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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体定向放疗及其分类一、立体定向放疗及其分类

放射手术和立体定向
放射手术（Radiosurgery )：

指用小野集束照射靶区，靶区≤50mm，给以单次或少分

次大剂量照射，致病变组织坏死的一种治疗技术。由于高
剂量集中在靶区，周围正常组织剂量很小，射线起到手术
刀的作用，故称放射手术。

特点：小野、集束、大剂量

立体定向（位）Stereotaxy：
利用现有的影像技术，如CT、MRI、DSA、血管造影、X
光片等，借助计算机的特殊软件得到病变在体内的精确空
间位置的一种技术。



立体定向（位 ）放射手术 SRS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利用立体定向技术进行病变定位
的，用小野集束单次或少分次照射
靶区，实施手术式治疗的一种技
术。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的种类

一、γ射线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系统

1、头部伽玛刀：Elekta 头部γ刀OUR头部伽玛刀

2、超级γ刀，月亮神γ刀

（超级γ刀、月亮神γ刀既能进行头部治疗又能进行
体部肿瘤治疗）

　二、直线加速器放射外科治疗系统

1、Ｘ刀

2、Cyberknife







XX刀治疗刀治疗





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特性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特性

原理：扇形聚焦、回转照射

射束聚焦



1、静态聚焦：

瑞典瑞典神经外科专家Leksell教授

实现方式:



2、扇形动态聚焦：



剂量分布高度集中

焦点中心剂量最大

周边剂量下降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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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聚焦性能:



相关术语及定义

1、定位参考点：

治疗系统中，当系统处于预定辐照位置时，治

疗床及立体定位装置的标定点，用于指示系统的

定位中心。



2、聚焦野：

系统中，在三维焦平面内模体规定深度处，

由50%的等剂量曲线所限定的区域。





3、聚焦野剂量梯度

系统中，在焦平面内沿坐标轴线在聚焦野

边缘的剂量梯度，用剂量分布曲线20%～

80%之间的距离表示。





三、质量控制内容三、质量控制内容

规范参照标准

GBZ168-2005《χ、γ射线头部立体定向外科

治疗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第2 部分：体部多

源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



检测条件

1、环境条件

3.1.1 环境温度：15oC~35oC

3.1.2 环境湿度：30%~75%（相对湿度）

3.1.3 大气压：70~110kPa



仪器要求

1、剂量仪——电离室

次级标准参考级通用剂量计

测量分辨率不超过0.5%；

测量重复性不超过0.5%；

测量示值非线性不超过0.5%；

长期稳定性不超过±1.0%/年；

光子能量响应不超过±4%；

漏电流不超过±4fA；

Co60的极化效应不超过0.5%；

零点漂移不超过±1.0%。



2、专用球形模体

模体材料:球形模体使用聚苯乙烯或有机玻璃制成

模体尺寸:直径160mm球体，由两个半球及连接件组

合而成

两个半球中间有空槽，用于插入胶片暗盒或电离室

插板。在球体或电离室插板的三个位置有电离室插

孔，用于插入电离室



（专用球形模体结构示意图）



3、焦点测量专用胶片暗盒：

材料:由铝合金或轻质材料制成。

结构:



检测项目及技术

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验收检测要求 检测周
期

1 手动控制装置 可正常工作 日检

2 计时器 可正常工作 日检

3 门联锁 可正常工作 日检

4 紧急开关 可正常工作 日检

5 参考定位点 mm 0.5mm 月检

6 剂量计算综合误差 % ±5% 月检

7 泄漏污染 符合GBZ161-
2004

年检



续表
8 焦点吸收剂量率 Gy/min 3Gy/min 年检

9 最小聚焦野的焦点吸收剂量
率与最大聚焦野的焦点吸

收剂量率之比

0.7 月检

10 聚焦野标称尺寸不大于6mm
的准直器与测量尺寸偏差

mm 1mm 月检

11 聚焦野标称尺寸大于6mm并
小于10mm的准直器与测

量尺寸偏差

mm 1.5mm 月检

12 聚焦野标称尺寸大于或等于
10mm并小于20mm的准直器

与测量尺寸偏差

mm 2mm 月检



续表

13 聚焦野标称尺寸大于或等于
20mm的准直器与测量尺

寸偏差

mm 2.5mm 月检

14 标称聚焦野尺寸小于等于
10mm的聚焦野剂量梯度

mm 6mm 月检

15 标称聚焦野尺寸大于10mm并
小于等于20mm的聚焦野

mm 8mm 月检

16 标称聚焦野尺寸大于20mm并
小于等于30mm的聚焦野

mm 10mm 月检

17 治疗计划软件的重建位置误
差

mm 1.5mm 月检



四、多源γ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系统质量检测方法



11、机械定位基准中心与聚焦射野中心偏差、机械定位基准中心与聚焦射野中心偏差

要求描述
头部和体部的机械定位基准中心与聚焦中心

偏差不大于0.5mm。

测量仪器 焦点测量棒和固定支架，胶片EBT-3。

测量方法

在定位床上用固定支架将焦点测量棒安装在

已知的机械定位基准位置，分别装XZ和YZ定

位片。然后按照测量条件进行照射。测量3

次。最后经过数据处理求出机械定位基准中

心与聚焦射野中心的偏差值。



数据处理

首先对胶片扫描，然后用胶片处理系统处理

出过针孔点的X、Y、Z轴的剂量分布曲线，

并将曲线数据输出成数据文件，再用

AutoCAD软件找出针孔点偏离分布曲线中心

的距离。

测量条件

0～360°旋转照射，辐照 1   圈，每圈用时

120  s，Φ15准直器，位置 ( 200   , 200  ,

430 )。





定位基准中心与聚焦射野中心偏差计算

利用胶片处理方法，计算胶片50%剂量值。

绘制50%剂量曲线，测量该曲线分别沿三个坐标轴方

向50%剂量线的中心点到定位参考点之间的距离ΔX1

、ΔY1、ΔZ1。



2 2 2
1 1 1 1X Y ZΔ = Δ + Δ + Δ

式中：
∆1 — 焦点与定位参考点之间的距离，mm；
ΔX1— X轴方向50%剂量线的中心点到定位参考点之间的距离，mm；
ΔY1— Y轴方向50%剂量线的中心点到定位参考点之间的距离，mm；
ΔZ1— Z轴方向50%剂量线的中心点到定位参考点之间的距离，mm。

报告ΔX1、ΔY1、ΔZ1。



定位基准中心与聚焦射野中心偏差



测量记录

单位：mm        

序号
胶片编
号

δx δy δz δ

1 XZ1‐15 0.106 ‐ 0.148
0.27 

2 YZ1‐15 ‐ 0.169 0.212

3 XZ1‐8 0.166 ‐ 0.127
0.30 

4 YZ1‐8 ‐ 0.212 0.127

5



22、焦点剂量率检测、焦点剂量率检测

要求描述 测量的焦点剂量率与理论推算值得误差不大于5%

测量仪器
PTW31010电离室(0.125cc)，SΦ100mm有机玻璃球模

和固定支架。

测量方法

焦点剂量率采用电离室测试。首先将球模通过固定支

架安装在定位治疗床上，使其球模中心位于基准位

置，并将电离室（0.125CC）（带平衡帽）插入球模

（Z向）。然后按照测试条件进行照射。测量3次取平

均值。



测量条
件

0～360o旋转照射，辐照 4   圈，每圈用时 60   s，
Φ55准直器，
位置( 200  ,  200  ,  430  )
PTW‐UNIDOS测量模式：∫Doserate dt, Low 
380R/min, t=60s,uncorrect

测量日
期

2012年7月25日

测试记
录

温度( ℃) 27.0 

气压(hPa) 996.1 

第1次(R)   264.2

第2次(R)   264.2

第3次(R) 264.5



数据处理
取平均值后焦点剂量率(R/min) 264.3 

查校准证书得校准因子 0.988 

处理结果

考虑校准因子、温度和气压的修
正(R/min) 271.95 

转换为水中的吸收剂量率
(Gy/min) 2.638 

初装源时间 2011年5月28日

初装源时的焦点剂量率(Gy/min) 3.100 

在测量日期理论计算的焦点剂量率(Gy/min) 2.661 

实际和理论计算值的偏差 ‐0.87%



33、单靶点的剂量规划值与实测剂量误差、单靶点的剂量规划值与实测剂量误差

要求描述 头部单靶点的剂量规划值与实测剂量误差不大于5%

测量仪器 PTW31010电离室(0.125cc)，SΦ160mm有机玻璃球模和固定支架

测量方法

a) SΦ160mm有机玻璃球模与定位床上头部中心的固定底座连接，
将电离室板插入其中，安装头部CT定位标记框;

b) 送入CT机按1mm的层厚进行CT定位扫描；扫描CT图像胶片给
TPS.

c) 用TPS软件，根据CT图像寻找球模中心（靶心位置），并计算出

该中心位置在治疗坐标系中的坐标值，并用不同的准直器计算出该
中心的剂量规划值；

d) 电离室插入电离室板孔内，按TPS剂量规划值测量球模中心靶点

的实际剂量。



测量条件

位 置 (  200.15  ,  200.00  ,  150.87  )
PTW‐UNIDOS 测 量 模 式 ： ∫ Doserate dt,  Low 
380R/min,uncorrect

测量日期 2012年7月25日

测量记录

温度( ℃)
气压(hPa)
PTW‐UNIDOS 校准因子 0.988 

准直器
(mm)

规划照
射时间(s)

测量读数
1[R]

测量读数
2[R]

实测剂量
cGy

规划剂量
cGy 误差%

Φ55  #DIV/0! 500 #DIV/0!
Φ15  #DIV/0! 500 #DIV/0!
Φ55  #DIV/0! 500 #DIV/0!
Φ15  #DIV/0! 500 #DIV/0!
Φ15  #DIV/0! 500 #DIV/0!
Φ55  #DIV/0! 500 #DIV/0!
Φ25  #DIV/0! 500 #DIV/0!
Φ40 #DIV/0! 500 #DIV/0!

结 论 最大误差 % < 5%



44、、γγ射束辐照时透过准直器的泄露辐射射束辐照时透过准直器的泄露辐射

要求描述
在治疗位置状态下，关闭准直器时焦点剂量率不超过正常治疗状
态辐射野中心辐射剂量率的2%

测量仪器 PTW31010电离室(0.125cc)，SΦ160mm有机玻璃球模和固定支架

测量方法

a) SΦ160mm有机玻璃球模与定位床上头部中心的固定底座连

接，将电离室板插入其中；

b) 用Φ55准直器、(200，200，150)、0°照射，测量最大辐射野

中心辐射剂量率；
c) 关闭准直器Φ0、(200，200，150)、0°照射，测量关闭准直器

时焦点剂量率。

测量条件

0o定点静止照射，照射时间为 210  s，Φ 55准直器，
位置： (  200.15  ,  200.00  ,  150.87  )
PTW‐UNIDOS测量模式：∫Doserate dt, Low 
380R/min,uncorrect

测量日期 2012年7月25日



测量记录

温度( ℃)
气压(hPa)
PTW‐UNIDOS 校准因子 0.988 
照射量率
(R/min)

1
2
3

平均值 #DIV/0!

关闭准直器照射量
率

D关 (R/min)

1
2
3

平均值 #DIV/0!

处理结果 #DIV/0!
结 论 转换为水中吸收剂量后比值为 0.49  % < 2%



其他检测内容其他检测内容

五、体部靶点位置总的精确度

六、非治疗状态下的杂散辐射



检测周期检测周期

周期检测

依据各个检测项目的特点，将检测频度分为日检、

周检、月检、年检。

维修后检测

在进行了可能影响剂量学特性和机械特性的维修

后，应进行相关项目的检测。

其他检测

新设备验收、对设备性能有怀疑时或委托方提出

要求时，应进行检测。



检测记录与结果处理检测记录与结果处理

检测记录

在进行检测时应有详尽的检测记录

检测结果处理

对于检测不合格的设备立即停用，并进行维修。

对于检测合格的设备，粘贴合格标签，标明检测有

效时间。



五、治疗效果五、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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