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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肿瘤放疗物理是医学物理的重要分支，肿瘤放疗装置是医疗设备中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最高的医疗设
备，现在中国每年新发病人已经超过 #$$ 万，有约 )$* 的肿瘤病人在治疗期间使用放疗手段，随着肿瘤病人的人数
和比例逐步升高，中国社会对放疗设备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不断提高+ 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大力发展中国的肿
瘤放疗学科，大力研发肿瘤放疗的新方法和新设备，建立中国的医学物理师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在综述肿瘤放
疗学科发展的基础上，对如何发展中国的肿瘤放疗事业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 肿瘤放疗物理，质量控制，医学物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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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从技术发展趋势看，目前的电子直线加速器放疗

’! 肿瘤放疗物理发展情况概述

（ 即放射线治疗，本文简称放疗）已经从过去的简单

目前用于外照射放疗的设备主要是电子直线加

少野放疗发展为目前的实形调强放疗（ T\M?），其中

速器（ 5T9-S）
（ 使用它的电子束和 Y 射线束）和 SD

最为突出的是 5T9-S 和螺旋 S? 结合形成的断层放

源 ，这 两 种 放 疗 设 备 的 市 场 占 有 率 超 过[$ * + 由

疗（ IDFDI0>K1@A）技术［’—"］，这种技术用气动的多叶

于Z$ SD 源的 ! 射线能量偏低，在保证杀死癌细胞的

光阑作为动态准直器，改变了过去放疗中方野和圆

同时，正常组织吸收的剂量比例比较高，所以发达国

野的概念，在三维空间形成对肿瘤的适形照射野，是

Z$

Z$

家正在逐步淘汰 SD 源放疗机+ 我们国家有很多公
司正在大量推广的 ! 刀就是一种Z$ SD 源放疗机，只
是源的数量和位置增加之后，在正常组织中的剂量
分散了，但是正常组织中的累积剂量仍然比 5T9-S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批准号：’$#)U$$"；’$’)U$$%）、北京市自然
科学重点基金（ 批准号：
"$’’$$#）资助项目
#$$" V ’$ V #" 收到初稿，
#$$% V $’ V $’ 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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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射性的致癌和损伤效果是按照积分剂量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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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三维空间实现放疗! 由于把照射的源皮距缩

在最佳工作状态，为病人治疗提供最佳服务! 有不少

短到 "#$%，同样 &’() 的 *+,-.，提高了放疗的剂

医学物理师还参加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开发这

量率，缩短了放疗时间! 这种放疗设备包括放疗的精

些设备的功能!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意把医学物理

确剂量计算，利用图像配准技术，实现了对病人的自

师的岗位设定在具有医学物理专业硕士毕业的水平

动定位和摆位，放疗过程中实现了对剂量实时监督，

上，而且在硕士学位培养阶段必须同时包括基础课

治疗后的三维剂量重建并和治疗计划比较! 利用这

程和动手能力方面的训练和考试!

种放疗技术的主要目标是治愈肿瘤病人，而且在人

医学物理师是靠医学物理专业培养的，放疗是

体任何部位肿瘤都可以实现最佳的治疗野和最好的

医疗机构内最需要医学物理师的地方，此外还有放

&/

剂量分布! 而 ! 刀把过去的 .0 源放疗从简单钴炮

射科和核医学科以及辐射防护等科室! 医学物理学

发展到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头部和体部 ! 刀! 除了
通过体外 照 射 的 放 疗 外，还 有 把 固 体 放 射 源 植 入

科的任务就是培养具有物理、信息和医学跨学科知

（ 包括短时植入和永久植入）体内的放疗，腔管内放

理学科自身需要的教学和科研人才，以及从事以医

置定时照射的放射源的放疗，以及用短寿命的放射

学影像和放疗设备为代表的高档医疗设备的研发工

性溶液注射进人体，让放射性自动浓集在病灶处的

作人员!

识的人才，除了培养医学物理师以外，还培养医学物

放疗等! 总结上述情况，对肿瘤病人的放疗有外照射

我国的学科目录上还没有医学物理学科，
更没有

放疗、后装放疗以及放射性同位素放疗等，构成了放

规划医学物理学科的培养目标! 但是，世界上发达国

疗领域多姿多彩的各种放疗设备! 外照射放疗除了

家在上个世纪 #/ 年代就已经办了医学物理专业，现

电子直线加速器外，还有质子放疗机，重离子放疗机

在已经有单独的系，甚至单独的学院! 从学科发展的

以及各种中子治疗机（ 包括硼中子俘获放疗机），这

内容来看，
凡是物理学在医学上的应用都可以包括在

些非光子类的外照射放疗也已经开始在临床使用或

医学物理的学科范围内，
但是世界上医学物理专业主

者试用，但是所占的市场份额还很低!

要内容是医学影像物理、
放疗物理和健康物理!
国内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很早就开始呼吁建立

12 医学物理师和医学物理学科

中国的医学物理学科和医学物理师制度! 例如，北京

放疗是肿瘤治疗中最为复杂的过程，因为要使

大学于 5663 年在核技术及应用学科内设立了医学

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对病人进行放射性照射，对

物理研究方向，已经建立了医学物理专业人才培养

设备的质量控制、定位准确性以及治疗结果的检查

的完整的研究生课程体系，覆盖了世界医学物理发

和验证的要求非常严格! 随着高新技术产品在医院

展的主流方向，培养了一批硕士和博士生，可以作为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世界各国都已经在医院里建立

我国医学物理专业人才培养的一种模式! 今年，清华

了医学物理师制度! 所以实施放疗，除了生产厂家提

大学在工程物理系下面也建立了医学物理和工程二

供合格的放疗机外，还必须由医学物理师用专用的

级学科，社会对医学物理专业的重视程度在增加! 为

［3—4］

软件制订放疗计划，并监督放疗计划的执行

!发

此我们建议：

达国家的做法是由放疗科的医生指定靶区，定靶区

（5）卫生部通过行政法规对医院配备医学物理

剂量以及敏感组织的限制剂量，剂量师勾画靶区，物

师的问题形成规范，规范内容包括医学物理师的岗

理师制订放疗计划，技术员或者护士负责对病人进

位职责和相应的权利! 建议首先在放疗科、放射科和

行定位并在医生和物理师的监督下对病人实施治

核医学科内设立相应的医学物理师岗位，经过若干

疗，从而形成医生和物理师共同对病人负责的体制!

年实施之后，通过国家立法在全国推广；

在中国，有放疗科的医院已经有 &// 家以上，但是医

（1）在国务院的学科目录上正式设定医学物理

院内还没有医学物理师岗位，也没有建立相应的医

学科，并形成医学物理学科人才培养的规范! 为了加

学物理师制度，由此造成的医疗事故不断!

快配备物理师的速度，建议从目前基础比较好的单

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聘用的医学物理师大多

位开始，建立专业培训的课程体系和考试要求! 同时

具有博士学位，而且在岗位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其

组织在职培训和相近专业毕业学生的岗前培训，解

制度已经十分完善!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针对每个病

决当前物理师人才奇缺的问题；

人的具体情况按照医生确定的治疗方案，具体制定

（7）建立我国研发高档医疗设备的基地，重视

治疗计划! 在实施治疗的过程中，要把放疗设备设置

对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档医疗设备软硬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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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整体投入水平，建立“ 公平、公正”的评审制度，

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准确使用射线携带能量和时

改变高档医疗设备被跨国公司垄断的局面’

空信息的特点，为病人治疗取得最大利益是医学物

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国

理师的主要责任’

内的很多专家已经在医院的相当于物理师的岗位上

放疗设备是我国医疗器械行业中技术含量和附

（ 例如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

加值最高的一类医疗设备’ 为了制订放疗计划，放疗

院和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等）兢兢业业地工

科和医学影像科室之间医学信息的联网已是当务之

作了几十年，我国的一些大学已经建立了医学物理

急，这样可以节省经费，提高医学信息的使用效率’

专业的雏形，国内建立医学物理师制度和发展医学

最近 8$ 多年的发展已经证明：是医学影像技术的进

物理专业的条件已经成熟’

步促进了放疗技术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放疗已经

"! 放疗设备及其关键技术
前面已经介绍了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放疗设
-$

备，主要是 ()*+,、 ,. 放疗机（ 含 ! 刀）、后装放疗
机，以及短寿命放射性同位素放疗技术等’ 其中 /

离不开医学影像技术［&—8$］’ 放疗的目的是在杀死肿
瘤细胞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正常组织’ 因此，在
具体实施过程中，要造成病灶部位的致死剂量，敏感
组织的最小剂量，而作为一个信息源，医学影像可以
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射线，! 射 线 和 电 子、质 子 放 疗 属 于 低 能 量 转 移
（(01）的放疗模式，即每个粒子通过和人体组织相

（8）研究和发展用于放疗的物质波源，即加速

互作用转移给人体组织的能量密度比较低，是当前

器的离子源和各种物质波源，包括热源’ 研究开发物

放疗模 式 的 主 流；而 中 子［ 包 括 硼 中 子 俘 获 放 疗

质波源产生的新原理和关键技术，目的是在提高波

（2*,1）］和重离子放疗是高能量转移（ 301）的放

源产生物质波的效率同时，改善物质波束流品质，满

疗模式’ (01 放疗机对那些弥散程度高的肿瘤，例如

放疗领域的关键技术可归纳如下：

足临床需要’

神经胶质瘤是无能为力的，而 301 放疗的价格比较

（#）对物质波和人体组织发生相互作用的规律

高，技术更为复杂’ 最近国内已经把 #"4567 的质子

建模，通过模型参数的最佳化，改善治疗效果，为放

加速器引进放疗领域’ 质子放疗也是 (01 放疗，但

疗目标的实现提供最佳的选择，这方面对那些新的

是属于实形调强放疗的范围’

热疗模式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对肿瘤的物理治疗，除了放疗外，还有射频和超

（"）对射线在人体内造成的剂量进行计算，其

声波聚焦放疗等，在国内也已经开展起来，这些治疗

中包括靶区剂量和敏感组织处的剂量，现在的剂量

装置的治疗原理主要是根据物质波和肿瘤细胞以及

计算要求是三维剂量场的分布计算’ 剂量学的研究

正常细胞在热效应上的差别，属于热疗的范畴’ 目前

包括 剂 量 的 解 析 计 算、5.;<6 ,=>?. 计 算 和 实 验 测

这方面问题是无法测量靶区和周围组织的温度场，
对

量’ 实验测量中需要用到测量剂量的各种标准探测

什么样的病灶使用多大剂量还没有足够的科学数据’

器、标准模型’

从放疗机发展的技术路线看，我国是发展 ! 刀
技术最快的国家，是超声治疗仪首先被批准在临床

摆位的自动化和精确化’

上使用的国家’ 也就是说，我国在放疗上采用新技术

（%）完善对病人定位的各种技术，包括对病人
（4）防止病人放疗时身体运动的无创伤固定技

的问题在医疗界并不保守’ 但是在我国，肿瘤物理治

术，解决放疗时体内脏器运动造成的放疗定位误差，

疗方面的资源不足，在病人急于求治的市场需求下，

解决放疗实施中的精度问题’

不要忽略临床实施上的科学性和市场准入的严格
性，以免造成对病人不必要的损害’
国内也己经有一些公司和放疗科医生开始注意
对良性病变的放疗’ 例如用

8"9

（-）自动控制放射源的旋转和病床的运动，并
和实时剂量检测技术结合，达到放疗靶区剂量的总
误差不超过 4@ 的技术要求’

,: 放射源经直肠对前

（9）研究用于放疗的医学影像技术，改进制订

列腺增生的放疗等，这方面的生物学机制，以及合适

放疗计划用的影像质量，增加病人的功能信息，包括

的剂量范围等还都需要经过研究才能确定’ 用射线

对头部肿瘤放疗时的脑认知模块分布信息，实现影

的治疗总体来说是“ 利”大于“ 弊”，这是放疗之所以

像格式的标准化，并和放疗机控制系统的格式兼容，

能够成为肿瘤三大治疗手段的原因’ 放射性照射，尤

例如实现 A),B5 C D1 的放疗计划并实施自动化’

其具有治疗能力的放射性照射具有致癌的危险，这
! "" 卷（#$$% 年）& 期

（&）放疗时的影像监督技术，放疗剂量的实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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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和治疗后的剂量场分布的验证工作!
（"）放疗束流的准直技术，包括动态多叶光阑
技术，动态楔形块技术，以及针对这些技术的剂量计
算方法和检测技术!
（#$）针对具体肿瘤把放疗和其他治疗技术（ 例
如外科手术）相结合的一揽子技术，包括放疗计划、
剂量计算方法和影像监督技术!
（##）根据癌细胞和正常细胞之间的差别和功
能成像的数据，建立放疗的生物学模型!
以上列举的放疗过程、放疗设备和放疗影像技
术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涵盖了非常广泛的成像
模式、放疗模式和一个规模很大的产业群! 这个事业
的发展，依赖于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因此设立我国医
学物理专业及其医学物理师制度已成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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