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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总体上涉及用于处理从成像或其他

诊断和评估医疗流程中获得的电子数据的方法

和系统。某些实施例涉及用于深度学习算法的开

发的方法，该算法对成像和其他医学数据中的特

定特征和状况执行机器识别。另一实施例提供了

被配置为通过深度学习算法来检测并定位医学

成像扫描上的医学异常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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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开发深度学习系统以检测并定位非对比头部CT扫描上的医学异常的方法，

包括：

选择医学成像扫描并使用自然语言处理(NLP)算法来提取医学异常，其中，每种类型的

所述医学异常都在扫描级、切片级和像素级处被注释；

用所选择的医学成像扫描来训练切片式深度学习算法，以分割像素级注释的扫描；

用所述选择的医学成像扫描来训练所述深度学习算法，以生成切片级置信度；

预测对于每种类型的医学异常的存在的置信度；以及

生成对应于所述医学异常的识别水平的分数，并且输出表示所述医学异常的精确位置

和程度的掩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深度学习算法包括卷积神经网络架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使用多个并行的全连接层来修改所述架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使用全连接层跨切片组合切片级处的置信度，以

预测对于所述医学异常的存在及其类型的扫描级置信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医学异常包括颅内出血，并且5种类型的颅内

出血中的每一种包括脑实质出血(IPH)、脑室内出血(IVH)、硬膜下颅内出血(SDH)、硬膜外

出血(EDH)以及蛛网膜下出血(SAH)；中线移位；肿块效应；头颅骨折以及颅骨骨折。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向三个单独的窗口开窗来预处理所述扫描。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三个单独的窗口包括脑窗口、骨窗口和硬膜

下窗口。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与放射科医师报告进行比较来验证用于检测

所述医学异常的所述深度学习算法的准确性。

9.一种被配置为使用深度学习算法来检测并定位头部CT扫描上的医学异常的系统，其

中，通过以下步骤来开发所述深度学习算法：

选择医学成像扫描并使用自然语言处理(NLP)算法来提取医学异常，其中，每种类型的

所述医学异常都在扫描级、切片级和像素级处被注释；

用所选择的医学成像扫描来训练切片式深度学习算法，以分割像素级注释的扫描；

用所述选择的医学成像扫描来训练所述深度学习算法，以生成切片级置信度；

预测对于每种类型的医学异常的存在的置信度；以及

生成对应于所述医学异常的识别水平的分数，并且输出表示所述医学异常的精确位置

和程度的掩码。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深度学习算法包括卷积神经网络架构。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通过使用多个并行的全连接层来修改所述架

构。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使用全连接层跨切片组合切片级处的置信度，以

预测对于所述医学异常的存在及其类型的扫描级置信度。

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医学异常包括颅内出血，并且5种类型的颅

内出血中的每一种包括脑实质出血(IPH)、脑室内出血(IVH)、硬膜下颅内出血(SDH)、硬膜

外出血(EDH)以及蛛网膜下出血(SAH)；中线移位；肿块效应；头颅骨折以及颅骨骨折。

14.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通过向三个单独的窗口开窗来预处理所述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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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三个单独的窗口包括脑窗口、骨窗口和硬

膜下窗口。

16.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通过与放射科医师报告进行比较来验证用于检

测所述医学异常的所述深度学习算法的准确性。

17.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算法针对检测ICH、IPH、IVH、SDH、EDH和SAH

分别实现了0.94±0.02、0.96±0.03、0.93±0.07、0.95±0.04、0.97±0.06和0.96±0.04

的AUC(ROC曲线下的面积)。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436215 A

3



用于医学成像评估的深度学习的应用

[0001] 相关申请

[0002] 本申请要求享有于2018年11月14日提交的第201821042894号印度专利申请的优

先权权益，通过引用将其全部并入本文用于所有目的。

技术领域

[0003] 本公开总体上涉及用于处理从成像或其他诊断和评估医疗程序中获得的电子数

据的方法和系统。一些实施例涉及用于深度学习算法的开发的方法，该算法对成像和其他

医学数据中的特定特征和状况执行机器识别。

背景技术

[0004] 诸如计算机断层摄影(CT)和X射线成像的医学成像技术广泛用于诊断、临床研究

和治疗计划。存在对提高医学成像评估的效率、准确性和成本效益的自动化方法的新兴需

求。

[0005] 非对比(non-contrast)头部CT扫描在最常用的急诊室诊断工具当中，用于头部受

伤患者或者暗示有中风(stroke)或颅内压升高症状的患者。它们的广泛可用性和相对较低

的获取时间使它们成为常用的一线诊断方式(modality)。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急诊每年进

行CT扫描的比例一直在增加，并且使用头部CT来排除对神经外科介入(intervention)的需

求也在增加。

[0006] CT扫描上可以容易地检测到的最关键的、时间敏感的异常包括颅内出血、颅内压

升高和颅骨(cranial)骨折。中风患者的关键评估目标是排除颅内出血。这取决于CT成像及

其迅速(swift)解释。类似地，对于疑似急性(acute)颅内出血的患者，即时(immediate)CT

扫描解释对于评估神经外科治疗的需求至关重要。颅骨骨折如果是开放性的或凹陷的，通

常需要紧急的神经外科介入。颅骨骨折也是头部CT扫描上最常遗漏的主要异常，尤其是如

果在轴向平面上运行(course)的情况下。

[0007] 虽然仅在一小部分CT扫描上发现这些异常，但通过自动化初始筛查和分诊

(triage)过程来简化头部CT扫描解释工作流(workflow)，将大大减少诊断时间并加速治

疗。这反过来会减少由中风和头部受伤产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自动头部CT扫描筛查和分

诊系统对于繁忙的创伤护理中的队列管理是很有价值的，或者在没有放射科医师即时可用

的情况下有助于远程位置的决策。

[0008] 过去一年，深度学习在医学成像解释任务中的应用取得了许多进展，有力的证据

表明，深度学习可以执行特定的医学成像任务，包括识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并对其进行分级，以及以相当于专家医师(specialist  physician)的准确度

将皮肤病变(lesion)分类为良性(benign)或恶性(malignant)。深度学习算法也被训练，以

通过“分类”算法来检测放射线图像(诸如胸片、胸部CT和头部CT)上的异常；以及通过“分

割”算法来定位并量化疾病模式或解剖体积。

[0009] 用于放射学的准确的深度学习算法的开发，除了合适的模型架构外，还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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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准确标记的扫描来训练算法。当训练数据集很大并且包括来自不同源的扫描时，算法

很好地推广(generalize)到新设置的可能性增加了。

[0010] 有几项关于低体积的头部CT扫描的计算机辅助诊断(CAD)算法的开发和验证的研

究。早期，深度学习被用来检测颅内出血。传统的计算机视觉技术更常用于检测骨折和中线

移位(midline  shift)。对于大多数研究的训练和验证数据集具有<200次头部CT扫描，这引

起了对这些算法的鲁棒性的担忧。此外，没有标准的公共头部CT数据集来直接比较算法的

性能。

[0011] 发明概述

[0012] 本公开描述了全自动深度学习系统的开发和临床验证，该系统被训练以从医学成

像扫描检测并定位异常。

[0013] 某些实施例涉及深度学习系统的开发和验证，以检测并定位头部CT扫描异常。经

训练的算法检测五种颅内出血(ICH)(即，脑实质出血(IPH)、脑室内出血(IVH)、硬膜下颅内

出血(SDH)、硬膜外出血(EDH)和蛛网膜下出血(SAH))，以及具有最大化AUC(ROC曲线下面

积)的头颅(skull)/颅骨(calvarial)/颅顶(cranial  vault)骨折。经训练的算法还检测肿

块效应(mass  effect)和中线移位，这两者都被用作脑受伤严重性的指标。

[0014] 具体地，实施例提供了用于开发深度学习系统以检测并定位头部CT扫描上的医学

异常的方法，包括：

[0015] 选择医学成像扫描并使用自然语言处理(NLP)算法来提取医学异常，其中，每种类

型的医学异常都在扫描级、切片级和像素级处被注释；

[0016] 用选择的医学成像扫描来训练包括卷积神经网络架构的切片式深度学习算法，以

分割像素级注释的扫描；

[0017] 用选择的医学成像扫描来训练包括卷积神经网络架构的深度学习算法，其中，通

过使用多个并行的全连接层来修改架构以生成切片级置信度；

[0018] 预测对于每种类型的医学异常的存在的置信度，其中，使用全连接层跨切片组合

在切片级处的置信度，以预测对于医疗异常的存在及其类型的扫描级置信度；

[0019] 生成对应于医学异常的识别水平的分数，并且输出表示医学异常的精确位置和程

度的掩码(mask)；以及

[0020] 通过与放射科医师报告的比较来验证用于检测医学异常的深度学习算法的准确

性。

[0021] 根据实施例，所述医学成像扫描包括但不限于CT、X射线、核磁共振成像(MRI)和超

声过程。对于头部CT扫描，所述医学异常包括但不限于包括脑实质出血(IPH)、脑室内出血

(IVH)、硬膜下颅内出血(SDH)、硬膜外出血(EDH)以及蛛网膜下出血(SAH)的5种类型的出血

中的每一种；中线移位；肿块效应；以及头颅/颅骨骨折。

[0022] 此外，对于给定的头部CT扫描，通过向三个单独的窗口(包括脑窗口、骨窗口和硬

膜下窗口)开窗(window)并且将这些窗口作为通道堆叠来预处理扫描。

[0023] 另一实施例提供了被配置为通过深度学习算法来检测并定位头部CT扫描上的医

学异常的系统，其中，通过以下步骤来开发深度学习算法：

[0024] 选择医学成像扫描并使用自然语言处理(NLP)算法来提取医学异常，其中，每种类

型的医学异常都在扫描、切片和像素级处被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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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用选择的医学成像扫描来训练包括卷积神经网络架构的切片式深度学习算法，以

分割像素级注释的扫描；

[0026] 用选择的医学成像扫描来训练包括卷积神经网络架构的深度学习算法，其中，通

过使用多个并行的全连接层来修改架构以生成切片级置信度；

[0027] 预测对于每种类型的医学异常的存在的置信度，其中，使用全连接层跨切片组合

切片级处的置信度，以预测对于医学异常的存在及其类型的扫描级置信度；

[0028] 生成对应于医学异常的识别水平的分数，并且输出表示医学异常的精确位置和程

度的掩码；以及

[0029] 通过与放射科医师报告的比较来验证用于检测医学异常的深度学习算法的准确

性。

[0030] 此外，系统被配置为通过深度学习算法来检测并定位头部CT扫描上的医学异常，

其中，算法针对检测ICH、IPH、IVH、SDH、EDH和SAH分别实现了0.94±0.02、0.96±0.03、0.93

±0.07、0.95±0.04、0.97±0.06和0.96±0.04的AUC。

[0031] 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2] 本发明提供了深度学习算法，以从头部CT扫描中单独地检测多达九个关键调查结

果(finding)。与临床放射学报告相比，所述算法已经在大数据集上得到了验证。与三名放

射科医师对从与开发数据集完全不同的源获取的数据集的一致看法(consensus)相比，所

述算法也得到了验证。此外，到目前为止，很少的文献描述检测颅骨骨折的深度学习算法的

准确使用。

[0033] 本发明提供了能够以高准确度执行该任务的深度学习算法。对这种大量患者检测

肿块效应和中线移位(两者都用于估计颅内状况变化的严重性和对紧急介入的需要)的算

法的临床验证也是独一无二的。同样重要的是，一旦获得头部CT扫描，所述算法可以用于自

动分流或通知具有关键调查结果的患者。

[0034] 附图简述

[0035] 图1由算法产生的定位。这些可以提供结果的视觉显示。

[0036] 图2数据集部分流程开发，Qure25k和CQ500数据集。

[0037] 图3对于Qure25k和CQ500数据集上的算法的受试者操作特性(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曲线。蓝色线用于Qure25k数据集，并且红色线用于CQ500数据

集。个人评分员根据他们对CQ500数据集的一致看法测量的真阳性率和假阳性率也与ROC一

起被绘制，用于比较。

[0038] 图4使用qER进行头部CT扫描的推荐工作流。

[0039] 详细描述

[0040] 应当理解，本发明不限于本文描述的特定的方法论、协议和系统等，且因此可以变

化。本文使用的术语仅为了描述特定实施例的目的，而不旨在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本发明的

范围仅由权利要求限定。

[0041] 如说明书和所附权利要求中所使用的，除非有相反的指定，否则以下术语具有以

下所指示的含义。

[0042] “架构”是指描述计算机系统的功能、组织和实现的一组规则和方法。

[0043] “卷积神经网络(CNN)”是指一类深度、前馈人工神经网络，最常用于分析视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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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CNN使用多层感知器的变体，这些感知器被设计为需要最少的预处理。CNN由输入和输出

层以及多个隐藏层组成。CNN的隐藏层通常由卷积层、池化(pooling)层、全连接层和标准化

层组成。卷积层对输入应用卷积运算，将结果传递给下一层。局部或全局池化层将一层处的

神经元簇(cluster)的输出合并到下一层中的单个神经元中。全连接层将一层中的每个神

经元连接到另一层中的每个神经元。与其他图像分类算法相比，CNN使用相对较少的预处

理。这意味着网络学习传统算法中手工设计(hand-engineered)的过滤器。在特征设计中，

独立于先前知识和人类努力是主要的优势。

[0044] “启发法”是指被设计用于在经典方法太慢时更快地解决问题，或者用于在经典方

法找不到任何精确解(exact  solution)时找到近似解的技术。这是通过交易最优性、完整

性、准确性或速度精度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被认为是捷径。启发式函数(也

简称为启发法)是基于可用信息在每个分支步骤中对搜索算法中的备选方案进行排序以决

定跟随哪个分支的函数。启发法的目标是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产生足以解决手头问题的

解。该解可能不是对该问题的所有解中最好的，或者它可以仅仅近似精确解。

[0045] “自然语言处理(NLP)”是指计算机以智能且有用的方式来分析、理解人类语言并

从人类语言获得含义的方法。通过利用NLP，开发人员可以组织并构造知识来执行任务，诸

如自动摘要、翻译命名实体识别、关系提取、情感分析、语音识别和主题分割。

[0046] 本公开示出了能够在数据驱动的图像评估工作流中集成并使用机器学习分析的

各种技术和配置。例如，可以对被产生作为医学成像研究的一部分的医学成像过程数据执

行机器学习分析(诸如某些医学状况的图像检测的经训练的模型)。医学成像过程数据可以

包括由成像模态捕获的图像数据，以及命令(order)数据(诸如指示对放射线图像读取的请

求的数据)，每个都是为了便于医学成像评估而产生的(诸如由放射科医师执行的放射学读

取或者由另一合格的医学专业人员执行的诊断评估)。

[0047] 例如，机器学习分析可以接收并处理来自医学成像过程数据的图像，以识别经训

练的结构、状况以及特定研究的图像内的状况。机器学习分析可以导致自动检测、指示或确

认图像内的某些医疗状况，例如紧急或生命攸关的医疗状况、临床严重异常和其他关键调

查结果。基于机器学习分析的结果，对于图像的医学评估和相关联的成像过程可以被设置

优先级，或者以其他方式被改变或被修改。此外，医学状况的检测可以用于帮助将医学成像

数据分配给特定评估者、对于医学成像数据的评估过程，或在医学成像评估之前或与医学

成像评估同时执行其他动作(或生成诸如来自这样的医学成像评估的报告的数据项)。

[0048] 如本文进一步讨论的，机器学习分析可以代表任何数量的机器学习算法和经训练

的模型来被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已经被训练来执行图像识别任务的深度学习模型(也称为

深度机器学习或分层模型)，特别是对于人体解剖和解剖表示的医学图像上的某些类型的

医学状况。如本文所使用的，术语“机器学习”用于指各类人工智能算法和能够执行经训练

的结构的机器驱动(例如，计算机辅助)识别的算法驱动方法，其中术语“深度学习”是指使

用多层表示和抽象的这种机器学习算法的多层操作。然而，明显的是，在当前描述的医学成

像评估中应用、使用和配置的机器学习算法的角色可以由任何数量的其他基于算法的方法

(包括人工神经网络的变体、有学习能力的算法、可训练的对象分类和其他人工智能处理技

术)来补充或替代。

[0049] 在下面的一些示例中，参考放射学医学成像过程(例如，计算机断层摄影(CT)、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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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成像(MRI)、超声波和X射线过程等)和由这样的成像过程产生的图像的诊断评估，这

样的成像过程由经许可并认证的放射科医师通过图像评估(例如，放射学读取)来执行。应

当理解，当前描述的技术和系统的适用性将扩展到由各种医学过程和专业(包括不涉及传

统放射学成像模态的那些)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成像数据(和其他数据表示)。这样的专业包

括但不限于病理学、医学摄影、诸如脑电图学(EEG)和心电图学(EKG)过程的医学数据测量、

心脏病学数据、神经科学数据、临床前成像以及与远程医疗、远程病理学(telepathology)、

远程诊断相关的其他数据收集过程，以及医学过程和医学科学的其他应用。因此，本文描述

的数据识别和工作流修改技术的性能可以应用于各种医学图像数据类型、设置和用例(use 

case)，包括捕获的静态图像和多图像(例如视频)表示。

[0050] 以下描述和附图充分说明了具体实施例，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施它们。其

他实施例可以结合结构、逻辑、电气、过程和其他变化。一些实施例的部分及特征可以被包

括在其它实施例中或是代替其他实施例的部分及特征。

[0051] 示例

[0052] 示例1.用于检测头部CT扫描中的关键调查结果的深度学习算法

[0053] 1.1数据集

[0054] 从印度的几个中心回顾性地(retrospectively)收集了313,318份匿名头部CT扫

描。这些中心包括住院和门诊放射中心，其采用各种CT扫描仪型号(model)(表1)，其中每次

旋转的切片的范围从2到128。扫描的每一次都有与之相关联的电子临床报告，我们在算法

开发过程期间将其用作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

[0055] 表1.用于每个数据集的CT扫描仪的型号。

[0056]

[0057] 在这些扫描中，23,263名随机选取的患者的扫描(Qure25k数据集)被选择用于验

证，并且其余患者的扫描(开发数据集)用于训练/开发算法。从Qure25k数据集移除术后

(Post-operative)扫描和年龄小于7岁的患者的扫描。算法开发过程期间未使用该数据集。

[0058] 印度新德里的Centre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Imaging,Neurosciences  and 

Genomics(CARING)提供了临床验证数据集(称为CQ500数据集)。该数据集是在新德里各个

放射中心进行的头部CT扫描的子集。大约一半的中心是独立的门诊中心，并且另一半是大

型医院内含的放射科。这些中心和从中获取开发数据集的中心之间没有重叠。在这些中心

处使用的CT扫描仪每次旋转的切片从16变化到128。CT扫描仪的型号在表1中列出。这些数

据是从本地PACS服务器提取(pull)的，并按照内部定义的HIPAA指南匿名化。由于这两个数

据集都是回顾性获得的并且完全匿名化，因此该研究免于IRB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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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与开发和Qure25k数据集类似，CQ500数据集中与扫描相关联的临床放射学报告也

是可用的。如下所述，临床放射学报告用于数据集选择。

[0060] 分两个批次(B1和B2)收集CQ500数据集。通过选择在上述中心处进行从2017年11

月20日开始的30天的所有头部CT扫描来收集批次B1。批次B2是通过以下方式从其余扫描中

选择的：

[0061] 1.自然语言处理(NLP)算法被用于检测来自临床放射学报告的IPH、SDH、EDH、SAH、

IVH、颅骨骨折。

[0062] 2.然后随机选择报告，使得IPH、SDH、EDH、SAH和颅骨骨折中的

[0063] 每一个具有大约80次扫描。

[0064] 然后，针对以下排除标准来筛选选择的扫描中的每一个：

[0065] ·无术后缺陷

[0066] ·没有覆盖整个大脑的非对比轴系(axial  series)。

[0067] ·年龄<7岁(如果数据不可用，从颅骨缝估计)。

[0068] 1.2读取扫描

[0069] 三名高级放射科医师担任对于CQ500数据集中的CT扫描的独立评分员。他们在颅

骨CT解释有相应的8年、12年和20年的经验。三名评分员中没有一人参与对登记患者的临床

护理或评估，他们也没有查询任何患者的临床病史。放射科医师的每一位独立评估CQ500数

据集中的扫描，并给出对于记录调查结果和查询分辨率的说明。扫描的呈现的顺序是随机

化的，以尽量最小化患者的后续扫描的回忆(recall)。

[0070] 评分员的每一位记录了对于每次扫描的以下调查结果：

[0071] ·颅内出血的存在或不存在、以及如果存在，颅内出血的类型(脑实质、脑室内、硬

膜外、硬膜下和蛛网膜下)。

[0072] ·中线移位和肿块效应的存在或不存在。

[0073] ·骨折的存在或不存在。如果存在，是否为(部分)颅骨骨折。

[0074] 由于诸如出血性挫伤、肿瘤/出血性脑梗死等任何病因引起的轴内血液的存在也

被包括在脑实质出血的定义中。在该研究中，慢性出血被认为是阳性的。肿块效应被定义为

以下的任何一种：局部肿块效应、心室消失(ef f a c e m e n t)、中线移位和疝形成

(herniation)。如果移位量大于5mm，则中线移位被认为是阳性的。如果至少有一处骨折延

伸到头颅盖(skullcap)内，则扫描被认为有颅骨骨折。

[0075] 如果三名评分员未能就调查结果的每一个达成一致意见，则多数评分员的解释被

用作最终诊断。

[0076] 在开发和Qure25k数据集上，放射科医师撰写的临床报告被视为黄金标准。然而，

这些都是以自由文本而不是结构化格式撰写的。因此，基于规则的自然语言处理(NLP)算法

被应用于放射科医师的临床报告，以自动推断上面记录的调查结果。在来自Qure25k数据集

的报告的子集上验证该算法，以确保推断的信息是准确的，并且可以用作黄金标准。

[0077] 1.3.开发深度学习算法

[0078]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形式，其中使用的模型是具有大量(通常是卷积)层的神经

网络。训练该模型需要大量的数据，对于这些数据，真相(truth)是已知的。通常通过被称为

反向传播(back  propagation)的算法来执行训练。在该算法中，模型被反复修改，以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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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预测和对于每个数据点的已知实际真相(ground  truth)之间的误差。

[0079] 算法的开发中的主要挑战之一是CT扫描的三维(3D)性质。这主要是由于被称为

“维数灾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训练机器学习算法所需的数据随着数据的维数呈指数

级增长。深度学习技术已经被广泛研究用于二维图像的分割和分类的任务。虽然3D图像的

分割是在多个上下文中被研究的，但是它们的分类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一个密切相关的

问题是从短视频剪辑中识别人类行为(因为视频是三维的，其中时间作为第三维度)。尽管

该问题在文献中得到很好的探讨，但并没有出现用于该项任务的领先的架构。分类的方法

与Simonyan和Zisserman的分类方法(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第568-576页，2014)密切相关，并且涉及大量扫描的切片级和像素级注释。

[0080] 在该研究中，针对子任务的每一个训练了单独的深度学习模型，即颅内出血、中线

移位/肿块效应和颅骨骨折，我们将在下面描述。

[0081] 1.3.1颅内出血

[0082] 使用自然语言处理(NLP)算法搜索开发数据集，以选择一些非对比头部CT扫描，这

些扫描报告了脑实质出血(IPH)、脑室内出血(IVH)、硬膜下颅内出血(SDH)、硬膜外出血

(EDH)、蛛网膜下出血(SAH)中的任一个，以及都不是这些的那些问题。这些扫描中的每个切

片都被手动地标记有在该切片中可见的出血。总共对4304次扫描(165809个切片)进行了注

释，其中具有IPH、IVH、SDH、EDH、SAH以及都不是这些的扫描(切片)的次数分别为1787次

(12857个)、299次(3147个)、938次(11709个)、623次(5424个)、888次(6861个)和944次

(133897个)。

[0083] ResNet18是一种流行的卷积神经网络架构，稍加修改就可以用于预测对于切片中

每种出血类型的存在的基于SoftMax的置信度。通过使用五个并行的全连接(FC)层代替单

个FC层来对架构进行修改。该设计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用于检测出血的图像特征对于所有

出血类型都是类似的。使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将切片级处的置信度进行组合，以预

测对于颅内出血的存在及其类型的扫描级置信度。

[0084] 独立的模型被进一步训练来定位以下类型的出血：IPH、SDH、EDH。定位要求对扫描

中的每个像素进行出血存在或不存在的密集预测。为了训练用于密集预测的模型，针对上

面切片注释的图像的子集注释了对应于每个出血的像素，以提供对于模型的实际真相。该

集合包含1706幅图像，其中具有IPH、SDH、EDH以及都不是这些的图像的数量分别为506、

243、277和750。基于切片式2D  UNet7的架构用于每种类型的出血的分割。

[0085] 由于对出血检测算法的分割网络进行了训练，因此除了检测出血的存在之外，还

输出了表示出血(蛛网膜下出血除外)的精确位置和范围的掩码。参见图1a。

[0086] 1.3.2中线移位和肿块效应

[0087] 用于检测中线移位和肿块效应的算法与用于检测颅内出血的算法非常类似。来自

选择扫描的每个切片被标记为在该切片中的中线移位和肿块效应的存在或不存在。总体

上，699次扫描(26135个切片)被注释，其中具有肿块效应的扫描(切片)的次数为320次

(3143个)，并且中线移位为249次(2074个)。

[0088] 具有两个并行的全连接层的修改的ResNet18分别用于预测针对肿块效应和中线

移位的存在的切片式置信度。因此，使用随机森林来组合这些切片级置信度，以预测对于两

种异常的扫描级置信度。

说　明　书 7/16 页

10

CN 111436215 A

10



[0089] 1.3.3颅骨骨折

[0090] 使用NLP算法搜索开发数据集，以选择一些具有颅骨骨折的扫描。通过在骨折周围

标记严格的边界框(tight  bounding  box)来注释这些扫描中的每个切片。注释的扫描的次

数为1119次(42942个切片)，其中9938个切片显示颅骨骨折。

[0091] 切片连同目标边界框一起被送入基于DeepLab的架构中，以预测对于骨折的像素

式热图(heatmap)(如图1b所示)。头颅骨折在该表示中极其稀疏(sparse)。对于这种稀疏信

号，反向传播算法中的梯度流往往会受到阻碍(hindered)。因此，采用难分负样本挖掘

(hard  negative  mining)损失来抵消注释的稀疏性。

[0092] 从整个扫描的生成的热图中，设计了代表局部骨折损伤及其体积的特征。这些特

征被用来训练随机森林，以预测颅骨骨折的存在的扫描式置信度。

[0093] 1.3.4预处理

[0094] 对于给定的CT扫描，使用并重新采样了使用软重构内核的非对比轴系，使得切片

厚度约为5mm。在传递到我们的深度学习模型之前，该系的所有切片都被调整到224×224像

素的大小。不是作为单个通道来通过CT密度的整个动态范围，而是密度通过使用三个单独

的窗口进行开窗，并被作为通道堆叠。使用的窗口是脑窗口(l＝40，w＝80)，骨窗口(l＝

500，w＝3000)和硬膜下窗口(l＝175，w＝50)。这是因为骨窗口中可见的骨折能够指示脑窗

口中存在额外的轴向出血，并且相反地，脑窗口中头皮血肿的存在可能与骨折相关。硬膜下

窗口有助于区分头颅和额外的轴向出血，这在正常的脑窗口中可能是无法区分的。

[0095] 1.3.5训练细节

[0096] 注释被分成对患者随机分层的train集合和val集合。train集合用于训练网络，而

val集合用于选择超参数。网络架构的所有权重都是随机初始化的。在训练期间，使用的数

据增强策略与He等人的策略相同(Proceedings  of  the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第770-778页，2016。)：任意大小的裁剪(crop)、水平翻

转和像素强度增强。在网络的最后两个下采样块之后，使用0.5的丢弃(dropout)。SGD以32

的批次大小来使用。学习率从0.01开始，并且每20个时期(epoch)下降2个。对于阳性类的权

重为20的加权交叉熵被用作损失标准。在运行200个时期(即提前停止)之后，基于对val集

合的性能选择最终模型。在Nvidia  Titan  X  GPU上用PyTorch框架进行训练。训练每个模型

大约需要15个小时。

[0097] 1.3.6算法与放射科医师的比较

[0098] 双边(two-sided)费希尔精确检验(Fisher’s  exact  tests)用于比较在高敏感性

(sensitivity)操作点上的算法的性能和在CQ500数据集上的单个放射科医师的性能。零假

设是放射科医师和算法分别在阳性扫描和阴性扫描中表现同样好。请注意，关于阳性扫描

的假设表明对于放射科医师和算法的敏感性是一样的。类似地，对于阴性扫描，这意味着特

异性(specificity)是相同的。选择费希尔精确检验是因为卡方检验(chi-squared  test)

中使用的近似法在数据分布非常不均匀(即，敏感性/特异性≈1)时无效。表2中将检验的P

值制成表格。

[0099] 表2.对于双边检验具有零假设的p值，零假设中算法和评分员对阳性扫描和阴性

扫描表现同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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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0101] 从表2可以看出，对于几乎所有的调查结果，不能排除算法的敏感性与评分员的敏

感性不可区分的零假设。对于那些具有显著不同的调查结果-评分员对(表中粗体)，进一步

的单边费希尔检验发现算法具有更好的敏感性(p<0.05)。从表2中得出的另一推论在于，算

法和评分员的特异性明显不同(除了一对：肿块效应&评分员1)。单边检验表明，在该操作点

处评分员的特异性更好(p<10-4)。

[0102] 总之，在高敏感性点处，算法的敏感性与评分员的敏感性并不可区分，但是特异性

明显更低。

[0103] 1.4评估算法

[0104] 当在扫描上运行时，算法会产生在[0，1]范围内的9个实值置信度分数的列表，其

指示存在以下调查结果：颅内出血和5种类型出血中的每一种、中线移位、肿块效应和颅骨

骨折。如前所述，使用对于CQ500数据集的多数投票和通过对于Qure25k数据集的报告的NLP

算法来获得相应的黄金标准。表3示出了当单个评分员被认为是黄金标准时，以及当多数投

票被认为是黄金标准时，CQ500数据集上算法的AUC，并且表4示出了评分员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相对于CQ500数据集上他们的多数投票。

[0105] 表3.当单个评分员被认为是黄金标准时，以及当多数票被认为是黄金标准时，

CQ500数据集上算法的AUC。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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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0108] 表4.评分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对于CQ500数据集上他们的多数投票。

[0109]

[0110] 对于CQ500和Qure25k数据集，通过改变阈值并在每个阈值处绘制真阳性率(即，敏

感性)和假阳性率(即，1-特异性)来获得对于上述每个数据集的受试者操作特性(ROC)曲

线。在ROC曲线上选择了两个操作点，分别使得敏感性≈0.9(高敏感性点)和特异性≈0.9

(高特异性141点)。选择具有敏感性最接近0.95的高敏感性操作点。如果在该操作点处特异

性>0.7，则使用该操作点。否则，选择其敏感性略高于0.90(如果可用)的操作点，否则选择

最接近0.90的操作点。选择其特异性最接近0.95的高特异性操作点。如果在该操作点处敏

感性>0.70，则使用该操作点。否则，使用其特异性略高于0.90(如果可用)的操作点，否则使

用最接近0.90的操作点。ROC曲线下的面积(AUC)和这两个操作点处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被用

于评估算法。

[0111] 1.5统计分析

[0112] 分别使用正态逼近(normal  approximation)和由Hanley和McNeil概述的方法146

(Radiology，143(1)：29-36，1982)来计算对于比例的样本大小和AUC。在随机选择的CT扫描

的样本中，我们的目标异常的患病率(prevalence)往往较低。这意味着，在未浓缩(un-

enriched)的数据集上建立具有相当高置信度的算法的敏感性需要非常大的样本大小。例

如，为了在一半长度(half-length)为0.10的95％置信区间内建立期望值为0.7的敏感性，

要读取的阳性扫描的次数≈80。类似地，对于患病率为1％的调查结果，为了在一半长度为

0.05的95％置信区间内建立AUC，要读取的扫描的次数≈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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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该研究中使用的Qure25k数据集是从人口分布中随机采样的，并且在上述样本大

小计算之后具有的扫描次数>20000次。然而，对155放射科医师时间的限制需要在对于

CQ500数据集的章节2.1中概述的浓缩策略。扫描的手动管理(curation)(通过参考扫描本

身)会有偏向于更显著的阳性扫描的选择。该问题通过随机选择得到缓解，其中从临床报告

确定阳性扫描。

[0114] 在选择的操作点处，为每个调查结果生成混淆矩阵。参见表5。使用基于Beta分布

的“精确”Clopper-Pearson方法从这些矩阵计算对于敏感性和特异性的95％置信区间。按

照由Hanley和McNeil描述的“基于分布的”方法(Radiology，143(1)：29-36，1982)来计算

AUC的置信区间。在CQ500数据集上，使用一致(agreement)百分比和Cohen’s  kappa(κ)统计

(Viera等人，Fam  Med，37(5)：360-363，2005)来测量每个调查结果上的成对评分员之间的

一致性。此外，使用Fleiss’kappa(κ)统计(Fleiss等人，Statistical  methods  for  rates 

and  proportions.364John  Wiley&Sons,2013)来测量每个调查结果上所有三名评分员之

间的一致性。

[0115] 表5.类别之间的混淆：这些表格中的每一行都表示在扫描的子集上计算的AUC，对

于该子集，调查结果是阳性的。例如，SDH行表示具有SDH的扫描上的不同调查结果的AUC。

SDH行的EDH列中的低值意味着如果扫描中存在SDH，算法就不能很好地检测EDH。(ICH-SAH

是颅内出血及其子类型、Frac是颅骨骨折、ME和MLS分别是肿块效应和中线移位。)

[0116]

[0117] (a)Qure25k数据集

[0118]

[0119] (b)Qure25k数据集

[0120] 1.6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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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 表6汇总了对于每个调查结果的患者人口统计和患病率。Qure25k数据集包含

21095次扫描，其中报告对于颅内出血和颅骨骨折为阳性的扫描的次数分别为2495次和992

次。CQ500数据集包括491次扫描，其中批次B1有214次扫描，并且批次B2有277次扫描。B1包

含35次和6次扫描，分别报告颅内176出血和颅骨骨折。同样对于B2分别为170次和28次。

[0122] 表6.对于CQ500和Qure25K数据集的数据集特性。

[0123]

[0124]

[0125] 期望Qure25k数据集和CQ500数据集的批次B1代表头部CT扫描的人口分布。这是因

为Qure25k数据集是从头部CT扫描的大型数据库中随机采样的，而批次B1包括一个月内在

选择的中心180处获取的所有头部CT扫描。对于这两个数据集的年龄、性别和患病率统计类

似的事实进一步支持了该假设。然而，CQ500数据集整体上并不代表人群，因为批次B2被选

择用于更高的出血发生率。尽管如此，性能度量(即，AUC、敏感性和特异性)应当代表人群的

性能，因为这些度量与患病率无关。

[0126] 在CQ500数据集的选择过程中分析的临床报告的数量为4462份。其中，对于批次B1

和B2的选择的扫描的次数分别为285次和440次。排除的次数分别为71次和163次，结果总共

扫描了491次。排除的原因是图像不可用(113)，术后扫描(67)，扫描没有非对比轴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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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患者年龄小于7岁(22)。图2a-2b呈现了CQ500数据集的数据集选择过程的示意图。

[0127] 1.7  Qure25K数据集

[0128] 对总共1779份报告评估用于从Qure25k数据集中的临床报告推断调查结果的自然

语言处理(NLP)算法。NLP算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当高；性能最差的调查结果是硬膜下出

血，其敏感性为0·9318(95％CI  0·8134-0·9857)，并且特异性为0·9965(95％CI  0·

9925-0·9987)，而骨折被完美地推断，其敏感性为1(95％CI  0·9745-1·000)，并且特异

性为1(95％CI  0·9977-1·000)。表7a示出了对于评估的1779份报告上所有目标调查结果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0129] 表8a和图2总结了深度学习算法在Qure25k集合上的性能。算法实现了颅内出血的

AUC为0·9194(95％CI  0·9119-0·9269)、颅骨骨折的AUC为0·9244(95％CI  0·9130-

0·9359)、以及中线移位的AUC为0·9276(95％CI  0·9139-0·9413)。

[0130] 表7.对于Qure25k和CQ500数据集的黄金标准的可靠性。在Qure25k上，我们使用

NLP算法从放射科医师的报告推断出调查结果。三名放射科医生审查了CQ500数据集上的

491个病例中的每一个，并且评分员的多数投票被用作黄金标准。表7a示出了使用的NLP算

法的准确性的估计，而表7b示出了放射科医师的读数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0131]

[0132]

[0133] (a)Qure25k数据集：NLP算法在从报告推断调查结果方面的性能。这是在来自

Qure25k数据集的1779份报告上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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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4]

[0135] (b)CQ500数据集：评分员之间的一致性。Fleiss等人24的指南将κ值>0.75描述为极

好的一致，将0.40-0.75描述为相当于良好的一致，并且将<0.40描述为不太可能的差的一

致。

[0136] 表8.算法在Qure25k和CQ500数据集上的性能。在训练过程期间，两个数据集都没

有使用。示出了对于这两个数据集上9个关键CT调查结果的AUC。在ROC上选择了两个操作

点，分别用于高敏感性和高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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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7]

[0138] (a)Qure25k数据集：算法的性能

[0139]

[0140]

[0141] (b)CQ500数据集：算法的性能

[0142] 1.8  CQ500数据集

[0143] CQ500数据集上三个评分员之间的一致性被观察到是对于颅内出血(Fleiss’κ＝

0·7827)和脑室内出血(Fleiss’κ＝0·7746)的最高值，表示对于这些调查结果的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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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颅骨骨折和硬膜下出血分别具有0.4507的Fleiss’κ和0.5418的Fleiss’κ的最低一致

性，这表明相当于中等的一致。对于目标调查结果的每一个，表8b示出了一对评价员之间的

Cohen’s  kappa和对于所有评价员的Fleiss’kappa的百分比一致。

[0144] 算法通常在CQ500数据集上比在Qure25k数据集上执行的更好。表7b示出了AUC、敏

感性和特异性，并且图3示出了ROC。对于颅内出血的AUC为0·9419(95％CI  0·9187-0·

9651)，对于颅骨骨折的AUC为0·9624(95％CI  0·9204-1·0000)，以及对于中线移位的

AUC为0·9697(95％CI  0·9403-0·9991)。

[0145] 1.9头部CT扫描工作流

[0146] 图4示出了使用qER进行头部CT扫描的推荐工作流。

[0147] 1.10结论

[0148] 在Qure25k数据集上，算法针对检测ICH、IPH、IVH、SDH、EDH和SAH分别实现了0.92

±0.01、0.90±0.01、0.96±0.01、0.92±0.02、0.93±0.02和0.90±0.02的AUC。同样CQ500

数据集上的AUC分别为0·94±0·02、0·96±0·03、0·93±0·07、0·95±0·04、0·97

±0·06和0·96±0·04。对于检测颅骨骨折、中线移位和肿块效应，Qure25k数据集上的

AUC分别为0·92±0·01、0·93±0·01和0·86±0·01，而CQ500数据集上的AUC分别为

0·96±0·04、0·97±0·03和0·92±0·03。

[0149] 示例表明，深度学习算法可以准确地识别需要紧急关注的头部CT扫描异常。这为

使用这些算法来自动化分诊过程开辟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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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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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22

CN 111436215 A

2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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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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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继续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25

CN 111436215 A

25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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