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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 F-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
检查的卫生经济学
曾小慧，许珮珮，王云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PET-CT中心，长沙 410011)

[摘要] 18F-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18F-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emission tomography compared
with computed tomography，18F-FDG PET-CT，简称PET-CT)用于孤立性肺结节(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SPN)及肺癌诊
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较常规影像检查显著提高。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而言，PET-CT用于恶性肿瘤风险偏中的SPN最具
成本效果性，且对于肺癌的术前分期诊断及放射治疗、化学治疗后的随访都具有较好的卫生经济学价值。PET-CT用
于肺癌诊疗的卫生经济学研究大多采用的评价方法、效果指标及比较方法分别为成本效果分析、生命年和计算增量
成本效果比。病例追踪和随访是早期PET-CT卫生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手段，而近年来大多数研究所采用的都是模型法。
[关键词] 肺癌；卫生经济学；决策树模型；Markov模型

Health economics analysis for 18F-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emission tomography compared with computed
tomography in lung cancer
ZENG Xiaohui, XU Peipei, WANG Yunhua
(PET-CT Center,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1,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imaging, 18F-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emission tomography
compared with computed tomography (18F-FDG PET/CT) possesses highe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the diagnosis of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 (SPN) and lung canc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economics, PET/CT is more suitable strategy for diagnose of SPN with
intermediate probability of malignancy, and has good health economics value in preoperative
staging diagnosis and follow-up after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of lung cancer. The evaluation
method, eﬀect index and comparison method used in the health economics research of PET/CT
for lung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re cost-eﬀect analysis, life year and incremental cost-eﬀ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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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 respectively. Case tracking and follow-up was a means of early studies on PET/CT health
economics, and in recent years mathematical models are used in most studies.
KEY WORDS

lung cancer; health economics; decision model; Markov model

近年来肺癌的治疗水平不断进步，但是对于中
晚期肺癌仍不理想，其5年生存率不足10%，而对于
T1期肺癌患者，其5年的生存率约为70%，及早发现
和诊断肺癌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 [1-2]。孤立性肺结
节(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s，SPN)是早期肺癌鉴别诊
断的重点和难点。SPN是指肺内直径≤30 mm的圆形
或椭圆形孤立性病灶，其内无明显脂肪及钙化成分，
无相关的肺不张、肺炎、淋巴结肿大及胸腔积液[3-4]。
SPN的早期检测和准确鉴别对于减少肺癌相关病死
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5] 。 18 F-氟脱氧葡萄糖

穿刺等有创性检查，可减少患者不必要的手术及相
关并发症[12, 15]。

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18F-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emission tomography compared with computed
tomography，18F-FDG PET-CT，简称PET-CT)应用于
临床以来，由于其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性，在良恶
性病变的鉴别、肿瘤的临床分期、放疗的靶区勾画
和肿瘤的疗效评估等方面得到了广泛认可 [6-7]。由于
PET-CT能够同时获得病灶的功能代谢和解剖形态信
息，其对SPN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较常规影像检
查CT有了显著的提高 [8]。本文通过文献检索，从卫
生经济学角度重点讨论PET-CT用于评估SPN定性诊
断、临床分期及疗效评估的成本效益关系，分别从
其国内外研究进展、卫生经济分析原理及其应用进
行概述。

诊断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在很多国家都有相应的
研究报道的原因。在我国PET-CT全身检查的平均收
费为8 826元，局部检查的平均收费为6 020元，且全
国仅有6家医院PET-CT全部费用进入医保，6家单位
检查中的显像剂(药费)部分进入医保 [16]。昂贵的检
查费用对本来就经受痛苦折磨且需要花费大量医疗
费用的患者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加之PET-CT运
行时间相对较短，目前尚未得到国内患者及临床医
生的普遍认可 [17]。目前国内尚未见PET-CT用于SPN
定性诊断的卫生经济学研究报道，关于PET-CT用于
肺癌临床分期的卫生经济学评价已有2篇文献[18-19]
报道，这两篇研究均显示，PET-CT策略相对CT策略
更具成本效益，其增量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ICER)分别为23 800和37 960元/生
命年。

1 肺癌PET-CT检查卫生经济学分析的国内
外研究进展
1.1 国外研究进展
关于PET-CT用于SPN定性诊断和肺癌临床分期
的成本效果分析在国外均有报道。相关的研究最早
可追溯至1996年Valk等[9]做的病例追踪，该研究结果
显示：相对于CT，PET用于SPN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的分期诊断可以为患者
节省医疗卫生支出。另外4项研究 [10-13]分别通过病例
随访和决策树模型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得出了同
样的结论。Gugiatti等[14]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PET用
于评价SPN可为每位患者节省约50欧元，用于NSCLC
分期可为每位患者节省约108欧元。PET能够减少SPN
患者和肺癌患者的医疗总支出，主要是由于其具有
较高的诊断准确率，可减少为诊断而进行的开胸及

1.2 国内研究进展
虽然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关于PET-CT用于SPN定
性诊断、临床分期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然而各
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并不相同，且因为各个国家
的经济发展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常常导致各个
国家的评价标准并不统一(比如各个国家的阈值往往
不同)，这也是为什么针对PET-CT用于相同肿瘤分期

2 PET-CT用于肺癌诊疗的卫生经济学分析
原理与模型
2.1 卫生经济学评价方法及效果评价指标
目前关于PET-CT用于肺癌诊疗的卫生经济学
分析研究大多采用的都是成本效果分析方法(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CEA)，并且其效果指标大多
采用的是所获得的生命年(life-year，LY)，仅有1篇
文献[20]采用了准确性作为效果评价指标。有2篇
文献[21-22]采用了成本效用分析方法(cost-utility
analysis，CUA)，即采用了调整治疗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year，QALY)作为效果评价指标，该方法
除了考虑了患者延长的生命长度，也综合考虑了患
者的生活质量。另有1篇文献[14]采用了最小成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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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cost-minimization analysis，CMA)，即通过将效
果进行归一化处理，再通过比较各种策略之间的成
本，从而判断并遴选出最佳成本效果性的策略。
2.2 卫生经济学比较方法
这些卫生经济学分析所采用的比较方法都是计
算ICER，即以传统的CT策略或者最小创伤策略(如
观察等待策略)作为基线，通过计算含PET-CT检查或
分期策略组相对基线策略组的ICER，并将计算出的
ICER与ICER阈值进行比较，从而来判断相应的策略
是否具有成本效果性。
2.3 卫生经济学评价模型
病例追踪及随访是早期PET-CT卫生经济学研究
的一种手段[9-11]，近年来大多数的研究所采用的都是
模型法，其中大多数采用的是决策树模型，仅有2篇
篇文献[21-22]采用了Markov模型。Gambhir等[23]创建
了一个决策树分析模型，分别比较了针对SPN的4种
不同策略的成本效果性：1)观察等待；2)手术；3)
胸部CT；4)PET-CT。随后的很多研究都是根据具体
的评价目标及相应的临床路径或使用了该模型、或
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或改进 [13, 24]。
Gould等[21]首次结合了决策树模型和Markov模型一起
来估算不同诊断策略的长期效果和成本。

3 卫生经济学分析在肺癌PET-CT检查评价
中的应用
在SPN的早期检测和准确鉴别方面，PET-CT比
单独的CT和PET都更具优越性，且准确性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然而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引进，尤其像PETCT这种需要高昂的价格和运转费用的大型设备，都
必须证明其具有针对特定临床适应症的经济效益，
即成本效果性[25-26]。因此，下面将通过进一步的文献
检索，讨论近年来PET-CT用于SPN定性诊断、肺癌
临床分期及疗效评估的卫生经济学的研究报道。
3.1 卫生经济学在PET-CT用于SPN定性诊断中的应用
近年来关于PET-CT用于评估SPN定性诊断的
卫生经济学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模型法，关于使用
模型法进行的卫生经济学评价最早可追溯至1998年
Gambhir等[23]创建的决策树分析模型，该模型分别比
较了针对SPN的4种不同干预措施的成本效果性：1)
观察等待，所有患者通过X线片或者胸部CT定期检查
来判断SPN恶性增大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选择进行
穿刺活检或者手术；2)手术，对所有可切除的患者经
过胸廓切开术去除肺结节；3)胸部CT，患者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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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检或手术之前接受高分辨率CT检查；4)PET-CT，
患者在进行活检或手术之前接受PET-CT检查。该研
究分别计算了4种策略所花费的成本及所获得的临床
效果，并以最小成本策略(即等待观察)作为参照组，
分别计算了其他3种策略的ICER，以50 000美元/LY作
为ICER阈值，得到以下结果：对于恶性肿瘤风险比
较低(≤12%)的SPN，观察等待是最具有成本效果性
的策略；对于中度恶性肿瘤风险(12%~69%)的SPN，
最具有成本效果性的策略是在进行活检或手术之前
接受PET-CT检查；对于恶性肿瘤风险在69%~90%之
间的SPN，在进行活检或手术之前接受高分辨率CT
检查是最佳策略；对于恶性肿瘤风险大于90%的患
者，最具有成本有效果性的策略是直接进行手术。
敏感度分析结果显示：在将PET-CT的诊断效能降低
15%的情况下，对于SPN恶性肿瘤风险在17%~45%之
间的SPN，PET-CT策略仍然是最具有成本效果性的
策略。
从德国医疗卫生系统的角度出发，Dietlein等[13]
使用类似的模型评价了4种不同干预措施的成本效果
性。采用50 000欧元/LY作为ICER阈值，得到以下主
要研究结果：对于恶性肿瘤风险为10%~70%的SPN，
PET策略最具有成本效果性；对于恶性肿瘤风险为
5%的SPN，PET策略相对观察等待策略的ICER超出
了ICER阈值，即此时观察等待策略更具有成本效果
性；对于恶性肿瘤风险为75%~95%的SPN，手术是
最具有成本效果性的策略。而来自法国的卫生经济
学研究仅评估了3种策略的成本效果性：观察等待、
PET和PET-CT[24]，针对恶性肿瘤风险为43%的SPN，
分别估算了其他2种策略相对观察等待的ICER。研
究结果显示：PET-CT最具有成本效果性，PET-CT
相对观察等待每增加一个LY所花费的成本为3 022
欧元。敏感度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恶性肿瘤风险低
(0.3%~5.0%)的SPN，观察等待被认为是最佳的策略，
对于恶性肿瘤风险在5.7%~87.0%的SPN，PET-CT是
最具有成本效果性的策略，其相对观察等待策略的
ICER为1 159~43 350欧元/LY。来自意大利的研究[14]
对SPN在手术或穿刺前分别使用CT或PET两种诊断
路径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使用PET诊断路径可以
降低SPN患者总的诊断费用，平均每个患者可以降低
50欧元。
澳大利亚的研究 [27] 首次额外考虑了动态增强
CT在SPN管理中的影响，评价了4种诊断策略的成
本效果性：1)常规CT；2)常规CT+动态CT；3)常
规CT+PET；4)动态CT+PET。基线分析研究结果显
示：对于恶性肿瘤风险为54%的SPN，最具有成本效
果性的策略是动态CT+PET。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
动态CT+PET在恶性肿瘤风险低于54%时仍然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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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果性的策略；虽然恶性肿瘤风险极高(>90%)
时，常规CT和动态CT的成本效果性相当，对于恶性
肿瘤风险60%以上的SPN，动态CT是最佳策略。另一
项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20]首次以增量成本-准确率比
值(incremental cost accuracy ratio，ICPA)作为成本效果
性的最终评价指标，结果显示：对于恶性肿瘤风险
为80%~90%的SPN，相对CT策略，PET策略的ICPA可
以减少2 500~3 800欧元，说明使用PET策略更具有成
本效果性。
Gould等[21]首次结合决策树模型和Markov模型估
算了5种诊断干预措施、40种可能组合策略的长期效
果和成本，并对5种策略的成本效果性进行了评价：
观察等待，CT和PET，以及活检和手术。此外，与
之前研究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该研究首次使用了QALY
作为卫生经济学的效果评价指标，其主要研究结果
如下：1)SPN不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成本效果性主
要取决于其恶性肿瘤风险，较小程度取决于手术并
发症风险；2)除非SPN恶性概率非常高，否则大多
数情况下推荐使用CT来预测恶性肿瘤的风险性；3)
PET对SPN的诊断非常有效，当其与CT诊断结果不一
致时，PET被证明更具有成本效果性；4)获得影像学
资料后，积极使用活检和手术是非常经济有效的。
敏感度分析显示：对于恶性肿瘤风险非常低(<2%)的
SPN，观察等待是最合适的策略；对于恶性肿瘤风
险在2%~20%的SPN，穿刺活检最具有成本效果性；
对于恶性肿瘤风险在20%~69%的SPN，PET检查是最
具有成本效果性的策略；对于恶性肿瘤风险大于70%
的SPN，手术被认为是最具有成本效果性的措施。
此外，对于外科手术风险较高、恶性肿瘤风险为
35%~84%的SPN，PET检查被认为是具有成本效果性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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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和D4种策略所获得的效果分别为2.60，2.57，
2.67和2.66 LY；相对策略A，策略B因其较差的效果而
被直接淘汰，策略C和策略D的ICER分别为37 960和
65 175元/LY，因此策略C被认为是最具有成本效果性
的策略。
荷兰的一项研究 [22]评价了手术切除后进行放射
治疗或化学治疗的肺癌患者3种随访策略的成本效
果性：1)传统随访策略(病例追踪、身体检查、X线
片)；2)CT随访策略(病例追踪、身体检查、CT扫
描)；3)PET-CT随访策略(病例追踪、身体检查、PETCT扫描)。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传统随访策略，CT
随访和PET-CT随访都能获得更好的临床效果；CT随
访相对传统随访临床效果增加得不明显，其相对传
统随访策略的ICER为264.033欧元/QALY，而PET-CT
随访相对传统随访策略的ICER为69.086欧元/QALY；
在ICER阈值为80.000欧元/QALY时，3种随访策略中
最具有成本效果性的策略为PET-CT随访策略，其具
有成本效果性的概率为73%。

4 结语及展望

3.2 卫生经济学在PET-CT用于肺癌临床分期及随访

本文通过对大量的卫生经济学研究进行总结，
可以得出以下结果：1)关于PET-CT用于SPN定性诊断
和肺癌临床分期及随访的成本效果分析在国外均有
报道，而目前国内尚未见PET-CT用于SPN定性诊断
的卫生经济学研究报道；2)关于PET-CT用于肺癌诊
疗的卫生经济学分析研究大多采用的卫生经济学评
价方法是CEA，效果指标大多采用的是LY，仅有少
数文献采用了CUA和CMA，仅1篇文献采用了准确性
作为效果评价指标，有2篇文献采用了QALY作为效果
评价指标；3)这些卫生经济学分析所采用的比较方法
都是通过计算出的ICER与ICER阈值进行比较，从而
判断相应策略是否具有成本效果性；4)PET-CT用于

中的应用
来自中国的一项研究 [18]通过决策树模型对潜在
可手术的NSCLC患者术前3种不同分期诊断策略进行
了卫生经济学评估：1)CT分期(CT策略)；2)对所有
患者手术前行PET-CT检查(PET-CT策略)；3)仅对CT
分期后可手术的患者行PET-CT检查(部分PET-CT策
略)。研究结果显示：PET-CT策略相对CT策略更具有
成本效果性，其ICER为23 800元/LY；部分PET-CT策
略完全不具有成本效果性。
另一项研究[19]采用类似方法评价了4种肺癌分期
诊断策略的成本效果性：1)CT分期(A策略)；2)仅对
CT分期后可手术患者行PET-CT检查(B策略)；3)对
CT分期后所有患者行PET-CT检查(C策略)；4)所有
患者仅行PET-CT分期(D策略)。研究结果显示：A，

SPN定性诊断的卫生经济学评价有大量的文献报道，
虽然基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而略有不同，但综合
所有研究可以获得以下结论，即相对于观察等待、
CT、穿刺活检及手术策略，PET-CT策略用于恶性肿
瘤风险偏中(10%~70%)的SPN最具有成本效果性；5)
PET-CT用于肺癌的术前分期诊断及放射治疗与化学
治疗后的随访都具有较好的卫生经济学价值。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PET-CT用于SPN定性诊
断、肺癌临床分期及肿瘤治疗后随访的卫生经济学
研究已比较全面，然而各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及
医疗保障制度并不相同，加之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状况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常常导致各个国家的评价
标准并不统一，因此针对不同国家完善相应的卫生
经济学评价很有必要。另外，关于PET-CT用于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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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评估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文献报道，其可能是因
为缺少相应的PET-CT用于肺癌不同治疗方案疗效评
估的大型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随着PET-CT在临床上
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和重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关于
其用于肺癌不同治疗方案疗效评估的卫生经济学评
价也会陆续有文献报道。因为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
在SPN的定性诊断及肺癌的临床分期和随访，而不同
治疗方案的疗效评估肯定需要考虑更多的临床实际
情况，因此以往用来评价PET-CT用于SPN定性诊断
及肺癌临床分期和随访的卫生经济学评价模型将可
能不再完全适用于疗效评估的卫生经济学研究。但
关于模型构建的基本方法、基本思想及卫生经济学
基本原理是相通的，相信本文对该部分的总结将可
以作为未来进一步开展相应的卫生经济学研究提供
方法学参考和思路，从而设计出更加合理、方便的
卫生经济学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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