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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QA-liver 自动分析软件在肝脏体积
精确测量方面的应用研究
华晨辰，刘垚，尹其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影像科，江苏 无锡 214000）
摘要：目的：探讨 IQQA-Liver 自动分析软件在多排螺旋 CT（MDCT）及核磁共振成像（MRI）检
查中测量肝脏体积的准确性及重复性。方法：① 对 12 例家兔行 MDCT 及 MR（FIESTA、LAVA 序列）
检查，扫描所得的 CT 及 MR 图像传至 IQQA-Liver 肝脏 CT 影像解读分析系统测量兔肝体积。扫
描完成后立即处死家兔，解剖后取得肝脏，使用排水法测量兔肝脏的实际体积（ALV）
，对三种
方法得到的兔肝体积进行对比评价。② 重复性研究：半个月后对所有家兔及临床病例进行重复
性的研究。结果：① MDCT、MR 两个序列（FIESTA、LAVA）测量所得的兔肝体积分别为（126.4 ±35.8）
3
3
3
cm 、（125.0 ±35.4）cm 、（125.8 ±35.7）cm ，排水法测得的兔肝真实体积为（126.6 ±36.4）
3
cm ，
MDCT、
FIESTA、
LAVA 所测得的兔肝体积与实际兔肝体积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r 值分别为 0.997、
0.997 及 0.998，P 值均 < 0.05）
，Bland-Altman 图分析显示 MDCT、FIESTA、LAVA 与“金标准”
排水法测量结果一致性较好。② 2 名操作者各自前后重复测量兔肝脏体积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
值分别为 0.995 和 0.985；
2 名操作者间两次测量兔肝脏体积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 值分别为 0.996
和 0.987。结论：CT 与 MR 均能基于 IQQA-Liver 自动分析软件快速测得较为精确的肝脏体积，
并具有较高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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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肝脏体积测量是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 ，在评估肝脏功能储备、估计肝脏
占位大小及可切除性、肝脏移植术前规划及预后判断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
临床上主要通过影像学方法进行肝脏体积的术前评估，其中以多排螺旋 CT（multi[3-4]
detector CT，MDCT）为主要的评估手段，已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 ，但目前利用 MR 来进
行肝脏体积测量的文献较少，两种方法在测量肝脏体积上对比研究的报道也较少。本次通
过动物实验研究探讨 IQQA-Liver 自动分析软件在 MDCT、MR 肝脏体积测量方面的可靠性、
一致性及重复性，为今后 IQQA-Liver 自动分析软件及 CT、MR 脏器体积测量的进一步临床
应用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 12 只正常饲养的健康家兔，时间从 2014 年 3 月至 2014 年 11 月，体重 2～3 kg。
收稿日期：2018-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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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CT 扫描方法
使用戊巴比妥钠（浓度 2.5％，1 mL/kg）对试验家兔进行麻醉后固定，使用德国 SIEMENS
公司的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双源 64 排 128 层螺旋 CT 进行肝脏增强扫描。对比剂使
用非离子型对比剂碘帕醇 370 mgI/mL（典比乐），经家兔耳缘静脉手动 2 s 内快速注入，注
射量 1 mL/kg。于注射后立即开始进行四期增强扫描。
扫描参数：Ⅰ期双能扫描，球管电压分别为 80 kV、140 kV，电流分别为 350 mA、135 mA；
（Ⅱ～Ⅳ 期单能量扫描）Ⅱ期球管电压 80 kV，电流 350 mA；Ⅲ 期球管电压 120 kV，电流
210 mA；Ⅳ 期球管电压 140 kV，电流 135 mA；层厚均为 3 mm，层距 0 mm，螺距 0.6，转速
0.5 s/r。扫描完成后对原始数据进行层厚 2.0 mm 重建，并传至 IQQA-Liverr 肝脏 CT 影像
解读分析系统。
1.2.2 MR 扫描方法
CT 扫描结束后，使用 GE 3.0 T Signa MRI 磁共振扫描机对家兔进行扫描，线圈为腹部
阵线圈，序列采用 FIESTA（TR 4.7 ms，TE 1.9 ms，层厚 2.0 mm，层间距为 -1.0 mm，FOV 16 ×16，
矩阵 256 ×256，NEX 1.0）及 LAVA 序列（TR 4.7 ms，TE 1.9 ms，层厚 2.0 mm，层间距为 -1.0 mm，
FOV 20 ×20，矩阵 256 ×224，NEX 0.7）进行三维容积扫描。扫描完成后将数据传输至
IQQA-Liver 肝脏 CT 影像解读分析系统。
1.2.3 兔肝体积测量
智能半自动法测量兔肝体积：在 IQQA-Liver 自动分析软件中载入原始数据，调整好增
强各期顺序后系统读入数据。CT 选择第Ⅲ 期（120 kV，210 mA）图像，MR 选择 Fiesta 及 LAVA
序列，在大三维模式下，系统会自动根据肝脏解剖位置及肝脏密度勾画出每层的肝实质轮
廓，点击“修改”后，用“画笔/高级画笔”功能在二维图像上编辑修正，得到满意全肝轮
廓后结束修改，点击“确定”后便得到家兔全肝体积。
1.2.4 肝脏实际体积测量
将完成扫描的家兔耳缘静脉注入空气处死，固定于操作台上，剖腹后结扎肝动脉、下
腔静脉及门静脉等周围大血管及筋膜，然后完整取出肝脏，置于等渗生理盐水中。测量容
器使用 200 mL 量筒，最小刻度为 1 mL，辅以 250 mL 广口烧杯，小集液盆。应用排水法测量
兔肝体积 2 次，取 2 次平均值作为家兔实际肝脏体积。
1.2.5 重复性研究
在家兔完成体积测量后 2 周，由相同的测量者用相同的测量方法再次重新测量兔肝 CT、
MR 扫描的体积。
1.2.6 统计学方法
使用 MedCalc 专业统计软件分析，计算不同方法测得数据的均值及标准差，并进
[5]

行 Kappa 检验、作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及 Bland-Altman 一致性分析 ，用组内相关
系数（ICC）描述测量者内及测量者间使用重复测量的差异，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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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扫描测量

（b）FIESTA 扫描测量

（c）LAVA 扫描测量

图1

不同测量肝脏体积的示意图

Fig.1 The diagram of measuring liver volume by three scanning in rab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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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兔肝体积测量
影像学方法测量由 2 位具有丰富重建经验的放射科医生分别独立测量，两组数据经
Kappa 检验，k 值分别为 0.863、0.836 和 0.831。取平均值后，MDCT 及 MR 两个序列（FIESTA、
3
3
LAVA）测量所得的兔肝体积分别为（126.4 ±35.8）cm 、
（125.0 ±35.4）cm 、
（125.8 ±35.7）
3
3
cm ，排水法测得的兔肝真实体积为（126.6 ±36.4）cm （图 1（a）～图 1（c）
，表 1）
。
表 1 不同方法（排水法，CT、MR FIESTA 及 LAVA 序列）测量兔肝体积比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ethods to measure the liver volume of rabbits
3

兔肝体积/cm

排水法

CT

MR-FIESTA

MR-LAVA

12

12

12

12

均值/cm

126.6

126.4

125.0

125.8

标准差

36.4

35.8

35.4

35.7

N
3

2.2 兔肝体积测量的相关性及一致性分析
CT 和 MR（FIESTA、LAVA）测得的兔肝体积与排水法测得兔肝的实际体积均具有高度的
相关性（r 值 0.997、0.997 及 0.998，P 值均 < 0.05，图 2（a）～图 2（c））和一致性（图
2（d）～图（f）
）
。

（a）

（b）

（c）

（d）

（e）

（f）

图 2 （a）～（c）CT、FIESTA、LAVA 测得兔肝体积与排水法测得实际体积的相关性；
（d）～（f）
CT、FIESTA、LAVA 测得兔肝体积与排水法测得实际体积的一致性检验
Fig.2 (a)～(c)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abbit liver volume and actual volume measured
by drainage method was measured by CT, FIESTA and LAVA. (d)～(f)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volume of rabbit liver and the actual volume measured by the drainage
method was measured by CT, FIESTA and LAVA

2期

华晨辰等：IQQA-liver 自动分析软件在肝脏体积精确测量方面的应用研究

233

2.3 重复研究结果
半月后由相同的 2 名医生再次利用 IQQA-Live 自动分析软件分别独立测量家兔的肝
脏体积。结果显示：2 名操作者各自前后重复测量家兔肝脏体积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 值
分别为 0.995 和 0.985；2 名操作者间两次测量家兔肝脏体积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 值分
别为 0.996 和 0.987。

3 讨论
[6]

自 Heymsfield 等 首先报道使用 CT 测量肝体积后，经过一系列的 MDCT 测量肝脏体
积的应用研究，MDCT 肝脏体积测量在肝移植术前规划、术式选择，肝脏占位切除术术前
评估及小肝综合症评估等方面的价值受到临床的认可与重视

[1-4，7]

。以往 CT 测量肝脏体

积多为基于 CT 机自带的手动法测量，该方法有较好的准确性和较高的可重复性，但费
[8]

时长 。随着临床工作流量的加大，放射科医生需要更为便捷且准确可靠的肝脏体积测
量方法。
IQQA-Liver 肝脏 CT 影像解读分析系统是一款第三方自动分析软件，具有智能自动肝脏
轮廓识别功能，辅助以人工肝脏轮廓二维编辑及修改，即使扫描获得的图像层厚较薄，图
像数目较多，也能约 3 min 的平均耗时内快速准确地测得全脏体积。对于动态增强的肝脏
CT 检查，该软件还能对肝内三套血管进行自动化分割、标记及量化分析，分割出形态逼真，
立体感强的肝脏血管，用于观察血管间的分布、走行以及相互关系，获得全方位观察的三
[9]

维图像，指导临床手术规划 。更为便捷的是该软件可安装于个人电脑中，方便医生的临床
工作及科研研究。因此对 IQQA-Liver 自动分析软件在肝脏体积测量方面的精确性、可靠性
及重复性的研究，能为今后进一步临床及科研应用提供依据。
近些年来，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MR 在腹部检查中的应用越来受到重视，对于肝脏
[10]

占位性病灶的检出及定性的价值已不亚于增强 CT 检查

，因此利用 MR 进行肝脏体积测量

值得深入研究，以指导临床实际工作。过去一般认为 MR 扫描和 CT 相比，扫描层厚较厚（一
般为 6～8 mm）
，且有一定的层间距，因而不是容积扫描数据，无法进行薄层重建，导致 MR
在测量体积时误差较大，故临床应用较少。随着 MR 设备软硬件技术的发展，新序列的应用
使得 MR 检查的层厚可以减小（可达 1 mm），并可设置 0 间距或重叠间距，亦可像 CT 一样进
行容积扫描，还缩短了检查时间。
本研究中，采用 IQQA-Liver 软件测量 MDCT、MR FIESTA 及 LAVA 序列的家兔肝脏体积
平均耗时为（9.8 ±2.5）min，因该软件对兔肝轮廓的识别度低于人体肝脏，需要花大半的
时间对兔肝轮廓进行二维修改及编辑，但在应用于临床人体肝脏测量的时间则大为缩短，
较基于扫描机器自带软件的测量法仍具有一定优势。
此外，IQQA-Liver 软件对于 MR 多个序列图像有着很好的兼容性，也能像 CT 一样进
行三维影像分析。本研究中，MDCT、MR FIESTA 及 LAVA 序列均采用“3D 容积扫描”，用
获得的 2 mm 薄层图像进行测量，测得兔肝体积与排水法测得的真实体积之间具有相当
高的一致性。因此，采用 MR 数据进行肝脏体积测量的方法已经成熟，且单个薄层扫描
序列的体积测量就具有较高的准确性，随着技术的推广应用，一定会在临床工作中发
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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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Accurate Liver Volume Measurement
by IQQA-liver Auto Analysis Software
HUA Chenchen, LIU Yao, YIN Qihua
(Department of Imaging, Wu Xi People’s Hospital, Wuxi 214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liver volume measurements by MDCT and MR by
IQQA-liver auto analysis software. Method: (1) 12 rabbits were scanned by MDCT and MR FIESTA and LAVA
sequences, Then kill the rabbits and measure the rabbits, liver immediately (actual liver volume ALV) by means of
water displacement. Compare the liver volumes measured by MDCT, MR and water displacement. (2) Repetitive
study: repeat measure the liver volumes of all the rabbits. Results: (1) The liver volumes of rabbit measured by
MDCT, MR FIESTA and LAVA sequences were (126.4 ±35.8)cm3, (125.0 ±35.4)cm3, (125.8 ±35.7)cm3, ha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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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correlation (r = 0.997, 0.997, 0.998, P < 0.05) with the liver volume by means of water displacement
which was (126.6 ±36.4)cm3. Liver volume with MDCT, MR FIESTA and LAVA sequences and displacement of
water was good consistency by Bland-Altman method. (2) Repetitive study: repeated measures of liver volumes of
rabbits and patients at different time by each same operator, the ICC were 0.995, 0.985; measures of liver volumes
of rabbits by two operators at each time, the ICC were 0.996, 0.987. Conclusion: MDCT and MR can provide
accurate information i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liver volume used by IQQA-Liver auto analysis software, with
high reli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Keywords: X-ray tomography; MRI; liver;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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