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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度学习作为人工智能的一种方法，近几年才应用于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GBM)的研究。大体上，该方法在

GBM的应用主要分临床、病理及自身效果比较这三个方面。进一步细分，深度学习在GBM的临床应用又分为患者的预后判断、病

变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以及肿瘤的放疗三个方向；在GBM的病理应用分为分子及基因表达状态的判断、病理组织的识别。在深度

学习方法上，用的最多的是卷积神经网络，其他的研究尚包括不同深度学习模型间的效果比较，源自不同MRI序列的深度模型

建立等。本文就深度学习在GBM的应用展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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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 learning, a metho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en used for glioblastoma (GBM) in recent years. This method
is mainly used in the clinical, path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GBM. The clinical usage includes the prediction of
patient prognosi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tumor radiotherapy. The pathological studies includes the prediction of tumor
molecular and genetic expression statu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pathological tissue. As for the method itself,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algorithm is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Other studies included the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deep learning
models and establishment of deep learning models based on different MRI sequences.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application of
deep learning in GBM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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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是一种计算方法，无需指定明

确的规则，通过从显示预期行为的大量范例进行学习来编写

自己的程序，从而能够实现算法的自我编程[1]。它是人工智能

的一个发展阶段，在医学影像中的应用晚于影像组学和机器

学习。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GBM)是最具侵袭性的脑

内肿瘤之一，其病理机制是脑胶质瘤中最复杂的，治疗也极具

挑战性，如何将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应用于GBM是当

前的挑战和热点之一。本文就深度学习在脑GBM的研究进行

综述，所用资料为 PubMed 输入检索词“glioblastoma”和

“deep learning”截至2021年6月的相关文献。

1 深度学习在GBM应用中的可行性研究

相较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起步较晚，在GBM的应用也处

于起始阶段。因此，有必要对其可行性和可靠性进行验证。

不同的研究团队分别在这方面开展了不同方向的研究。

颅骨去除是人工智能分析脑部图像一个重要的预处理步

骤，直接影响后续分析。因此，Thakur等[2]于2019年利用深度

学习DeepMedic对 GBM患者的 MRI数据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该研究比较了语义分割最常见的三种深度学习架构在这方面

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DeepMedic方法好于3D U-Net和全卷

积网络(fully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FCN)。
图像分割是影像组学分析的重要环节, 后续的特征提取

与筛选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的，这个过程常由人工完成，耗

时、烦琐。因此，用人工智能的方法自动分割具有强烈的现实

需求。Lindner等[3]开发了以U-Net为基础的分割网络，对GBM

图像进行肿瘤分割并对分割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这种

人工智能方法是可靠的，有望取代手工操作。

对GBM的自动识别是人工智能的挑战之一。卷积神经网

络Resnet50能完成此项任务，该模型能自动识别有无肿瘤，

并在有肿瘤的情况下判断该肿瘤是否为GBM，这就给医生在临

床工作中提供极大的便利[4]。

GBM体积的量化是肿瘤定性分析的一个重要指标，常见

的测量方式是手工借助图像存储与传输系统 (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PACS)进行径线测

量，再根据公式计算出肿瘤体积。这个过程烦琐且结果不够

精确。有必要建立一套自动化测量系统，以实现快速、准确

的肿瘤体积测量。因此 ，一种 3D 深度学习算法 U-Net

architecture应运而生[5]。该自动化测量结果与人工测量结

果有很高的一致性，表明自动化算法在GBM评估中具有很好

的应用价值。

从更广的层面看，不同机构来源的数据对深度学习分析

的效果是否有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在

AlBadawy等[6]的研究中给出了答案。该研究对来自2个不同

机构的GBM 影像学数据进行了可视化卷积神经网络比较，结

果表明当数据来源于不同的机构时，对可视化卷积神经网络

的性能有非常大的影响。这就强调了数据均一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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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表明这种算法的普适性有待提高。

2 深度学习在GBM的临床应用

2.1 深度学习对GBM患者的预后判断

GBM患者的总生存期中位数为18个月左右，但个体间差

异较大[7]。如何做出准确的前瞻性预测一直是GBM研究的方

向之一。不同的深度学习方法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基于迁移学习的方法提取影像组学特征后，再结合GBM

患者的临床因素建立综合的深度学习模型能很好地预测患者

总生存期，效果好于单纯根据患者临床因素做出的判断[8]。利

用深度学习方法提取影像组学特征后，构建多层感知网络的

深度学习模型，该模型对GBM患者的总生存期进行预测，预测

结果好于惩罚回归模型—机器学习模型之一[9]。但本研究样

本量较小(49例GBM患者)，仍需在较大样本的数据中进一步验

证。多任务卷积神经网络也能很好地实现GBM患者总生存期

的预测，且其预测效果好于单任务卷积神经网络、随机森林算

法的影像组学分析[10]。该网络也能通过预测GBM的基因状态

从而判断患者的总生存期[11]。利用Cox-PASNet，一种稀疏深

神经网络，能识别影响GBM患者预后的基因和临床因素[12]。

总体而言，目前的深度学习对GMB患者的预后判断，大部

分是将深度学习模型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形成综合模型完成

的。单独应用深度学习模型进行GBM患者预后判断的研究相

对较少。估计与深度学习模型的自身局限性有关，未来尚需

进一步优化以提高其自身的判断效能。

2.2 深度学习对GBM的鉴别诊断

GBM 的鉴别诊断一直是影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大部分

的鉴别在GBM、单发脑转移瘤之间展开，也有文献将GBM与淋

巴瘤和瘤样脱髓鞘相鉴别。在GBM与单发脑转移瘤的深度学

习鉴别方面，采用的算法有Inception V3[13]、ResNet-50[14]及

机器学习模型和深度学习模型的组合[15]。在GBM与原发性中

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深度学习鉴别上，采用的算法为多参数

卷积神经网络[16]。

以上的鉴别都是针对单发病变的情况下。而实际上，GBM

也可为多灶性，淋巴瘤及瘤样脱髓鞘也可多发，这种情况下的

鉴别更加困难。这就需要开发更好的深度学习方法以实现对

上述病变多发情况下的鉴别诊断。

2.3 深度学习在GBM放疗中的应用

GBM的治疗是综合性的，多采用手术切除加术后放化疗

的治疗方案。放疗的第一步是确定靶区。基于弥散张量成

像图像(p和 q映射)和常规MRI序列(T2-FLAIR和 T1WI增强)
图像的改良卷积神经网络能实现对放疗靶区的精准、自动化

识 别[17]。 利 用 深 度 学 习 的 人 工 神 经 网 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可实现GBM放疗靶区的个体化定制[18]。

GBM放疗靶区体积的准确测量也是深度学习的应用场景，深

度学习的全卷积密集连接架构可实现这一任务，该方法也能

自动分割手术残腔[19]。

在制定放疗计划时，需要考虑GBM 残腔周围的水肿区有

无肿瘤复发，若有复发，需要适当增加放疗剂量和扩大靶区面

积。为解决这一问题，基于自由水抑制的各向异性图

(fractional-anisotropy maps with free-water suppression，

FWC-FA)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得以建立，从而解决上述疑难

问题[20]。

以上研究都是针对GBM的MRI数据进行的，基于CT数据

的研究相对较少。2020年1月，Koike等[21]在15例GBM患者的

数据中采用580对CT和MR图像，利用深度学习的对抗式网络

(adversarial network )从多序列MRI (T1WI、T2WI及FLAIR)
中生成合成CT (synthetic computed tomography，sCT) ，以

评估sCT在脑放疗计划的可行性。结果表明，该方法所需的

治疗剂量相比真实CT的治疗剂量仅有微小的、临床上可以忽

略的差异，从而支持使用对抗网络自多序列MRI中生成sCT图

像用于放疗的可行性。

3 深度学习在GBM病理的应用

3.1 深度学习对脑GBM分子、基因表达状态的判断

胶质瘤表达的分子、基因种类繁多，功能各异。如何准确

判断它们的表达状态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也因此成为近几

年神经外科的关注焦点之一。通常情况下，这些分子、基因表

达状态的确定是先通过手术切除或活检得到肿瘤组织学标

本，再进行标本的病理学检查完成的，因此具有创伤性和滞后

性。而借助于术前影像学检查进行判断，为无创的和前瞻性

的，成为近几年的影像学研究热点。

目前利用深度学习方法术前预判GBM 分子和基因表达的

研究并不多。具体来说，在GBM基因的深度学习预判方面，目

前的文献仅有针对异柠檬酸脱氢酶同工酶(isocitric acid

dehydrogenase isoenzymes, IDH)表达和O6-甲基鸟嘌呤-DNA

甲基转移酶(O6-methylguanine DNA-methyltransferase，MGMT)
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研究。前者系Pasquini等[22]于2021年

完成的。该研究利用深度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着重比较了

MPRAGE、T1WI、T2WI、FLAIR、灌注成像 (perfusion-weighted
imaging，PWI) 及 表 观 扩 散 系 数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这几种不同MRI序列的判断效果。结果表

明，PWI的局部脑血容量(reginal cerebral blood volume，

rCBV)判断准确率最高，这可能是由于IDH和新血管生成之间

通过缺氧诱导因子相关联。这就提示我们，对于肿瘤的人工

智能研究，数据的来源会影响算法的判断效果，选择恰当的图

像作为数据来源，对后续的分析影响很大。这就更进一步提

示医工交叉的重要性。基于深度学习对GBM的MGMT启动子甲

基化状态的判断系Han等[23]利用深度学习的卷积递归神经网

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NNs)于 2018 年完成

的。该研究的预测准确率在实验组和验证组分别为62%和

67%，不是非常高，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难能可贵的是，该研

究的深度学习模型能根据患者的临床特征自动判断肿瘤MGMT

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状态，而不需像其他的模型一样，需要手

工操作或对影像组学特征进行预定义。

在分子层面上，对GBM分子表达的深度学习研究，相关的

文献也不多。截至 2021 年 6 月 ，在 PubMed 输入检索词

“glioblastoma”和“deep learning”得 到 的 文 献 仅 有

Hedyehzadeh等[24]于2020年发表的文章。该研究的重点是比

较不同深度学习算法在GBM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th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表达状态判断的效果。该研

究 将 深 度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DCNN)、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及其他

三种常见的回归方法(LASSO回归、弹性网络回归和没有正则

化的线性回归)进行比较，结果表明，DCNN的预测效果最好。

该研究的最大缺点是数据的计算成本较高，优点是不需数据

预处理，也不需手工操作及预定义肿瘤的形状和纹理等组学

特征。但截至作者发稿，本研究系首次利用深度学习对GBM

的EGFR表达状态进行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该研究也具有

开创性。

3.2 深度学习在GBM组织病理的应用

胶质瘤是异质性肿瘤，GBM尤其突出，同一个病变不同区

域成分不一样，其病理意义和临床价值也有差别。具体来说，

肿瘤实性部分瘤细胞活跃，是治疗和检测的重点区域；而坏死

区存活的瘤细胞少；瘤周水肿区既有正常脑组织又有肿瘤细

胞。因此，如何准确识别上述区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

常情况下，对于GBM上述病理组织不同区域的识别是由人在

显微镜等设备下观察做出的主观判断，而由人工智能做出判

断是未来的趋势。

有鉴于此，Yonekura等[25]于2018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

究。该研究使用 4种深度学习模型 (DCNN、LeNet、ZFNet 及
VGGNet)同时提取特征并进行分类，得到了96.5%的平均准确

率，交叉验证后准确率也达到了98.0%。该研究表明在组织病

理学图像中应用DCNN对GBM组织标本的智能识别是可行的，

而且非常有前途。DCNN也能用于GBM不同病理组织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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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BM病理切片上，该方法能识别肿瘤坏死带、坏死外围的假

栅栏等7个不同病理区域[26]。

除了对GBM病理组织的不同区域进行识别外，对GBM的细

胞生物学行为进行判断也是深度学习在GBM病理的研究方向

之一。应用卷积神经网络开发出从荧光图像中识别细胞培养

参数的方法，并将这种方法应用于GBM的体外研究[27]。这项技

术可实时预测每个特定患者的肿瘤进化情况。

以上是基于GBM 的病理组织学图像进行的人工智能研究。

而根据肿瘤的术前MRI影像，准确识别肿瘤组织的不同病理生

理区域则是另外一个研究方向。2021年5月，Chiu等[28]对54例

GBM的MRI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分析，基于多参数

MRI (T1WI增强、T2WI、FLAIR及 ADC)影像组学模型实现了对

GBM肿瘤亚区的有效分类。结果显示，随机森林算法的识别结

果最好(坏死区域、实体部分、瘤周组织及瘤周水肿的平均识

别准确率分别为93.6%、90.4%、95.8%及90.4%)。该研究相较

于前面的基于肿瘤组织学图像的研究更具前瞻性，因为不需

获得实际的病理标本就可完成识别，而且无创。因此，这种研

究前景更广阔。

4 小结

目前深度学习在GBM的研究文献多为回顾性病例分析，且

大部分无外部验证数据，而仅将一组数据分为实验组和内部验

证组，这种深度学习模式是不完整的。未来尚需大样本、前瞻

性研究以及带有外部验证数据的完整算法以进一步拓展该方

法的应用效果。虽然深度学习技术本身有局限性，典型的是黑

匣子问题，导致其重复性不佳，但在GBM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展现出良好的前景。另外，随着深度学习自身的不

断发展，在GBM的应用会更加有深度和广度，效果也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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