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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I 的胸部 CT 平扫对冠脉钙化积分的准确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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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基于人工智能（AI）的非门控胸部低剂量 CT（LDCT）平扫与心电门控 CT 血管
造影（ECG gated-CTA）对冠状动脉钙化积分（CACS）危险度分层的一致性。方法：回顾性分析
行冠状动脉 CTA 扫描的 100 例患者，所有患者均行冠脉 ECG gated-CTA 扫描和常规非门控胸部
LDCT 平扫。
在 Siemens 后处理工作站采用 Agatston 钙化积分软件记录 ECG gated-CTA 钙化积分，
采用数坤人工智能分析软件记录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的钙化积分。采用原标准界值，对非门控胸
部 LDCT 平扫与 ECG gated-CTA 评估的 CACS 值危险度分层进行 Kappa 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
征曲线（ROC）检验非门控胸部 LDCT 平扫的诊断效能并获取最佳诊断新界值，采用新界值的非
门控胸部 LDCT 与 ECG gated-CTA 评估的 CACS 值危险度分层进行进一步 Kappa 检验；比较两种
方法的钙化积分的 Pearson 相关性，P < 0.001 为有统计学显著差异。结果：对非门控胸部 LDCT
平扫的 CACS 值按原界值进行危险度分层，与 ECG gated-CTA 的 CACS 值危险度分层进行一致性
检验，Kappa 值为 0.804，P < 0.001。非门控胸部 LDCT 平扫测得的 CACS 值与 ECG gated-CTA 测
得的 CACS 值比较，低危-中危组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910，P < 0.001，最佳诊断界值
为 112.35；中危-高危组 AUC 为 0.988，P < 0.001，最佳诊断界值为 398.31。对非门控胸部 LDCT
平扫测得的 CACS 值按最佳新诊断界值进行危险度分层，与 ECG-gated CTA 平扫测得的 CACS 值
的按原有界值危险度分层进行一致性检验，Kappa 值为 0.850，P < 0.001。两种方法所测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85，P < 0.001，存在显著相关性。结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非门控胸部 CT 平
扫与 ECG-gated CTA 对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的评估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本研究制定了非门控条件
下 CACS 值危险度分层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非门控胸部 LDCT 评估 CACS 值的准确性，有助于冠
心病风险的早期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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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中国的冠心病死亡人数已列为世界第二位，因
[1]
此早期预警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可以预防心血管事件，降低群体发病率及病死率 。冠状
动脉钙化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标志和早期征象，而冠状动脉钙化积分（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score，CACS）是冠状动脉钙化的量化指标。研究显示，CACS 积分可用来预
[2-4]
测冠心病事件的风险分级，与未来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密切相关 。心电门控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CT angiography，CTA）是冠状动脉最重要的无创性检查方法，冠状动脉 CTA
检查中的平扫可以测量冠脉钙化积分，但是很少单独使用。
近年来非门控胸部低剂量 CT（low dose CT，LDCT）应用于各级健康人群的筛查，能否
[5]
采用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评估 CACS 受到广泛关注 。既往研究多采用视觉评估的方法评价两
种方法的一致性，本研究拟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非门控胸部 LDCT 钙化评分，并比较两种
收稿日期：202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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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所获钙化积分对冠心病患者危险度分层的一致性，从而提供新的钙化积分评估工具，
更好地指导临床早期干预和治疗。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本院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进行心电门控冠状动脉 CTA 检查并同时完成非门
控胸部 CT 平扫，且冠状动脉有钙化的患者。排除标准：① 碘过敏患者不能完成冠脉 CTA 者；
② 胸部 CT 平扫时患者心率太快，心脏运动伪影较重，影响图像观察者；③ 冠状动脉支架置
入术后或冠脉搭桥术后者。最终入组病例共 100 例，男 57 例，女 43 例，年龄范围为 39～
87 岁，平均年龄（63 ±9）岁。

1.2 检查方法
所有入组病例的心电门控冠状动脉 CTA 均由 SIEMENS SOMATOM Force CT 扫描机完成，
同一患者的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图像由 SOMATOM Force CT 及 GE LightSpeed VCT XT CT 扫
描机完成，均采用相同的扫描参数。冠状动脉 CTA 扫描范围为气管隆突下至心底，包括整
个心脏；扫描参数：管电压 120 kV，管电流 500 mA，采集矩阵 512 ×512，采集相位 30％～
40％（心率 > 75 bpm）
、60％ ～80％（心率 ≤ 75 bpm）
，层厚为 0.75 mm。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
扫描范围自肺尖至膈顶；检查过程中未明确控制心率。扫描参数：管电压 120 kV，自动管
电流，采集矩阵 512 ×512，层厚为 1.25 mm。

1.3 冠脉钙化积分（CACS）定量测量
将所有入组病例的冠脉 CTA 图像上传至西门子公司的后处理工作站上，所有非门控胸
部 CT 图 像 上 传 至 数 坤 医 疗 公 司 人 工 智 能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平 台 上
Heart-Beat CS Agatston 积分的分析软件上，分别进行测量。
2
[6]
西门子公司后处理工作站上，我们取 CT 值 130 HU 为阈值，面积 0.5 mm 为钙化灶 ，分
别标记各支冠状动脉及其分支的钙化区域，依据分割钙化斑块区域，分别计算每支冠脉及
其分支的密度积分、体积积分及质量积分，最后计算各支冠脉积分及其总和，即为 CACS。
冠状动脉分支的观察按解剖学定义的左主干、左前降支（包括对角支）、左回旋支（包括钝
缘支）及右冠状动脉四大支。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利用胸部 CT 平扫图像计算钙化积分算法主要分为 3 个步骤：分割心
脏区域，分割冠脉钙化区域、计算钙化积分。首先标注心脏的轮廓区域，利用 3D Unet 神
经网络分割心脏区域范围，作为下一步的输入；然后标注钙化区域的轮廓，以及钙化区域
所属的冠脉分支，同样利用 3D Unet 神经网络分割钙化斑块区域，以及该钙化区域所属的
冠脉分支，标注时还要注意只标钙化本体，不要标注伪影。最后依据分割钙化斑块区域，
分别计算每支冠脉及其分支以及总的 Agatston 积分。将测得的 CACS 分别按 1～100、101～
[7]
400 及 > 400 分为低危、中危和高危进行冠心病危险度分层 。

1.4 辐射剂量的计算
记录设备自动计算产生的 CT 容积剂量指数（CT dose index，CTDIvol）
、剂量长度乘
积（dose length product，DLP），将 DLP 乘以转换系数 k 计算有效辐射剂量（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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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e，ED）
，k = 0.014 mSv/（mGy·cm）
。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将同一患者由心电门控冠脉 CTA 及基于人
工智能的非门控下胸部 CT 测得的 CACS 分别按照 Agatston 积分进行危险度分层，采用 Kappa
值进行一致性检验，其中 Kappa 值 < 0.4 为一致性差，0.4 ≤ Kappa 值 < 0.75 为一致性一般，
0.75 ≤ Kappa 值 < 1 为一致性好。
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来检验人工
智能的非门控胸部 LDCT 获得的 CACS 对于危险度分层的诊断效能，其中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 0.5～0.7 表示诊断价值较低，0.7～0.9 表示诊断价值中等，> 0.9
时表示诊断价值较高。取约登指数最大的截断点作为危险度分层的新界值，并将两种方法测
得的 CACS 按照新的界值进行重新划分，
再采用 Kappa 值对新的分层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分析。
基于新的界值下两种方法测得的 CACS 值重新分层，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进行两者的相关性
分析。设定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辐射剂量
非门控胸部 LDCT 辐射剂量平均 CTDIvol 为 7.4 mGy，平均 DLP 为（269.21 ±8.31）mGy·cm，
平均 ED 为（3.76 ±0.11）mSv，ECG-gated CT 平扫辐射剂量平均 CTDIvol 为 6.48 mGy，平
均 DLP 为（110.59 ±7.24）mGy·cm，平均 ED 为（1.55 ±0.10）mSv。

2.2 按原界值危险度分层，非门控胸部 LDCT 与 ECG-gated CT 一致性检验
根据原界值将基于 AI 的非门控胸部 LDCT 的 CACS 值及 ECG-gated CT 的 CACS 值进行分
层，即 1～100、101～400 及 > 400 分别为低危、中危及高危，并对两种方法进行一致性检
验，Kappa 值为 0.804，P < 0.001，置信区间（95％ CI：0.680～0.916，表 1）
。

2.3 新低危-中危分层界值
对非门控胸部 LDCT 与 ECG-gated CT 测得的 CACS 值中危组进行诊断准确效能评价，得
出 ROC 曲线图（图 1）
。AUC 为 0.910（95％ CI：0.838～0.982，P < 0.001），诊断效能较高。
取约登指数最大的截断点，获取新低危-中危最佳分层界值 112.35，敏感度为 78.8％，特
异度为 89.7％。

2.4 新中危-高危分层界值
对非门控胸部 LDCT 平扫与 ECG-gated CT 测得的 CACS 值高危组进行诊断准确效能评价，
得出 ROC 曲线图（图 2）
。AUC 0.988（95％ CI：0.970～1.000，P < 0.001）
，诊断效能很高，
取约登指数最大的截断点，获取新中危-高危最佳分层界值 398.31，敏感度为 97.3％，特
异度为 94.3％。

2.5 按新界值危险度分层，非门控胸部 LDCT 与 ECG-gated CT 一致性检验
根据上述 ROC 曲线得出的最佳诊断界值（取整数）
，做出新的适合非门控 LDCT 的 C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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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度分层，即新低危 1～112，新中危 113～398，新高危 > 398。将该新危险度分层与采
用 ECG-gated CT 按照原有标准划分的危险度分层进行一致性检验（表 2）
，Kappa 值为 0.850，
P < 0.001，
（95％ CI：0.714～0.931）
，两种方法一致性进一步提高（表 2）
。
表 1

按原界值分层比较非门控胸部
LDCT 与 ECG-gated CT 危险度分层
一致性（n）
Table 1 Comparison of risk stratification consistency of non-gated
chest LDCT and ECG-gated CT
according to original threshold
value (n)
EEG-gated CT

LDCT
非门控胸部

总计
低危

中危

高危

表 2

Table 2

按新界值分 层比较 非 门控胸部
LDCT 与 ECG-gated CT 危险度分
层一致性（n）
Comparison of risk stratification consistency of non-gated
chest LDCT and ECG-gated CT by
new threshold value (n)
EEG-gated CT

LDCT
非门控胸部

总计
低危

中危

高危

低危

24

5

0

29

低危

27

2

0

29

中危

5

27

2

34

中危

5

27

2

34

高危

0

1

36

37

高危

0

1

36

37

总计

29

33

38

100

总计

32

30

38

100

图 1 中危组 ROC 曲线图

图 2 高危组 ROC 曲线图

Fig.1 ROC curve of the medium-risk group

Fig.2 ROC curve of high-risk group

2.6 两种方法 CACS 钙化积分相关分析
基于 AI 的非门控胸部 LDCT 的总 CACS 值与 ECG-gated CT 的总 CACS 值进行相关分析，
两者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85，P < 0.001，存在显著相关性（图 3）。图 4 显示基于 AI 的
非门控胸部 LDCT 和 ECG-gated CT 两种方法标注对照。

3 讨论
3.1 非门控胸部 LDCT 平扫定量测量 CACS 值的意义及可行性
2016 年，国际心血管 CT 协会发布了一项针对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发现冠状动脉钙化的
[8]
报告指南 ，报告中提出，高敏感 C 反应蛋白、颈动脉内膜、中膜厚度及 CACS 均可以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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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无症状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分层
，其中 CACS 通常作为预测严重冠状动脉疾病事件风
[11-12]
险的重要生物标志物，使用 CT 评估 CACS 已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心血管风险分层工具
。指
南中还指出，冠状动脉钙化的评估可以采用心
电门控下的 CT 平扫检查，CACS 评估也可以通
过非门控胸部 CT 检查进行检测和量化，包括用
于肺癌筛查的低辐射剂量 CT 检查。
近年来，大众对于体检的意识逐渐增强，
非门控胸部 LDCT 平扫作为肺癌及其他肺部疾
病的重要筛查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一次检查
同时能够检测冠状动脉、胸主动脉和心脏瓣膜
钙化等情况，应该作为常规评价内容在诊断报
[13]
告中体现 ，从而实现可靠的心血管风险自动
[14]
评估 ，可以早期发现冠心病发病的潜在风险，
根据 CACS 的分层对受检人群提出建议，对于处
图 3 两种方法钙化积分相关性
于中、高危险分层的人群进行专科干预及治疗，
Fig.3 Calcification integral corre能有效地改善或降低冠心病危险事件发生率，
lation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使得早期筛查的效益最大化。

（1a）

（1b）

（1c）

（2a）

（1d）

（2c）

（2b）

（2d）

注：（1a）～（1d）图为 62 岁女性，（2a）～（2d）图为 58 岁男性，上面一行为门控法手动标注的钙化，下
一行图像为人工智能自动标注的钙化（两种方法颜色设置不同）
。

图4

门控和非门控两种方法对照

Fig.4 Compares gated and non-gated methods

近期的研究表明，冠脉 CTA 获得的 CACS 与由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获得的 CACS 有极好的
[15]

相关性。Chiles 等

发现半定量法冠状动脉钙化视觉评分与 Agatston 评分相关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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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一项研究中，受检者分别进行了门控下 CTA 及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两

种方法的扫描，采用同样方法测量钙化积分，随访 6 年后发现两种方法 CACS 值均与死亡率
[17]

密切相关，两种方法都能很好地预测受试人群心血管病的死亡率；Huang 等

研究在肺癌筛

查的同时对冠状动脉钙化进行视觉评估，因为胸部 CT 平扫对于密度较高的钙化斑块检出率
非常高，其结论为冠状动脉钙化可视化评分同 Agatstona 评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些研
究均说明了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评估 CACS 是可行的，但这些研究均通过视觉评估的方法完
成钙化积分，费时费力、效率不够高。
[18]

最新的一项研究中，Wang 等

讨论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下 CACS 评分的准确性，但 Wang

的研究讨论的是心电门控 CT 的人工智能 CACS 和人工手动标注 CACS 的一致性，在无症状冠
心病的筛查应用方面没有进一步挖掘和分析，针对非门控胸部 CT 的钙化积分评估能否采用
人工智能方法实现值得深入探索。
本次研究创新点之一是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尝试采用人工智能软件分析非门控胸部 CT
的 CACS 与传统门控 CT 的 CACS 评分一致性，结果发现两者的危险度分层一致性较好，充分
说明采用人工智能方法可以自动高效评估非门控胸部 LDCT 的钙化积分，从而为临床通过常
规 LDCT 筛查冠心病及风险评估提供了理论依据。

3.2 非门控胸部 LDCT 平扫定量测量 CACS 值的新标准及准确性评价
本研究的第二个创新点是在人工智能分析结果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胸部 LDCT 的独有的
危险度分层界值，并根据新的诊断界值进行危险度分层，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分层的一致性
和准确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获得的 CACS 值按照原 Agatston 积分标准进行危险
度分层与 ECG-gated CT 的一致性很好，说明应用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评估 CACS 并进行危险度
分层是可靠的，但是仍然观察到 13％ 的错分，其中低危组有 5 例被高估成中危组，中危组有
5 例被低估成了低危组，1 例被高估成了高危组，而高危组有 2 例被低估为中危组，误分主要
集中在低危组和中危组（10％）
。
根据本研究结果取约登指数最大点确定为最新危险度分层界值，并取整数分组：低危
1～112，中危 113～398，高危 > 398。根据新界值重新分层，本组病例中低危组有 5 例被高
估成中危组，中危组有 2 例被低估为低危组，有 1 例被高估成高危组，显著降低了错分的
比率（8％）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界值分层的优越性。
本研究有 5 例（5％）低危组病例被分至中危组，有 1 例（1％）中危组病例被分至高
危组，与国内学者樊荣荣等

[19]

的研究类似，考虑可能多方面因素造成，首先行胸部 CT 平扫

时一般不会控制心率，如果受检者心率比较快时，图像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冠状动脉运动
伪影，此时 CACS 的评估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危险度分层结果。其次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
对 CACS 的测量采用的是人工智能的方法，在标注过程中也有可能存在辨认误差。最后，低
危、中危及高危三个组的病例样本量偏少，应用大数据研究结果会更加准确，未来我们将
进一步增加样本量，同时检查过程中采取措施控制患者的心率，并且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
的算法，使得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评价 CACS 更接近门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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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评估 CACS 值的临床应用价值和限度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高”人群越来越多，对人群筛查心血管疾病的需求越来越迫
切，人们对健康需求日益增长，一些健康管理机构的服务模式逐渐向慢性病和常见病的有
[20]
效控制和预防方向转变 ，一次胸部 CT 平扫检查同时实现肺癌、慢阻肺及心血管疾病的筛
查，而不增加辐射剂量，对于受检者本身的优势显而易见，对于降低家庭及社会的经济负
担也非常重要。
同时，也要注意，胸部 CT 平扫评估冠脉钙化时，仅能评价病变的密度和范围，对于不
稳定斑块及狭窄程度的识别尚有不足，因此胸部 CT 平扫 CACS 评估主要针对无症状冠心病
的筛查和风险预警，尤其适用于健康管理，而对于已经有明确症状及体征的患者建议积极
[21]
进行冠脉 CTA 及造影检查，从而对病情评估及有效治疗提供帮助 。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证实人工智能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测量冠脉钙化积分的应用价
值，制定了非门控胸部 CT 平扫评估危险度分层的新标准，提高了分级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为预测心血管疾病风险提供了客观有效的工具，从而有助于心血管疾病的初级预防
和早期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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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cy Evaluation of 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Score Based on AI chest CT Plain Scan
CHEN Jie1, SUN Huili1, ZHANG Huan1, CUI Bin1,
GUO Chao2, WU Xiaoyin2, GUO Ning2, WANG Zhiqun1
1.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erospace Center Hospital (Clinical Medicine College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9, China
2.ShuKun (Beijing) Network Technology Co., limited,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nsistenc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ed non-gated low-dose CT (LDCT)
plain scanning with ECG gated-CTA on risk stratification of 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score (CAC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CTA scan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ll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both coronary ECG gated-CTA scan and routine non-gated chest LDCT plain scan. Agatston calcification score
software was applied to record ECG gated-CTA calcification score in Siemens post-processing workstation, and
Shuku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alysis software was applied to record non-gated chest CT plain scan calcification
score. With the original standard threshold, Kappa test was applied to stratify the risk of non-gated chest LDCT
plain scan and ECG gated-CTA assessed CACS. The subject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adopted to
test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non-gated chest LDCT plain scan and to obtain the optimal new threshold value.
The CACS value evaluated by the non-gated chest LDCT with the new threshold value and by ECG gated CTA
with old threshold value were selected for further Kappa test. Pearson correlation of calcification integral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was compared. P < 0.001 was set 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sults: On non-gated
chest LDCT plain scan, the risk of CACS was stratified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threshold value, and it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ECG-gated CACS value. Kappa value was 0.804 with P < 0.001. When comparing the
non-gated chest with CACS measured by chest LDCT and that measured by ECG gated-CTA,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of low- medium risk group was 0.910 with P < 0.001, and the optimal diagnostic threshold was
112.35. The AUC of the medium-high risk group was 0.988 with P < 0.001, and the best diagnostic threshold was
398.31. Consistency test was performed on the risk stratification of CACS measured by non-gated chest LDCT
plain scan according to the optimal diagnostic threshold, and the risk stratification of CACS measured with
ECG-gated CTA scan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threshold. The Kappa value was 0.850, P < 0.001.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easured by the two methods was 0.985 and P < 0.001, showing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Conclusion: The evaluation of 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by non-gated CT scan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CG-gated CTA technology is highly consistent. In this study, a new standard for risk stratification of CACS
values under non-gated conditions was established, which further improved the accuracy of CACS values
evaluated by non-gated chest LDCT and contributed to the early detection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 coronary artery calcium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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