“3DHUmean”,因为AUC太小,
不具备较强的分类能力,被筛选掉).

对每个分类器在4种特征组合的基础上进行验

证,得到4×4=16对敏感性和特异性.使用交叉验

证方案,从1397个淋巴结中随机挑选出200个样

本(100个阴性和100个阳性)进行训练,剩下的作

为测试样本.这种交叉验证重复了300次,计算了

300次验证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除了二值化的分类结果,每个分类器输出了对

每个测试样本的良恶性评分.该评分为[0,1],0表

示阴性,1表示阳性,其他数值介于两者之间,被视

为是呈阳性的程度.基于这种良恶性评分,可以绘

制出每个分类器的ROC曲线,并可以计算不同特

征组合之间差异的显著性.为了验证计算结果的显

著性,实验中根据分数的正态分布属性,使用t检验

或 Wilcoxon秩次检验计算不同特征组合的分数之

间的p.Sen、Sp 的结果及ROC曲线下面积AUCROC
如图4所示.图中,为了便于比较,医生在该研究中

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被绘制为图4(a)、(b)中的

水平线.对于每一个分类器,不同的特征组合之间

的p值在图4(c)中被绘制为桥和星号,其中p<0.05,

p<0.01和p<0.001分别被绘制为1个、2个和

3个星号,无星号表示不显著.
表3 用于测试机器学习的4种影像特征结合

Tab.3 Fourcombinationsofimagefeaturesusedfortesting
machinelearningmethods

特征组合名称 包含的特征

Allfeatures 所有的13个特征

HighAUCfeatures

AUC大于0.7的特征,即Dshort,2D
HUmean,2DHUcontrast,2DSUVmean,
2DSUVmax,volume,3DSUVmean,
3DSUVmax,3DSUVstd

Doctorsfeatures
医 生 使 用 的 特 征 ,即 Dshort,2D
HUmean,2DHUcontrast,2DSUVmean,
2DSUVmax

3Dfeatures
所有的三维特征 (除去AUC<0.5的
特征)即V,3DHUcontrast,3DSUVmean,
3DSUVmax,3DSUVstd

从图4(a)、(b)可见,所有的分类器具有比医生

(66%)更高的敏感性(77%~84%),并且高出了

11%~18%.所有分类器的特异性(81%~84%)比医

生(93%)低9%~12%.从图4(c)可以看出,所有分

类器的AUCROC均大于0.85,最大的AUCROC(0.91)
属于使用“Allfeatures”的随机森林.与先前研究中使

用的支持向量机(AUCROC=0.69)相比,该研究的4
种机器学习方法有较大的改善.在该研究的所有分

类器中,按照“Allfeatures”、“HighAUCfeatures”、
“Doctorsfeatures”和 “3Dfeatures”排序,AUCROC一
直减小,大部分特征组合之间的差异显著,这些结果

将在后续的讨论部分详细分析.

图4 基于4种特征组合的4种机器学习分类器的性能

Fig.4 Performanceoffourmachinelearningclassifiersbasedonfourcombinationsof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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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比较不同算法之间以及各种算法与人工诊

断之间的差异性,选择“Allfeatures”组合作为各分类

器的输入,可以获得所有测试样品的分类结果(阳性

或阴性).选择“Allfeatures”是因为这种特征组合对

于不同分类器均得 到 了 最 好 的 AUCROC(参 见 图

4(c)).利用4种机器学习方法从1397幅PET/CT
图中进行淋巴结良恶性判断后,从中挑选出具有代表

性的部分二维检测结果图,如图5所示.图5(a)~(c)
是对良性淋巴结得到的算法和医生检测结果对比图,
图5(d)~(f)是对恶性淋巴结得到的算法和医生检测

结果对比图.结果发现,医生和算法都趋向于会将大

尺寸、高SUV的淋巴结误判为恶性,将小尺寸、低

SUV的淋巴结判断为良性.对于尺寸、SUV两个特

征值处于中间状态的淋巴结,算法比医生作出了更多

的正确判断.另外,由于无论对良性还是恶性淋巴

结,未发现4种算法均同时判断错误的个例,因此在

图5中没有展示4种算法均错的示例.
因为利用不同算法得到的良恶性评分不是依据

同样的计算原理,不能通过评分值直接进行对比.对

二值化的良恶性判别结果进行对比,使用适用于二值

样本的McNemar检测来比较不同分类器结果之间的

差异以及每个分类器和医生之间的差异.通过研究

发现,4种分类器之间无显著差异,但分类器和医生

之间的p低于0.0001,该结果是相当显著的.

图5 4种主流机器学习分类算法所获得的典型分类结果图

Fig.5 Typicalclassificationresultsoffourmainstreammachinelearningclassificationalgorithms

  为了进一步比较人类操作者和机器学习分类

器,从文献[14]中检索了17组人工操作的灵敏特异

性记录.由于随机森林算法产生最大的 AUCROC
(0.91),挑选随机森林算法作为计算机算法的代表

与人进行比较.如图6所示为这17组人类结果与随

图6 基于“Allfeatures”特征组合的随机森林算法结果

的ROC曲线

Fig.6 ROCcurveofrandomforestalgorithmoutcome
basedoncombinationof‘Allfeatures’

机森林算法的ROC曲线的对比效果.图中,圆圈表

示来自文献[13]的17例人工分类结果.除了含有

100%的敏感性或特异性的4组人类结果之外,大多

数人类结果均处于随机森林的ROC曲线下方.
在算法速度方面,支持向量机是最快的,在主频

为2.2GHz的双核酷睿i7的CPU上只花了0.38s
训练完200个含有“所有特征”的样本.在同样配置

下,随机森林和 AdaBoost算法分别花了0.57和

4.28s.反向传播人工神经网络是最慢的,CPU花了

309s对样本进行训练,基于NVIDIATeslaK40C显

卡的GPU加速需要花费13.38s的时间进行训练.
在训练结束后,对于测试来说,所有分类器的速度是

很快的,在测试带有“Allfeatures”的1197个样品时,
支持 向 量 机、随 机 森 林、AdaBoost花 费 时 间 少 于

0.1s,反向传播人工神经网络花费的时间为0.33s.

3 结果讨论

3.1 影像特征

观察每个单一特征的分布和判别能力,将特征

结合到不同的集合中来验证机器学习分类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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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可以看出,PET中的特征比CT中的特征具有

更高的AUC,验证了PET在淋巴结转移诊断中的

价值.三维PET特征相对于二维PET特征具有更

大的 AUC 值,这 可 能 是 因 为 在 三 维 体 中 计 算

SUVmean、SUVmax和SUVstd比在二维面中计算更准

确.HUcontrast具有相当高的 AUC(0.81),这意味着

肿瘤和其临近组织之间的 HU差异是一个显著的

特征.三维影像中的 HUmean和 HUcontrast的AUC都

比对应的二维影像低,这可能是因为 CT 片厚度

(3.75mm)过大,使得淋巴结和周围组织之间的边

界变 得 模 糊,从 而 影 响 了 三 维 影 像 中 HUmean和

HUcontrast的计算.对于和尺寸大小相关的特征,体积

比面积具有更高的 AUC,但A 的 AUC比Dshort低

很多.类似的现象已有其他学者观察到[31],即横截

面积作为二维特征,分类能力不显著.
3.2 分类器性能

该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比较不同的分

类器和不同特征组合的性能.如果仅从图4(a)、(b)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判断,无法严格判断哪种分类器

或哪 些 特 征 组 合 得 到 的 结 果 更 好.例 如,含 有

“Doctorsfeatures”的支持向量机有最高的平均灵

敏度(84.94%),但相应的平均特异性是最低的

(76.94%).可以使用ROC来比较不同的分类器及

不同的特征组合.从图4(c)可以看出,对于每个分

类器 “Allfeatures”,给 出 最 高 AUCROC.“High
AUCfeatures”比 “Allfeatures”具 有 更 低 的

AUCROC,但这种区别只是在对比AdaBoost和反向

传 播 人 工 神 经 网 络 时 才 明 显.“High AUC
features”总是优于“Doctorsfeatures”,这意味着在

医生特征上增加三维特征能够显著改善分类器的性

能.该发现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提及到.
当比较“Doctorsfeatures”与“3Dfeatures”时,

前者总是有较大的 AUCROC,但仅在反向传播人工

神经网络中,这种区别显著.尽管“3Dfeatures”集
包含 具 有 显 著 区 分 能 力 的 PET 特 征,如 3D
SUVmean、3DSUVmax和3DSUVstd,但是这个特征集

缺乏CT的特征,因此性能有限.这一发现强调了

PET和CT两者之间的互补性.
由于实验结果没有表明4种分类器的分类结果

之间有显著差异,该实验无法判断哪一种方法最好.
考虑到时间性能,建议不使用反向传播人工神经网

络.最近,在神经网络的研究领域中,深度神经网络

(DNN)(比该研究的神经网络具有更多的神经元

层)越来越多地用于改善敏感性和特异性[21,33-34].
DNN比反向传播人工神经网络需要更多的训练数

据,超出了该研究的数据规模,因此不在该研究的范

围之内.
3.3 计算机对比人类

基于该研究的结论,不能严格表明机器学习

算法的性能显著优于医生,这是目前模式识别算

法应用于PET/CT影像诊断的现状.通过和该研

究组的医生进行比较,机器学习算法牺牲了9%~
12%的特异性,提升了11%~18%的敏感性.和

近年来文献[14-19]中的人工操作员相比,计算机

算法的ROC高于大多数人工结果(见图6),这表

明本实验的算法性能优于文献[14~19]中人工操

作的结果,但这种比较是在不同的数据集基础上

开展的,只能代表定性的趋势.总而言之,尽管该

研究中计算机算法比人类改善了敏感性,但是综

合优势是微弱的.
从图5可知,当样本是良性时,算法和医生都能

够对小尺寸、低SUV的淋巴结进行正确判断,对大

尺寸、高SUV的淋巴结进行错误判断;当样本是恶

性时,算法和医生都能够对大尺寸、高SUV的淋巴

结进行正确判断,对小尺寸、低SUV的淋巴结进行

错误判断;对于一些尺寸和SUV均处于中间状态

(尺寸约为3mm、SUV为0.5~1.5)的恶性淋巴

结,医生难以区分淋巴结的良恶性,算法可以凭借对

多种特征的综合判断得出正确结果,造成了机器学

习算法比人类医生具有更好的敏感性.另一方面,
无论样本是良性还是恶性,均未观察到所有算法都

判断错误的情况,这说明不同算法的分类能力具有

一定的互补性,表明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联合多种

算法来提高分类的正确性.

4 结 语

评估了4种机器学习方法(随机森林、支持向

量机、AdaBoost、反向传播人工神经网络)对(18F-
FDG)PET/CT影像中非小细胞肺癌纵膈淋巴结

良恶性进行诊断分类的性能.研究表明:1)在淋

巴结PET/CT影像中13种特征组合的基础上,4
种机器学习方法在淋巴结的良恶性诊断中特异性

略低于人类专家,敏感性显著高于人类专家;2)三
维图像特征及PET/CT影像组合特征可以显著提

高该研究的4种机器学习方法的AUCROC.在下一

步研究中,将测试更多的影像特征来提高算法的

性能,在上述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尝试多种分类方

法联合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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