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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近年来在医疗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本文回顾了 AI 技术在前列腺磁
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领域的发展情况。 本文介绍 AI 相关研究方法,包括机器学习及其常
见分类,分析其在前列腺 MRI 研究中的应用方向。 然后综合介绍目前 AI 技术在前列腺方向的检测、分类、分级以
及诊疗、监控等方面的应用现状。 虽然目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在更加广泛的临床应用
之前,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可靠性验证。 未来 AI 的算法、软件可能在前列腺肿瘤的诊疗领域辅助临床医生进行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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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RI
diagnosis of prostate cancer
HUANG Xing-hong 1 , WANG Wei 1 , CAO Xue-xiang 2 , DING Xie 2 , WANG Pei-jun 1
(1. Dept. of Radiology, Tong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5, China;
2. Wonders Information Co. , Ltd, Shanghai 201112, China)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medical field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AI i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diagnosis of prostate
cancer. The article first introduce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clud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its common classifications, an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in prostate MRI. Then it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detection, classification, grad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rostate cancer. Although satisfactory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currently,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verified for its reliability in extensive clinical application. Hopefully in the future the
algorithms and softwa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assist clinicians to make decisions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rostate cancer.
【Key words】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prostate cance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ulti-parameters;
neural networks
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灶区域的分割及检测定位、疾病类型的分类及分级

AI) 技术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 在医疗领域,随着

诊断、诊疗方法的推荐等。 AI 能够辅助临床医生进

数据资源的积累和技术的发展,AI 也越来越多的在

行诊断,提升医生的工作效率。

临床中得到应用,尤其是在医学影像领域,包括对病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通信作者:

· 562·

前列腺癌( prostate cancer, PCa) 是男性中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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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恶性肿瘤,每年的新增发病率占男性癌症的第一

CNN) 属于 DL 范畴,其结构较为简单,适用性较强,

位,死亡率在男性中仅次于肺癌排名第 2

。 前列

是目前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中较为高效的算法。

技术由于其无创性和软组织分辨率高的优点在 PCa

速发展,其在应用于数字化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时

[1]

腺磁共振成像 (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的检测和诊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3]

。 通

CNN 尤其是深度 CNN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得到了快
结果较好。 CNN 通常将原始图像作为输入,并通过

常临床医生是综合 MRI 图像和临床检查信息进行

模型训练获取数据的基本特征,进一步实现数字图

诊断,但由于精准的 PCa 诊断需要结合多参数 MRI

像的分类、检测、定位等目标功能。

图像,这个过程极其的耗时且耗费精力,同时极大的

CNN 本质是一种带有卷积结构的多层神经网

依赖于医生的经验水平。 利用 AI 的方法对前列腺

络,但区别于传统的层与层之间的全连接架构模式,

MRI 进行研究可以辅助临床医生进行诊断,提升其
工作效率。 本文将就 AI 在前列腺癌 MRI 诊断方向

CNN 采用稀疏的连接方式,具有局部连接和参数共
享的重要特征。 这样的连接方式可以深入分析该神

的研究进行综合性的总结分析。

经网络层与层之间的相关性,在提取具有因果关系

1

数据的过程中效果显著 [6] 。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方法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ML) 是 AI 的一个

重要分支,可以通过计算机算法从大量历史数据中

CNN 通常是由卷积层、池化层组合构建而成,

其基本结构如图 1。

学习数据的特征和规律,从而实现对新样本进行预
测。 大多数的 ML 算法可以看作数学模型,将数据
样本的观测变量( 称为“ 特征” ) 映射到一组结果变

量中( 称为“ 标签” ) [4] 。 ML 主要是对算法的研究,

图 1 CNN 的结构成分
Fig. 1 The structure of CNN

算法通过训练过程进行优化得到模型,利用得到的
模型可以进行结果预测,根据是否需要标签数据,其
通常可以分为有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有监督学习是利用专家标记的显式数据集进行
模型训练得到预测模型,通常有监督学习可以得到
较好的训练结果,但需要大量昂贵的标签数据。 常

见的有监督算法包括 k-近邻算法,朴素贝叶斯分类,
线性 和 逻 辑 回 归, 支 持 向 量 机 (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和决策树等。

无监督学习仅根据训练数据的特征将样本最佳
地分为不同的类别而无需使用标签,因为不需要专
家的标记,此类算法通常可以利用大量数据的特征
进行学习。 常见的无监督学习算法包括 k-means 聚
类,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和自编码器等。
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DL) 由 Hinton 等 [5] 于
2006 年提出,是 ML 的一个特殊应用领域,既可以
应用在有监督学习方向,也可以应用在无监督学习
方向,其通过构建含有多个处理层的人工神经网络、
训练大量数据获取数据特征、预测新趋势、确定新模
式,从而提高分类及预测的准确性。 近年来因为大
数据资源的汇集和使用,DL 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卷积 神 经 网 络 (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2

人工智能在前列腺 MRI 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ML 方法近年来在辅助临床医生进行诊断方面

得到了快速发展,其研究方向涉及多个医学领域,包
括乳腺癌、肺结节、皮肤病、PCa 等。 DL 的方法能够
有效的利用影像以及其他相关联数据信息,实现对
感兴趣区( region of interest, ROI) 的分割、检测和定
位,完成不同疾病类型的分类和分级,辅助医生进行
临床诊断。
目前,已有很多人工智能尤其是 ML 的方法应
用在前列腺肿瘤的研究上。 首先是利用 AI 的方法
实现对前列腺器官的分割和对前列腺病灶区域的分
割、检测和定位,帮助临床医生对 ROI 进行进一步
的定性、定量分析,辅助其更好地进行前列腺肿瘤的
诊断。 其次是利用 ML 的方法对前列腺肿瘤的良恶
性进行分类判别,识别临床显著癌,帮助临床医生提
升其诊断效率,在这些研究中,充分利用前列腺临床
检查中的不同检验数据能够提升模型的准确率,尤
其是 利 用 多 参 数 MRI, 能 够 显 著 地 提 升 分 类 精
度 [7] 。 ML 的方法还进一步应用在 PCa 的 Gleason
评分、病理分析、放疗计划以及治疗方案制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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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前列腺器官分割

直接对病灶区域进行分割实现精准定位,Giannini

准确的前列腺器官分割对于前列腺临床研究具

等 [15] 提出了全自动的 CAD 系统实现了对 PCa 病灶

有重要作用。 前列腺体积的测量计算、放疗计划的

区域的分割,其通过手动的特征提取方法对多参数

制定、活检穿刺和前列腺疾病的智能随访等实际场

MRI 进行特征提取,然后通过分类器实现对于前列

景应用中都需要前列腺器官的勾画,自动化的前列

腺病灶区域的分割。 Cao 等 [16] 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腺器官分割能够节省临床医生的工作时间,提升其

CNN,其利用多参数 MRI 实现 PCa 的检测和病灶轮

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整个前列腺临床工作流的

廓的精确分割。 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对前列腺病灶进

自动化程度。

行识别,即如果存在 PCa,则进一步定位病变区域。

目前流行的分割网络有 U-Net、RCNN、SegNet、

Ishioka 等 [17] 利用 CNN 算法开发的 CAD 系统实现

DeepLab、GAN 等,而且有很多已应用于前列腺器官

了对 MRI 图像的全自动 PCa 检测,该系统具有更高

[8]

提出了一个深度监督 CNN,

水平的标准化和一致性,还具有提供可再现解释的

利用卷积信息精确的从 MRI 图像中分割前列腺组

潜力。 Yang 等 [18] 提出了一种新颖 的 PCa 检 测 系

织,该模型通过额外的深度监督层能够有效地检测

统,该系统利用弱监督 CNN 的方法学习整个前列腺

的自动分割,Zhu 等

引入 V-Net 作为 3D 前

图像的代表性病变特征,进而实现病灶区域的检测

列腺图像分割模型,此方法是基于体积的全卷积神

定位。 该方法不同于大多数 PCa 自动检测系统需

经网络实现对前列腺图像的 3D 分割,通过一个端

要依赖体素级别的分类标签,其只需要图像级别标

前列腺器官。 Milletari 等

[9]

到端的 网 络 模 型 可 以 实 现 一 次 性 对 整 个 前 列 腺
MRI 图像进行分割。 Zhu 等

[10]

还提出了一个递归

神经网络( recursive neural network, RNN) URNet 模
型,他们将前列腺图像切片视为数据序列,并使用切

注是否存在 PCa,该系统首先通过自动识别是否存
在 PCa,一旦识别则进一步进行病变定位。

2. 3

前列腺病灶的分类
MRI 检查由于其无创性和软组织分辨率高在

片内的特征来改善前列腺分割的性能。 此外,在临

PCa 检测和诊断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

床工 作 中, 第 二 版 前 列 腺 影 像 报 告 和 数 据 系 统

PCa MRI 图像进行辅助诊断研究则是目前前列腺

( 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version

MRI 研 究 的 重 要 方 向 之 一, 利 用 ML 的 方 法 进 行

,

尤其是利用多参数 MRI 影像数据 [19] ,能够显著提

2, PI-RADSv2 ) 已 经 得 到 了 广 泛 应 用

[11-12]

, PI-

RADSv2 中对前列腺不同区域的评价标准不同

[13]

因此,前列腺不同区域的分割对于疾病的进一步诊
[14]

PCa 分类研究能够帮助临床医生提升其诊断效率,
升分类精度。

的研究中,利用级联 U-

Tsehay 等 [20] 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参数 MRI 使用

Net 结构网络对前列腺的外周带和移行带进行自动

CNN 自动诊断 PCa 的 CAD 系统,通过他们的 CAD

断非常重要。 在 Zhu 等

分割 并 且 取 得 了 整 个 前 列 腺 器 官 平 均 Dice 系 数
( dice similarity coefficient, DSC) 为 92. 7,外周带平
均 DSC 为 79. 3 的令人满意的性能结果。

2. 2

前列腺病灶检测

在腹腔的整个解剖结构中,前列腺是位于下腹

部膀胱下方的器官,前列腺内病灶是前列腺的一部
分,精确的前列腺病灶区域的检测定位是目前基于

AI 的 计 算 机 辅 助 诊 断 ( computer aided diagnosis,

系统在假阳性率 20%时可以达到 86% 的检测率,而
采用手工特征分析的传统技术的 CAD 系统在同样
假阳性率下检测率只达到 80%。 Reda 等 [21] 提出了
基于 CNN 的全自动 CAD 系统,利用弥散加权成像
( diffusion weight imaging, DWI) 进行 PCa 早期诊
断,该系统首先对前列腺进行分割,然后对分割出的
区域进行 特 征 提 取, 最 后 利 用 提 取 出 的 特 征 训 练
CNN 分类器实现前列腺肿瘤恶性和良性划分。 在

CAD) 的研究热点之一,因为它有助于提升放射科

更进一步的研究中,他们利用 K 近邻分类器将临床

医生的诊断能力和可重复性。 此外,病灶分割、检测

生物标志物 PSA 检查包含进来进行决策融合,最终

是其他算法模型研究尤其是分类、分级等算法研究
中的基础。 可以通过病灶区域的检测定位有效的提

达到了 94. 4% 的诊断精度 [22] 。 缺乏高质量的标注
影像数据将会阻碍 AI 算法的研究,因此现在也有很

取感兴趣可能发病区域和病变区域,从而作为后续

多在自然图像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医疗影像研

分类模型训练数据的有效限定区域。

究,Yuan 等 [23] 提出基于迁移学习的方法对 PCa 进

对前列腺病灶区域的检测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
·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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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到的知识促进多参数 MRI 特征的学习,并且进行

用研究,AI 近年来已经扩展到临床实践的各个阶

特征联合提升 PCa 分类的鲁棒性。

段。 ML 的方法进一步应用在 PCa 的 放 疗 计 划 制

2. 4

Gleason 评分分级
当临床检查中有迹象表明患者患有 PCa,则需

定 [27] 、治疗方案推荐 [28] 、术前干预 [29] 、疾病监测以
及患者随访等多方面。

要对患者进行活检完成病理分级评价。 Gleason 评

Nguyen 等 [27] 修改卷积深度网络模型 U-net,根

分系统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 PCa 病理分级系统,该

据患者靶体积和风险器官的图像轮廓来预测放疗剂

系统采用组织学分级的方法对 PCa 的危险程度进

量,结果显示他们能够准确预测 PCa 患者的强度从

行评估,是 PCa 诊疗方案制订和疗效评价的重要指

而调控放射治疗的剂量。 术前预测 PCa 生化复发

标。 Gleason 评分为主要结构类型评分加次要结构
类型评分的总分值,通常 Gleason 评分< 7 为低危情
况,Gleason 评分 = 7 为中危情况,Gleason 评分>7 为
高危情况,其中对于 Gleason 评分 = 7 的情况,则需
要对其中 3 + 4 和 4 + 3 的情况做进一步分析,不同评
分结果对于后续的诊疗处理有很大差别。 目前已经
分析了利用 AI 的方法对 MRI 影像进行检测、定位
和分类的研究,未来将进一步看到基于 ML 和基因
组学方法研究多参数 MRI 在 Gleason 评分系统中的

( biochemical recurrence, BCR) 的可能性具有明确
的临床意义,最近的一项研究 [29] 利用 SVM 算法开
发出一种基于图像的方法,预测 PCa 根治术后 3 年
内的 BCR,使用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来评估 MRI 结
果和 3 年内 BCR 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 SVM 方法
优于基于常规的 Logistic 回归方法,实际上,与线性
回 归 79% 的 准 确 度 相 比, ML 的 总 体 准 确 率 为

92. 2%。 不同模态的影像数据在临床诊断、治疗方
案制订等临床场景中具有不同的应用效果,图像生
成可以利用一种模态的数据生成更多模态的影像数

应用。
PI-RADSv2 中将 Gleason 评分≥7 分定义为临

据,拓展临床应用。 Shafai-Erfani 等 [30] 利用成对的

床显著癌,Gleason 评分<7 分定义为临床非显著癌。

CT 和 MRI 数据集训练 ML 算法以便生成用于患者

Kiraly 等

[24]

使用具有两个输出通道的 CNN 实现了

放射治疗设置和剂量计算的合成 CT 图像,事实证

对临床显著癌和临床非显著癌的体素级别标签预

明,ML 能够产生可靠的 CT 图像。

测,双通道输出可以实现检测和分类的同时进行。

3

来自纽约斯隆·凯特琳纪念癌症中心的 Fehr 等 [25]

展

望

基于多参数 MRI 图像实现了对前列腺 Gleason 评分

大量的研究表明,AI 尤其是 ML 方法的快速发

的自动分类,他们基于 ML 和特征选择的方法,联合

展,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改善前列腺 MRI 的诊断性能

表面弥散系数(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并且扩大其临床应用。 目前 AI 在前列腺 MRI 的应

和 T2 加 权 ( T2 weighted imaging, T2WI ) 图 像 对

用范围从分割、病变检测、侵袭性评估到之后的局部

3) 情况进行自动分类,通过优化特征选择,最终对

都没有使用动态对比增强 ( dynamic contrast enha-

Gleason 评分 = 6(3 + 3) 和≥7 以及 7(3 + 4) 和 7(4 +

Gleason 评分 = 6 和≥7 分类,在外周带和移行带都

分期评估都已得到广泛发展。 当前很多的应用研究
nced, DCE) 图像,正如指南建议的那样,AI 可以避

发生癌变情况下达到了 93% 的准确度,而对仅在外

免将造影剂应用于前列腺检查 [31] 。 当然目前 AI 的

评分为 7(4 + 3) 和 7( 3 + 4) 分类,在外周带和移行带

多外部数据进行更加强大的验证,尤其是不同扫描

周带发生癌变情况下为 92% 的准确度;对 Gleason

应用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模型的普适性问题需要更

都发生癌变的情况下达到 92% 的准确度,仅在外周

仪、扫描环境及扫描条件下的数据。 其次是临床效

提

果尤其是患者生存状况改善等实际场景验证,还需

出一个新颖的多分类 CNN 网络 FocalNet,其联合检

要投入更多的研究。 最后是 AI 软件的使用,需要得

测 PCa 病灶和依据 GS 预测它们的侵袭性,FocalNet

到临床使用的许可,需要更加规范化的开发和使用

对病理证实为最具标志性病灶和临床显著癌的检出

环境。 当然,近年来关于 AI 研究的数量和质量的增

带发生癌变情况下为 93% 的准确率。 Cao 等

[26]

灵敏度分别为 89. 7%和 87. 9%,这个结果已经可与
临床医生的诊断水平相媲美。

2. 5

其他应用
除了在 PCa 病灶识别、分类、分级等方面的应

长也是不可否认的,而且也慢慢的在临床实践中帮
助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很难相信没有 AI 的前列腺
MRI 的未来,也期望 AI 在 MRI 临床实际应用中得
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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