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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定量分析在新冠状病毒肺炎诊断中的价值
舒意，钟林泽，曹力波，白红利，孙家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探讨新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CT 定量分析与临床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我院 2020 年 2 月以来确诊的新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38 例肺部薄层高分辨 CT（HRCT）数
据，使用（COPD）肺功能定量分析软件获得相应参数：平均密度（MD）、全肺总容积（TV）、新
冠肺炎病变组织容积（VCOVID-19）
，定量分析指标磨玻璃影 PI-700～-534、网格状影 PI-534～-188、实变
影 PI＞-188。将其分为普通组和重度组分析两组定量数据之间的差异性，病灶分布特征及与氧饱和
度的相关性。结果：38 例 COVID-19 患者中有 30 例为普通型，8 例为重度型。两组患者年龄、
性别无差异（P > 0.05）
。① 重度组病灶（包括 PI-700～-534、PI-534～-188、PI＞-188）占比及其平均肺密
度均高于普通组（P < 0.05）② 重度组中，PI-700～-534 与 PI-534～-188 占比差异不显著（P > 0.05）
，但
均高于 PI＞-188（P < 0.05）；普通型组中，PI-700～-534 > PI-534～-188 > PI > -188（P < 0.05）。③ 两组患者
病灶在肺叶的分布特征具有差异性（P < 0.05）
。④ 氧饱和度与 COVID-19 病灶占比、PI-534～-188 占
比呈负相关（P < 0.05 相关系数分别为 -0.449 和-0.443）
。结论：CT 定量分析可用于评价新冠
状肺炎患者的病变范围和严重程度，为临床的诊治提供影像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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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武汉市陆续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世界卫生组织（WHO）确认
[1-4]
并命名为 2019-新型冠状病毒，并把由其感染引起肺炎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
。其胸部影像学表现特点以磨玻璃影、
[5-7]
网格影以及实变影为主 。常规的影像诊断依赖诊断医师的主观判断，病变严重程度的评
估更易受个人主观影响。CT 定量分析，在不增加受检者辐射剂量的情况下，能够提供定量
分析的信息，反映肺部功能的改变，可以为临床决策提供定量影像信息，提高肺部疾病的
精准诊断。
本文使用 CT 肺功能定量分析软件结合临床分型，针对新冠肺炎的 CT 图像进行定量分
析，为临床诊治提供更加客观的影像数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20 年 2 月以来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 38 例。其中男 25 例，女 13 例。
年龄 19～76 岁，平均年龄 39.2 岁。
[8]
病例纳入标准：参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六版） ，① 有流
收稿日期：2020-04-26。

CT 理论与应用研究

226

30 卷

行病学史 + 呼吸道标本或血液标本实时荧光 RT-PCR 检测新型冠状毒核酸阳性或呼吸道
标本，血液标本病毒基因序列，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② 疑似病例具有影像
学特征者。
排除标准：① 本身合并慢性阻塞性疾病，感染，肿瘤等其他间质性疾病；② 合并肺气
肿，肺水肿，胸腔积液等影响新冠肺炎的评价和定量分析；③ 既往有胸部手术史，或局灶
性疾病（如结核、肉芽肿、肿瘤等）
；④ 严重心脏疾病，肺动脉高压；⑤ 不能完全屏气配合
者；⑥ 新冠肺炎轻微型由于无影像学表现故排除。

1.2 CT 扫描技术
采用 GE Revolution CT，患者经呼吸训练后行“吸气-屏住气”CT 扫描，采取仰卧
位，头先进，扫描范围从肺底到肺尖。扫描参数：管电压 120 kV，自动管电流技术，噪声
指数设定为 8.5，层厚 5 mm，层间距 5 mm，螺距 0.992∶1，矩阵 512 ×512，重建层厚及层
间距 1 mm，高分辨算法：B70（极锐利），窗宽 1 800，窗位 -400。

1.3 CT 定量分析
将图像层厚和层间距均为 1 mm 的 HRCT 数据导入飞利浦医学影像后处理平台 V9.0
（Philips IntelliSpace Portal 9.0），使用（COPD）肺功能定量分析软件，用平均肺密
度（mean density，MD）CT 阈值自动分割法测定感兴趣区肺容积。
设置 CT 值 -700 HU，-534 HU，-188 HU 为区间阈值。CT 值在（-1 024～-950 HU）的组织
定义为肺气肿；CT 值在（-950～-700 HU）的组织定义为正常肺组织；CT 值大于 -700 HU 的
组织定义为肺间质改变，包括（磨玻璃影 PI-700～-534、 网格影 PI-534～-188、实变影 PI＞-188）根
据阈值分割分别得出：PI-700～-534 体积、PI＞-188 体积及 PI-534～-188 体积，分别计算其占肺总体积
的百分比。VCOVID-19％、 PI-534～-188％、PI＞-188％ 同时生成 CT 定量参数伪彩图如图 1 所示。

图1
Fig.1

COVID-19 患者双肺下叶磨玻璃及实变影，CT 肺功能软件定量分析出病变区及正常肺
组织区像素分布图以及肺容积 VR 变化图
Ground glass and consolidation shadows in the lower lobe of both lungs in
COVID-19 patients. 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lung function lesion area
and normal lung tissue area pixel distribution and VR lung volume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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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临床分型
[8]

根据国家卫建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 临床分型指标
中的氧饱和度作为分型依据，分为轻微型，普通型、重度型、危重型。轻微型：临床症状
轻微，影像学未见肺炎表现。普通型：具有发热，呼吸道症状，影像学可见肺炎表现。重
型：符合下列任意一条：① 呼吸窘迫，RR > 30 次/min；② 静息状态下，指氧饱和度 < 93％；
③ 动脉血氧分压（PaO2）/吸氧浓度（FiO2）< 300 mmHg（1 mmHg = 0.133 kpa）
。危重型：符
合以下情况之一者：① 出现呼吸衰竭，且需要机械通气；② 出现休克；③ 合并其他器官功
能衰竭需 ICU 监护治疗。本研究中考虑到轻微型患者无明显肺炎影像学表现，以及危重型
患者不足两例，故将轻微型患者并入普通组，危重型患者并入重症组。两组患者影像学表
现如图 2 和图 3。

图 2

女，38 岁，COVID-19 患者，普通
型。右肺胸膜下斑片样磨玻璃影

图3

男，61 岁，COVID-19 患者，重度型。双
肺多发斑片状磨玻璃影伴实变呈“白肺”

Fig.2

Female, 38 years old with
COVID-19 patients. CT scan of
non-severe patient. ground
glass opacity in bilateral
lower lung zone

Fig.3

Male, 61 years old with COVID-19
patients, CT scan of severe patient.
Multiple patchy ground glass shadows
with consolidation in both lungs
appear as "white lungs"

1.5 统计方法学
定性资料采用频数和率表示，定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不符合
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组间的年龄、肺炎病灶占整肺体积百分比等
定量资料先检验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对于独立两组间差异比较，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
采用 t 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但方差不齐，采用 Satterthwaite 法；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对于多组间差异比较，不满足正态分布的数据经过秩转换后采
用 SNK 法进行两两比较。
2
定性资料采用 χ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氧饱和度和病灶占比指标进行 Pearson 相
关分析。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有数据应用 SAS 9.4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2 结果
38 例 COVID-19 患者中有 30 例为普通型，8 例为重度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无差
异（P > 0.05）。① 重度组的 VCOVID-19％、PI-700～-534％、PI-534～-188％、PI＞-188％ 均高于普通组
（P < 0.05），重度组患者病灶平均肺密度高于普通组（P < 0.05）。② 在普通组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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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700～-534 病灶占比最大，接下来依次是 PI-534～-188、PI＞-188（P < 0.05）
，在重度型患者中，PI-700～-534
与 PI-534～-188 占比差异不显著（P > 0.05）
，但均高于 PI＞-188 占比（P < 0.05，表 1）
。③ 不同
临床分型患者的病灶在肺叶的分布特征具有差异性（P < 0.05）（表 2 和图 4）
。氧饱和度与
VCOVID-19％、PI-534～-188％ 呈负相关（P < 0.05，相关系数分别为 -0.449，-0.443）
。④ 氧饱和度
与 PI-700～-534％、PI＞-188％ 之间无相关性（P > 0.05，表 3）
。
表 1 不同临床分型患者的影像学特征
Table 1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types
CT 特征

普通组 30 例

重症组 8 例

18（62.069）

6（75）

年龄

40.793 ±15.314

47.428 ±20.329

6.52（5.110～8.340）

PI-700～-534％

3.631（3.067～5.034）

a

PI-534～-188％

1.962（1.620～2.641）

PI＞-188％

0.643 ±0.605

密度

0.685
†

-0.970

26.700（13.439～42.908）
a

b

-853.607 ±21.666

P值
*

男性，例数（％）

VCOVID-19％

统计值

a

14.193（7.821～22.269）
b

9.390（4.784～15.037）
1.263 ±0.635

0.341

‡

< .0001

‡

< .0001

‡

< .0001

14.678
15.232
15.513

c

†

0.028

†

0.016

-2.720

-755.688 ±87.386

-3.140

注：†-T test statistics，‡-Kruskal-Wallis test statistics；*-Fisher's Exact Test；a、b、c：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ame letters。

Table 2

表 2 不同临床分型患者的病灶在肺部的分布特征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VID-19 lesions in the pulmonary
lobes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types

组别

VCOVID-19（each-lobe）％

临床类型

VCOVID-19（total-lobes）％

普通组 30 例

重症组 8 例

P值

普通组 30 例

重症组 8 例

P值

双肺

6.52（5.11,8.68）

26.7（13.5,42.9）

0.000 1

6.52（5.11,8.68） 26.7（13.5,42.9） 0.000 1

右肺

6.03（5.00,9.11）

21.1（14.8,39.9）

0.000 1

3.28（2.76,4.98） 11.2（7.75,22.2） 0.000 8

右肺上叶

4.65（3.93,5.97）

19.4（7.49,31.2）

0.000 3

0.95（0.84,1.25） 4.55（1.74,7.61） 0.000 0

右肺中叶

5.24（4.60,5.99）

20.00（6.77,0.343） 0.001 3

0.42（0.33,0.51） 1.75（0.625,2.87） 0.000 3

右下肺

7.29（5.56,10.6）

31.4（21.2,62.4）

0.000 2

1.88（1.41,2.41） 5.92（4.24,13.8） 0.000 3

左肺

6.63（4.75,9.16）

14.9（9.23,36.7）

0.008 1

3.20（2.25,4.20） 6.99（4.40,16.6） 0.004 7

左肺上叶

4.97（4.14,6.89）

11.8（11.8,37.2）

0.000 5

1.21（0.997,1.81） 2.84（20.2,10.4） 0.000 3

左肺下叶

7.61（5.28,10.9）

0.376（12.6,48.4）

0.000 3

1.89（1.31,2.37） 6.74（2.92,9.25） 0.000 3

表 3 氧饱和度和病灶占比相关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oxygen saturation and lesion proportion
项目

VCOVID-19％

PI-700～-534％

PI-534～-188％

PI＞-188％

氧饱和度

-0.449

-0.401

-0.443

-0.174

P值

0.032

0.058

0.034

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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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在肺部的分布特征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lesions in the lungs

3 讨论
3.1 CT 定量分析
[9]

本文选择的 CT 定量参数有平均肺密度、CT 肺体积以及 CT 像素值。已有文献证明 CT
肺体积参数与临床肺功能（PFT）检查相关参数 TLC、FVC 及 FEV1 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并且
[10]
它们之间相关程度不受 CT 影像表现分类的影响。Ohkubo 等 在其文献关于 CT 肺容积定量
的研究中证实部分 CT 定量参数与肺功能相关，并且可评估疾病的临床严重程度，同时通过
CT 测定的肺体积能够对肺组织进行客观的测量和直观的评价。
平均肺密度可作为肺组织、肺血液量、肺通气状况的综合反映，通过组织 CT 密度变化
能够准确的反应肺部形态和结构变化。在肺部发生弥漫性病变中，如肺纤维化、肺气肿
等，全肺平均密度对于患者肺功能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特别是在弥漫性的肺间质纤维化
[11]
中全肺平均密度越高，表明患者的肺功能越差 。随着影像分析在肺部疾病的应用以及螺
旋 CT 的发展，平均肺密度（MD）作为定量 CT 指标之一已经在各种肺部疾病的诊断和鉴别
[12]
诊断中发挥作用 。
CT 像素指数定量分析是一种对 CT 像素值进行客观分析的方法，CT 影像图像中每一个
像素都代表 1 个 CT 值，通过测定 CT 值范围可计算出这一范围内像素所占的面积，再与全
肺面积相比较得出像素指数。由于不同病变（如正常肺组织、肺气肿、磨玻璃影、网格状
影等）的平均密度值不相同，故通过制定这些病变密度的 CT 阈值便能定量分析出各自的面
[13]
积及所占全肺的百分比，从而客观了解不同病变的范围及严重程度 。
CT 定量分析是基于病变不同程度的像素变化来进行容积分析

[9-10,14-15]

。新冠肺炎影像学

[16]

表现上主要为磨玻璃影，网格状影以及实变影。根据 Delorme 等

[17]

和 Sverzellati 等

在

研究间质性肺炎时发现，大于 -700 HU 的像素区间主要反映为磨玻璃影、实变影及网格状影。
因此本研究选着像素值大于 -700 HU 来定义新冠肺炎的病变范围，同时参照 Yanagawa
戴书华等

[19]

[18]

和

对肺结节病密度差异的划定方法——将大于 -700 HU 的 CT 值细分为：-700～

-534 HU 为磨玻璃成分，-534～-188 HU 为部分实性成分，-188～1 000 HU 为实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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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综上所述，本研究根据实际需求调整阈值范围选择像素范围 -700～-534 HU 为磨玻
璃影，-534～-188 HU 为网格影（包括间质性改变，小叶间隔增厚）
，大于 -188 HU 为实变影
（不包括钙化和积液）
，在这样的基础上应用定量分析对病灶体积范围进行提取。

3.2 定量分析结果显示
3.2.1 两组患者的影像学差异性
由表 1 可见重度组患者的总病灶占比、磨玻璃样病灶占比、网格状病灶占比、实变样
病灶占比均高于普通组的相应值（P < 0.05）普通组影像表现主要以磨玻璃病灶为主，网格
及实变病灶占比较少；重度组磨玻璃样病灶，网格状病灶占比都比较高，实变较少，但均
高于普通组。因此我们讨论是否可以通过定量指标的分布、占比不同，来为临床治疗过程
提供更多的直观的数据进一步来指导临床治疗侧重点或者参考标准。
表 2 和图 3 可见两组 COVID-19 病灶在各个肺叶的受累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普通组
还是重症，COVID-19 病灶累计肺叶占比较大的均多见于右下肺和左下肺，且病灶无论与
各个肺叶相比还是与肺总体积相比，重症组病灶占比明显高于普通组。参考国家卫健委《新
[20]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七版） 新增提出：肺部影像学显示 24～48 h 内
病灶明显进展 > 50％ 按照重型管理，已经引入影像学的定量进展作为考量。因此我们讨论
针对 COVID-19 患者进行影像学 CT 定量分析对患者的治疗以及预后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3.2.2 VCOVID-19 与氧饱和度关系
随着新冠肺炎病变程度、范围的增加，以及已累计肺部受损范围增加，可能影响临床
患者呼吸功能，患者可能出现一个低氧的状态。本文中氧饱和度与 VCOVID-19％ 、PI-534～-188％ 呈
负相关（P < 0.05）
，相关系数分别为 -0.449 和 -0.443，但氧饱和度与 PI-700～-534％ ，PI＞-188％
之间不存在相关性（P > 0.05）
。我们推测：① 磨玻璃变化属于 COVID-19 早期的变化，还没
有影响到肺的换气功能；② 针对本次的 COVID-19 患者，绝大多数首次发病的症状比较轻微，
实变成分占比很小，对通气血流影响小；③ COVID-19 患者绝大多数为中老年患者，考虑是
否本身存在一些基础疾病会影响到肺换气功能；④ 氧饱和度的变化和影像学的变化可能存
在非同步性；⑤ 所有患者未分析氧疗的影响。
由于在 COVID-19 早期核酸检测试剂盒短期供应不足、检测阳性结果可能滞后、取样和
[21]
检测技术的局限可能造成结果假阴性 ，
部分 COVID-19 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隔离治疗。
新冠肺炎可以引起相对典型的肺部病变，其 CT 影像主要表现为：早期呈现多发的小斑片影
及间质改变，以肺外带最为明显，进而发展为双肺多发磨玻璃影，浸润影及细网格状改变；
[22]
严重者可出现肺实变 。因此，除了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和实验室检查之外，CT 检查可
作为目前 COVID-19 筛查的主要依据，可快捷、方便地对无症状或核酸检测阴性但 CT 影像
[23]
显示相应肺炎表现的病人实施隔离治疗 ，可以达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的目的。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① 样本量相对较少，新冠肺炎分型只分了两型（卫建委临床诊疗
分型方案分了四型）
，缺少在各种分型之间作全面的对比研究；② 样本量不够大，可能影响
统计学分析的效率，今后需增加样本量和多中心进一步研究；③ 这是一个回顾性研究，下
一步可以通过前瞻性研究来验证基于 CT 定量分析结果和临床分型的一致性；④ CT 阈值的
设定也是基于文献，没有做过相关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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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MSCT 肺功能定量成像技术在不增加辐射剂量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定量指标的测
定，对患者的肺功能做出客观的初步评价，为临床治疗决策提供可靠的影像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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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e
Diagnosis of COVID-19
SHU Yi, ZHONG Linze, CAO Libo, BAI Hongli, SUN Jiayu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COVID-19 based on High 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 (HRCT) images. Methods: We collected 38
cases of the COVID-19 patients in which 38 cases displayed positive test, and the rest of the cases were clinically
proven and identified at the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We classify patients displaying moderate
clinical symptoms as non-severe patient group, and we identified the res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sample as severe
group. By using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ol Volume, we measured the following quantities, mean density (MD),
Total pulmonary volume (TV), and COVID-19 infected total volume (including ground-glass opacity PI-700～-534,
senile idiopathic pulmonary interstitial fibrosis PI-534～-188, and pulmonary consolidation with PI＞-188). We thus
investiga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xygen saturation level and pulmonary injury level for these two groups
of our sample of 38 cases of COVID-19 patients. Results: In our sample of study, we classified 30 patients as
moderate group, and the rest of 8 patients as severe group. Both groups displayed insignificant distribution in age
and gender with P > 0.05. (1) severe group has higher volumetric Lesion volume and mean density of the in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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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this includes (including PI-700～-534, PI-534～-188, PI > -188). The distribution of lesions in the lungs of patients with
two types is different comparing with the moderate group (P < 0.05). (2) In the general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ground-glass lesions (PI-700～-534) was the largest, followed by the proportion of grid-like lesions (PI-534～-188) and
the proportion of pulmonary consolidation with PI > -188 (P < 0.05). In severe pati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tion of ground-glass lesions and grid-shaped lesions (P > 0.05), but higher than the
proportion of pulmonary consolidation with PI > -188 (P < 0.05). (3)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esions in
the lung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types were different (P < 0.05). (4) The oxygen saturation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VCOVID-19 and PI-534～-188.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0.449, -0.44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From our study, we concluded that the 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is applicable as a
clinical tool to diagnose patients with COVID-19. It could also be used to measure the pathological level and
lesions ranges in these patients as well.
Keywords: COVID-19; 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oxygen saturation; HR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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