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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是食管癌高发国家，中晚期食管癌不仅给患者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威胁，也给其家

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食管癌的早诊早治一直是临床医学研究的热点，而胃镜筛查是食管

癌早诊早治的关键，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望在内镜检查和质控等方面为食管癌早诊早治提供新的辅助

手段。 文章通过概述人工智能在早期食管癌内镜诊断中的应用和发展，归纳了人工智能在早期食管

癌诊断中的研究结果，阐明其应用的重要性，总结了人工智能在早期食管癌内镜诊断中的难点及问

题，并对未来人工智能在食管癌内镜诊断中的应用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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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中国癌

症统计数据》显示，食管癌的发病率在男性和女性

中分别居第 ３ 位和第 ５ 位，其死亡率在男性和女性

恶性肿瘤患者中分别位于第 ４ 位和第 ６ 位［１］。 我国

是食管癌高发国家，发病例数占世界食管癌的

５０％［２］。 早期食管癌患者的 ５ 年生存率可达 ９０％以

上，而 进 展 期 食 管 癌 患 者 的 ５ 年 生 存 率 低 于

２０％［３⁃４］。 Ｗｅｉ 等［５］对河南林县 ２４ 个自然村 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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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研究随访结果显示，干预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食管癌累积发病率分别为 ４．１７％和 ５．９２％，累积死

亡率分别为 ３．３５％和 ５．９２％，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Ｐ＜０．００１）。 因此，食管癌的早诊早治至关重要。
目前，内镜检查和治疗是食管癌早期诊断和早

期治疗的重要方式，尽管在过去 １０～ １５ 年内镜检查

辅助诊断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窄带成像、放大内

镜、色素内镜、激光共聚焦等技术已应用于早期食管

癌的内镜下诊断［６⁃８］，然而在早期食管癌病变识别方

面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１）内镜操作医师诊断水

平差异较大，对食管背景黏膜认识不足，对病变的性

质、范围、深度、分化等认识不足，诊断结果受医师的

操作技术、知识储备、认知能力等因素干扰［９］；（２）
在操作过程中，人的眼球运动、注视模式、视力误差

和视力疲劳均可能导致误诊、漏诊［１０⁃１２］；（３）部分早

期消化系统肿瘤内镜下形态学表现并不明显，病变

范围较小、深度较浅、部分病变部位较隐匿，导致诊

断较困难［１３］；（４）我国整体内镜诊疗技术尚落后于

发达国家，短期内使得基层医师掌握相关技术规范

并准确识别病变任重道远。 人工智能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Ｉ）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能的途

径。 我们就 ＡＩ 在早期食管癌诊断领域中的应用和

进展进行总结，并对 ＡＩ 在早期食管癌诊断领域中未

来的发展方向做出展望。
一、ＡＩ 概述

ＡＩ 是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如何通

过计算机的软硬件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的行为。
１９５６ 年，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等第 １ 次提出 ＡＩ 的概念并将其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此后，ＡＩ 得到了迅速发展，引起

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ＡＩ 的机器学习方法可粗略地

分为传统学习方法和深度学习方法。 传统学习方法

需要人工设计特征，耗时费力。 深度学习方法可以

自主提取和学习图像特征，通过多层系统逐层提取

更加复杂、抽象的高级特征，赋予其具有真正成熟应

用于临床实践的能力。 卷积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ＮＮ）是目前 ＡＩ 辅助图像识别方面

常用的一类深度学习方法［１４］，它包含多层感知器

（人工神经元），从像素级别出发提取图像中更多的

细节与特征［１５］，然后通过多层的神经网络迭代，模
仿人类脑神经回路进行高度概括、抽象、综合，进而

处理信息，不需要设计图像的特定特征，是一种端对

端的学习方法。
在医学领域，ＡＩ 逐渐在图像识别、病灶检出、疾

病的影像与病理诊断等方面展现了巨大的应用潜

力。 近年来，ＡＩ 应用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诊断和

皮肤癌诊断方面的研究成果将 ＡＩ 辅助医学诊断推

向新的高潮［１６⁃１７］。 在消化内镜方面，ＡＩ 在早期食管

癌的病变检出、鉴别诊断等方面有一定的初步成果，
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二、ＡＩ 在早期食管癌诊断中的应用及进展

ＡＩ 辅助诊断技术在窄带成像、放大内镜、色素

内镜等辅助诊断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对病变图片特

征的深度学习，实现内镜检查过程中病变区域实时

标注和检查后图片质量控制及分析的功能。 目前，
国内外研究人员围绕 ＡＩ 辅助早期食管癌的病变检

出、病变范围、浸润深度和动态识别已开展了部分探

索。
１． ＡＩ 辅助早期食管癌的病变检出并提高诊断

率：２０１８ 年在日本的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中，采
用基于 ＣＮＮ 的深度学习算法模型，对 ３８４ 例食管鳞

癌和腺癌患者的 ８ ４２８ 张含白光和窄带成像模式下

的图片进行深度学习，经对另外 ９７ 例患者的 １ １１８
张图片进行分析和验证，ＡＩ 可在 ２７ ｓ 内完成分析，
其敏感性为 ９８％，且检测出了所有 ７ 个＜１ ｃｍ 的早

期病变。 其阴性预测值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ＮＰＶ） 为 ９５％，但阳性预测值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ＰＶ）仅为 ４０％［１８］。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ＡＩ 辅助诊断系统可明显减少漏诊率。 研究者将

ＰＰＶ 较低的原因归结于用于深度学习的训练集数

量较少、食管炎症患者图片较少［１８］。 Ｃａｉ 等［１９］的一

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同样采用基于 ＣＮＮ 的深度学

习，以 ７４６ 例患者的 ２ ４２８ 张图片作为开发数据集，
５２ 例患者的 １８７ 张图片作为验证数据集，与 １６ 名

不同年资临床医师的判读结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在 ＡＩ 辅助下不同年资的医师的敏感性 （分别为

７４．２％和 ８９．２％）、准确性（分别为 ８１．７％和 ９１．１％）、
ＮＰＶ（分别为 ７９．３％和 ９０．４％）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提升，特别是对于低年资医师提升更显著（准确性

从 ７７．２％提高至 ８８．８％）。 由此可见，ＡＩ 辅助消化

内镜诊断早期食管癌对于不同年资医师减少漏诊

率、提高诊断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 ＡＩ 训练病

例的不断增多和 ＡＩ 参数的优化，基于大数据云平台

的应用，ＡＩ 辅助诊断的漏诊率和误诊率也会不断降

低。 Ｌｕｏ 等［２０］构建了基于云技术的多中心上消化

道癌内镜 ＡＩ 诊断平台，该平台纳入 ８４ ４２４ 例患者

的 １ ０３６ ４９６ 张图像，其内部数据验证、外部数据验

证和前瞻性数据验证的准确性分别为 ９５． ５％、
９１．５％～９７．７％和 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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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ＡＩ 辅助早期食管癌的病变范围识别：随着食

管癌筛查的推广，活检病理是确诊早期病变的金标

准，在病变范围以外活检，会造成疾病漏诊。 在治疗

上，早期食管癌的重要治疗方式是内镜下黏膜下剥

离术（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ＥＳＤ），术前

需明确病变范围以确定切除范围。 因此，准确判断

病变范围指导活检部位和手术方案也是 ＡＩ 研发的

重要课题。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是食管腺癌的危险因素，其
早期癌变在内镜下难以鉴别。 荷兰研究者研发的

ＡＩ 辅助诊断系统可对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基础上的病变范

围进行评估和识别［２１］。 研发阶段是在内镜专家指

导下，结合组织病理诊断结果对内镜图片病变位置

进行标识，再用 ＡＩ 辅助诊断系统进行深度学习。 最

后，该系统与来自 ４ 个国家的 ５３ 名内镜医师分别对

１６０ 张图片的病变范围进行评估对比，结果显示，ＡＩ
辅助诊断系统预测病变范围的准确性高于 ５３ 名内

镜医师，其描绘的所有病变范围与内镜专家所描绘

的范围重叠，且 ９２％以上的病例确定了最佳活检部

位。 Ｇｕｏ 等［２２］利用 ６ ４７３ 张窄带成像静态图片进行

训练，构建预测早期食管病变性质的 ＡＩ 模型，该 ＡＩ
模型可根据输入的图片标识出病变的位置和范围，
与内镜医师标注的范围是相近的，也展现出 ＡＩ 在食

管癌前病变或早期食管癌病变范围识别中应用的可

行性和巨大潜力。
３． ＡＩ 辅助早期食管癌的病变深度评估：食管癌

的浸润深度是影响患者治疗决策选择的关键因素，
然而常规的内镜白光＋窄带成像＋放大内镜判断病

变浸润深度具有一定的主观经验性，观察者之间容

易存在差异，对早期食管癌浸润深度为 ＳＭ１（肿瘤

浸润深度≤５００ μｍ）以上的判断中，内镜医师的准

确性可相差 ２０％以上［２３］。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 等［２４］研发了基

于 ＡＩ 的诊断系统来评估食管鳞癌的浸润深度。 该

研究将 １４ ３３８ 张图片投入模型进行训练，然后用

１ ０１４张图片评估其性能。 结果显示，该辅助诊断系

统区分食管癌浸润至黏膜层和浸润深度为 ＳＭ１ 的

准确性达 ９１．０％，与 １６ 位有经验的内镜专家的准确

性相当（８９．６％），在灵敏度（分别为 ９０．１％和 ８９．８％）、
特异度 （分别为 ９５． ８％ 和 ８８． ３％）、 ＰＰＶ （分别为

９９．２％和 ９７．９％）和 ＮＰＶ（分别为 ６３．９％和 ６５．５％）
上也均无明显差别。 显示出 ＡＩ 在诊断早期食管癌

的浸润深度上可达到内镜专家的水平。
４． ＡＩ 辅助早期食管癌的动态图像识别：目前，

ＡＩ 在早期食管癌的应用多数还集中在静态图像识

别，割裂了图像的动态变化过程及结果特征间的关

联。 ＡＩ 处理静态图像的速度远超于人工进镜的速

度，这为胃镜操作中的 ＡＩ 实时动态识别奠定了基

础。 Ｇｕｏ 等［２２］应用食管癌前病变和早期食管癌的

窄带成像图片建立 ＡＩ 辅助诊断系统并验证，其灵敏

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９８．０４％和 ９５．０３％。 然后通过图

像的再处理和模型调试，最后经过对 ８０ 例患者的视

频验证，ＡＩ 辅助诊断系统非放大视频的灵敏度和特

异度分别为 ６０．８％和 １００％，放大视频的灵敏度和特

异度分别为 ９６．１％和 １００％。 目前，上消化道早期癌

的 ＡＩ 辅助动态识别进展较慢，其主要原因是假阳性

率高、测试集的数据偏少，尚需大量的数据来测试验

证。
三、ＡＩ 在早期食管癌内镜诊断中的问题和展望

随着消化内镜技术和 ＡＩ 水平的不断提高，ＡＩ
与消化内镜的结合已是大势所趋。 尽管目前 ＡＩ 在

早期食管癌的诊断中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其中仍

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几乎所有的早期食管癌内镜 ＡＩ 诊断系统

都存在一定的假阴性，例如 Ｈｏｒｉｅ 等［１８］报道的 ４７ 例

食管癌患者中有 １ 例被遗漏，假阴性率为 ２％。 实际

在临床上较易被遗漏的是小的病变（≤５ ｍｍ），提高

这些临床上易被忽视的病变检测准确率是关键。 除

此之外，ＡＩ 诊断会出现假阳性，造成过度诊疗。 在

Ｈｏｒｉｅ 等［１８］的研究中，有 １８８ 张图片被误诊为阳性，
假阳性率达 １９．７％，阴影、正常解剖结构（食管胃结

合部、左主支气管、锥体压迫处）以及良性病变（瘢
痕、局部萎缩、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炎症、食管胃黏膜异位、
上皮下肿物）是造成假阳性的原因。 因此，在训练

时加入微小病变的图片以及易被误认为病变的图片

可有效降低假阴性率和假阳性率。 另外，目前绝大

部分 ＡＩ 研究的训练数据集和验证数据集来自同一

中心的同一批数据［１８，２１⁃２４］，其 ＡＩ 辅助诊断系统的准

确性已得到内部验证，但尚缺乏在更加广泛的范围

内包含不同拍摄条件、拍摄习惯数据库的外部验证

结果。
第二，目前的早期食管癌内镜 ＡＩ 诊断模型主要

是基于静态数据的处理［１８⁃２４］，而不是基于动态视频

建模。 静态图像与动态视频相比，多在黏膜环境准

备良好、确定病变位置后固定拍摄，缺少动态视频中

因黏膜环境准备欠佳和内镜运动造成的环境影响，
导致信息量缺失，ＡＩ 训练集与实际内镜工作环境间

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其临床适用

性。
第三，截至目前，早期食管癌内镜 ＡＩ 诊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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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大多是回顾性、单中心研究［１８，２１⁃２４］，缺乏前瞻

性、多中心研究，其临床试验阶段的准确性尚有待提

高。
虽然 ＡＩ 在早期食管癌内镜诊断中刚刚起步，但

ＡＩ 辅助内镜下病变诊断已显现出较高的准确性，随
着标准化与大样本数据中心的建立，其在早期食管

癌诊断、病理分类、辅助教学、辅助考核及远程医疗

等方面可为内镜医师提供更为精准的诊疗意见，越
来越多的患者和医师将会从 ＡＩ 内镜辅助诊断的进

步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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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１， １０６（６）：１０７０⁃１０７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 ／ ａｊｇ．２０１１．２６．
［１１］ Ｌａｍｉ Ｍ， Ｓｉｎｇｈ Ｈ， Ｄｉｌｌｅｙ ＪＨ， ｅｔ ａｌ． Ｇａｚ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ｈｏｌｄ ｋｅｙ ｔｏ

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ｏｌｙｐ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８， ５０（７）： ７０１⁃
７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５ ／ ｓ⁃００４４⁃１０１０２６．

［１２］ Ｍａｒｃｏｎｄｅｓ ＦＯ， Ｇｏｕｒｅｖｉｔｃｈ ＲＡ， Ｓｃｈｏｅｎ ＲＥ， ｅｔ ａｌ． Ａｄｅｎｏｍａ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ｆａｌ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ｙ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ｍｕｌｔｉ⁃ｓｉｔ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Ｊ］ ． Ｄｉｇ Ｄ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８， ６３（４）：８５６⁃８５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６２０⁃
０１８⁃４９４７⁃１．

［１３］ Ｐｉｍｅｎｔａ⁃Ｍｅｌｏ ＡＲ，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Ｓｏａｒｅｓ Ｍ， Ｌｉｂâｎｉｏ Ｄ， ｅｔ ａｌ．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ｕｐｐｅｒ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Ｅｕｒ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１６， ２８（９）：１０４１⁃１０４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ＭＥ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５７．

［１４］ Ｓｈｉｎ ＨＣ， Ｒｏｔｈ ＨＲ， Ｇａｏ Ｍ， ｅｔ ａｌ． Ｄｅｅｐ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Ｎ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Ｍｅ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３５ （ ５ ）： １２８５⁃１２９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０９ ／ ｔｍｉ． ２０１６．
２５２８１６２．

［１５］ ＬｅＣｕｎ Ｙ， Ｂｅｎｇｉｏ Ｙ， Ｈｉｎｔｏｎ Ｇ．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５，
５２１（７５５３）：４３６⁃４４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 ／ ｎａｔｕｒｅ１４５３９．

［１６］ Ｅｓｔｅｖａ Ａ， Ｋｕｐｒｅｌ Ｂ， Ｎｏｖｏａ ＲＡ， ｅｔ ａｌ．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ｓｔ⁃ｌｅｖ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ｋ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ｉｔｈ ｄｅｅ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７， ５４２（７６３９）：１１５⁃１１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 ／ ｎａｔｕｒｅ２１０５６．

［１７］ Ｇｕｌｓｈａｎ Ｖ， Ｐｅｎｇ Ｌ， Ｃｏｒａｍ Ｍ，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ｉｎ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ｆｕｎｄｕ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Ｊ］ ． ＪＡＭＡ， ２０１６， ３１６ （ ２２）：２４０２⁃
２４１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１ ／ ｊａｍａ．２０１６．１７２１６．

［１８］ Ｈｏｒｉｅ Ｙ， Ｙｏｓｈｉｏ Ｔ， Ａｏｙａｍａ Ｋ， 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９， ８９（ １）：２５⁃３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ｇｉｅ．２０１８．０７．０３７．

［１９］ Ｃａｉ ＳＬ， Ｌｉ Ｂ， Ｔａｎ ＷＭ， ｅｔ 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ｗｉｔｈ ｖｉｄｅｏ）［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９， ９０（５）：
７４５⁃７５３． ｅ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ｇｉｅ．２０１９．０６．０４４．

［２０］ Ｌｕｏ Ｈ， Ｘｕ Ｇ， Ｌｉ Ｃ， ｅｔ ａｌ．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ｙ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２）：１６４５⁃１６５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１４７０⁃２０４５（１９）３０６３７⁃０．

［２１］ ｄｅ Ｇｒｏｏｆ ＡＪ， Ｓｔｒｕｙｖｅｎｂｅｒｇ ＭＲ，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ｕｔｔｅｎ Ｊ， ｅｔ ａｌ．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ｔｅｃｔｓ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ａｒｒｅｔｔ′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ｔｈａｎ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ｓｔｓ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ｔｅｐ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 １５８
（４）：９１５⁃９２９．ｅ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３／ ｊ．ｇａｓｔｒｏ．２０１９．１１．０３０．

［２２］ Ｇｕｏ Ｌ， Ｘｉａｏ Ｘ， Ｗｕ Ｃ， ｅｔ ａｌ．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 ｗｉｔｈ ｖｉｄｅｏｓ ） ［ Ｊ ］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２０， ９１（１）：４１⁃５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ｇｉｅ．２０１９．０８．０１８．

［２３］ Ｔｏｋａｉ Ｙ， Ｙｏｓｈｉｏ Ｔ， Ａｏｙａｍａ Ｋ，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 ．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２０２０， １７（３）：２５０⁃２５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３８８⁃０２０⁃
００７１６⁃ｘ．

［２４］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 Ｋ， Ｉｓｈｉｈａｒａ Ｒ， Ａｏｙａｍａ Ｋ， ｅｔ 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ｅ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ｓｔｓ［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９， ９０（３）：４０７⁃４１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ｇｉｅ．
２０１９．０４．２４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１３）

·２９２· 中华肿瘤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３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Ｏｎｃｏｌ，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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