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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方法、

装置、系统、存储介质及设备，该方法包括：检测

步骤，在CT影像中，检测输出肺部轮廓，其包括肺

内区域、肺外区域；筛选步骤，在肺部轮廓中，选

用机器分割的方式筛选出肺内区域，并将其作为

候选区域；分割步骤，在候选区域的3D层面中，同

时对肺段和肺叶进行血管分割与肺裂分割；构造

步骤，根据血管分割结果，通过构造出血管树，得

到肺部的三维血管分布；整合步骤，将血管树和

肺裂分割结果结合，并进行肺叶段分割，得到候

选区域的最终分割结果。本发明提供的基于深度

学习的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方法、装置、系统、存

储介质及设备，有效地减少了误差，提高了诊断

率和准确率，且不受到个体肺部形态差异的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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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中的血管树构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检测步骤，在CT影像中，检测输出肺部轮廓，所述肺部轮廓包括肺内区域、肺外区域；

筛选步骤，在所述肺部轮廓中，选用机器分割的方式筛选出所述肺内区域，并将所述肺

内区域作为候选区域；

分割步骤，在所述候选区域的3D层面中，同时对肺段和肺叶进行血管分割与肺裂分割；

构造步骤，根据所述血管分割结果，通过构造出血管树，得到肺部的三维血管分布；

整合步骤，采用肺叶段分割算法将所述血管树和所述肺裂分割结果进行结合，并进行

肺叶段分割，得到所述候选区域的最终分割结果，

其中，在构造血管树的时候，首先根据一个固定的阈值将分割结果进行二值化，并进行

平滑处理，然后通过flood  fill算法求出血管区域的最大连通分量，作为构造出来的血管

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中的血管树构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检测步骤中采用以多层卷积层为主体结构的FCN网络进行检测和输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中的血管树构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分割步骤中，采用3D  U-net并沿两个支线对所述肺段和所述肺叶分别进行所述血管分割

与所述肺裂分割。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中的血管树构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构造步骤中，根据所述三维血管分布推断气管分布情况，得到支气管树。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中的血管树构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整合步骤中，所述肺叶段分割算法通过输入肺叶段分类模型，将所述血管树和所述肺裂

分割结果整合，并输出最终分割结果。

6.一种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中的血管树构造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

检测模块，用于在CT影像中，检测输出肺部轮廓，所述肺部轮廓包括肺内区域、肺外区

域；

筛选模块，用于在所述肺部轮廓中，选用机器分割的方式筛选出所述肺内区域，并将所

述肺内区域作为候选区域；

分割模块，用于在所述候选区域的3D层面中，同时对肺段和肺叶进行血管分割与肺裂

分割；

构造模块，用于根据所述血管分割结果，通过构造出血管树，得到肺部的三维血管分

布；

整合模块，用于采用肺叶段分割算法将所述血管树和所述肺裂分割结果进行结合，并

进行肺叶段分割，得到所述候选区域的最终分割结果，

其中，在构造血管树的时候，首先根据一个固定的阈值将分割结果进行二值化，并进行

平滑处理，然后通过flood  fill算法求出血管区域的最大连通分量，作为构造出来的血管

树。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中的血管树构造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检测模块中采用以多层卷积层为主体结构的FCN网络进行检测和输出。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中的血管树构造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分割模块中，采用3D  U-net并沿两个支线对所述肺段和所述肺叶分别进行所述血管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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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肺裂分割。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中的血管树构造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构造模块中，根据所述三维血管分布推断气管分布情况，得到支气管树。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中的血管树构造装置，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整合模块中，所述肺叶段分割算法通过输入肺叶段分类模型，将所述血管树和所述肺

裂分割结果整合，并输出最终分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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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中的血管树构造方法、装置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201711070729.6、申请日为2017年11月03日、发明创造名称为

“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方法、装置、系统、存储介质及设备”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

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图像分割领域，尤其涉及一种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方法、装置、系统、

存储介质及设备。

背景技术

[0003] 目前，肺癌是所有癌症中死亡率最高的癌症。肺结节是肺癌的影像表现形式，在CT

影像学中表现为密度增高的阴影，通过对CT影像中肺叶与肺段中肺结节的检测和分割，对

肺癌的早期筛查和评估具有重要意义。现有检测中，3D  CT(Emmenlauer,M.,etc.:“free ,

fast  and  reliable  stitching  of  large  3d  datasets .”J  Microscopy ,233 ,no .1 ,

pp.42-60,2009.)影像数据量大，而且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给肺叶与肺段的分割技术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

[0004] 与广义的计算机视觉技术应用不同，为了减少深度卷积神经网络(DCNN)计算的复

杂度、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训练数据，现有技术采用将医学背景信息与深度学习结合的方式

进行分割，例如，1)现今对于肺叶与肺段分割效果最好的技术是以逐层递进的分割方式

(K.Hayashi ,etc .:“Radiographic  and  CT  appearances  of  the  major  fissures ,”

Radiographics,vol.21,no.4,pp.861–874,2001.)，先对肺部轮廓进行检测定位，再利用深

度学习的方法对肺叶进行分割(S .Hu ,etc .:“Automatic  lung  segmentation  for 

accurate  quantitation  of  volumetric  X-ray  CT  images .”IEEE  Trans .Med .Imag .,

vol .20 ,no .6 ,pp.490–498,Jun .2001 .)，依据肺段的点坐标为特征来分割肺段(E.M.van 

Rikxoort ,etc .:“Supervised  enhancement  filters:Application  to  fissure 

detection  in  chest  CT  scans ,”IEEE  Trans .Med .Imag .,vol .27 ,no .1 ,pp .1–10 ,

Jan .2008 .)。这种方式忽略了不同患者之间的肺部结构差异，检测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I.C.Sluimer,etc.:“Towards  automated  segmentation  of  the  pathological  lung  in 

CT,”IEEE  Trans.Med.Imag.,vol.24,no.8,pp.1025–1038,Aug.2005.)。2)通过对气管和脉

管的分析来建立一个水洗变形，这种方式对于可见的肺裂分割效果较好，但是对于部分不

可见的分列分割效果较差(E .van  Rikxoort ,etc .:“Automatic  segmentation  of 

pulmonary  lobes  robust  against  incomplete  fissures .”IEEE  Transactions  on 

Medical  Imaging ,vol.29,no.6,pp.1286–1296,2010.)。以上方法均在大量数据上进行了

试验，分割效果不好。

[0005] 中国专利文献CN103035009A公开了一种基于CT影像肺结节边缘的重建与分割方

法，该专利首先利用对梯度特征具有稀疏表示能力的变换方式对图像进行空间变换；然后

建立CT图像分割算法评价体系，主要是对边缘信息进行放大，重建肺结节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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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虽然上述专利提高了CT影像中肺结节边缘检测与分割的准确率，但是在开始对图

像的边缘进行检测之前，需要与初始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只有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才能

开始检测，反之，需要对图像进行重新处理，该方法使用范围受到个体差异的限制，需要不

断进行调整。

[0007] 作为肺癌筛查的最新技术LDCT(低剂量螺旋CT)，LDCT辐射剂量较低，较常规CT剂

量降低75％～90％，却不影响肺部成像，同样具有CT所具备的敏感性，自2011年美国国家肺

癌筛查试验(National  Lung  Screening  Trial,NLST)的数据提示了LDCT可提高早期肺癌

的诊断率以及有效降低肺癌病死率后，各项关于肺癌筛查的临床研究先后给出振奋人心的

结果，有力地推广了LDCT在肺癌筛查中的应用。因此，如何充分激活和利用近乎沉默性存储

的胸部LDCT大数据，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0008] 综上所述，如何提高对CT影像中肺结节的检测和分割的准确度和精确度，以及如

何充分利用和激活CT影像的大数据，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发明内容

[0009]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CT影像肺叶段分割方法、

装置、系统、存储介质及设备。

[0010]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方法，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检测步骤，在CT影像中，检测输出肺部轮廓，肺部轮廓包括肺内区域、肺外区域；

[0012] 筛选步骤，在肺部轮廓中，选用机器分割的方式筛选出肺内区域，并将肺内区域作

为候选区域；

[0013] 分割步骤，在候选区域的3D层面中，同时对肺段和肺叶进行血管分割与肺裂分割；

[0014] 构造步骤，根据血管分割结果，通过构造出血管树，得到肺部的三维血管分布；

[0015] 整合步骤，采用肺叶段分割算法将血管树和肺裂分割结果进行结合，并进行肺叶

段分割，得到候选区域的最终分割结果。

[0016] 进一步地，检测步骤中采用以多层卷积层为主体结构的FCN网络进行检测和输出。

[0017] 具体地，在分割步骤中，采用3D  U-net并沿两个支线对肺段和肺叶分别进行血管

分割与肺裂分割。

[0018] 进一步地，构造步骤中，根据三维血管分布推断气管分布情况，得到支气管树。

[0019] 具体地，在整合步骤中，肺叶段分割算法通过输入肺叶段分类模型，将血管树和肺

裂分割结果整合，并输出最终分割结果。

[0020] 本发明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基于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装置，该装置包括：

[0021] 检测模块，用于在CT影像中，检测输出肺部轮廓，肺部轮廓包括肺内区域、肺外区

域；

[0022] 筛选模块，用于在肺部轮廓中，选用机器分割的方式筛选出肺内区域，并将肺内区

域作为候选区域；

[0023] 分割模块，用于在候选区域的3D层面中，同时对肺段和肺叶进行血管分割与肺裂

分割；

[0024] 构造模块，用于根据血管分割结果，通过构造出血管树，得到肺部的三维血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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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0025] 整合模块，用于采用肺叶段分割算法将血管树和肺裂分割结果进行结合，并进行

肺叶段分割，得到候选区域的最终分割结果。

[0026] 进一步地，在检测模块中采用以多层卷积层为主体结构的FCN网络进行检测和输

出。

[0027] 具体地，在分割模块中，采用3D  U-net并沿两个支线对肺段和肺叶分别进行血管

分割与肺裂分割。

[0028] 进一步地，在构造模块中，根据三维血管分布推断气管分布情况，得到支气管树。

[0029] 具体地，在整合模块中，肺叶段分割算法通过输入肺叶段分类模型，将血管树和肺

裂分割结果整合，并输出最终分割结果。

[0030] 本发明第三方面提供了一种实现基于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的系统，包括第二方面

中任一项的基于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装置。

[0031] 本发明第四方面提供了一种非易失性存储介质，该非易失性存储介质具有存储其

中的指令，当指令被执行时，使得处理器执行基于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方法，指令包括：

[0032] 检测指令，在CT影像中，检测输出肺部轮廓，肺部轮廓包括肺内区域、肺外区域；

[0033] 筛选指令，在肺部轮廓中，选用机器分割的方式筛选出肺内区域，并将肺内区域作

为候选区域；

[0034] 分割指令，在候选区域的3D层面中，同时对肺段和肺叶进行血管分割与肺裂分割；

[0035] 构造指令，根据血管分割结果，通过构造出血管树，得到肺部的三维血管分布；

[0036] 整合指令，采用肺叶段分割算法将血管树和肺裂分割结果进行结合，并进行肺叶

段分割，得到候选区域的最终分割结果。

[0037] 本发明第五方面提供了一种设备，包括存储器和处理器，存储器存储有计算机可

执行指令，处理器被配置为执行指令以实施基于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的过程，过程包括：

[0038] 检测步骤，在CT影像中，检测输出肺部轮廓，肺部轮廓包括肺内区域、肺外区域；

[0039] 筛选步骤，在肺部轮廓中，选用机器分割的方式筛选出肺内区域，并将肺内区域作

为候选区域；

[0040] 分割步骤，在候选区域的3D层面中，同时对肺段和肺叶进行血管分割与肺裂分割；

[0041] 构造步骤，根据血管分割结果，通过构造出血管树，得到肺部的三维血管分布；

[0042] 整合步骤，采用肺叶段分割算法将血管树和肺裂分割结果进行结合，并进行肺叶

段分割，得到候选区域的最终分割结果。

[0043]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CT影像肺叶段分割方法、装置、系统、存储介质及设备，首先采

用多层卷积层作为主体结构的FCN网络，精确地检测和输出CT影像中的肺部轮廓；其次筛选

候选区域并选择3D  U-net展开对肺段和肺叶进行血管分割和肺裂分割，根据血管分割结果

构造出血管树，并由三维血管分布推断气管分布情况；再次结合血管树和肺裂分割结果进

行肺叶段分割，最后得到候选区域的分割结果，该方法可高效地控制分割过程的精确度和

速度，最终得到的分割结果准确度高，大大减少了传统分割方式中易存在的误差，提高了诊

断率，且不受到个体肺部形态差异的限制，本发明在国际和国内首次提出将LDCT筛查大数

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用于解决肺段自动分割、标记与肺结节精准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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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4]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方法流程图；

[0045]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装置模块图；

[0046]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

所揭示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虽然本发明的描述将结合较佳实施例

一起介绍，但这并不代表此发明的特征仅限于该实施方式。恰恰相反，结合实施方式作发明

介绍的目的是为了覆盖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而有可能延伸出的其它选择或改造。为了提供对

本发明的深度了解，以下描述中将包含许多具体的细节。本发明也可以不使用这些细节实

施。此外，为了避免混乱或模糊本发明的重点，有些具体细节将在描述中被省略。

[0048]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研究中的一个新的领域，其动机在于建立、模拟人脑进行分

析学习的神经网络，它模仿人脑的机制来解释数据，例如图像、声音和文本(“深度学习那么

火，它究竟能做些什么？”选自《深度学习世界》，引用日期2016-05-03.)。本发明提供了一种

基于深度学习的CT影像肺叶段分割方法、装置、系统、存储介质及设备。

[004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CT影像肺叶段分割方法，如图1所示，该方法包括检测步

骤1、筛选步骤2、分割步骤3、构造步骤4、整合步骤5。具体来说，在检测步骤1中，输入CT影像

数据，并对CT影像中的肺部轮廓进行检测和输出，输出的肺部轮廓包括肺内区域、肺外区

域；在筛选步骤2中，输入肺部轮廓，选用机器分割的方式筛选出肺内区域，并将肺内区域作

为候选区域；在分割步骤3中，在3D层面对候选区域的肺段与肺叶进行血管分割与肺裂分

割，得到血管分割和肺裂分割结果，具体的格式是一个三维点阵，对应了CT影像中的三维位

置，点阵中每个元素值代表了是否被血管/肺裂算法判定为血管/肺裂；在构造步骤4中，根

据血管分割结果，通过构造出血管树，得到肺部的三维血管分布；在整合步骤5中，采用肺叶

段分割算法将血管树和肺裂分割结果进行结合，并进行肺叶段分割，得到候选区域的最终

分割结果。本发明采用层层分割，高效地控制分割的精确度和速度，提高了分割的效率且不

受限于个体肺部形态差异的限制。

[0050] 近些年来，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分割技术(Hariharan ,B .,Arbel_aez ,P .,

Girshick ,R .,Malik ,J .:Hypercolumns  for  object  segmentation  and_ne-grained 

localization.In:Proc.CVPR.pp.447-456(2015))在各大国际回忆中大放异彩，在一般深

度卷积神经网络(DCNN)中，通常在卷积网络之后添加几个全连接层，使得卷积网络的特征

能够映射成固定长度的向量(Io_e,S.,Szegedy,C.:Batch  normalization:Accelerating 

deep  network  training  by  reducing  internal  covariate  shift .CoRR  abs/

1502 .03167(2015))，并最终加以利用。而全卷积网络如FCN(Long ,J .,Shelhamer ,E .,

Darrell ,T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 .In:

Proc.CVPR.pp.3431-3440(2015))或者U-net(Ronneberger,O.,Fischer,P.,Brox,T.:U-

net: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biomedical  image  segmentation.In:MICCAI.LNCS,

vol.9351,pp.234-241.Springer(2015))，则能够对图像实现像素级别的分类(Milletari,

F .,Ahmadi ,S .,etc .:Hough-cnn:Deep  learning  for  segmentation  of  deep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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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in  MRI  and  ultrasound.CoRR  abs/1601.07014(2016)) .将任意大小的图像输入

FCN网络中，经过卷积层的特征提取和返卷积层的上采样，最终的分类结果可以恢复成原图

大小，形成一个端到端(Tran ,D.,Bourdev ,L .D.,Fergus ,R .,Torresani ,L .,Paluri ,M.:

Deep  end2end  voxel2voxel  prediction .CoRR  abs/1511 .06681(2015))的网络结构

(Seyedhosseini ,M .,Sajjadi ,M .,Tasdizen ,T .:Image  segmentation  with  cascaded 

hierarchical  models  and  logistic  disjunctive  normal  networks .In:

Proc.ICCV.pp.2168-2175(2013))，而且这种分类不仅仅可以将待检测图像分成前景背景

两类，而且可以自动给出物体的类别。U-net也是较常见的图像分割网络之一，并且在医学

图像特别是肺叶，肺段分割有很大的优势：首先U-net可以转化成3-D(Fedorov ,A .,

Beichel ,R .,et  al .:3D  slicer  as  an  image  computing  platform  for  the 

quantitative  imaging  network.J.Magn  Reson  Imaging  30(9) ,1323-1341(2012))层面

上的图像分割(Kleesiek ,J .,Urban ,G .,Hubert ,A .,Schwarz ,D .,Maier-Hein ,K .,

Bendszus ,M .,Biller ,A.:Deep  mri  brain  extraction:A  3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or  skull  stripping.NeuroImage(2016))，同时U-net已经在医学领域展现了巨

大的成果，如肾部病变分割检测，视网膜血管分割等等。利用深度学习领域的图像分割算

法，可以大大减小误差，提高诊断效率与准确性。

[0051] 具体来说，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传统分割方式是由Hu  Shiying等人(Hu 

Shiying ,Hoffman  E  A,Reinhardt  J  M.Automatic  Lung  segmentation  for  accurate 

quantitation  of  volumetric  X-ray  CT  images[J].IEEE  Trans  on  Medical  Imaging,

2001,20(6):490-498) .)开创的一个经典的肺分割流程，即灰度阈值分割、连接度分析、左

右肺分离、形态学闭合肺内高密度结构。该流程采用了一种迭代阈值优化方法，然后寻找最

大两个连通分量，肺粘连时通过不断形态学腐蚀的方法将其分离，这类方法称之为经典的

肺分割方法。而本发明在检测步骤1中，采用了不同于经典分割方法的全卷积神经网络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s,FCN)，与传统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图像分割的方法相比，FCN具有明显的优势：(1)可以接受任意大小的输入图

像，而不用要求所有的训练图像和测试图像具有同样的尺寸；(2)更加高效，因为避免了由

于使用像素块而带来的重复存储和计算卷积的问题。本发明采用了成熟的FCN网络进行分

割，其中多卷积层作为FCN网络的主体结构，并将传统的神经网络全链接层替换为卷积层，

保证整个网络为全卷积网络结构。

[0052] 为了保证输出结果的分辨率和输入图像一致，通过最后几层的翻卷积层将网络的

输出特征图进行扩展，扩展到和输入图像一致。而且本发明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在肺部CT影

像上进行重新训练或微调以提升分割的准确度：(1)采用肺部CT影像XY方向(如图3所示)切

面作为训练图像，并标注出肺内区域作为训练标注；(2)训练数据量：从10K量级CT中随机采

样产生100K量级CT切面图像；(3)标注准确性：需要保证训练标注误差在3mm以内；(4)需要

针对性保证特定CT区域(肺尖、隔膜、肺外)的数据量；(5)需要保证特定CT类型分布(患者不

同年龄段、病症、CT剂量等)，从而高效地输出肺部轮廓，由于人体分布结构相似性较高，CT

影像中的肺部轮廓相对清晰，所以检测步骤1这一过程会非常快速。

[0053] 接着在筛选步骤2中，选择机器分割的方式筛选出肺内区域，机器分割是基于机器

学习的自动肺分割，并将肺内区域作为候选区域，用于后续进一步分割的重点筛查，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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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噪声，加快了检测速度。其中机器学习是一门多领域交叉学科，涉及概率论、统计学、

逼近论、凸分析、算法复杂度理论等多门学科。专门研究计算机怎样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

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的性能。

[0054] 进一步地，在分割步骤3中，采用3D  U-net并沿两个支线对肺段和肺叶分别进行血

管分割与肺裂分割。其中两个支线是通过筛选候选区域(肺内区域)得到的，也就是候选区

域的边缘。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编码器逐渐减少池化层的空间维度，解码器逐步修复

物体的细节和空间维度。编码器和解码器之间通常存在快捷连接，因此能帮助解码器更好

地修复目标的细节。U-Net是这种方法中最常用的结构。3D  U-net是全卷积深度神经网络的

一种，是对于传统FCN网络的一种实现，会将自顶向下网络和自底向上网络通过跳跃式传递

(Skip  connection)连接以保证同时最终输出层能同时获得高阶语义和低阶局部纹理信

息。血管分割和肺裂分割均采用3D  U-net进行分割，两者采用的是相同的算法框架和网络

结构，区别在于训练的时候输入的标注语义区别，前者需要标注出血管，后者需要标注出肺

裂。通过3D  U-net对肺段和肺叶进行分割，得到肺段中血管分布以及5个独立的空间(即肺

叶)和隔膜。

[0055] 具体地，构造步骤4中，在血管分割结果的基础上，构造出血管树，得到肺段内部三

维血管分布，由于3D  U-net是一个3D分割模型(如图3所示)，其输入为一个3D空间的分割结

果，即3D空间中每个点是否为血管的置信度。在构造血管树的时候，首先根据一个固定的阈

值将分割结果进行二值化，并进行平滑处理，然后通过flood  fill算法求出血管区域的最

大连通分量，作为构造出来的血管树，即产出最终的血管分割结果，基于3D空间点的置信度

来进行二值化处理，具体决定哪里是血管。根据肺内的解剖学构造，在肺内肺血管和气管的

走向具有强一致性，往往肺部各级支气管附近都有血管伴随。然而在肺部CT成像中，肺血管

在视觉上更加显著，因此算法是通过检测血管树，并根据血管的位置近似得到肺支气管分

布，从而提取肺支气管树分布和形状等特征信息，用于后续步骤的信息整合。其中，flood 

fill算法是从一个区域中提取若干个连通的点与其他相邻区域区分开(或分别染成不同颜

色)的经典算法，因为其思路类似洪水从一个区域扩散到所有能到达的区域而得名。

[0056] 进一步地，在整合步骤5中，肺叶段分割算法是基于神经网络的分类模型。算法输

入特征为肺内特定点的相对位置(如图3所示，基于肺分割结果计算该区域在XYZ方向的相

对比例)，该区域附近的血管和肺裂结果(采用一个64×64×64立方体表示)，距离最近肺裂

和血管的向量(位置+距离)信息。算法通过学习上述输入训练出肺叶段分类模型，从而将血

管树和肺裂分割结果进行结合。算法输出为该位置肺叶和肺段的分类结果。本发明可精确

地控制分割过程的准确度和速度，例如，需要保证训练数据量和标注准确性，训练数据量需

要保证100K量级肺内点(标注所属肺叶和肺段)，并且保证来自10K量级CT数据，并保证CT类

型分布(患者不同年龄段，病症，CT剂量等)；需要保证标注精度在95％以上。可以通过采用

适当精简的网络结构(减少卷积层深度和宽度)，和共享邻近区域特征一起操作来减少计算

量，从而达到加速的目的。

[0057] 其中，关于CT类型分布，在进行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之前，首先应按照患者年龄

段、病症、CT剂量(如常规CT、LDCT等)进行分类；其次针对同一CT类型进行分割，可有效地减

少因不同CT类型带来的误差，同时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数据统计，为诊断相关疾病(如转移

瘤、间皮瘤、肺结节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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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如图3所示，本发明优选实施例首先输入CT影像数据，采用FCN网络对CT影像中的

肺部轮廓进行检测和输出，输出的肺部轮廓包括肺内区域、肺外区域；其次选用机器分割的

方式筛选出肺内区域作为候选区域；再次，在3D层面，采用3D  U-net对候选区域的肺段和肺

叶分别进行血管分割与肺裂分割，分别得到5个独立的空间(即肺叶)和隔膜以及肺段中血

管分布，并根据肺段中血管分布的结果构造血管树；最后结合血管分割与肺裂分割结果并

肺叶段分割算法进行肺叶段分割，肺叶段分割算法是基于神经网络的分类模型，算法通过

学习上述输入训练出肺叶段分类模型，从而将血管树和肺裂分割结果进行结合。算法输出

为该位置肺叶和肺段的分类结果，精确且快速地得到具有多个分割区域(如图3中区域1、3、

4等)的结果。

[0059] 因此，本发明提出的一种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方法，采用层层分割的形式，并引入

FCN和3D  U-net分别进行分割，最终得到的分割结果准确度高，大大减少了传统分割方式中

易存在的误差，提高了诊断率。

[006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装置，如图2所示，

该装置包括检测模块10、筛选模块20、分割模块30、构造模块40、整合模块50。

[0061] 检测模块10，用于在CT影像中，检测输出肺部轮廓，肺部轮廓包括肺内区域、肺外

区域；

[0062] 筛选模块20，用于在肺部轮廓中，选用机器分割的方式筛选出肺内区域，并将肺内

区域作为候选区域；

[0063] 分割模块30，用于在候选区域的3D层面中，同时对肺叶和肺段进行血管分割与肺

裂分割；

[0064] 构造模块40，用于根据血管分割结果，通过构造出血管树，得到肺部的三维血管分

布；

[0065] 整合模块50，用于采用肺叶段分割算法将血管树和肺裂分割结果进行结合，并进

行肺叶段分割，得到候选区域的最终分割结果。

[0066] 进一步地，在检测模块10中，采用了成熟的FCN网络进行分割，其中多卷积层作为

FCN网络的主体结构，并将传统的神经网络全链接层替换为卷积层，保证整个网络为全卷积

网络结构，高效且快速地输出CT影像中的肺部轮廓。

[0067] 接着在筛选步骤2中，选择机器分割的方式筛选出肺内区域，并将肺内区域作为候

选区域，用于后续进一步分割的重点筛查。

[0068] 进一步地，在分割模块30中，采用3D  U-net并沿两个支线对所述肺段和所述肺叶

分别进行所述血管分割与所述肺裂分割。也就是说在候选区域的3D层面中，通过3D  U-net

对肺段和肺叶进行分割，得到肺段中血管分布以及5个独立的空间(即肺叶)和隔膜。

[0069] 进一步地，在构造模块40中，在血管分割结果的基础上，构造出血管树，得到肺段

内部三维血管分布。根据肺内的解剖学构造，在肺内肺血管和气管的走向具有强一致性，往

往肺部各级支气管附近都有血管伴随。然而在肺部CT成像中，肺血管在视觉上更加显著，因

此算法是通过检测血管树，并根据血管的位置近似得到肺支气管分布。

[0070] 进一步地，在整合模块50中，肺叶段分割算法是基于神经网络的分类模型。算法输

入特征为肺内特定点的相对位置(如图3所示，基于肺分割结果计算该区域在XYZ方向的相

对比例)，该区域附近的血管和肺裂结果(采用一个64×64×64立方体表示)，距离最近肺裂

说　明　书 7/9 页

10

CN 109615636 B

10



和血管的向量(位置+距离)信息。算法通过学习上述输入训练出肺叶段分类模型，从而将血

管树和肺裂分割结果进行结合。算法输出为该位置肺叶和肺段的分类结果。

[0071] 因此，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基于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装置，采用层层分割的形式，

并引入FCN和3D  U-net分别进行分割，最终得到的分割结果准确度高，大大减少了传统分割

方式中易存在的误差，提高了诊断率。

[0072]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实现基于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的系统，包括前述实施

方式中的基于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装置。

[0073] 本发明实施例又提供了一种非易失性存储介质，该非易失性存储介质具有存储其

中的指令，当该指令被执行时，使得处理器执行基于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方法，该指令包

括：

[0074] 检测指令，在CT影像中，检测输出肺部轮廓，肺部轮廓包括肺内区域、肺外区域；

[0075] 筛选指令，在肺部轮廓中，选用机器分割的方式筛选出肺内区域，并将肺内区域作

为候选区域；

[0076] 分割指令，在候选区域的3D层面中，同时对肺叶和肺段进行血管分割与肺裂分割；

[0077] 构造指令，根据血管分割结果，通过构造出血管树，得到肺部的三维血管分布；

[0078] 整合指令，采用肺叶段分割算法将血管树和肺裂分割结果进行结合，并进行肺叶

段分割，得到候选区域的最终分割结果。

[0079] 本发明实施例也提供了一种设备，包括存储器和处理器，存储器存储有计算机可

执行指令，处理器被配置为执行该指令以实施基于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的过程，该过程包

括：

[0080] 检测步骤，在CT影像中，检测输出肺部轮廓，肺部轮廓包括肺内区域、肺外区域；

[0081] 筛选步骤，在肺部轮廓中，选用机器分割的方式筛选出肺内区域，并将肺内区域作

为候选区域；

[0082] 分割步骤，在候选区域的3D层面中，同时对肺叶和肺段进行血管分割与肺裂分割；

[0083] 构造步骤，根据血管分割结果，通过构造出血管树，得到肺部的三维血管分布；

[0084] 整合步骤，采用肺叶段分割算法将血管树和肺裂分割结果进行结合，并进行肺叶

段分割，得到候选区域的最终分割结果。

[0085]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CT影像的肺叶段分割方法、装置、系

统、存储介质及设备，首先采用多层卷积层作为主体结构的FCN网络，精确地检测和输出CT

影像中的肺部轮廓；其次筛选候选区域并选择3D  U-net展开对肺段和肺叶进行血管分割和

肺裂分割，根据血管分割结果构造出血管树，并有血管分布推断气管分布情况；再次结合血

管树和肺裂分割结果进行肺叶段分割，最后得到候选区域的分割结果，该方法可高效地控

制分割过程的精确度和速度，最终得到的分割结果准确度高，大大减少了传统分割方式中

易存在的误差，提高了诊断率，且不受到个体肺部形态差异的限制，本发明在国际和国内首

次提出将LDCT筛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用于解决肺段自动分割、标记与肺结节精

准定位问题。

[0086]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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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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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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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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