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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能谱 CT 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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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影像科，江苏 南通 226361）
摘要：结直肠癌是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早期诊断至关重要，双源能谱 CT 利用材料表
征和材料分解从周围环境中描绘病变并区分其良恶性，有望弥补常规影像技术的缺陷，进一步
提高结直肠癌的检测能力和诊断精度。
本文就双源能谱 CT 在结直肠癌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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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作为一种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
[1]
中国结直肠癌发病数占全球 24.3％，死亡数占全球 22.9％，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由于临
床表现不典型，多数结直肠癌患者在初诊时已经发展为局部晚期或晚期，导致治愈率和生
[2]
存率较低 。
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对提高病人的治愈率和生存率至关重要。能谱 CT 利用多参数成
像实现物质成分分析、鉴别、定量，为结直肠癌患者提供额外的解剖和功能信息。

1 能谱 CT 的原理、后处理技术及肠道诊断特点
1.1 原理
在双源能谱 CT 中，利用两种能谱来获得衰减测量值变化，区分和量化材料的成分，克
服了传统单能 CT 用相似的 CT 值来表示不同元素组成的材料的局限性，例如双源能谱 CT 可
以通过物质分离技术，明确诊断对比剂（碘）的分布。可以通过水基图或碘基图，判断结
[3]
直肠癌病灶是否有碘摄入，从而可以实现一次增强扫描可同时获得平扫和增强图像 。

1.2 虚拟单能图像
临床上可根据诊断需求选择最佳单能量来改善图像质量，进一步提高诊断精度。通过
[4]
具有相同解剖细节的高、低能量图像之间的信息冗余来降低图像噪声 ，实现更高的碘对比
[5]
度-色调比，保留空间分辨率与空间域降噪技术的协同效应，即迭代重建。Lenga 等 研究
发现 40 keV 能谱 CT 虚拟单能图像检测结肠癌肝转移瘤的灵敏度和诊断准确度为 90.6％ 和
[6]
89.1％，明显高于之前的标准重建图像。类似的 Chen 等 利用 80 kVp 扫描结合 SAFIRE 算
法重建图像在原发结直肠癌中也得到较优的对比噪声比和良好的图像质量。由此可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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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改善图像质量，低千伏虚拟单能重建能定量分析原发及结直肠癌转移灶，对其更精确的
分期，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
另外，碘对比度-色调比的增加还有助于减少能谱 CT 门静脉造影中碘对比剂剂量，增
[7]

加小血管的可见性。Ma 等 研究证明，在不增加辐射剂量的前提下，采用 50％ ASiR 重建的
60 keV 能谱 CT 图像可使碘剂量降低 25％，提高门静脉血管内信号强度，并减少图像噪声。
[7]

而且，Ma 等 研究还发现当对比剂剂量降低 25％ 时，60 keV 能谱 CT 在门静脉中产生的 CT
值仍然明显高于常规 CT 值。这表明通过进一步的探索对比剂的减剂量潜力以及验证能谱 CT
门静脉造影在肿瘤检测量化方面非常具有临床意义。
物质或组织在单能量成像中的 CT 值随 X 射线能量变化的曲线，即能谱衰减曲线，根据
[8]

这些衰减曲线的特征可以定量鉴别结直肠良恶性病变，为临床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
由于低能量光子的优先吸收而导致的光束硬化伪影使得测量的投影偏离物体的真线积
分，并且可以在患者内部或患者之间造成移动材料的衰减。虚拟单能图像有可能消除光束
[9]
硬化伪影和多色 X 射线对常规单能 CT 的平均衰减效应，从而提供更可靠的衰减值 。

1.3 碘选择性图像
能谱 CT 利用高、低千伏能量值下碘、软组织和脂肪这 3 种材料在 CT 上的碘吸收特性，
可以将对比度增强图像中任何体素的 CT 值分解为虚拟非增强贡献和碘含量的贡献。
通过后处理技术创建从图像中减去碘含量得到虚拟非增强图像，即虚拟平扫图像。
自 2006 年引入双能量 CT 技术以来，尽管创建的虚拟平扫图像可能会有图像纹理是否清
晰的问题，但相关研究发现，虚拟非增强图像和真实非增强图像的衰减值之间有很好的
一致性。另外，虚拟平扫图像除了能够可靠的描绘出钙、脂肪和出血的小病灶，提供这
些病变特征的补充信息外，它还具有通过消除对真实平扫图像的需要来减少辐射剂量和
[10]
检查时间的潜力 。
将碘信息以彩色编码图形式显示为纯碘地图或将彩色碘含量叠加在灰度虚拟平扫
图像上得到碘覆盖图。这些碘图可用于测量指定感兴趣区域中碘含量和碘浓度的强化程
度，从而进一步增加对诊断增强程度改变病灶的信心，且在肠道肿瘤良恶性鉴别或许有
[10]
潜在的益处 。

1.4 肠道疾病诊断特点
能谱 CT 是一种新的肠道疾病诊断技术，放射科医生应该探索能谱 CT 的各种临床益
处。比如通过利用虚拟单能图像可以对肠道病灶更好地定位，碘图和虚拟平扫图像则能更
好的量化肠道病变的严重程度。这种对肠壁内碘浓度的量化可显示缺血性肠的强化减弱和
可疑性肿瘤的强化增强

[10]

。总之，这些后处理技术通过提高碘对比噪声比、减少金属硬化

伪影、提供材料特定信息，提高了 CT 的诊断性能和可信度。此外，通过减少所需的对比剂
[4]

和省略真正的平扫 CT 扫描，提高了患者的安全性 。

2 能谱 CT 在结直肠癌方面的临床应用
2.1 鉴别良恶性病变
在传统 CT 小肠造影技术中，常用的阳性肠道对比剂如硫酸钡因为其具有高 X 射线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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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透明性的特点，常与静脉碘对比剂联合使用来鉴别管腔是否充盈缺损。但在传统腹部
单能 CT 中，含钡的肠道内容物的 CT 值与邻近的含碘血管或增强的小肠壁相似，导致肠壁
[11]

息肉癌变漏诊。Qu 等

通过模拟不同类型息肉的小肠模型发现，能谱 CT 联合含铋肠道对比

剂这种新的基于材料分解的可视化方法可以有效地区分肠壁、碘填充的息肉以及含铋肠道
对比剂填充的肠腔。数据表明，该项新技术将增强明显的息肉的检出率由原来的 83％ 提高
到 96％，非增强性息肉由原来的 28％ 提高到 94％，增强不明显的息肉由原来的 75％ 提高
到 92％。这一研究表明，如果能在临床上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将会极大地改善肠道成像和
息肉癌变的早期诊断。
近年来，随着螺旋 CT 扫描速度及分辨力的提高，胃肠道蠕动及呼吸伪影对图像的影响
已经微不足道，图像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多层螺旋 CT 小肠造影已成为肠道病变的重要检
查方法。但很多早期小肠病变仅表现为小肠壁增厚、CT 值的改变或肠系膜血管的改变，小
肠 CTE 仅能提供病变大小、形态、密度及强化方式等形态学信息，当病变缺乏典型形态学
特征时，便很难作出正确的诊断。双源 CT 能谱成像可以通过能谱曲线特点对小肠病变进行
[12]

定量评估

。

与 CTE 成像不同的是，能谱 CT 碘成像通过分析肿瘤的血供来鉴别结直肠肿瘤的恶性程
[13]

度，是当前研究的创新发现之一。Sun 等

研究发现与常规 CT 相比，能谱 CT 碘成像使结直

肠癌的检出率提高了 6.7％，检测结直肠肿瘤的敏感性提高到了 95.6％，特异性也由原来
的 42.8％提高为 100％，显著降低常规 CT 结肠成像诊断的假阳性率。分析原因可能是在碘
成像中，受肿瘤影响的增厚肠壁内碘含量增加，与临近正常肠道内的碘含量区分明显，有
助于提高诊断的可信度。
[14]
此外，在能谱 CT 结肠成像中，除了碘值这一参数以外，AL-Najami 等 发现，由于恶
性肿瘤坏死而导致肿瘤密度的增加，恶性组织的有效 z 值与良性组织相比有显著差异
（P < 0.03）
。该研究还发现，将能谱 CT 参数与磁共振图像相结合，有可能会提高直肠癌诊
断准确率。据此猜测，能谱 CT 结肠成像有可能会替代常规 CT 结肠成像成为大规模筛查结
直肠癌的工具。
因此，作为筛查工具，能谱 CT 结肠成像是否会带来更多的辐射剂量问题则备受关注。
[13]
据 2007 年专业机构调查评估规定 CT 作为筛查工具使用的平均有效剂量为 5.7 mSv 。而在
[13]
之前 Sun 等 研究中能谱 CT 结肠成像的辐射剂量为（4.26 ±1.05）mSv，远远低于以往的研
究报道。因此，可以推断，与 CT 结肠成像相比，能谱 CT 结肠成像反而可以降低辐射剂量。

2.2 术前分期评估
对结直肠癌进行术前精确分期是患者个体预后和治疗策略的必要条件。术前能谱 CT 的
碘覆盖图像已经被证明可以定量检测和描绘结肠和周围组织内病变，从而显示肿瘤的结肠
外扩散。由于光学结肠镜不能对狭窄性结直肠癌患者进行完整的肠道评估，容易对结直肠
[15]
癌患者造成漏诊。Kim 等 在 316 例结直肠癌患者中，经光学结肠镜检查发现 124 例患者除
确诊病灶的另外一处病灶，其中 91 例患者是高度恶性的腺瘤性息肉，17 例患者是结直
肠癌，这导致 14.0％ 的手术治疗方式的改变。如果另外一处病灶最初未能及时被发现，那
[16]
么二次手术之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将增加。Schaeffer 等 研究发现，与病理组织结果
相比，能谱 CT 结肠成像对结直肠癌的诊断准确率高达 95％。更为可喜的是，Schae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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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等 还发现能谱 CT 结肠成像对狭窄性结直肠癌患者同步病变的检出率高达 71％，检出
[16]
的同步病变中有 77％ 的病变被准确 T 分期。据此 Schaeffer 等 证明了无需俯卧扫描
的单卧位双能 CT 结肠成像对已经能够很好地评估病灶，可减少采集时间、检查成本和
患者不适。因此，能谱 CT 结肠成像被认为是一种快速、经济、有效的“一站式”分期
检查，可用于临床怀疑有结直肠癌的患者。
淋巴结转移被认为是总体预后不良的最强预测指标，通过对淋巴结状态的有效评估来
预测结直肠癌的预后和改善治疗策略非常重要。实际检查中常规 CT 通过对淋巴结的定性形
态学评估鉴别淋巴结良恶性的准确率仅为 54％～74％，远达不到临床诊断的需求

[17]

。因

此，有必要通过能谱 CT 衰减曲线区分不同材料的特点来提高不确定转移性淋巴结的诊断能
力，从而进一步评估碘值在该亚组中的诊断价值。Kato 等

[18]

通过对 28 例结直肠腺癌患者转

移淋巴结回顾性分析，在 ROC 曲线分析中，发现门静脉中的碘值对淋巴结转移的鉴别能力
最强。与单纯靠淋巴结尺寸来鉴别是否为转移性淋巴结相比，其 AUC 由 0.848 提高到了
0.932，灵敏度由 82.6％ 提高到了 87.0％，特异性由 77.1％ 提高到了 88.6％，诊断准确性
由 80.1％ 提高到了 87.9％。由此可见，当传统 CT 检查结果不明确时，能谱 CT 中对碘值的
补充评估有助于提高鉴别转移性淋巴结的诊断能力。

2.3 术前分化程度诊断
不同分化程度的结肠癌具有不同的生物学行为，准确的术前肿瘤分级对指导手术的顺
利进行或制定综合治疗方案，肿瘤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微血管密度是肿瘤血管生成从而
支持肿瘤生长的良好指标，恶性程度越高，肿瘤血管生长越快，微血管密度越高，血供越
[19]

丰富。由于增强 CT 扫描与微血管密度密切相关

[20]

，Yang 等

通过能谱 CT 对结肠癌患者动

静脉期肿瘤中的碘浓度进行测量，并进行分组比较。研究发现，动脉期血供和微血管密度
较高的低分化和未分化癌的碘浓度均高于高分化癌，这表明定量碘分解图像中的碘浓度与
肿瘤血管生成有关，可以用来定量反应肿瘤的血供情况，从而评价肿瘤微循环的生理功
[20]

能。并且 Yang 等

还发现在结直肠癌分级能力方面，动脉期能谱 CT 的碘值参数的 AUC 为

0.854，远高于常规动脉期 CT 值的 0.701，其诊断的灵敏度也由 64.7％ 提高到了 81.8％，
特异性也由 62.3％ 提高到了 71.4％。由此可见，动脉期能谱 CT 碘值参数能更加精确的评
估结肠癌的术前分化程度。

2.4 疗效评价
对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进行新辅助放化疗可改善根治术后局部疾病控制，降低肿瘤
分期。因而，研究多参数能谱 CT 是否可用于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对患者的疗效评价有
临床价值。
众所周知，雷戈拉非尼是一种新的口服多激酶抑制剂，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
用于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临床中，随着癌症的进展，血管生成信号通路的抑制伴随着血
管肿瘤通透性的降低，动态增强 CT 通过检测血管生成、组织灌注和血管通透性的变化（通
[21]
透性参数 pmb）
，被证明是评估雷戈拉非尼早期治疗反应的敏感诊断工具 。但相对较高的
[22]
辐射剂量和复杂的图像后处理限制了动态增强 CT 的临床应用。而 Knobloch 等 在接受雷
戈拉非尼这种化疗药物治疗的大鼠胶质瘤模型中发现能谱 CT 碘值参数和动态增强 CT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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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透性参数、血容量参数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P < 0.05）
，这说明能谱 CT 肿瘤
碘值可以检测早期治疗后血管通透性的相关变化，弥补了动态增强 CT 的局限性，显示了能
谱 CT 参数在评价结直肠癌雷戈拉非尼疗效评价方面的潜力 。

2.5 与基因表达的相关性
自 2015 年，精准医学—立足于基因组大数据之上的一种医学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而
精准医学对疾病的重新分类基于临床症状和体征检查技术之上，还要全面考量疾病发生的
[23]
分子标志物、基因多态性等相关信息，最终形成疾病分类新模式 。
2.5.1 标准化碘值评估靶向分子表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肿瘤分子标志物成为患者选择合适的个体化化疗方案和治疗时机
的依据。随着能谱 CT 的引入，探讨其影像学表现与肿瘤分子标记物在体内表达的相关性对
评估治疗效果和预测患者预后有重大价值。
[24]

研究报道 ，Ki-67 表达与直肠癌患者对新辅助放化疗的反应和预后有关。此外，乏氧是
肿瘤生长和转移的驱动力，可促进内皮细胞增殖和诱导肿瘤血管形成。 缺氧诱导因子 1α
（HIF-1α）是协调细胞对乏氧环境反应的核心转录因子之一。通过有创性检测标志物 Ki-67 和
[24-25]
[24]
HIF-1α 的表达，可预测结直肠癌肿瘤微环境
。而 Fan 等 发现，能谱 CT 测得的碘浓度
与 Ki-67 和 HIF-1α 表达具有显著相关性。Ki-67 表达与标准化碘值呈正相关（r = 0.248，
P = 0.026），HIF-1α 表达与标准化碘值呈正相关（r = 0.598，P < 0.001），标准化碘值评估 HIF-1α
表达的准确度 83％，灵敏度 78％，特异性 87％。可见，这种无创成像方法能有效评估直肠癌
患者体内 Ki-67 和 HIF-1α 表达，对直肠癌个体化治疗提供重要临床价值。
2.5.2 放射组学预测Ⅱ期结直肠癌患者的微卫星不稳定性状态
微 卫 星 不 稳 定 性 （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 MSI 约 15％ ） 和 微 卫 星 稳 定
（microsatellite steady state，MSS）的结直肠肿瘤以其独特的临床和病理特征以及对
治疗的独特反应而在临床上备受关注。MSS 癌通常预后不佳，采用基于 5-FU 的标准治疗方
[26]
案进行治疗；而 MSI 预后稍好，对免疫治疗反应良好 。因此，早期检测 MSI 状态可以使
MSI 肿瘤患者避免 5-FU 化疗的副作用，可以选择更为个体化的靶向治疗。
[27]
Wu 等 研究发现，MSI 结直肠癌的碘值明显低于 MSS 结直肠癌，但对碘值的测量不能
对肿瘤组织的异质性进行全面的评价。放射组学可以将医学图像转换成高维的可挖掘数据，
[28]
从而从图像中定量和全面地描述肿瘤组织的特征（如异质性）。Wu 等 基于两种不同的能谱
CT 扫描仪（Revolution CT 和 Discovery CT 750HD）的三层碘分解图像数据中选取有价值
的放射学特征，深入研究其与 MSI 状态肿瘤生物学差异的相关性，建立放射组学模型，来
预测术前结直肠癌患者的 MSI 状态。结果表明，该模型在训练组和验证组（Revolution CT）
的 AUC 分别为 0.961 和 0.918。随后，在另一种能谱 CT 扫描仪（Discovery CT 750HD）进
行了测试，同样得到相当满意的结果（AUC 为 0.875）。由此可见，通过能谱 CT 产生的碘分
解图像的放射组学在预测 MSI 状态方面的潜在应用提供了新思路，并为术前提供更多的临
床结果和治疗决策信息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3 挑战与展望
在当前能谱 CT 系统中，运动伪影和光束硬化伪影可能会降低图像的分辨率，此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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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CT 在日常临床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 CT 调度困难、重建时间增加、图像数量增
加和解释时间增加，这大大增加了放射科医生的工作量，并阻碍了能谱 CT 成像在日常工作
[4]
中的应用 。与虚拟单能成像一样，在所有的双能成像方法中，为了提高材料分解图像的质
量，需要进一步的噪声优化。为了扩大能谱 CT 成像的临床应用范围，需要开发更加通用的
[4]
双能重建算法 。
光子计数探测器 CT 通过直接将 X 射线光子转换成可测量的电流而单独产生光子。X 射
线光子根据其能量被分类到多个存储箱中（两个存储箱即双能 CT）
，为多能量 CT 提供与能
[4]
量相关的数据集 。有研究在能谱 CT 的基础上比较了光子计数探测器和能量积分探测器之
间的成像性能。在这些研究中，光子计数检测器显示出与后者相当的图像质量。对于光编
码探测器，高光子通量的脉冲堆积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并且不会因电荷共享和 k 逃逸而导
致空间分辨率的损失。此外，光子计数探测器可以提供多能量和材料的特定信息。这就说
明通过调整和优化校准、伪影校正算法以及光子计数探测器的双能量或多能量应用算法，
[4]
成像性能有望不断提高 。
另外，光子计数探测器还有许多潜在的优势，包括改进的光谱分离和提高的剂量效
率，正在推动这一领域的重大研究和发展。特别地，光子计数检测器具有比能量积分检测
器（大约 30％）更高的几何效率，并且能量阈值的应用使得在阈值以上测量的电子噪声只
会影响每个光子的测量能量但并不会改变光子计数。这种探测器技术还提供了执行 K 边成
[3]
像的能力 。总之，能谱成像及其低剂量高清图像为临床应用和科研带来了诸多前所未有的
突破，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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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Energy Spectrum
CT of Colorect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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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orectal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s of the digestive tract, and early
diagnosis is essential. Dual-energy CT uses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and material decomposition to depict lesions
from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identify benign and malignant cancer, which is expected to make up for the
defects of conventional imaging techniqu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detection ability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olorectal cancer.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dual-source spectroscopy CT in colorectal cancer.
Keywords: colorectal cancer; energy spectrum CT;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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