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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食管癌内镜检查中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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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ＡＩ)在医学图像处理领域的应用已越来越广泛,ＡＩ辅助消化内镜诊断食管癌已成为研究热
点。 然而早期食管癌缺乏典型的症状,内镜医师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早期食管癌的内镜下检出率较低。 ＡＩ优秀
的图像识别能力很适合用于食管癌的诊断和识别,从而减少漏诊,帮助内镜医师更好地完成内镜检查。 本文对 ＡＩ
辅助诊断巴雷特食管、食管鳞癌以及预测食管癌浸润深度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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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管癌是上消化道主要的恶性肿瘤之一。 2０１８
年食管癌发病率在全球恶性肿瘤中位居第七位,是
所有癌症死亡的第六大原因[１],多数患者就诊时已
达到癌症中晚期[2]。 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在内镜
下治疗可以达到 ９０％以上的治愈率[３],改善患者的
预后。 然而,内镜医师的临床经验、专业水平以及病
变大小等因素限制了早期食管癌内镜下的检出

率[４-7]。 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l ｉnｔｅllｉｇｅnｃｅ,ＡＩ)与消化
内镜成像技术结合后,可以对大量内镜图像进行学
习、训练,分析内镜图像与疾病诊断之间的关联,从

而达到模仿人类认知的水平,帮助医师完成快速、精
准的诊断。 Ｂａｂｕ Ｐ 等[８]的一项系统性评价表明,运
用卷积神经网络算法 ( ｃｏnｖｏlｕｔｉｏn nｅｕｒａl n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ＮＮ)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食管癌的合并准确率为
８7.2％,敏感性为 ８7.１％,特异性为 ８7.３％ 。

本文综述近几年人工智能在评估食管癌前病变

和食管肿瘤方面的研究文献,重点探讨了 ＡＩ 在评估
不同类型内镜图像上的应用,以及他们的优缺点,以
期为医生和计算机之间的协作以及这项技术在临床

实践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１　 ＡＩ在早期食管癌内镜检查中的应用

１.１　 辅助识别巴雷特食管异型增生和早期食管腺癌

巴雷特食管(Ｂａｒｒｅｔｔ’ 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ＢE)是食管腺
癌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８０％的食管腺癌发生在
ＢE基础上[９],所以 ＢE的筛查和诊断非常重要。 ＢE
黏膜的癌变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然而对于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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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医师来说,评估所有发展过程的病变,即区分无
异型增生 ＢE、低级别 /高级别异型增生 ＢE和早期腺
癌,可能非常困难[１０]。 内镜医师对 ＢE 早期异常识
别的水平存在差异,病检取材部位阳性率低,导致漏
诊时有发生[１１]。

此外,通过早期检测适合内镜下治疗的 ＢE 及早
期食管腺癌,患者的预后可能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目前已经发展出很多种先进的内镜技术,如放大内
镜、电子染色内镜、色素内镜、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
容积式激光内镜等,但大多数都是昂贵且耗时的,需
要有一个很长的学习过程,一些技术只有专家和熟
练的内镜医师才能使用[１2]。 因此,人工智能将为早
期食管癌的检查提供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
１.１.１　 在白光内镜和窄带成像中的应用

高清晰白光内镜(ｗｈｉｔｅ-lｉｇｈｔ ｅnｄｏｓｃｏｐｙ,ＷＬE)是
初步识别 ＢE 异型增生的最佳选择[１３],人工智能可
以提高普通内镜医师对 ＢE异型增生的诊断准确性。
ｄｅ Ｇｒｏｏｆ等[１４]开发了能够满足临床实时应用的深度

学习辅助诊断系统,该 ＡＩ 系统使用 １ 7０４ 例 ＢE 异
型增生和非异型增生患者的高清 ＷＬE 图像进行训
练后,区分图像为 ＢE肿瘤和非异型增生的准确率为
８９％,敏感性为 ９０％,特异性为 ８８％,其诊断的准确
率高于普通内镜医师,同时可标注肿瘤活检的最佳
位置,标注结果与内镜专家有很好的一致性。 因此,
使用 ＡＩ 辅助内镜诊断可帮助较低年资内镜医师识
别 ＢE早期瘤变,并协助他们定位活检部位。 ｖａn ｄｅｒ
Ｓｏｍｍｅn等[１５]构建了一个通过对病变部位颜色和纹

理特征进行学习的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其诊断早
期肿瘤病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为 ８３％。 Eｂｉｇｂｏ
等[１６]研发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计算机辅助诊断

系统,在两个 ＷＬE 图像数据集中测试,其诊断早期
食管腺癌的敏感性 /特异性分别为 ９7％ / ８８％和
９2％ / １００％ ,在窄带成像(nａｒｒｏｗ-ｂａnｄ ｉｍａｇｉnｇ,ＮＢＩ)
数据集中的敏感性 /特异性为 ９４％ / ８０％,该系统还
显示了病变定位能力,与内镜专家分析结果的面积
符合率达到 72％ 。 然而,以上研究存在一个相同的
问题,即训练阶段和验证阶段使用的图像数据集是
相同的。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的研究组建立了一个 ＡＩ 系统,用 ９１６
张 ＢE肿瘤(高度异型增生 / T１ 肿瘤)ＷＬE / ＮＢＩ 图像
和 ９１９张正常 ＢE图像进行预先训练,随后以“异型
增生”或“非异型增生”的二分类进行微调[１7]。 该
ＡＩ系统验证阶段使用了另外 ４５８ 张测试图像,其检
测出早期肿瘤的准确率为 ９５.４％,敏感性和特异性
为 ９６.４％ 和 ９４.2％,能够以较高的精度(平均精度为

０.7５３３)定位异型增生区域。
ｄｅ Ｇｒｏｏｆ等[１８]前瞻性收集了 ４０ 例异型增生 ＢE

和 2０例非异型增生 ＢE患者的白光内镜图像作为训
练数据集。 由内窥镜专家对肿瘤图像进行勾画,将
至少 ４个圈定区域的重叠区定义为“最佳点”。 他们
开发的模型通过对 ＢE图像颜色和纹理特征的训练,
从最佳点中提取正面特征,从非异型增生图像中提
取负面特征。 该系统对肿瘤检测的准确性可达
９2％,敏感性、特异性为 ９５％和 ８５％。
１.１.２　 在容积式激光显微内镜中的应用

容积式激光显微内窥镜 ( ｖｏlｕｍｅｔｒｉｃ lａｓｅｒ ｅnｄｏ-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ＶＬE)是使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产生实
时显微横截面的成像技术,它能对食管壁层深达 ３
ｍｍ处的病变进行识别。 内镜医师必须对大量复杂
的图像信息进行分析,人工智能辅助则有助于对病
变的快速识别。 Ｓｗａｇｅｒ等[１９]使用 ６０ 张 ＶＬE 图像对
他们的辅助诊断系统进行交叉验证,其检测早期肿
瘤性病变的敏感性为 ９０％,特异性为 ９３％。 随后,该
小组又评估了采用多帧 ＶＬE图像人工智能对早期肿
瘤病变自动识别的可行性,用 ３ ０６０ 帧 ＶＬE 图像对
多帧人工智能诊断系统进行测试,与采用单帧图像
的相比,多帧图像诊断系统有更高的曲线下面积
(Ｐ<０.００１),ＡＵＣ中位数为 ０.９１,图像分析总用时为
３. ９ ｓ[2０]。
１.１.３　 在内镜实时诊断中的应用

早前的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使用高质量、静态
的内镜图像来实现的,这可能不能准确地反映临床
实践的真实情况。 Ｓｅｇｈａl等[2１]收集了非异型增生和

异型增生 ＢE患者的高清内镜视频,使用了嵌入视频
处理器的实时图像映射技术的软件算法,以内镜专
家对图像的评估构成系统的决策树,结果模型的准
确率提高到 ９2％,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９7％和
８８％。 随后,非专家人员使用该决策树,在训练前后
解读了相同的视频。 在经过正式训练后,非专家组
发现异型增生的准确率明显提高,敏感性从 7１％提
高到 ８３％。 Eｂｉｇｂｏ 等[22]开发了一个能实现图像快

速分析和概率预测人工智能诊断系统,并依据癌症
发生的概率呈现彩色密度分布图。 该系统从实时内
镜影像中随机提取图像,检测早期食管腺癌的敏感
性为 ８３.7％,特异性为 １００.０％,准确率为 ８９.９％。
１.２　 辅助识别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

我国食管癌以食管鳞状细胞癌 (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l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ll ｃａｒｃｉnｏｍａ,EＳＣＣ)为主要亚型,占食管
癌的 ９０％以上,５ ａ总生存率<2０％。 因此,食管鳞癌
及癌前病变的早期诊断对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和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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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2３]。 内镜检查为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筛查
的常规手段,人工智能在有效提高内镜筛查的灵敏
度与诊断的准确率上能起到积极作用。
１.２.１　 在白光内镜和窄带成像中的应用

Ｇｕｏ Ｌ等[2４]开发了一个辅助食管癌诊断的人工

智能系统,可实时对早期食管鳞癌和癌前病变进行
自动识别。 该系统使用 ６ ４7３张癌前病变、早期食管
鳞癌和非癌性病变的 ＮＢＩ 图像进行训练,并使用内
镜图像和视频数据集进行了验证。 该系统为每个图
像生成一个概率热图,黄色表示癌变的可能性很高,
蓝色表示非癌性病变。 该系统对 １ ４８０ 张癌变 ＮＢＩ
图像的敏感性为 ９８.０４％,对 ５ １９１ 张非癌性 ＮＢＩ 图
像敏感性为 ９５.０３％,曲线下面积为 ０.９８９。 在 27 个
非放大视频中,每帧的灵敏度为 ６０.８％,每病变的灵
敏度为 １００％。 对于 2０ 个放大视频,每帧的敏感度
为 ９６.１％,每病变的敏感度为 １００％。 对于正常食管
影像(包括 ３３ 段影像),每帧特异性为 ９９.９％,每例
特异性为 ９０.９％。 在识别内窥镜图像和视频数据集
中的癌前病变和早期食管鳞癌上有很高的灵敏性和

特异性,该系统在内窥镜辅助诊断上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日本的 Ｏｈｍｏｒｉ 研究小组开发了一个用于检测
和鉴别浅表食管鳞癌的系统[2５]。 训练数据集包含
非放大和放大的正常食管病变及浅表食管鳞癌图

像,验证数据集由另外 １３５ 名患者的内镜图像构成。
该 ＡＩ系统在非放大 ＮＢＩ图像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
确性分别为 １００％、６３％和 77％；在放大内镜图像组
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９８％、５６％和 77％,
诊断性能优于经验丰富的内镜医师。 Ｃａｉ 等[2６]开发

了一个使用深层神经网络 ( ｄｅｅｐ nｅｕｒａl nｅｔｗｏｒｋ,
ＤＮＮ)的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可在普通白光内镜成
像下定位并识别早期食管鳞癌,训练和验证过程采
用不同的图像数据集,结果该系统的敏感性、特异性
和准确率分别为 ９7.８％、８５.４％和 ９１.４％,正预测值
和负预测值为 ８６.４％和 ９7.６％,优于低年资内镜医
师,且具有实时病灶标注提示功能, 帮助内镜医师
检测出之前忽略的病变。 ＡＩ 对提高低年资内镜医
师识别早期食管癌的能力具有较高的价值。 由
Ｈｏｒｉｅ等[27]开发的运用 ＣＮＮ的人工智能系统检测食
管癌的灵敏度达到 ９８％,并能够检测出所有<１０ ｍｍ
的食管癌病变。 区分浅表或晚期食管癌的准确率达
到了 ９８％,对食管鳞状细胞癌和食管腺癌的诊断准
确率分别为 ９９％和 ９０％。 这些结果证明了人工智能
能够快速分析大量的内窥镜图像,从而在将来的临
床实践中提高对早期食管癌检测的能力。

１.２.２　 在内窥镜系统中的应用

内窥镜系统是一种通过活体染色对食管上皮细

胞进行实时评估的放大内镜技术。 内镜医师可以清
楚地观察到食管黏膜上皮细胞,达到与病理诊断相
似的效果[2８]。 但是,内窥镜医生若想独立地完成实
时检测,需要具备坚实的病理学基础,这显然是不实
用的。 因此,人工智能可辅助其虚拟实现组织病理
学的诊断。 Ｋｕｍａｇａｉ等[2９]应用深度学习技术探索一

种用内镜检查取代组织活检的人工智能,该系统对
５５例患者(27 例 EＳＣＣ 和 2８ 例非肿瘤病变)中的
１ ５2０张经染色的图像进行测试,人工智能在 27例鳞
状细胞癌中正确诊断了 2５ 例,敏感性为 ９2.６％；2８
个非癌性病变中有 2５个被诊断为非恶性,特异性为
８９.３％,总体准确性为 ９０.９％。
１.３　 ＡＩ在预测食管癌浸润深度和分型中的应用

内镜下治疗比外科食管癌根治术的并发症少,
所以推荐 Ｍ１ 或 Ｍ2 期食管癌为内镜下治疗的绝对
适应证[2３]。 因此,准确地识别浸润深度对于避免过
度治疗,从而提高术后生活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近
年来,人们发现食管鳞状上皮内乳头状毛细血管袢
(Ｉn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lｉａl ｐａｐｉllａｒｙ ｃａｐｉllａｒｙ lｏｏｐ,ＩＰＣＬ)在内窥
镜下的形态学改变与肿瘤浸润深度相关[2９]。 根据
日本食管学会提出的基于放大内镜的 ＩＰＣＬ分型法,
不同的 ＩＰＣＬ分型代表不同的病变和浸润深度,然而
分类仍然需要内镜医师有足够的经验。 因此,运用
ＡＩ技术辅助诊断将提供一个更有效、更客观的解决
方案。

日本 Tｏｋａｉ等[３０]评估了 ＡＩ 系统测量食管鳞癌
浸润深度的能力。 作者收集了 １ 7５１ 个 EＳＣＣ 图像
和浸润深度信息,以此来训练他们开发的运用 ＣＮＮ
的人工智能诊断系统。 随后,该诊断系统和 １３ 名
内镜专家审查了 ５５ 例患者的 2９１ 张测试图像,其
诊断 EＳＣＣ 的准确率为 ９５.５％,预测浸润深度的准
确率为 ８０.９％,灵敏度为 ８４.１％。 该系统对 EＳＣＣ
浸润深度的诊断准确性高于内镜专家,可作为
EＳＣＣ 评估的辅助工具。 Eｖｅｒｓｏn 研究小组开发了
一种能够对内镜图像中肿瘤或非肿瘤形态实时分

类的 ＡＩ系统[３１] 。 采用 ＣＮＮ 技术,通过使用 １7 例
患者的 7 ０４６ 张放大 ＮＢＩ 图像进行训练,正常的
ＩＰＣＬ被分为 Ａ型,异常者分为 Ｂ１-３ 型,对 ＩＰＣＬ 形
态的正常 /异常分类准确率为 ９３. 7％,敏感性为
８９. ３％,特异性为 ９８％。 该系统以实时方式运行,
诊断预测时间在 2６. １7 ｍｓ 到 ３7. ４８ ｍｓ 之间。 然
而,目前所开发的模型还不能对所有的特定亚型进
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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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展望和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与内镜检查相结合,通过算法在
大量的内镜图像或视频中进行训练,可以达到专家
级别的诊断水平,有效减少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漏
诊,实现快速、准确的诊断[３2]。 人工智能技术将会
为医疗资源缺乏、水平欠佳的地区获得顶尖医疗技
术提供一个很好的途径,并惠及当地民众,实现优质
医疗资源的共享。 ＡＩ辅助诊断系统可作为医师完成
内镜下准确诊断的重要辅助手段,同时也为未来培
训低年资内镜医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

尽管 ＡＩ在辅助肿瘤诊断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在向临床实践转化的道路上仍面临诸多挑

战[１０,３３]。 首先,大多数研究通常只收集高质量的内
镜图像构成训练数据集,而病变部位被黏液、胆汁覆
盖的低质量图像被排除。 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模型
的过度拟合[３４-３５],从而夸大了 ＡＩ 系统诊断的准确
度。 其次,因为大多图像数据集是回顾性的,病变部
位有比较典型的特征,而更多的非典型病变则可以
用来改善 ＡＩ 模型的性能。 人工智能模型应该通过
使用完全独立的训练数据集和测试集进行评估,以
反映系统的实际性能[３６]。 ＡＩ 在收集使用患者数据
时,应遵守伦理道德和相关法律,避免泄露患者隐
私,研究人员应开发以达到患者最佳服务满意度为
中心的 ＡＩ诊疗技术。

未来 ＡＩ诊断系统能否代替内镜医师做出诊断,
尚需在未来继续检验。 但可以肯定的是,ＡＩ 可以协
助内镜医师完成食管癌的诊疗工作,减轻医师的临
床工作量,同时缓解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衡。 目前,
已有基于人工智能的三类医疗器械获得我国药品监

督管理局的审批,这些产品可以帮助医生完成复杂
的医学判断,协助其作出诊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相信人工智能技术也将在食管癌筛查、诊断和治
疗等临床实践中得到逐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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