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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医学图像合成任务复杂度的提高和对临床放疗精度的需求ꎬ深度学习算法在伪

ＣＴ 图像合成与分析中的角色越发重要ꎮ 本文根据图像的模态种类对基于深度学习方法下的伪 ＣＴ
图像合成技术进行归类与分析ꎬ并介绍其在放疗应用中的最新进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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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ꎬ 放射治疗作为肿瘤治疗常用的三大手段之一ꎬ
在治疗设备与治疗技术上均有较大的发展ꎮ 放疗是指利用
直线加速器等机器产生的高能 Ｘ 射线、 电子线等放射线对
患者体内的肿瘤区域进行照射ꎬ 在尽量避免引起治疗并发
症的同时ꎬ 最大限度的将治疗剂量集中在肿瘤靶区内ꎬ 从
而抑制癌细胞的分裂生长ꎮ 常规的放疗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体模的制备、 ＣＴ 模拟定位、 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勾画、 放疗

范围 常 结 合 核 磁 共 振 图 像 (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ꎬ
ＭＲＩ) 、 超声图像 (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ꎬ ＵＳ) 与定位 ＣＴ 图像间的配
准融合来确定ꎬ 但其放疗实施的准确程度受图像配准融合
方法的影响较大ꎬ 且 ＭＲＩ、 ＵＳ 图像中的灰度信息与电子密
度信息间没有相关性ꎬ 同样不能直接用于放疗计划的剂量
计算 [４￣５] ꎮ

伪 ＣＴ 图像合成技术有望解决上述医学图像在临床应

计划的制定、 剂量验证及放疗计划的实施ꎮ 其中ꎬ 放疗过

用中的局限性ꎮ 医学伪图像合成是指通过算法模型提取两

程中肿瘤靶区的判断及剂量的准确实施依靠计算机断层扫

种模态图像内的特征信息来建立非线性映射关系ꎬ 以其中

描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ＣＴ) 、 锥 形 束 计 算 机 断 层 扫 描

一种模态的图像作为参考图像ꎬ 通过迭代优化的方式对待

ꎮ 然而 ＣＴ 扫描具有辐射ꎬ 多次的 ＣＴ 图像采集

像 [６] ꎮ 伪 ＣＴ 图像合成方法既可以解决单一模态医学图像

图像来实现ꎬ 其成像区域内具有伪影ꎬ 会导致软组织分辨

及器官进行勾画ꎬ 也可以避免患者多次重复采集图像ꎬ 减

率下降且电子密度不准确ꎬ 不能直接用于放疗计划的剂量

少患者所受的额外辐射剂量ꎮ 传统的伪 ＣＴ 图像获取方法

( ｃｏｎｅ￣ｂｅａｍ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ＣＢＣＴ) 等图像引导技术

生成 模 态 的 图 像 进 行 重 建ꎬ 最 终 获 取 目 标 模 态 的 伪 图

会对患者造成额外伤害ꎮ 放疗中的摆位验证常基于 ＣＢＣＴ

的成像弊端ꎬ 综合多种模态图像的信息来对肿瘤靶区或危

的辅助

[１￣ ２]

修正 [３] ꎮ 另外ꎬ 临床放疗中部分计划靶区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ꎬ ＰＴＶ) 及危及器官 (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ｔ ｒｉｓｋꎬ ＯＡＲｓ) 的勾画

多采用图像非线性形变配准算法ꎬ 面临复杂的图像配准问
题ꎬ 需设定繁琐的目标函数以获取准确的特征信息ꎬ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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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适性不强ꎬ 鲁棒性低 [７] ꎮ 基于深度学习下的伪 ＣＴ 合

定和剂量评估的基础图像ꎮ 由于不同的软组织及危及器官

关系ꎬ 特征提取的效果及效率均较高ꎬ 可解决上述传统方

具有较高的软组织对比度ꎬ 不同的器官间的轮廓边缘清晰ꎬ

成技术通过多层卷积神经网络构建两种图像域间的非线性
法在复杂配准任务上的不足ꎮ 根据神经网络模型的不同ꎬ
合成伪 ＣＴ 的深度学习方法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基于多层
神经网络的方法

[８￣１１]

ꎮ 该类方法首先由 Ｇａｔｙｓ 等

[１２]

提出并

应用于不同风格图像间的迁移合成任务中ꎮ 其典型网络代
表有全卷积神经网络、 ＶＧＧ￣Ｎｅｔ 及 Ｕ￣Ｎｅｔ 网络等ꎬ 它的网
络结构主要包括卷积层ꎬ 池化层ꎬ 全连接层等ꎬ 细节又分
为滤波器、 步长、 卷积操作、 池化操作等ꎬ 根据实际的合
成图像任务的难易程度ꎬ 来对网络的结构及参数进行调整ꎬ

间的密度差异较小ꎬ 在 ＣＴ 图像中对比度较低ꎮ ＭＲＩ 图像
若通过 ＭＲＩ 图像对部分肿瘤靶区及危及器进行勾画ꎬ 会获
得更加准确的勾画结果ꎮ 但 ＭＲＩ 图像中的灰度信息不能用
于放疗计划的制定ꎬ 因此通过基于 ＭＲＩ 图像获取伪 ＣＴ 图
像的方法ꎬ 将 ＭＲＩ 与 ＣＴ 的图像特征信息进行融合ꎬ 所得
的伪 ＣＴ 图像既有准确的 ( ｈｏｕｎｓｆｉｅｌｄ ｕｎｉｔꎬ ＨＵ) 值ꎬ 可用

于剂量计算ꎬ 又具有准确的解剖结构信息ꎬ 可结合原 ＭＲＩ
图像进行准确的器官标定ꎮ

国内外学者将成熟的多层神经网络框架进行改进并应

从而获得 伪 ＣＴ 结 果 图 像ꎮ 二 是 基 于 生 成 对 抗 网 络 的 方

用于 ＭＲＩ 与 ＣＴ 图像的合成任务中ꎮ Ｈａｎ 等 [２３] 提出包含 ２７

该方法利用对抗的思想来学习生成式模型ꎬ 自动的定义潜

( ＤＣＮＮ) ꎬ 对 １８ 例患者的 Ｔ１ 加权 ＭＲＩ 图像及 ＣＴ 图像进行

法 [１３￣１４] ꎮ 生成对抗网络模型最早由 Ｇｏｏｄｆｅｌｌｏｗ 等 [１５] 提出ꎬ
在损失函数并学习原始真实样本集的数据分布ꎬ 使得生成
器生成的样本分布能够趋近真实数样本分布ꎬ 具备较好的
泛化能力ꎮ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合成伪 ＣＴ 图像的方式主要
分为: 有监督方式与无监督方式ꎮ 前者基于包含条件信息
的生成对抗网络模型ꎬ 学习源图像 ( ＣＢＣＴ、 ＭＲＩ 图像等)

到目标图像 ( ＣＴ 图像) 间的对应关系ꎬ 改变了传统 ＧＡＮ
通过随机向量学习到目标图像的映射方式ꎬ 例如条件生成
对抗网络 ( ｃＧＡＮ) 等ꎮ 后者则通过引入循环一致性约束
等条件来替代对生成图像内容的条件约束ꎬ 限制生成器的
学习范围ꎬ 其学习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监督信息ꎬ 用于不成

个卷 积 层 和 ３ ５００ 万 个 训 练 参 数 的 深 度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六重交叉验证ꎬ 将生成的伪 ＣＴ 图像与实际 ＣＴ 图像逐个像

素进行比较ꎬ 实验结果证明复杂的网络模型所获取的伪 ＣＴ
图像的灰度信息较为准确ꎮ Ｃｈｅｎ 等 [２４] 利用 Ｕ￣Ｎｅｔ 建立 ３６
例前列腺患者 ＭＲＩ 与 ＣＴ 图像间 ＨＵ 值信息的非线性映射

关系ꎬ 预测阶段重新选取 １５ 位患者进行测试ꎬ 对基于 Ｕ￣
Ｎｅｔ 获取的伪 ＣＴ 所制定 ＩＭＲＴ 放疗计划进行剂量评估ꎬ 金
标准为具有相同优化参数的定位 ＣＴ 放疗计划ꎬ 实验结果
显示伪 ＣＴ 下放疗计划的 １％ / １ ｍｍ 和 ２％ / ２ ｍｍ 标准下的
伽玛通过率分别超过 ９８ ０３％ 和 ９９ ３６％ꎬ 且相对于处方剂
量ꎬ ＰＴＶ 内最大点剂量与其差异<１ ０１％ꎮ Ｇｕｐｔａ 等 [２５] 利用

对的源图像与目标图像间的合成操作ꎬ 例如循环生成对抗

２Ｄ 的 ＭＲＩ 图像作为 Ｕｎｅｔ 网络的输入ꎬ 分别基于空气、 软

ＣＴ 图像技术及其临床放疗应用进行综述ꎬ 并介绍其最新的

结果显示ꎬ 伪 ＣＴ 下的放疗计划与真实的 ＣＴ 相比平均靶区

网络 (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等ꎮ 本 文 就 不 同 深 度 学 习 方 法 获 取 伪
进展ꎮ

一、 伪 ＣＴ 图像合成技术的分类

根据源图像模态的不同ꎬ 合成伪 ＣＴ 的方法主要分为

以下几种: ＰＥＴ → ＣＴ、 ＭＲＩ → ＣＴ、 ＣＢＣＴ → ＣＴ 及 ＵＳ → ＣＴꎮ
对于 ＰＥＴ 合成伪 ＣＴꎬ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基于伪 ＣＴ
图像对 ＰＥＴ 图像进行衰减校正ꎬ 并没有涉及放疗方面的应
用性研究

[１６￣１９]

ꎮ 目前已应用于临床的 ＭＲＩ￣Ｌｉｎａｃ 机器主要

有 瑞 典 医 科 达 公 司 的 Ｕｎｉｔｙ 及 美 国 ＶｉｅｗＲａｙ 公 司 的

组织及骨骼 ３ 个类别建立与 ＣＴ 图像的映射关系ꎬ 剂量验证
剂量误差为 ２ ３％ꎬ 标准差为 ０ １％ꎮ 上述两种深度学习方

法虽可以获得质量较好的伪 ＣＴ 图像ꎬ 但模型均采用了 ２Ｄ
的卷积神经网络ꎬ 忽略了 Ｚ 方向的解剖结构变化ꎬ 所得的
伪 ＣＴ 图像结果与真实 ＣＴ 图像在部分层面存在一定的偏
差ꎮ Ｄｉｎｋｌａ 等 [２６] 提出基于 ３Ｄ 图像区块的 Ｕ￣Ｎｅｔ 网络计算
模型来进行头颈部肿瘤患者 ＭＲＩ 图像合成伪 ＣＴ 图像的训
练ꎬ 实验结果显示ꎬ 与原计划相比ꎬ 基于伪 ＣＴ 所制定的
放疗计 划 内 的 总 体 剂 量 平 均 偏 差 为￣０ ０３％ ± ０ ０５％ꎬ 在

ＭＲＩｄｉａｎꎮ 两种 ＭＲＩ￣Ｌｉｎａｃ 均将 ＭＲＩ 与直线加速器进行集

９０％处方 剂 量 的 区 域 内 剂 量 偏 差 为￣０ ０７％ ± ０ ２２％ꎮ Ｌｉｕ

度值ꎮ 利用深度学习方法在 ＭＲＩ 合成的伪 ＣＴ 图像进行剂

ＭＲＩ 图像与 ＫＶＣＴ 图像作为 ３Ｄ Ｕｎｅｔ 网络模型的训练数据ꎬ

成ꎬ ＭＲＩ 图像具有软组织分辨率高的优点ꎬ 但不带电子密
量计算ꎬ 从而替代定位 ＣＴ

[２０]

ꎮ ＣＢＣＴ 设备与直线加速器共

用同一机架ꎬ 是图像引导放疗常用的设备ꎬ 所合成的伪 ＣＴ

等 [２７] 将 ４０ 例 头 颈 部 肿 瘤 患 者 配 准 后 的 ３Ｄ Ｔ１ 加 权 像 的
与 ＫＶＣＴ 相比ꎬ 伪 ＣＴ 图像整体的 ＭＡＥ ( 平均绝对误差)

值为 (７５±２３) ＨＵꎬ ９５％ 处方剂量包绕的 ＰＴＶ 剂量误差为

ꎮ ＵＳ 图像

０ ２７％±０ ７９％ꎬ 靶区最大剂量误差为 １ ３９％ ± １ ３１％ꎬ 在

所合成的伪 ＣＴ 图像也可用于辅助患者的摆位验证及肿瘤

内纹理特征信息丰富ꎬ 对卷积神经网络的网络层及损失函

图像可以用于校正患者体位和修正治疗计划

[２１]

具备实施性、 便携性、 无辐射性及软组织分辨率高等优势ꎬ
区域勾画

[２２]

ꎮ 以下依据不同种类图像域合成伪 ＣＴ 的方法

来分别展开综述ꎮ

二、 基于深度学习下的伪 ＣＴ 图像合成技术的国内外研

究进展

１. 基于 ＭＲＩ 图像的伪 ＣＴ 合成: ＣＴ 图像是放疗计划制

解剖结构与剂量差异方面均较小ꎮ ３Ｄ ＭＲＩ 图像的成像区域
数的设定要求较高ꎬ 参数的设定对最终生成的伪 ＣＴ 图像
的成像质量影响也较大ꎬ 因此根据 ＭＲＩ 图像特征信息对网
络及损失函数的改进仍是目前研究的热点ꎮ

ＧＡＮ 网络在自然图像处理任务中已被证明具有较好的

效果ꎬ 很多学者对其改进并应用到基于 ＭＲＩ 图像合成伪 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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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４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３

图像 的 任 务 中ꎮ 亓 孟 科 等 [２８] 选 取 ３０ 例 头 颈 肿 瘤 患 者 的

性ꎬ 使得 ＣＢＣＴ 图像在患者分次间的摆位验证及自适应放

另取 １５ 例患者进行预测并比较伪 ＣＴ 与真实 ＣＴ 图像间的

目前在临床自适应放疗过程中ꎬ 用于校正 ＣＢＣＴ 中 ＨＵ

ＭＲＩ 及 ＣＴ 图像ꎬ 利用 ＧＡＮ 建立两种模态间的映射模型ꎬ

疗过程中都具有更好的应用价值ꎮ

图像质量及剂量分布差异ꎬ 结果显示两者间的解剖结构误

值的非深度学习方法主要包括基于散射校正板 ( ｂｅａｍ ｓｔｏｐ

相似性系数值为 ０ ８３±０ ０３ꎬ 基于伪 ＣＴ 图像重计算的计划

洛模拟法与图像配准方法等 [３３￣３６] ꎮ 基于 ＢＳＡ 散射校正的方

差较小ꎬ 体素平均绝对误差为 ( ７９ １５± １１ ３７) ＨＵꎬ 结构
剂量分布在 ２ ｍｍ / ２％与 ３ ｍｍ / ３％标准下的伽马通过率分别
超过 ９２％与 ９８％ꎬ 满足临床要求ꎮ 常规的 ＧＡＮ 网络虽可以
完成伪图像合成任务ꎬ 但其训练结果受输入训练集的影响
不具有稳定性ꎬ 部分浅层的特征信息会随着网络层数的加
深而丢失ꎬ 因此需要进行改进ꎮ Ｅｍａｍｉ 等

[２９]

使用生成器为

带有残差网络的 ＧＡＮꎬ 将脑癌患者的 Ｔ１ 加权像的 ＭＲＩ 合
成伪 ＣＴ 图像ꎬ 通过平均绝对误差 ( ＭＡＥ) 、 结构相似性指
数 ( ＳＳＩＭ) 和峰值信噪比 ( ＰＳＮＲ) ３ 种测度方法验证了伪
ＣＴ 与 定 位 ＣＴ 图 像 在 解 剖 结 构 上 具 有 较 高 的 相 似 性
[ ＭＡＥ:

( ８９ ３ ± １０ ３) ＨＵꎬ ＳＳＩＭ: ０ ８３ ± ０ ０３ꎬ ＰＳＮＲ:

２６ ６±１ ２] ꎮ ＧＡＮ 及其改进网络已被学者证明可以较好的

完成 ＭＲＩ→ＣＴ 的伪 ＣＴ 合成任务ꎬ 但若训练集中 ＭＲＩ￣ＣＴ
图像对的成像范围不一致或成像质量较差ꎬ 会导致生成的
伪 ＣＴ 图像失真ꎬ 因此伪 ＣＴ 图像的合成效果与图像预处理
的关系较大ꎮ Ｗａｎｇ 等

[３０]

在传统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的生成器中添加

ａｒｒａｙꎬ ＢＳＡ) 校正方法、 基于散射的模型卷积方法、 蒙特卡
法中所采用的校正板为具有等间隔等尺寸的铅块所填充的
有机玻璃板ꎬ ＢＳＡ 平行放置于平板探测器前面ꎬ 根据测量
的散射量来插值出整体的 散 射 分 布 图 像ꎬ 再 通 过 将 不 含
ＢＳＡ 的正常扫描图像与其进行作差处理ꎬ 得到最终的校正
ＣＢＣＴ 图像ꎮ 此方法在临床上得到较好的应用ꎬ 但需进行
多次扫描ꎬ 耗费时间且增加了 Ｘ 射线源的投剂量ꎮ 基于散

射的模型卷积方法利用合适的卷积核与带有散射的 ＣＢＣＴ
进行卷积或反卷积以得到散射图像ꎬ 将原始的 ＣＢＣＴ 图像
与散射图像做差以得到校正后的 ＣＢＣＴ 图像ꎮ 该方法中所
采用的卷积核不具备自适应性ꎬ 且噪声因素的干扰也使得
散射校正的效果不稳定ꎮ ＭＣ 模拟法通过利用 ＭＣ 算法模拟
光子的运输以修正散射ꎬ 并进行剂量的重建ꎮ 王玉 [３７] 采用
基于散射核反卷积校正方法校正后的标准模体 ＣＢＣＴ 图像

建立 ＨＵ￣ＥＤ 标 定 曲 线ꎬ 与 ＣＴ￣ＥＤ 标 定 曲 线 结 果 相 比 较ꎬ
在 ３％ / ３ ｍｍ 标准下的伽 马 分 析 通 过 率 由 校 正 前 的 ４８％、

可变形卷积网络层 ( ＤＣＮ) ꎬ 并在总循环网络的损失函数

７５ ２％提 高 至 ９５ ３％、 ９７ ７％ꎬ 剂 量 计 算 精 度 提 高 明 显ꎮ

成像范围不一致的脑部或腹部 ＭＲＩ 图像与 ＣＴ 图像间的相

剂量修正ꎮ 图像配准方法则利用形变配准或直方图匹配法

中添加归一化互信息损失ꎬ 证明了改进的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可用于
互合成ꎮ Ｌｅｉ 等

然而 ＭＣ 算法的计算时间较长ꎬ 不能实时进行放疗计划的

提出一种基于密集连接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合成伪

来校正 ＣＢＣＴꎮ Ｍｏｔｅａｂｂｅｄ 等 [３８] 通过盆腔模体实验ꎬ 对扫描

ＭＲＩ 的两种对称映射关系ꎬ 网络的参数权重是通过所合成

正 ＣＢＣＴ 中的 ＨＵ 值ꎬ 结果表明相比于 ＣＴ 图像上剂量计算

[３１]

ＣＴ 的新方法ꎬ 该 模 型 可 以 同 时 训 练 ＭＲＩ 到 ＣＴ 与 ＣＴ 到
的伪 ＣＴ 与原始的真实 ＣＴ 间的欧式距离损失函数及梯度损

失函数进行动态优化ꎬ 实验分别通过 ２４ 例脑部肿瘤及 ２０
例前 列 腺 肿 瘤 患 者 进 行 ＭＡＥ、 ＰＳＮＲ 及 归 一 化 互 相 关
( ＮＣＣ) 的测度分析ꎬ 证明所合成伪 ＣＴ 图像在成像质量及
ＨＵ 值准确度方面均较高ꎮ 随着 ＧＡＮ 网络的不断改进与优

的 ＣＴ 图像与人为变形后的 ＣＢＣＴ 图像间进行形变配准来校
的结果ꎬ 未经校正与校正后的 ＣＢＣＴ 图像中所有危及器官
的平均剂量差异分别为 ３ ９％ 与 ０ ２％ꎮ 这类方法虽然可以
修正 ＣＢＣＴ 图像内的 ＣＴ 值信息ꎬ 但对图像配准算法及匹配
方法的精度要求较高ꎬ 且目标函数的设定也较为复杂ꎮ

近几年ꎬ 基于多层卷积神经网络的合成伪 ＣＴ 的方法

化ꎬ 其应用于 ＭＲＩ 合成伪 ＣＴ 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ꎬ 无

已被提出用于校正 ＣＢＣＴ 的 ＨＵ 值的不准确问题ꎬ 相比于

或胃肠蠕动所引起的形变较大的胸腹部肿瘤ꎬ ＧＡＮ 都可以

ＣＴ) 具有更高的成像质量ꎬ ＨＵ 值也更为准确ꎮ Ｃｈｅｎ 等 [３９]

论是分次治疗间形变较小的头颈部肿瘤ꎬ 还是由患者呼吸
较好的合成伪 ＣＴ 图像ꎮ 如何提高基于 ＭＲＩ 合成伪 ＣＴ 训练
效率及合成精度并适应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 ＳＢＲＴ) 等大
分割治疗ꎬ 仍是今后研究的重点ꎮ

２. 基于 ＣＢＣＴ 图像的伪 ＣＴ 合成: ＣＢＣＴ 与 ＣＴ 图像皆

为通过 Ｘ 射线穿过不同密度的组织器官ꎬ 平板探测器测得
Ｘ 射线衰减后的放射能量ꎬ 再经计算机处理并重建出的灰
度图像ꎮ 但两者的成像原理不同ꎬ ＣＢＣＴ 采用 ３Ｄ 锥形束扫
描来替代诊断 ＣＴ 的扇形扫描以获取 ２Ｄ 的投影数据ꎬ 再将
不同角度方向获取的投影数据进行重建ꎬ 虽提高了 Ｘ 射线
的利用率ꎬ 却增加了更多的散射信号ꎬ 进而引起 ＣＢＣＴ 图

像的软组织分辨率降低ꎬ 也会产生较多的条状或带状伪影ꎬ
ＨＵ 值不准确且难以校正 [３２] ꎮ 利用深度学习方法获取的伪
ＣＴ 图像可以用于解决上述 ＣＢＣＴ 图像在临床放疗中的局限

非深度 学 习 方 法ꎬ 其 所 获 取 的 校 正 后 的 ＣＢＣＴ 图 像 ( 伪
利用 Ｕ￣Ｎｅｔ 网络来建立 ＣＢＣＴ 与 ＣＴ 两种图像域间的特征映
射关系ꎬ 在全局与局部两个方面抑制 ＣＢＣＴ 图像内噪声以
消除伪影ꎬ 所合成的伪 ＣＴ 图像与利用形变配准方法获得
的 ＣＴ 图像在灰度信息上较为接近ꎮ Ｎｏｍｕｒａ 等 [４０] 通过带有
残差级联的卷积神经网络消除原始的 ＣＢＣＴ 图像中因散射
而形成的伪影ꎬ 与基于散射 的 模 型 卷 积 方 法 得 到 的 校 正
ＣＢＣＴ 图像相比ꎬ 经 ＣＮＮ 方法校正后的 ＣＢＣＴ 图像具有更

准确的 ＨＵ 值ꎬ ４ 种 图 像 质 量 度 量 结 果 [ ＭＡＥ、 ＰＳＮＲ、
ＳＳＩＭ 及均方误差 (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ꎬ ＭＳＥ) ] 也表明经
ＣＮＮ 校正后的图像质量要优于传统方法ꎮ 上述研究已证明
相较于传统方法ꎬ 基于多层卷积神经网络合成的伪 ＣＴ 图
像在 ＣＢＣＴ 伪影去除中的效果更好ꎬ 但并未进行剂量学方
面的研究ꎮ Ｌｉ 等 [４１] 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将 １０ 例头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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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５

肿瘤患者的 ＣＢＣＴ 图像合成伪 ＣＴ 图像ꎬ 并与原始 ＣＢＣＴ 图

量ꎬ 而基于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的深度学习可以建立 ＣＢＣＴ 与 ＣＴ 图

于伪 ＣＴ、 原始 ＣＢＣＴ 及基于模型评估方法校正 ＣＢＣＴ 图像

图像在整体成像区域质量较原始的 ＣＢＣＴ 图像均有提高ꎬ

像及校正后的 ＣＢＣＴ 图像进行剂量学方面的比较ꎬ 显示基
与定位 ＣＴ 图像 ( 金标准 ＣＴ) 下所制备的放疗计划间的平
均 ＤＶＨ 剂量测度差异分别为 ０ ２％ ±０ ６％、 ０ ８％ ±１ ９％ 和

０ ４％ ± ０ ７％ꎬ １ ｍｍ / １％ 的 伽 马 通 过 率 分 别 为 ９５ ５％ ±

１ ６％、 ９０ ８％± ６ ２％ 和 ９４ １％ ± ４ ４％ꎬ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ꎮ 有学者研究表明ꎬ 在质子治疗方面ꎬ 基于 Ｕ￣Ｎｅｔ 等多
层 ＣＮＮ 方法获取的伪 ＣＴ 图像在 ＣＢＣＴ 图像伪影校正及质

子治疗计 划 的 剂 量 计 算 方 面 同 样 具 有 较 好 的 效 果 [１１ꎬ４２] ꎮ
Ｔｈｕｍｍｅｒｅｒ 等

[４３]

利用编码￣解码模式的 Ｕ￣Ｎｅｔ 深度学习网络

训练 ＣＢＣＴ 与真实 ＣＴ 图像对以获取伪 ＣＴ 图像ꎬ 并分别与
基于形变配准与 ＨＵ 值校正表的两种 ＣＢＣＴ ＨＵ 值校正方法

所获取的伪 ＣＴ 图像进行解剖结构与剂量学方面的对比ꎮ
质子放疗计划由 Ｒａｙｓｔｉｔｏｎ 公司的 ＴＰＳ 在真实 ＣＴ 图像上进
行制备ꎬ 并将其复制到伪 ＣＴ 图像上进行验证ꎮ 实验结果

表明ꎬ 基于 Ｕ￣Ｎｅｔ 获得伪 ＣＴ 图像与真实 ＣＴ 图像间的 ＤＳＣ
均值为 ０ ９６ꎬ ＭＡＥ 均值为 ４４ＨＵꎬ 均优于其余两种基于非

深度学习 ＣＢＣＴ ＨＵ 值校正方法所得伪 ＣＴꎬ ２ ｍｍ / ２％ 与 ３
ｍｍ / ３％条件下的伽马通过率也最高ꎮ 由此可知ꎬ 基于深度
卷积网络合成伪 ＣＴ 的方法在校正 ＣＢＣＴ 伪影及放疗计划剂
量计算方面比传统的方法要更有优势ꎬ 在放疗中具有较大
的临床应用价值ꎮ

尽管在多层神经网络模型训练中所采集的 ＣＢＣＴ 与 ＣＴ

图像均为同一患者ꎬ 但受制于不同时间段扫描过程中患者
体位偏差或软组织形变差异ꎬ 实际中很难获取解剖结构完
全匹配的 ＣＢＣＴ 与 ＣＴ 图像对ꎮ 为减小训练误差及提高伪
ＣＴ 合成的准确性ꎬ 在进行伪 ＣＴ 图像合成前ꎬ 需对待训练
的 ＣＢＣＴ￣ＣＴ 图像对进行配准处理ꎬ 增加了伪 ＣＴ 图像合成
的误差ꎮ 传统的 ＧＡＮ 网络及改进方法同样需要对待训练的

图像数据集进行配准等预处理操作ꎮ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ꎬ
有学 者 提 出 利 用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网 络 将 ＣＢＣＴ 合 成 伪 ＣＴ 图
像 [４４] ꎮ 区别于传统的 ＧＡＮ 网络ꎬ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本质上是两个
镜像对称的 ＧＡＮ 所构成的一个环形网络ꎮ 两个 ＧＡＮ 共享

两个生成器及判别器ꎬ 即共有两个判别器和两个生成器ꎮ
该网络通过引入循环损失一致性函数进行约束ꎬ 可以保证
模型更有效的学习 ＣＢＣＴ 与 ＣＴ 两个图像域中不成对图像数
据间的非线性映射关系ꎮ Ｌｉａｎｇ 等 [４５] 首次将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网络

应用于 ＣＢＣＴ 与定位 ＣＴ 图像间的伪图像合成任务ꎬ 通过 ２０

像域内所有像素点间的映射关系ꎬ 使得训练后得到的伪 ＣＴ
ＨＵ 值也更接近于真实的 ＣＴ 图像ꎮ 除上述调强放疗的应用
研究以外ꎬ ＣＢＣＴ→ＣＴ 的伪 ＣＴ 合成技术在 ＳＢＲＴ 等大分割
放疗中也有较好的应用ꎮ Ｌｉｕ 等 [４７] 提出基于自注意机制的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网络并应用于 ＣＢＣＴ 与 ＣＴ 图像间的合成任务中ꎬ
采用的自注意机制通过直接计算图像中任意两个像素间的
关系ꎬ 使网络更好地学习到组织器官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及
全局特征ꎬ 通过对 ３０ 例接受 ＳＢＲＴ 治疗的胰腺癌肿瘤患者
进行测量验证ꎬ 显示伪 ＣＴ 图像与真实 ＣＴ 图像间的图像相
似程度较高ꎬ 两者计划间的 ＰＴＶ 及危及器官的 ＤＶＨ 指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ＣＢＣＴ 与 ＣＴ 图像同属于同模态医学图
像ꎬ 相比于 ＭＲＩ 图像ꎬ 其纹理特 征 信 息 相 对 较 少ꎬ 同 时
ＣＢＣＴ 图像内存在的伪影及噪声使得伪图像合成任务具有
一定的难度ꎮ 针对 ＣＢＣＴ 图像内伪影的去除及 ＨＵ 值的校
正问题ꎬ 提高 ＧＡＮ 网络在提取低质量图像内语义特征信息
的能力ꎬ 并对校正后的 ＣＢＣＴ 图像进行剂量评估以应用于
临床自适应放疗ꎬ 仍是 ＣＢＣＴ 与 ＣＴ 图像间伪图像合成工作
的研究热点ꎮ

３. 基于超声图像下的深度学习方法合成伪 ＣＴ 的研究

现状: 超声凭借其便携性、 实时性、 无辐射性等优势ꎬ 常
结合 ＣＢＣＴ 进行图像引导放疗 [４８] ꎮ 但超声图像内的灰度信
息不能与组织器官的密度信息进行关联匹配ꎬ 无法直接进
行剂量计算ꎬ 因此有学者通过基于超声图像的伪 ＣＴ 方法
来解决上述问题 [４９￣５１] ꎮ 然而超声图像内的噪声较大ꎬ 使得
传统的非深度学习方法在合成基于超声图像下伪 ＣＴ 图像
较为困难ꎮ 目前主要是基于图像配准下的超声形变场方法
来获取伪 ＣＴ 图像ꎬ 国内外学者对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下
的超声与 ＣＴ 图像合成的工作研究较少ꎮ Ｓｕｎ 等 [５３] 提出一
种基于 ＣＮＮ 下解剖语义的图像风格迁移方法来分步局部合
成伪 ＣＴ 图像ꎬ 通过超声模体与 ５ 名宫颈癌患者的体数据证
明ꎬ 相比于传统的 ＣＮＮ 网络及形变配准的方法ꎬ 基于该方
法所合成伪 ＣＴ 图像在解剖结构上与真实 ＣＴ 图像更为接
近ꎮ 基于超声图像下的深度学习方法合成伪 ＣＴ 图像的研

究目前处于初步阶段ꎬ 作为图像引导放疗的新方式ꎬ 伪 ＣＴ
图像在超声引导放疗应用方面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ꎮ
三、 展望
近年来ꎬ 深度学习方法已逐渐应用于医学图像的合成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验证发现ꎬ 基于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合成的伪 ＣＴ

任务中ꎮ 由综述文献可知ꎬ 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伪 ＣＴ 合

１ ｍｍ / １％ 标准下的伽马通过率为 ( ９６ ２６± ３ ５９) ％ꎬ 在解

均有较大的进展ꎬ 且所获得的伪 ＣＴ 图像的成像质量及基

图像与真实的 ＣＴ 图像间的 ＭＡＥ 值为 ( ２９ ８９ ± ４ ９) ＨＵꎬ
剖结构与剂量学方面均要优于基于 ＤＣＧＡＮ 和 ＰＧＧＡＮ 方法
获取的伪 ＣＴ 图像ꎮ Ｈａｒｍｓ 等

[４６]

通过将基于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获取

伪 ＣＴ 的方法与传统的 ＣＢＣＴ 图像散射校正方法进行比较ꎬ
前者所得到的伪 ＣＴ 图像与真实 ＣＴ 图像间的 ＨＵ 值及解剖
结构更为接近ꎬ 且图像中的噪声也更低ꎬ 这是因为传统的
ＣＢＣＴ 伪影校正方法侧重于提高 ＣＢＣＴ 中局部区域的成像质

成技术在提高原始图像的质量及临床放疗应用方面的研究
于伪 ＣＴ 图像制备的放疗计划的剂量计算准确度与真实的
ＣＴ 图像较为接近ꎮ 深度学习在今后的医学图像合成任务及
临床放疗的应用中仍将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尽管基于 ２Ｄ 模型深度学习下的伪 ＣＴ 合成技术已在临

床放疗的应用研究中日益成熟ꎬ 但采用 ２Ｄ 的卷积核会丢
失空间和结构信息ꎬ 目前已有学者就基于 ３Ｄ 的卷积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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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６

网络合成伪 ＣＴ 图像展开研究ꎬ 然而在头颈或盆腔等解剖
结构较为丰富的医学图像成像区域ꎬ 就如何有效提取准确
的 ３Ｄ 特征信息以获取更加真实的伪 ＣＴ 图像仍是目前研究
的热点

[５４￣５５]

[８]

[９]

网络模型的鲁棒性和通用性也是基于深度学习获取伪 ＣＴ

所有研究者未因该研究而接受任何不正当的职

[１０]

感谢常州市医学物理重点实验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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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ｔｕｐ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ｅｒｉｎｅ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ｅ ｂｅａｍ

７８０３１￣７８０３７.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８ꎬ ６３ ( １８ ) : １８５００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８ / １３６１￣６５６０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ＢＣＴ ｆｏｒ ｄｏｓ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１９: Ｓ８５４￣Ｓ８５５.

６: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ｅｌｖｉｓ ＭＲ￣ｏｎｌｙ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Ｗａｎｇ Ｊ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ꎬ

Ｚｈｕ Ｇ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ｓｅｕｄｏ￣ＣＴ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Ｒ

[ Ｄ] 济南: 山东大学ꎬ ２０１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ｉｍａｇ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ｓｙｓｔｅｍ [ Ｄ] Ｊｉｎａ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ＢＣＴ ｉｎ ＩＧ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ＩＥＥ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ＣＶＰＲ ) ꎬ ＩＥＥＥꎬ ＬａｓＶｅｇａｓꎬ ＮＶꎬ ＵＳＡꎬ

Ｄａｉ Ｊ Ｒꎬ Ｈｕ Ｙ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０６ꎬ １５ ( ２ ) : １３２￣１３５. ＤＯＩ:

Ｘｉｅ Ｓꎬ Ｙａｎｇ Ｃꎬ Ｚｈａｎｇ Ｚ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ｄｏｓ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６４

孙鸿飞负责文献收集和论文撰写ꎻ 倪昕晔

指导论文撰写与修改ꎻ 杨建华参与论文修改

３７９８ꎬ .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ｍｐ. １３６７２.

Ｅｎｇꎬ

务或财务利益ꎬ 在此对研究的独立性核科学性予以保障
志谢

ｕｓｉｎｇ ２Ｄ ａｎｄ ３Ｄ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ꎬ

图像技术的必要研究内容之一ꎮ
利益冲突

Ｆｕ Ｊꎬ Ｙａｎｇ Ｙꎬ Ｓｉｎｇｈｒａｏ Ｋ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６ ( ９ ) : ３７８８￣

的大小及所包含的特征信息有关ꎬ 若在测试阶段输入的图
差异等) ꎬ 所得的伪 ＣＴ 图像结果也会不理想ꎬ 因此ꎬ 增加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ｍｅｄｉａ. ２０１７ ０５ ００４.

ｍａｌｅ ｐｅｌｖ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ｏｍ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ꎮ 另外ꎬ 模型的训练效果与输入的图像训练集

像与训练过程中的数据集差异较大 ( 含有金属伪影ꎬ 肥胖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３

ＤＯＩ: １０ ２９６７ / ｊｎｕｍｅｄ. １１７ ２０２３１７.

Ｄｏｎｇ Ｘꎬ Ｗａｎｇ Ｔꎬ Ｌｅｉ Ｙꎬ ｅｔ 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ＰＥ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ｗｈｏｌｅ￣ｂｏｄｙ ＰＥＴ

ｉｍａｇｉｎｇ [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６４ ( ２１) : ２１５０１６. ＤＯＩ:

[２０]

１０ １０８８ / １３６１￣６５６０ / ａｂ４ｅｂ７.

Ｑｉ Ｍꎬ Ｌｉ Ｙꎬ Ｗｕ Ａꎬ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ＭＲ 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１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３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ＭＲＩ￣ｏｎｌｙ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７
[２１]

(４) : １８８０￣１８９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ｍｐ. １４０７５.

Ｌｉａｎｇ Ｘꎬ Ｃｈｅｎ Ｌꎬ Ｎｇｕｙｅｎ Ｄ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ＣＴ )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ｅ￣ｂｅａｍ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ＣＢＣＴ ) ｕｓ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ｆｏｒ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６４ ( １２) : １２５００２. ＤＯＩ:

[２２]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ｑ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６３ ( ９ ) : １３９９￣１４０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０９ /

[２４]

[３２]

ＴＵＦＦＣ. ２０１６ ２５８３７８５.

Ｈａｎ Ｘ. ＭＲ￣ｂａｓｅ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ｅｐ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ｅｔｈｏｄ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４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ｎｌｙ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Ｊ]

[３３]

[３４]

[３５]

Ｃ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ＲＩ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ａ ３￣Ｃｈａｎｎｅｌ Ｕ￣ｎｅｔ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ｏｎ ｓａｇｉｔｔ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 Ｊ]
[２６]

Ｆｒｏｎｔ

Ｏｎｃｏｌꎬ

ｆｏｎｃ. ２０１９ ００９６４.

２０１９ꎬ

９:

９６４.

ＤＯＩ: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Ｔ ｆｏｒ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ｐａｔｃｈ￣ｂａｓｅｄ ３Ｄ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Ｊ]

[３６]

ｍｐ. １３６６３.

Ｌｉｕ Ｆꎬ Ｙａｄａｖ Ｐꎬ Ｂａｓｃｈｎａｇｅｌ ＡＭꎬ ｅｔ ａｌ. ＭＲ￣ｂａｓ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２８]

亓孟科ꎬ 李永宝ꎬ 吴艾茜ꎬ 等.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鼻咽癌
患者伪 ＣＴ 合成方法研究[ Ｊ] 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９ ( ４ ) : ２６７￣２７２. ＤＯＩ:
２０１９０６１４￣００００４.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ｃｎ１１３０３０￣

Ｑｉ ＭＫꎬ Ｌｉ ＢＳꎬ Ｗｕ ＡＱ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７]

[２９]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ｃｎ１１３０３０￣２０１９０６１４￣００００４.

Ｅｍａｍｉ Ｈꎬ Ｄｏｎｇ Ｍꎬ Ｎｅｊａｄ￣Ｄａｖａｒａｎｉ ＳＰ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３８]

Ｗａｎｇ Ｃꎬ Ｍａｃｎａｕｇｈｔ Ｇꎬ Ｐａｐ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ｏｕ Ｇꎬ ｅｔ ａｌ. 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ｄｏｍａｉｎ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ｃｙｃｌ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Ｃｈａｍ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１０３７: ５２￣６０. ＤＯＩ:

１０ ３１０９ /

Ｊｉａ ＦＳＳꎬ Ｓｅｃｈｏｐｏｕｌｏｓ Ｉ. Ａ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ｂａｓｅｄ Ｘ￣ｒａｙ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ｓｔ ｔｏｍ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８
(１２) : ６６４３￣６６５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８ / １ ３６５９７０３.

Ｕｓｕｉ Ｋꎬ Ｉｎｏｕｅ Ｔꎬ Ｋｕｒｏｋａｗａ Ｃ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Ｆ￣Ｊ￣７０: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 ｃｏｎｅ￣ｂｅａｍ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ｒｏｓｓ￣ｔｙｐｅ

３４２２￣３４２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８ / １ ４９５５９７８.

闫瑞菊. 基于散射核的锥束 ＣＴ 散射校正[ Ｄ] 南京: 南京邮
电大学ꎬ ２０１７.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１７.

Ｃｈｅｖｉｌｌａｒｄ Ｃꎬ Ｄｕｍａｓ Ｊ Ｌꎬ Ｍａｚａｌ Ａꎬ ｅｔ ａｌ. ４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Ｔ ｄ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ｙ ｆｒｏｍ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ＣＢ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７ꎬ

ｅｊｍｐ. ２０１７ １０ ０６７.

４４:

２０￣２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王玉. 锥形束 ＣＴ 图像的散射校正[ Ｄ]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ꎬ ２０１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５.

Ｍｏｔｅａｂｂｅｄ Ｍꎬ Ｓｈａｒｐ ＧＣ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ｅ ｂｅａｍ ＣＴ￣ｂａｓｅｄ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８ / １ ４９０３２９２.

Ｃｈｅｎ Ｌꎬ Ｌｉａｎｇ Ｘꎬ Ｓｈｅｎ Ｃꎬ ｅｔ 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４０]

Ｎｏｍｕｒａ Ｙꎬ Ｘｕ Ｑꎬ Ｓｈｉｒａｔｏ Ｈ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ｏｍａｉ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ＣＢＣ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ｖｉａ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７
(３) : １１１５￣１１２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ｍｐ. １３９７８.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ｅ ｂｅａｍ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６ ( ７) :

[４１]

３１４２￣３１５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ｍｐ. １３５８３.

Ｌｉ Ｙꎬ Ｚｈｕ Ｊꎬ Ｌｉｕ Ｚꎬ ｅｔ ａｌ.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ｅｐ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Ｃ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ＢＣＴ ｆｏｒ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ｆ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６４ ( １４ ) : １４５０１０.

[４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Ｃ ] .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 ＳＡＳＨＩＭＩ ) .

ＤＯＩ:

[３９]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５ ( ８ ) : ３６２７￣
[３０]

１１１４￣１１２４.

ｄｏｓ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２ ( １ ) : １９６￣２０５.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３６３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ｍｐ. １３０４７.

):

Ｗａｎｇ Ｙ.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ｅ ｂｅａｍ ＣＴ Ｉｍａｇｅｓ [ Ｄ] Ｈｅｆｅｉ: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 Ｊ]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９ ( ４) : ２６７￣２７２.

８

０２８４１８６Ｘ. ２０１４ ９２７０７３.

Ｐｈｙｓ

[ Ｊ] Ｊ Ａｐｐｌ Ｃｌｉｎ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０ ( ３) : １０５￣１１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ａｃｍ２ １２５５４.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Ｔ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６ ( ９ ) : ４０９５ － ４１０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２７]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１０ ３３８９ /

Ｄｉｎｋｌａ Ａ Ｍꎬ Ｆｌｏｒｋｏｗ Ｍ Ｃꎬ Ｍａｓｐｅｒｏ Ｍꎬ ｅｔ ａｌ. Ｄｏｓｉｍｅｔｒｉｃ

Ｅｌｓｔｒｏｍ ＵＶꎬ Ｏｌｓｅｎꎬ Ｍｕｒｅｎ ＬＰ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ＢＣＴ

Ｙａｎ Ｒ Ｊ.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ｅ ｂｅａｍ ＣＴ ｕｓｉｎｇ ｂｌｉｎｄ

ｍｐ. １３２４７.

Ｇｕｐｔａ Ｄꎬ Ｋｉｍ ＭＭꎬ Ｖｉｎｅｂｅｒｇ ＫＡ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１０ １００２ / ｍｐ. １３６１７.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ｔｉｓｃａｔｔｅｒ ｇｒｉｄ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３ ( ６) :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５ ( １２ ) : ５６５９￣５６６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２５]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ｎｓｅ ｃｙｃｌ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５３

(４) : １４０８￣１４１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ｍｐ. １２１５５.

Ｃｈｅｎ Ｓꎬ Ｑｉｎ Ａꎬ Ｚｈｏｕ Ｄ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 Ｕ￣ｎｅ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Ｌｅｉ Ｙꎬ Ｈａｒｍｓ Ｊꎬ Ｗａｎｇ Ｔꎬ ｅｔ ａｌ. ＭＲＩ￣ｏｎ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Ｔ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ｒｅｇｉｏｎ￣ａ ｐｈａｎｔｏｍ ｓｔｕｄｙ [ Ｊ] Ａｃｔａ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

Ｋａｚｅｍｉｒａｄ Ｓꎬ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Ｓꎬ Ｈｙｂｏｉｓ Ｓꎬ ｅｔ 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ｓｈｅａｒ ｗａｖｅ
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１０ １００７ / ９７８￣３￣０３０￣００５３６￣８＿ ６.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６ ( ８ ) : ３５６５￣３５８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８ / １３６１￣６５６０ / ａｂ２２ｆ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ｈｅａｒ ｍｏｄｕｌｕｓ [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 Ｆｅｒｒｏｅｌｅｃｔｒ

[２３]

[３１]

 ２２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８ / １３６１￣６５６０ / ａｂ２７７０.

Ｈａｎｓｅｎ ＤＣꎬ Ｌａｎｄｒｙ Ｇꎬ Ｋａｍｐ Ｆ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ａｔｔｅｒＮｅｔ: ａ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ｎｅ￣ｂｅａｍ Ｃ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５ (１１) : ４９１６￣４９２６. ＤＯＩ:

[４３]

１０ １００２ / ｍｐ. １３１７.

Ｔｈｕｍｍｅｒｅｒ Ａꎬ Ｚａｆｆｉｎｏ Ｐꎬ Ｍｅｉｊｅｒｓ Ａ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ＢＣＴ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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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ｏｎ ｄｏｓ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ｏｒ ｐｓｅｕｄｏ￣ＣＴ ｓｃａｎ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ｔｏ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０９５００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８ / １３６１￣６５６０ / ａｂ７ｄ５４.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２０ꎬ ６５ ( ９) :

[４４]

[４５]

ｂｅａｍ ＣＴ ｂｙ ｕｓｅ ｏｆ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７ (３) :

９９８￣１０１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ｍｐ. １３９６３.

Ｌｉａｎｇ Ｘꎬ Ｃｈｅｎ Ｌꎬ Ｎｇｕｙｅｎ Ｄ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ＣＴ )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ｅ￣ｂｅａｍ

１０ １０８８ / １３６１￣６５６０ / ａｂ２２ｆ９.

[５１]

[５２]

Ｌｉｕ Ｙꎬ Ｌｅｉ Ｙꎬ Ｗａｎｇ Ｔꎬ ｅｔ ａｌ. ＣＢＣＴ￣ｂａｓｅ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ｍｐ. １４１２１.

Ｌｉ Ｍꎬ Ｂａｌｌｈａｕｓｅｎ Ｈꎬ Ｈｅｇｅｍａｎｎ Ｎꎬ 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５３]

[５４]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ｅｅｒ Ｓꎬ Ｃａｍｐｓ ＳＭꎬ Ｖａｎ Ｅｌｍｐｔ Ｗꎬ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Ｃ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ｅｄ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

ｓ１１５１７￣０１８￣１９１２￣２.

Ｓｕｎ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Ｋꎬ Ｆａｎ Ｒ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ｓｅｕｄｏ￣
ＣＴ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 Ｊ] 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２０１９ ２９５３９２３.

Ｍａｓｐｅｒｏ Ｍꎬ Ｓａｖｅｎｉｊｅ Ｍ Ｈꎬ Ｄｉｎｋｌａ 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Ｄｏｓ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ｓｔ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８ꎬ ６３ ( １８ ) : １８５００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８ / １３６１￣６５６０ /

[５５]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ａ 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Ｍｅｄ
[５０]

Ｓｕｎ Ｈꎬ Ｌｉｎ Ｔꎬ Ｘｉｅ Ｋ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Ｃ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ｅｌｖｉｓ ＭＲ￣ｏｎｌｙ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ｅ ｂｅａｍ ＣＴ [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０
[４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７ / ＭＤ.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３２.

Ａｃｃｅｓ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７ ( ９９ ) : １６８４２８￣１６８４３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０９ /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１) : ８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８６ / ｓ１３０１４￣０１５￣０３８０￣１.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ｗｉｔｈ ｂｉｎａｒｙ

Ｂｉｏｌ Ｅ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５７ ( ３) : ６４３￣６５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ｅｐ￣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ｆｏｒ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７ ( ６ ) : ２４７２￣２４８３.

Ｓｕｎ Ｈꎬ Ｘｉｅ Ｋꎬ Ｇａｏ Ｌ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ｓｅｕｄｏ￣ＣＴ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Ｊ] Ｍｅ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ｅ￣ｂｅａｍ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Ｊ]
ｍｐ. １３６５６.

０３５０１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８ / ２０５７￣１９７６ / ２ / ３ / ０３５０１８.

ｍａｓｋ ｉｎ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９７ (３８) : ｅ１２５３２.

Ｈａｒｍｓ Ｊꎬ Ｌｅｉ Ｙꎬ Ｗａｎｇ Ｔ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ｉｒｅｄ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ｂａｓ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Ｍｅｄ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６ ( ９ ) : ３９９８￣４００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４８]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Ｊ] Ｂｉｏｍｅｄ Ｐｈｙｓ Ｅｎｇ Ｅｘｐꎬ ２０１６ꎬ ２ ( ３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６４ ( １２) : １２５００２. ＤＯＩ:

[４７]

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Ｋｉｄａ Ｓꎬ Ｋａｊｉ Ｓꎬ Ｎａｗ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ＣＢＣＴ ) ｕｓ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ＧＡＮ ｆｏｒ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４６]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３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３ (４) : １９１３￣１９２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８ / １ ４９４４０６４.

Ｃａｍｐｓ Ｓꎬ Ｓｋａｄｉ ＶＤＭꎬ Ｖｅｒｈａｅｇｅｎ Ｆꎬ ｅｔ ａｌ.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ａｄａ６ｄ.

Ｋａｚｅｍｉｆａｒ Ｓꎬ ＭｃＧｕｉｒｅ Ｓꎬ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Ｒꎬ ｅｔ ａｌ. ＭＲＩ￣ｏｎｌｙ ｂｒａｉｎ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ｓｉｍｅｔｒｉｃ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Ｊ]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３６:

ｒａｄｏｎｃ. ２０１９ ０３ ０２６.

５６￣６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１０￣２１)

读者作者编者
作者投稿时语言文字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１) 临床研究类论文的资料和方法段缺少研究年代和资料来源的描述ꎬ 分组交代不清等ꎻ 结果部分仅有相对数 ( ％) ꎬ

而缺少绝对值ꎮ 实验研究类论文的材料和方法段缺少对动物来源、 饲养条件及健康状况等方面的描述ꎮ
(２) 时间范围的表达不符合规范ꎬ 如×年至×年ꎬ 中间仍用 “ ~ ” 应用 “ －” ꎮ
(３) “ 报道” 误用为 “ 报导” ꎮ

(４) “ 黏” 与 “ 粘” 使用不当ꎬ 如 “ 粘稠” 应为 “ 黏稠” ꎬ “ 粘痰” 应为 “ 黏痰” ꎮ

(５) 医学名词使用不规范ꎬ 如 “ 梗死” 误用为 “ 梗塞” ꎬ “ 淤血” 误用为 “ 瘀血” 等ꎮ
(６) 文内多处出现 “ / ” 或 “ ｖｓ” ꎬ 其含意不清ꎬ 建议尽量少用ꎮ

(７) 使用非公知公认缩略语的杂志ꎬ 文题中不恰当使用非公知公认的缩略语ꎮ
(８) 药物名称错用商品名ꎬ 未使用我国的通用药品名称ꎮ

(９) 药品或器械仅写出其生产和销售公司名称ꎬ 而未注明国家ꎮ
(１０) 正文内ꎬ 西文人名和缩略语不能移行排ꎮ

(１１) 参考文献英文作者名ꎬ 应先姓 ( 全称) 后名 ( 首字母缩写) ꎮ

(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